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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优威推出新款双玻EVA，实现无瑕疵层压工艺

最详细并网流程综合整理(国网、南网对比版)

全球化视野深度报道太阳能产业

2016，硅基组件超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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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光伏——机会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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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SNEC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展览会暨论坛如期而至，作为
该“光伏两会”白金媒体赞助商&刊物出版特别合作商的Solar Media (PV-Tech
母公司)今年一如既往地“盛装出席”，展会期间携其品牌期刊《PV-Tech PRO》
中文专业版杂志及技术类刊物《Photovoltaic International》与大家见面。
在最新一期的《PV-Tech PRO》中文专业版杂志中，来自Solar Media伦敦
编辑部及中文团队的编辑们精心准备了丰富的内容，为大家纪录全球不同地区不
同时区光伏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状况，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与机会。
2016年第一季度以来，上游多晶硅风云变幻，国际贸易摩擦与价格波动激
烈，对整个光伏制造环节造成了影响。原材料的市场争夺一直是中国光伏行业巨
头聚焦标的之一，它的发展俨然左右了中国光伏产业的市场格局。本期《角逐光
伏“黄金原材料”话语权——多晶硅企业晋级史》一文详细描述了中国多晶硅的
发展故事。
电池组件是光伏制造领域另一块竞争激烈的环节，云集了诸多主流上市公
司，其中领先的几家“硅基组件超级联盟”成员天合、阿特斯、晶科、协鑫集
成、英利等更加受人瞩目。2016各家对市场有哪些布局？对此Solar Media市
场情报部门负责人芬利·科尔维尔在其撰写的《2016年硅基组件超级联盟瞄准
50%全球市场份额》一文中有所透露。
制造端的努力最终需在应用端获得体现，因此本期我们聚焦的一大主题是
“终端应用”，包括光伏电站的投资、设计、开发、建设、运维，以及电站重要
组成部件，均由各领域的佼佼者进行阐述分析，有些以案例的形式体现。如立志
打造“互联网+分布式光伏”平台的全名光伏PV Plus呈现的《最详细并网流程综
合整理(国网、南网对比版)》；基于汽车博物馆配电网系统案例阐述《储能系统在
微电网中的应用》观点的林洋能源等。
当前，光伏产业已经进入电力输出时代，行业的焦点阶段性的转移到了终端
应用，新的明星企业正在成长，万科有一句话：“容纳我们生长的大地已沧海桑
田，我们以往成功所依赖的天空也或已斗转星移。”在这样一个充满变革和创新
的时代，PV-Tech将继续作为行业观察者为大家纪录每一个珍贵时刻，而读者的
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感谢有您的关注。
最后，PV-Tech团队衷心祝愿各位读者本周在上海能够斩获颇丰，同时也期
待各位在SNEC展会期间莅临我们的展位E2-693。

肖蓓
PV-Tech PRO

本期PV-Tech PRO中文专业版将在今年的多个
国内外行业活动中进行投放。
PV-Tech PRO中文专业版本着深入浅出、精益
求精的原则，刊载了多篇深度专题报道、最新
产品简介以及权威舆论导向等内容，并涵盖了
多篇来自《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姊妹英
文杂志的技术文章。

联系我们：
电话：+44 207 871 0122
传真：+44 207 871 0102
咨询：info@pv-tech.cn
投稿：editor@pv-tech.cn
广告：sales@pv-tech.cn
订阅：subscribe@pv-tech.cn
微博：weibo.com/pvtech
微信：PVTechCN

★编辑推荐
《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英文技术杂志
每季一期，期期精彩，不容错过！
编辑推荐季刊示例

垂询订阅：subscribe@pv-tech.org
网址：www.photovoltaicsinternational.com

地址：
3rd Floor
America House
2 America Square
London
EC3N 2LU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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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新闻
亚洲地区

目标形成对比，Bridge to India预

许多支持性规章制度。

计，2016/17财年实际增加装机容量

并网和融资问题将阻碍印度
100GW太阳能目标

将仅为5-6GW左右。”

然而，IHS Technology高级分析
师约瑟芬·伯格(Josefin Berg)警告，
随着“环境日益规范”，欧洲太阳能行

EnergyTrend：上半年并网量约
12-13GW下半年仅有4GW

业在安装下一100GW时将面临新挑
战。
SolarPower Europe首席执行官詹

四月末，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

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补充道，

了今年第一季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运

鉴于整个欧洲大陆许多上网电价补贴

行状况，新增并网量高达7.14GW，

结束，太阳能发展需要一个适当的电

全国累计并网量正式超过50GW。随

力市场设计和长期投资信号。

后，EnergyTrend分析称，第一季并网

他补充道：“我们希望欧盟即将推

量的暴增，主要来自2015年第四季剩

出的市场设计改革和《可再生能源指

余的量，因此今年实际需求可能不如

令》将为200GW基准铺平道路。”

根据咨询公司Bridge to India的最

预期。同时预估今年上半年的并网量

新报告，并网和可用性是印度太阳能

约会在12-13GW之间，而下半年则可

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能只有4GW，全年需求约17GW。其

《2016年印度太阳能手册》，首

中，单晶市场可达7GW之多。

“欧洲曾是太阳能的摇篮，现在
世界其他地区正迎头赶上。”
SolarPower Europe的总裁奥利
弗·舍费尔表示：“就在几年前，太阳

次包括首席执行官的调查，报告电

目前，政府已开始着手解决弃光

能被视为一项利基的替代技术，但现

网问题是该国到2022年100GW目标

限电问题，已出台相关政策，其中包

已成为我们能源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

的主要瓶颈，因此预计该国将仅部署

括限制装机、强化在地消纳、加强电

部分。事实上，太阳能发电是当今欧

40-60GW。

力销售制度、建设“西电东送”的大

洲最具竞争力的能源发电形式之一。”

保持积极的投资和贷款需求是另

型电缆以及跨省的中型电网等。而由

SolarPower Europe将于九月在布

一项主要挑战，Bridge to India表示，

于仍在尝试解决弃光限电问题，因此

政策干预或将成为维持该行业发展的

今年上半年的并网量过高，将压缩今

关键。

年下半年释出的并网量，造成全年需

无论如何，仍预计2016年该国将

鲁塞尔举行100GW里程碑的庆祝活动

求不如预期。

美洲地区

欧洲地区

新调查凸显在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
对清洁能源的支持

成为全球第四大太阳能市场，仅次于
中国、美国和日本，预计今年新增装
机容量5.4GW。

得克萨斯州清洁能源联盟(TCEC)

尽管援引了瓶颈问题，但是
Bridge to India将该行业描述为“全

欧洲太阳能安装量达100GW

共和党人对清洁能源政策强有力的支

关键政策变化；25GW的项目正在开

持。

发；去年宣布三十五项新招标，总计

该调查指出，85%的得克萨斯州

装机容量15.5GW；未来几个月将发布

选民，其中包括78%的共和党人，支

5GW新招标；印度和国际开发商的投

持清洁能源发电的增加。此外，94%

资兴趣蓬勃增长。

的选民将太阳能视作一种清洁能源。
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选民还指

然而，随着近来每单位价格远
低于五卢比，融资能力仍是一个问

根据调研公司IHS的新数据，欧洲

出，他们大力支持得克萨斯州十分之

题，许多开发商苦苦筹集资金，银行

安装的并网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已超

九的潜在清洁能源政策，为消费者提

似乎不愿为这些价格的项目贷款。因

过100GW。

供更多自由来选择能源来源。

此，2017和2018年的进程将不会像

根据IHS发布，2016年第二季

尽管他们偏爱清洁能源，但大多

度，欧洲大陆的光伏装机容量已从

数得克萨斯州居民对于联邦《清洁电

该 报 告 表 示 ：“与 新 能 源 和 可 再

2005年的3GW提高至100GW，主要

力计划》不甚了解。迄今，只有14%

生能源部(MNRE)对2016/17财年

是由于成本下降80%，以及寻求满足

的得克萨斯州选民看过、读过或听过

的12GW公共事业规模太阳能项目

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的国家出台

该计划。

预期一样快。

6

进行的一项新调查显示出，在孤星州

面 繁 荣 ”，其 中 包 括 ： 正 在 推 出 各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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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N1
Sun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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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N1 提供太阳直接辐射和
太阳散射辐射以及日照时数
的准确测量
·

直接辐射和散射辐射

·

无移动部件，无需调节

·

DNI 计算

·

日照状态

SPN1 让测试工程师能够监测太
阳能光伏安装设施的效率。其独
特设计能够测量直接辐射和散射
辐射，无需复杂调节、遮阳环或
其他移动部件，因此对于选择
CPV 地点尤为有用。

Delta-T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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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tech full page version 2016.indd 1

SPN1 太阳辐射仪
sales@delta-t.co.uk
28-Apr-16 4:27: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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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
海优威推出新款双玻EVA，实现无
瑕疵层压工艺

梅耶博格推出使用超薄金刚线的
DW288-3系列线锯切割工具

产品应用: 本产品可应用于双玻光伏组
件的层压工艺中。

产品应用: 本产品可应用于异质结太阳
能电池的新一代超薄单晶硅硅片和其
他高级太阳能结构中。
海优威双玻EVA

相关信息: DW288-3系列产品据称具
有无法匹敌的30 m/s运行速度，从而
实现更高的进给速度。同时，将装载
长度增加至650mm也可实现额外的产
能增加。特殊的线锯张紧系统即使在
最高速和最大加速度运转的情况下，
也可迅速缓和所出现的任何波动，并
同时超轻滑轮可将线锯的张紧波动限
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

相关信息: 对材料进行微调的能力可解
决几乎所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瑕疵，
并同时实现较高的生产效率。此外，
使用了G401W产品的光伏组件的层压
流程速度极快，其结构仍旧保持简单
的电池被表面单层G401W材料结构，
使其能够使用与所有商业生产所使用
的层压机类型。

上市时间: 已上市。

上市时间: 已上市。

梅耶博格DWMS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公司日前推出公司新研发的

对于刀缝损失来说，通常的规律是：切线越薄，

“互连前”EVA产品。该G401W EVA产品是新式G系

材料产能越好，且产量越高。但是，较薄的切线也为

列产品中的一款，专为双玻光伏组件而研发，旨在消

太阳能产业内的供应商带来了新的挑战。此类切线极

除传统EVA材料在层压工艺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易缠结或断裂，特别是在高速运转状态下。因此，设

白色EVA密封层压工艺的常见问题的通常与密封
材料在电池板内部零部件中的溢出、层压后EVA材料

备控制系统与切割工艺之间进行精准协调的配合是极
为重要的。

表面纹的形成和EVA达到熔点后电池板内部压力导致

DW288-3系列产品据悉已应用于厚度仅为145

的电池位移等相关。精控“互联前”效应可免除生产

μm的硅片生产工艺中，且其总厚度变量(TTV)仅为

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使得电池板具有更高规格的外观

10μm；而当前市场上的TTV标准为30μm，但这一

品质。

数值对于上述厚度的硅片来说变量范围过于宽泛。较

海优威采用电子束技术(Electron Beam)实现塑

低的TTV据称是通过优化后的窄轴距几何形态配合专

料材料的互连，以提高产品性能。聚合物链之间的互

门研发的切割工艺来实现的。凭借异质结等高效电池

连方式与起在高温常规层压机中的互联方式相同，不

镀膜技术的发展，目前的趋势正朝着愈来愈薄的硅片

同之处在于聚合物的粘连在材料应用前所谓的“互联

发展。

前”阶段受到精密控制。

金刚线价格昂贵，占去了大部分的运行成本。

公司表示，组件制造商可应用此特殊调制的EVA

然而长期以来，它们对总成本影响却被忽视了。当金

材料进行层压工艺，并使得白色双玻电池板不会出现

刚石磨损后，金刚线的切割效率会降低。在传统线匝

瑕疵。

上，金刚线层层缠绕，这无疑会加快金刚石的损耗。

G系列EVA薄膜产品G401W的厚度为0.58mm，

为此，公司成功研发了金刚线管理系统(DWMS)：在

宽970-1000mm，每卷长度为150m，纸芯内直径为

专门设计的工作线匝上，金刚线只在同一层中并排缠

76.2mm。产品配有聚乙烯密封袋和纸盒外包装。

绕。这样不仅避免了金刚线之间直接摩擦，金刚线的
性能也提高了超过50%。DWMS金刚线管理系统分为
工作区(红色)和储线区(蓝色)。在传统的金刚线管理系
统中，金刚线层层缠绕，这样会导致金刚线产生不必
要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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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逐光伏“黄金原材料”话语权
——多晶硅企业晋级史
文/肖蓓

2004年后，全球太阳能产业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来自终端市场及下游制造端的强烈需求，使上游多晶硅原材料成为
当时比黄金还珍贵的稀缺资源。这一时期的多晶硅价格从2004年的30美元/公斤，到2008年已经涨至400多美元/公斤。
当时我国多晶硅产量仍不足千吨，而全国每年多晶硅需求缺口高达3000吨左右，于是有了一句行话叫“拥硅为王”。

拓荒者们的多晶硅“黄金”梦
“拥硅为王”时代，吸引了国内众多光伏拓荒人物奔
走其中，最先动手布局的关键人有：彭小峰、李仙寿、施
正荣、苗连生，他们分别代表了后来光伏产业耀眼的四家
企业：赛维LDK、昱辉阳光、尚徳电力、英利绿能。

公司名称 2010产能E(吨) 2010产量E(吨)
徐州中能

21000

17853

赛维LDK

11000

6000

四川瑞能

6000(分三期建设) 1800

重庆大全

4000

2800

六九硅业

3000

900

2005年赛维LDK在江西新余注册成立，2006年4月份
投产，2007年6月1日，公司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股票
代码“LDK”。2008年，赛维LDK实现销售收入突破120亿
元，开始了其迅速扩张的多晶硅发展之路。

表一： 2010年主流多晶硅制造商原材料产能

同年，李仙寿和创业团队成立浙江昱辉阳光， 2007年
8月，昱辉阳光在四川眉山市建四川瑞能硅材料有限公司，

本技术成立公司，将项目地设在内蒙古。后因技术及资金

年产原生多晶硅3000吨。

问题使项目进展缓慢，决定出售其多晶硅技术与项目，与

2006年12月，亚洲硅业在青海省注册成立，注册资

当时欲扩展上游产业线的天合光能接洽上。后因加价，天

本为2亿美元。2008年，亚洲硅业第一炉多晶硅“诞生”，

合光能最终放弃多晶硅项目，事后多晶硅行情出现波动，

同年，尚德开始披露其与亚洲硅业的部分合作情况。2009

这家公司以破产失败退出历史舞台。

年，亚洲硅业千吨级多晶硅项目投产，并已成为尚德对外

后到的另一队人将目光看向德国，前往欧洲考察谈

公布的三大主要供应商之一。另一方面，尚徳与美国的供

判。考察归来半年时间，这队人迅速组建公司并开始一期

货商MEMC签订了长达十年的多晶硅协议，供货价为100美

项目的建设，2008年一期项目1500吨产能投产，2009年

元/公斤。

一期扩建，1800吨产能进入试生产，同年成立北美分公

2008年3月，英利成立六九硅业，一期工程3000吨多
晶硅材料，于2009年11月开始试生产。在赛维、尚徳、英

司。2010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在美
成功上市的多晶硅制造公司，他便是大全新能源。

利、昱辉等各自抢购原材料，布局多晶硅战略时，来自行
业内外的其他投资者也将目光放到了存在巨大发展潜力及

另一股争夺势力：巴蜀

需求的多晶硅上，并相继展开动作。其中一位在电力领域
颇具传奇色彩的民营企业家出巨资进入了光伏行业，2006

比最早一批多晶硅拓荒者仅仅晚一年时间，四川一家

年6月，中能第一条产能为1500吨多晶硅生产线开工建

公司的多晶硅建成投产，利润显现吸引了一批投资者的关

设，2007年9月投产，赶上多晶硅价格一路高涨行情。在

注，资本市场闻风而动。

市场一片高价下，他主张平价与下游客户签订长约制，这
为江苏中能在后面的金融危机中逆市扩产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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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硅业，曾是“四川省一号工程”但进展缓慢，多
晶硅的冶炼技术一直掌握在国外，直到后来我国引进俄罗

2008年徐州中能二期、三期多晶硅项目进入营运生

斯稀有院和成达化学工程公司共同承担涉及新光硅业的项

产，2009年7月，保利协鑫以263.5亿港元收购中能100%

目设计，以及川投集团的招商引资，引入新股东，新光硅

股权，将中能资产整合入保利协鑫资产。2009年，协鑫开

业才最终获得发展。

始涉足硅片业务，到2010年年底，这位民营企业家将保利

2007年11月，四川新光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召开了

协鑫推到了全球最大硅片生产商的位置，他就是有“世界

一次股东大会，川投能源、天威保变、乐山电力、岷江水

硅王”之称的朱共山。

电等诸多上市公司均卷入其中，这几家公司带着各自的目

几乎同一时间还有两队人先后来到扬中，向从澳大利

的进入新能源，亦为后来的四川多晶硅企业集群埋下伏笔。

亚返回国内拓荒光伏的杨怀进咨询一个共同的话题－多晶

其中天威保变的介入，在当时被视为是为了给参股

硅技术引进。初步了解光伏产业链情况后，一队人选择日

公司天威英利寻找稳定的上游供应商，另一方面兵装集团

w w w. p v -te ch .c n | @ 每日光伏新 闻

市场

已经上马的光伏项目也进一步加大了其后续的原料需求预
期，因此多晶硅原材料的争夺势在必行。
2007年，保定天威保变电气、四川省投资集团、四
川岷江水利电力共同出资组建天威四川硅业，其在2008
年-2014年的光伏产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多晶硅的持续需求量滋养了这一批因势而起的四川
多晶硅企业群，并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光伏制造版图中获得
一席之地，表现为一句行话：江苏的太阳电池、河北的电
池片及组件、江西的硅片、四川的多晶硅。四川省成为我

公司名称

2010产能E(吨)

2010产量E(吨)

东汽峨半

2200

2000

天威硅业

3000

1500

新光硅业

1160

1000

乐电天威

3000

1000

永祥多晶

1000

900

重庆大全

3300

2800

宜昌南玻

1500

1200

接到一家四川多晶硅制造公司关于“气荒引发多晶硅荒”

六九硅业

3000

900

的消息，前往四川进行多晶硅企业走访及调研。

表二： 2010西南地区主要多晶硅企业产能产量统计

图一： 2011-2016年我国多晶硅产量、增长率及全球多晶硅产
量，数据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国早期生产多晶硅的主要省份，聚集了新光硅业、乐电天
威、天威硅业、东汽峨半、四川永祥、四川瑞能以及周边
城市如重庆大全新能源、宜昌南玻等主要国内多晶硅生产
厂商(如表二)。
这一地位在2010年达到顶峰，2010年11月末，笔者

由于西南地区天然气产量有限，加上管网瓶颈，天然
气供应首保民用，其次保春耕，最后为工业用气，工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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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多晶硅产能(吨)

硅片产能(GW)

生产成本 (US$/kg)

GCL(中国)

65000

8.0

18.0

OCI(韩国)

42000

小于1.0

19.5

WACKER(德国)

52000

接近1.0

19.0

HEMLOCK(美国)

46000

无

17.5

REC(挪威)

21500

1.6

18.5

MEMC(美国)

8425

0.7

22.0

TOKUYAMA(日本)

9200

小于1.0

25.0

小结

244,125

------

19.9(平均)

大全新能源

4300

0.7

25.3 生产

昱辉阳光

3523

2.0

22.0 停产

赛维LDK

20000

3.4

30.0 停产

特变电工

5000

0.3

27.0 生产

洛阳中硅

10000

无

30.0 停产

小结

381,23

6.4

26.86

英利

3000

0.5

38.0 停产

宜昌南玻

2500

0.2

30.0 停产技改

永祥多晶硅

4500

无

32.0 停产技改

盾安科技

1500

无

38.0 停产

内蒙古锋威

2000

无

31.0 停产

天威硅业

3000

无

35.0 停产

乐电天威

3000

无

35.0 停产

新光硅业

2000

无

35.0 停产

亚洲硅业

3000

---

35.0 停产

东气峨半

5000

0.07

34.0

天宏硅业

3750

0.06

31.0 停产

昆明冶研新材料

3000

无

33.0

小结

362,50

-------

33.9

一线多晶硅制造商

成本较低的中国多晶硅制造商

成本较高的中国多晶硅制造商

表三：2012-2013全球主要多晶硅企业相关数据回顾

产型(包括化工)企业的天然气供应量大幅减少。此决定一出

无效产能退出：始于技术与成本的淘汰

直接导致所有四川境内，包括重庆以及四川周边等西南地
区多晶硅企业的产量在整个冬天减少一半，使国内多晶硅

时局的发展往往令人意想不到，进入2011年，多晶硅

迎来最难产冬季，四川多晶硅生产在当时影响了整个中国

价格出现下跌，国际多晶硅巨头的有力竞争，加之各地产

多晶硅的采买行情。

能释放比想象中大，出货量降低亏损出现。多晶硅现货价从
2011年3月的70美元/千克降至2011年12月的30美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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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2012年继续下跌，7月多晶硅进口平均价格再创新
低，跌至25.55美元/千克，同年底跌破15美元/千克关口。

2013年7月4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对欧美多晶硅“双
反”初裁结果，然而“双反”最终没有解救处于高制造成本

价格的剧烈波动，让一众国内多晶硅企业“谈跌变色”，

的国内二三线多晶硅企业淘汰的命运，究其原因还在于无情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时期，多晶硅的价格也

的工艺技术更新，这是获得低成本的必要条件。受益于先进

有过一波下跌行情，当时的多晶硅价格从08年第三季度的

的多晶硅制备技术及成本控制，保利协鑫、大全新能源、特

400美元/千克起跌，到2009年第二季度多晶硅价格已跌至

变电工垄断了当年80%的国内多晶硅产量，使其能在价格上

85美元/千克。但即便这样的下跌，多晶硅的生产成本尚在

与海外厂商竞争。

国内企业的承受范围之内，它只是将充满暴利的多晶硅拉下

2014年，随着中国大部分多晶硅企业的停产，以及*ST

神坛而已，2011年的价格下跌则是降至成本线以下，到了

天威宣布对天威硅业破产清算申请获法院受理，至此，国

直接被逼停的边缘。

内多晶硅企业的争夺在2014年12月30日划上一个段落分隔

与国外产业链完整、具备较强抗风险与抗压能力的多晶

号。

硅巨头Hemlock、REC、Wacker相比，国内多晶硅企业延续
了中国整个基础化工产业的风格，布局不合理、上下游无法

剩者为王，巨头格局形成

合理配套，产业链难以有效延伸和规划，技术更新跟不上从
而造成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多晶硅工厂浪费现象极为严

多晶硅价格暴跌的后遗症在此后的数年中一直萦绕在

重。为此，当市场跨步向前价格层层下降时，企业的抗风险

曾经的巨人英利、赛维LDK、尚徳头上，使其丧失了后续发

与竞争能力大打折扣，企业产品价格跟不上市场平均售价，

力、争夺第一的支撑，继无锡尚徳于2013年宣布破产重组

2016年Q1月产千吨级以上多晶硅企业

后，赛维LDK于2015年宣布破产重组，英利则深陷债务困
境。

保利协鑫

6200 - 6300

特变电工

2200

渐集中在保利协鑫、大全新能源、特变电工、洛阳中硅、四

洛阳中硅

1300

川永祥等少数几家公司手中，2015年，中国前4家多晶硅企

四川永祥

1300

业产量超过10万吨，占比高达75%，两家万吨以上的企业

大全新能源

1000

亚洲硅业

1000

表四： 2016年第一季度6家多晶硅月产量逾千吨中国多
晶硅企业

经过2012年-2014年的积累，国内的多晶硅原材料逐

基本是超产能发挥，期间也有几家多晶硅公司通过技术改进
相继恢复生产，在产的十来家多晶硅企业绝大多数进入满产
状态。
中国多晶硅巨头的崛起，以及中国对欧美多晶硅“双
反”的推进，使得国产多晶硅的规模持续扩大，垄断格局变
得更明朗，2014年我国多晶硅产量增长率达61%，2015年

许多企业不得不停产甚至面临即将被淘汰的边缘。

超过20%，这种状况迫使美国多晶硅生产商丢失大部分中国

2012年，从多晶硅的生产成本看，国际一线企业的成

市场，无法从强大的多晶硅需求和近期的价格增长中受益。

本尤其以REC、Hemlock为代表的多晶硅制造商，与国内大

另一方面，以OCI, Hanwha Chemical为代表的韩国和其他亚

多数多晶硅制造商已经形成了明显差距(见表三)。

洲国家的供应商却获益于此，逐渐增加市场份额，目前，韩

除保利协鑫、大全新能源、特变电工等少数企业外，中

国的多晶硅原材料几乎占中国进口多晶硅的一半。

国大部分多晶硅企业包括赛维LDK、四川主力多晶硅企业等

受全球光伏市场的持续增长，美国生产商无法直接进入

均处于闲置停产状态。海外多晶硅厂商成为这场市场战争中

中国市场因素的影响，2016年第一季度国内多晶硅出现供

获利一方，当时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多晶硅进口创新

应紧张，致使平均销售价格反弹。四月，多晶硅价格已从二

高，美韩两国进口量加剧，2012年上半年累计进口量突破4

月的12美元/公斤上升为19美元/公斤，达到了2012年一线

万吨，创历史新高点40946吨，同比增长34.7%。

多晶硅制造商的平均生产成本值。

在强大的海外多晶硅倾销面前，上游多晶硅企业积极游

由于强劲的终端市场需求，多晶硅渠道库存正降至正常

说推动“双反”，2012年7月20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美韩多

水平，预计未来几个月多晶硅平均销售价格将稳步提高。多

晶硅反倾销立案；同年11月1日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决定即

晶硅价格的上涨成为海外多晶硅巨头欲重夺中国销售权的理

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太阳能及多晶硅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

由，他们呼吁中国放弃对美多晶硅的反倾销措施。德国多晶

案调查。但这与下游的电池、组件企业利益形成冲突，下游

硅公司Wacker Chemie日前表示，希望在其与北京的现有贸

制造商普遍不希望上游多晶硅提价以及“双反”，对于遭受

易协议期满后，继续向中国制造商出售多晶硅。目前他们正

降本压力的他们而言，不愿受到两端(硅料与终端电站)的价

与中国当局密切接触中，这将给迈入巨头统治阶段的中国多

格挤压，上下游的矛盾使得多晶硅“双反”进展缓慢。

晶硅产业增添新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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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客(HULKet)推出全球
最高功率CIGS光伏组件(330W)
豪客能源科技推出CIGS 3000

(Negative Light Soaking Effect)。

短

系 列 产 品 ， 为 全 球 最 高 功 率

很多终端使用者常忽略CIGS的

(310W~330W)的CIGS薄膜光伏组

特性，而仅着眼于组件转换效率，然

Footprint)低

件，强化了CIGS薄膜光伏产品的竞争

而终端使用者所需求的不是转换效率

6.

优势，有效地降低了BoS成本，加上优

值，而该是优异的PR值能产生较高的

异的发电特性，为薄膜光伏产品翻开

累积发电量，而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了具高竞争价值的新篇章。

率。

为什么门坎是13.5%的组件转换效
率呢？

与单多晶硅相较，豪客能源科技
CIGS技术的优势

5.

碳排指数(Index of Carbon
材料耗用少，环保爱护地球

从投资收益角度看
IRR/回收年限，是一般电厂投资
收益之指标，采用同样标称功率数之
模块，并假设系统平均每瓦成本售价
一样，由于CIGS光伏面板之PR值会较
单多晶硅光伏模块高，电厂设备之投

CIGS薄膜光伏组件因其电池材
料本质特性及膜层结构，具有一相对
于单多晶硅光伏模块之功率增益，即
在相同阳光充足的环境条件下，CIGS
光伏组件PR值(Performance Ratio)

从产品信赖性(Reliability)角度看
1.

无PID(Potential Induced

Degradation)问题
2.

无LID(Light

资回收年限将显著之缩短，投资回报
率IRR可显著提高。
发电产业是一种需要有高度安全

Induced

Degradation)问题

性、高度信赖性之产业，部份低价劣
质之单多晶光伏模块很有可能带来灾

会较一般传统单多晶硅光伏模块高出

3.

无Hot Spot热班问题

害，如火灾；高信赖性之CIGS光伏

10%~15%以上。

4.

无Snail Track问题

技术模块，不仅可提升电厂安全性及

5.

极少数量Solder Joint(相较于

稳定性，终端用户之投资收益更佳，

此一功率增益源自于：
1.

CIGS对紫外光线(UV light)

(强光)的反应佳，且亦对红外光线(IR
light)(弱光)的反应佳
2.

CIGS抗高温的能力较佳(较低

单多晶数百个Solder Joints)
没有眩光(Glint/Glare)问题

外，豪客餐品皆“零”镉、
“零”铅含

7.

阴影效应，影响发电量较

量，符合TÜV RoHS认证，确保使用此

少，且不易致Hot Spot问题

3.

从绿能之理想性角度看

CIGS对低入射角度(low

1.

“零”铅、“零”镉工艺

incident angle)的光线，散射、漫射的

2.

美观之外型，Royal Black

光线，均有较佳的反应
4.

CIGS具有特别的正光浸润效

应(Positive Light Soaking Effect)，
然而单多晶组件却是负的光浸润效应

产品的周遭环境安全及人体健康。豪
客能源致力于永续发展，以提供真正

温度系数，豪客能源的Pmax温度系数
为-0.28%/oC)

更可推动光伏产业更加绿能环保。此

6.

Color颜色，易融入环境
3.

不需硅砂提炼、不需硅片的

制作，省能源、少污染
4.

EPT(Energy Payback Time)

绿色之光伏产品之创新家为目标。
豪客能源历年所获得的认证
IEC 61646 (Product Performance)
IEC 61730 (Safety)
ISO14067(Product Carbon Footprint )
RoHS (Zero toxic Lead and zero toxie
Cadmium)
UL1703, Type 1 fire test
Italian PV module Fire test
ISO 14001, OHSAS 18001, TOSHMS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ISO9001 (Quality System)
豪客能源今年将在上海SNEC(国际
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展)W5-620展
位与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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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硅基组件超级联盟瞄准50%全球市场
芬利·科尔维尔 (Finlay Colville)， Solar Media Ltd市场分析总监

摘要

水平有着明显差距，许多大型公司追求1-3GW的预期出货
量。

2016年初太阳能光伏行业出现了一个由六家组件供应

图一显示了SMSL的进展，追溯到2013年，可反应出我

商组成的团体，其中每家公司均预计今年终端市场出货量

们对于直至2016年底的预期出货量水平的预测。在终端市

将超越4GW。组合在一起成为2016年硅基组件超级联盟，

场组件出货量方面，这一团体的市场份额一直逐年增长，

该团体的表现对于整个光伏行业而言将至关重要，将会为

今年组件总出货量的近一半来自SMSL团体。

组件运往到的不同终端市场设定成本和价格基准。

2013至2016年市场份额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主要

2016年太阳能光伏产业终端市场出货量可能会超越

SMSL公司的组件产量提高，同时由于2015年间协鑫通过在

60GW，这将又是一个市场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的年份。年度

中国大举增加专门组件装配厂、收购各种陷入困境的公司

终端市场的需求水平提高，拉高了领先的组件供应商对该

的中游产能，积极进入千兆瓦规模组件供应。

行业的出货量目标水平。尽管几年前，任何十二个月内终

整个SMSL团体组件供应的提高不仅来自组件的产能提

端市场出货量水平达1GW的都被视作为市场领先的，而在

高，还来自通过第三方销售安排和OEM协议的灵活外包组

2016年，预计市场领跑者出货量远超过5GW。

件战略。这已使得SMSL的几名成员纷纷公布远高于自产组

本文分析了2016年该行业在硅基组件超级联盟(SMSL)
旗帜下团结在一起的各领先组件供应商，预计今年加入这
一精英团体的门槛是终端市场出货量超过4GW。

件产能水平的出货量预期，并进一步下调了对2016年下半
年出货量达不到预计水平的风险预期。
通过第三方公司外包原材料(多晶硅、硅锭和硅片)

对SMSL团体的关键指标进行分析，其中包括从多晶硅

常见于光伏产业晶硅领域，没有哪家公司从多晶硅到

到组件的整个价值链的产能水平、用于内部电池生产的技

组件的垂直一体化产能水平是相互匹配的。不同是，

术、中国境内外电池和组件产能的位置，以及被分配用于

对于2016年的SMSL来说，电池和组件部门更具灵活

制造业不同上游阶段的资本支出的水平。

性，这种灵活性是由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争端问题要求其
部件需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外制造而带来的。此

2016年硅基组件超级联盟瞄准50%市场份额

外，2009至2012年行业内产能过剩使得该行业在中国
(和其他地方)生产能力过剩，而这些产能在当下却可用于来

鉴于要求2016年出货超过4GW，SMSL今年只有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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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加工和OEM供应。

成员，其中包括阿特斯阳光电力、协鑫集成(以下归至其

图二显示出SMSL的总年度有效产能，涵盖晶硅价值链

母公司协鑫集团)、韩华Q CELLS、晶澳太阳能、晶科能源

上从多晶硅到组件的各个阶段，以及组件总出货量。尽管

和天合光能。这些供应商与行业其它供应商的组件出货量

该图中可能不会显示出许多内部组件产能和终端市场组件

图一：硅基组件超级联盟预计2016年出货量是所有太阳能光伏
组件的近一半

图二：SMSL有效年产能水平出现不平衡状况，特别是在晶硅电
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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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为了向欧洲和美国出货组件，SMSL日前投资海外电池和
组件产能，特别是在东南亚

图四：SMSL内部电池技术重点放在P型多晶硅，这一产能中越
来越大的比例目前向先进电池类型转变，特别是PERC类型产品

出货量之间的差异，但是内部组件的供应不足在电池层面

瓦。公共事业规模太阳能发电站在过去十二个月也一直可

更为显著。

见到72片电池的上扬。

向东南亚转移电池和组件产能

池，这一产能中越来越大的比例目前正在转向先进的工艺

SMSL内部大多数电池产能重点仍放在P型多晶硅电
流程，其中钝化发射极背面电池(PERC)最为流行。尽管韩
过去几年美国和欧洲贸易案的一个结果是，要求各家
公司电池和组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生产。由于美国市

华Q CELLS一直是SMSL内明确的领跑者，但是其他公司也
一直积极研究，天合光能过去几年也创下了效率纪录。

场作为中国之外太阳能行业最大终端市场，正向领先地位

尽管今年SMSL仅有60%的组件出货量将使用自产电

迈进，如果美国要成为SMSL组件出货的关键终端市场，现

池，但是SMSL电池工艺技术的转变对于未来几年整个光伏

在重要的是需要电池和组件在海外生产。

技术路线图的发展方式仍至关重要。到现在为止，向n型或

鉴于还有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第三方组件生产的选

异质结电池的转移仍处于搁置状态，多数企业仍坚定地把

择，因此发展的重点始终放在晶硅电池产能上。东南亚已

重点放在探索20%或以上转换率的p型PERC在量产方面可以

经成为在这一方面的优先选择，其中马来西亚、泰国和韩

走多远。

国成为近期该领域内的领先市场。

图四显示出了2013至2016年SMSL内部电池产能的组

图三显示出2016年SMSL的有效年度电池和组件产能，

成，以不同类型电池工艺分类。高级类别是由PERC升级或

分为在中国境内和中国境外两类产能。同时还显示出了这

新生产线建立主导，企业同时还在探索使用离子蚀刻对前

两个区域的组件生产水平。尽管在中国境外安装的电池产

表面进行改善的方法。

能仍远低于在中国的电池和组件产能水平，但是过去两至
三年内一直处于强劲增长，这一产能中大部分是新增电池

由于制造利润收益，资本支出强劲增长

生产线，而不是简单地从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过剩产能。
然而目前，对于中国境外所需的电池产能水平持高度

当2012年太阳能行业上游部分进入负毛利率领域，大

谨慎态度，已经开始离岸电池生产的许多公司也在观望与

多数领先的制造商停止了任何重大的资本支出承诺。对于

美国的贸易安排是否会出现改变，或者美国市场能否在实

许多制造商来说，制造业唯一的资本支出是维护支出，其

际上保持强劲，并足以值得在东南亚设立专用工厂。

中的一部分被分配给了常规升级。然而，由于目前成本降
至远低于组件平均销售价格，资本支出已重回上游领域。

技术继续保持在标准p型多晶硅

图五清晰地显示出了这一趋势，对于SMSL来说，电
池领域是最为活跃的领域。这符合电池扩张主要在中国之

近年来，该行业一直由晶硅p型组件主导，通常包含60
片60英寸电池，到今天，dc-STC已经从每个电池板250瓦

18

外，伴随着新的建筑和设备，远超过在中国增加或收购电
池增量产能的成本这一规律。

提高到更接近260-265瓦的数字。与此同时，对进一步提高

事实上，2016年SMSL的制造资本支出将可能占所有上

电池效率的投资不断在加大，使p型多晶硅电池板超过270

游资本支出的30%左右，使得这六家公司成为2017年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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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芬利·科尔维尔博士是PV-Tech和
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母公司Solar Media
Ltd 的市场分析总监。在加入Solar Media之
前，科尔维尔博士在2010至2014年间担任
NPD Solarbuzz的太阳能部门负责人。作为领先的市场分析
师，科尔维尔博士十多年来一直活跃于太阳能行业，跟踪
光伏制造业、技术和设备支出趋势。在NPD Solarbuzz之
前，他曾在领先的资本设备供应商Coherent Inc担任多个高
级销售和营销职位。科尔维尔博士拥有格拉斯哥大学物理
学学士学位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非线性光子学博士学
位。
图五：预计2016年所有上游光伏资本支出的近三分之一来自
SMSL，是对于电池和组件的投资主导工厂和设备的支出

设备供应商关注的重点。

进入2017年，SMSL的领先指标
今天预计组件出货量仍是一项棘手的业务，这其中也
包括SMSL内部的许多成员。这是由于在这一分组中大多数
公司正在寻求年同比出货量以千兆瓦级水平提高，而同一
时间增加新产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
这代表着重要的挑战，在这里风能也不容小觑。
此外，许多出货量目标基于只有两个终端市场的发
展：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都伴随着自己的风险，将主要
在2016年下半年展开。例如，SMSL预计，2016年向中国
和美国出货近20GW。而SMSL中每家公司可能对自己的目
标保持谨慎，整个SMSL可能处于无法达到20GW目标的风
险中。
因此，2016年下半年，可能看到SMSL的一些公司收
回最初的出货量目标，延迟任何组件扩张，尤其是在中国
境内。进入2017年可以改变战略，预计2017年不再接受强
劲的出货量增长数字，尤其是当依赖于从第三方供应商购
买产品。
也许在2017年，我们将看到SMSL更注重优化现有业
务，为4-5GW水平，而非试图推动组件出货量作为最重要
指标。如果这一情况发生，那么技术将看到更多关注，此
外还有在东南亚优化新设施。到2017年初，由于一个组件
供应商团体满足全球一半终端市场需求，影响更加明显，
竞争格局也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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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K背板在中国西部电站的适用性
Dr Thomas Fine (Arkema France)；孙家悦(阿科玛中国)

自2006年问世以来，随着太阳能光伏的大规模应用，KPK®背板技术的优良的性能不断体现。也得到了光伏行业领导者们
的信任。迄今为止超过4GW的KPK®结构背板被安装在世界各地，其中不乏极端气候条件的地区。本文将通过KPK®背板性
能介绍说明其在中国西部地区电站的适用性。

KPK®背板

耐候性
以下测试通过QUV测试及佛罗里

在化学结构上，氟碳键是最强的

达天然加速老化条件下来证明KPK®背

化学键，完全不受UV破坏。所以氟聚

板仍能保持极好的性能，从而保证了

合物的耐老化性与聚合物内的氟含量

PET层及整体背板的机械强度。

有直接关系。举例来说，PVF聚合物
的氟含量是41%，而Kynar ® PVDF的

·

氟含量是59%，Kynar ® PVDF的户外

照，1.55辐照(340nm)，温度60摄氏

耐候性要好于PVF。
KPK®是阿科玛公司注册的商标，

度；然后4小时无光，45摄氏度水冷

是Kynar®3层结构膜/PET/Kynar®3层

·

QUV B测试条件是：8小时光

紫外线的波长越小，能量越高。

结构膜三层复合的专利结构背板。其
中K层的Kynar ® PVDF3层结构膜是由

照，0.89辐照(313nm)，温度60摄氏

因为QUV B的波长(313nm)小于QUV

度；然后4小时无光，45摄氏度水冷

A(340nm)，所以QUV B测试要比QUV

外部2层纯PVDF，中间一层添加颜料

凝。(ASTM G154，6个循环)

A测试环境更加苛刻。QUV B测试更适

的PVDF层组成。

·

合用来模拟中国西部严酷自然环境。

位于表面的纯PVDF层能够提供如

QUV A测试条件是：8小时光
图一：经过5000小时QUV B老化测试
后，KPK®背板机械性能

凝。(ASTM G154，6个循环)

佛罗里达：45度倾角，直接正面

曝晒。

图一表明经过5000小时的QUV B

下性能：
·

抗霉菌性

·

耐盐雾性

·

耐粉化性

·

热稳定性

·

最好的阻隔性能
中间一层含颜料的PVDF层则可以

阻隔紫外线和反射来自太阳的热量。
通过这样的结构设计可以完全发
挥出Kynar®PVDF的优异性能。

KPK®背板的性能
本文从耐候性，热稳定性，和耐
风沙侵蚀几个方面说明KPK®背板在中
国西部电站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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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在QUV A老化和佛罗里达曝晒条件下，KPK®与KPF背板光泽保持性对比

.<1$5),/0

.<1$5薄膜给太阳能组件带来卓越的保护性能
3+27292/7$,&3527(&7,217(&+12/2*<
选择正确的背板保护以应对严酷的环境
%HSUHSDUHGWRIDFHKDUVKHQYLURQPHQWV'RQ·WXVHWKHZURQJSURWHFWLRQWHFKQRORJ\

.3. 背板
.3.EDFNVKHHW
㒃.\QDU㸼䴶ֱᡸ
3XUH.\QDUVXUIDFHSURWHFWLRQ
䳊ᢙᖻᗻ㛑༅ᬜ˖ঠ䴶Kynar®㭘㝰ֱᡸ
:RUU\%RWKVLGHVDUHSURWHFWHG

.3.EDFNVKHHW
6XUIDFHDIWHUH[SRVXUH
᠋Ჱᰦৢ.3.㚠ᵓ㸼䴶ᅠད

&RPSHWLWRU·VEDFNVKHHW
6XUIDFHDIWHUH[SRVXUH
䗝ᢽϡᔧⱘ㚠ᵓ᠋Ჱᰦৢ㸼䴶ᓔ㺖

N\QDUFRP

.\QDU薄膜: 完好保持薄膜厚度
.\QDU ÀOPWKLFNQHVVUHWHQWLRQ
Ӭᓖⱘ䭓Й㗤亢≭։㱔ᗻ
3HUPDQHQWVDQGHURVLRQUHVLVWDQFH
ध䍞ⱘ䭓Йᡫ89ֱᡸᗻ
 3HUPDQHQW89SURWHFWLRQ

老化测试，KPK®背板具有很好的性能
保持性。从图二中可以清晰看出KPK®
背板的耐候性要好于PVF背板。经过
5000小时QUV A老化后，PVF背板的
光泽保持率只有不到20%，电镜微观
分析表明这是PVF材料表面遭受侵蚀
和降解粉化的结果。而KPK ® 背板在

PVF膜 Kynar®三层结构膜
厚度(μm)
未老化膜

磨蚀穿透
沙量

5000h UV老化后

(L)

38

30

69

57

(L/38 μm) 69

72

(L)

55.5

49

80%

86%

沙磨蚀保持系数

5000小时QUV B老化后的光泽保持率
仍然是100%。

表一：测试结果

(*5000小时QUV A紫外老化测试
剂量相当于中国西部户外组件背面的
21年辐照总量。)

的总太阳光反射率(TSR)越高，越好，

相当于21年的户外应用。PVF膜耐磨

至今的数据表明KPK®板能够很好满足

可以有效反射大部分的热量。图四显
示Kynar®三层结构膜的TSR(85%)高于

性下降20%，即老化后耐磨性保持率
为80%；Kynar ® 三层结构膜耐磨性

中国西部电站极端耐气候的要求。

PVF膜(70%)。原因是白色比灰白色具

下降14%，即老化后耐磨性保持率为

有更好的热反射性。

86%。

所有加速老化测试和2006年使用

3)Kynar®三层结构膜而且表面没

热稳定性和热反射
中国西部地区白天的温度很高，
背板材料的热稳定性和热反射对背板
性能很关键。Kynar®膜具有很高的相

耐风沙侵蚀
耐沙磨性是中国西部沙漠地区的
特殊要求，众所周知，扬沙的大小分

有粉化，而PVF开始粉化。由此，表
征经过紫外老化后的性能最佳，可以
适用于沙漠地帯长期耐沙蚀。

对热指数(RTI)值说明，在长期热老化
后，Kynar®膜能够保持良好的性能，

布每个沙漠都是不同的，Mitchell等人

如果38微米厚PVF膜可以长期适

对中国宁夏的风沙研究结果是当地的

用于沙漠地带的应用，那么Kynar®三

主要原因是表皮纯的PVDF优异的抗氧

风沙中间值是189微米。图五演示了

层结构膜同样可以，并可能更好。

化性能。(参见图三)

风力对不同粒径沙粒输送高度，风力

另外，沙漠地帯日照强烈，如果

吹起风沙对背板才会磨蚀背板，在宁

热量积聚会影响发电效率。如果背板

夏存在着包括大于189微米的沙子是
可以被吹起的。

结论
通过本文讨论，可以发现KPK ®

所以，我们试验采用ASTM的砂子

背板具有优异的耐候性，很好的热稳

尺寸为600微米。这样可以包括在所

定性，高阳光反射值以及UV老化后出

有严苛条件下来测试背板耐磨性，并

色的耐沙磨侵蚀性能，完全满足中国

在紫外老化测试耐磨性。

西部强风沙地区的严酷的自然环境要
求。KPK®背板是中国西部电站最好的

从表一可以看出：

选择之一。
1)从新膜的耐磨蚀性能来看，
Kynar®三层结构膜耐磨系数是1.90L/
图三：Kynar®3层结构膜与PVF膜的RTI
测试对比(UL测试数据)

μm，PVF是1.82L/μm。
30微米的Kynar ® 三层结构膜和
38微米的PVF接近。
2)在经过5000小时紫外老化后，

图四：Kynar®3层结构膜和PVF膜的全
阳光反射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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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粒径分别为：A: <70 microns，
B: 70-500 microns，C: >500 microns
资料来源：Stahr and Hermann, 1995

ARKEMA公司诚挚邀请您
在2016年SNEC展会
期间莅临公司展位
W5,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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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新闻
欧洲地区
SolarWorld公布2016年第一季度
销售额为2.12亿欧元

一 体 化 光 伏 组 件 制 造 商

生产，计划2016年六月恢复满负荷生

所未有，汉能薄膜将借此发行十五亿美

产。

元股票，每股价值0.0025港币，而该
该公司此前曾表示，停产是由于

高多晶硅库存水平及其现金状况，原

公司股价(交易暂停前)明显更高，为每
股3.91港币。

因在于作为更广泛的太阳能贸易战的

报告其2015年年度业绩，汉能薄

一部分，对进入中国的美国多晶硅实

膜称，其确认收入包括2.488亿美元是

施持续的反倾销税。

向山东出售BIPV应用非晶硅薄膜生产

在全球范围内，多晶硅几年

厂。汉能薄膜称，2015年已经向该客

来一直供过于求，但是在征收高额

户提供300MW生产线设备，但是仅收

反倾销税以及终结出货漏洞后，由

到约两千万美元的首付。

于接触的美国多晶硅生产商有限

汉能薄膜在其最新的取消该协议

(仅Hemlock、REC Silicon和SunEdison

的财务文件中没有提到这一方面。事实

等)，产品供应出现紧张。

上，该公司在文件末尾指出，原销售合

SolarWorld日前报告2016年第一季度

REC Silicon在其2016年第一季

同和服务合同都将保持“完整有效”。

初步销售额为2.126亿欧元，产品出货

度财务报告中指出，其预计2016年

山东新华联供应和服务合同的取

量为341MW。

17,000MT左右的额外多晶硅投入使

消是与其他此前没有光伏制造经验的公

用，而2015年号称为72,000MT，主

司许多类似规模和价值的交易的最后一

要被全球下游光伏安装量增长吸收。

笔，而所有具有类似股票发行结构的交

SolarWorld的2016年第一季度销
售额较上季度2.31亿欧元有所下滑，
但是较去年同季度1.491亿欧元显著提

易，对于客户而言，价值比设备和服务

高。销售额几乎与2015年第三季度相

合同高。

同，而第三季度出货量较低，表明平

这一连串交易是汉能薄膜迅速提

均销售价格下滑。

高股价的关键，在一年前崩盘和停牌之

该季度出货量中包括组件和系统

前，该公司估值超过三百九十亿美元。

安装套件，较上季度的404MW有所下

中环股份接盘国电光伏业务 欲加快
光伏产业布局

滑，但是较去年同期的202MW显著提
高。
SolarWorld报告，2016年第一季

5月4日，中环股份发布公告称，

度EBITDA为两百一十万欧元，而去年

与国电科技签署股权合作框架协议，

同期为两百九十万欧元。

国电科环寻求转型发展，退出光伏制

该公司同时还指出，2016年第二
季度初其订单储备超过540MW，而四

亚洲地区

“十三五”期间，继续投资建设光伏

月初订单总计超过880MW。
SolarWorld表示， 由于强劲的订

汉能薄膜取消6.6亿美元大订单

出货量提高超过20%。

制造业项目，双方拟围绕国电光伏宜
兴基地开展合作。由于此次合作具有

单储备，其预计2016年总出货量将超
过1,390MW，较2015年1,159MW的

造业，拟转让国电光伏。公司拟在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Hanergy Thin
Film Power Group)旗下薄膜设备制造

并购意味，或将对公司后期复牌之后
的股价构成强烈积极影响。

预计销售额提高超过20%，目标

子公司福建阿波罗(Fujian Apollo)日前

据悉，近年来中环股份可谓是在

为2016年销售额达十亿欧元。还预计

在技术上取消一份2015年价值6.6亿美

光伏产业布局迅速。去年11月18日，

EBIT为正，处于较低的千万水平。

元的大订单，即为山东新华联新资源技

中环股份发布公告称，子公司中环能

术有限公司提供600MW非晶硅薄膜工

源与Apple、SunPower及其子公司一

具和工厂业务。

起合作，在内蒙古设立三家中外合作

美洲地区
REC Silicon重启FBR多晶硅生产

由于山东新华联未能支付这笔交易

经营企业，合作经营在内蒙古武川、

价值约1.98亿美元的制造设备订单部分

苏尼特和赛罕三个新能源光伏电站项

的80%，该订单被取消，而设备订单相

目，三个项目初始合作规模分别为

关技术服务费将总计约4.62亿美元。

100MW、50MW及20MW。

REC Silicon五月初表示，将于月

付款的截止日期已被延至2016年

内重启其美国摩西湖工厂的FBR多晶硅

四月三十日。然而，这笔交易的结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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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最新组件可靠性测试结果发布，对比差
距惊人
文/肖蓓

根据GTM Research报告显示，截至目前全球共计安装
了234GW的光伏电站，其中85%是在过去5年安装的，未

能源、日本京瓷、韩华、辉伦太阳能(Phono Solar)、天合
光能、英利、REC等。

来5年全球装机量还将提高3倍。一方面太阳能光伏产业正

DNV GL为海事、石油天然气和能源行业提供入级和技

取得量的飞跃，另一方面整个产业链成本的不断降低使得

术保障服务，以及软件和独立的专家咨询与认证服务。目

光伏发电成本在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逐渐实现平价上网。

前DNV GL合格测试结果成为各国组件进入美国大型地面电

相关数据统计，2010年-2013年组件价格下降了57%，促

站的准入门槛，其PAN File在电站发电量模拟认可度最高。

进了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居民屋顶和商业项目上，如想获得美国第三方融资机构

光伏组件需保证25年长期使用。然而，即使在今天，

如SUNRUN，NRG等融资，组件也必须通过DNV GL测试。

组件在户外长期运行所遇到的风险及其性能表现在很多电

当前光伏组件都需要UL或IEC认证，但人们普遍认为这

站使用过程中仍难以确定。迄今为止，由于长期运行超过

些认证标准不足以检验光伏组件的可靠性和一致性。比如

25年以上的光伏电站数量有限，导致行业缺乏量级且公开

UL 1703被认为只是一个安全测试，测试的目的是确保组件

的高质量现场组件运行数据。

使用期间不构成危害，这与组件需要在户外长期使用25年

在此情况下，独立的实验室及第三方认证检测机构在评估光
伏组件的质量和长期可靠性方面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的要求有一定差距。
据了解，DNV GL的测试项目与IEC 61215标准下的

目前全球有超过100家光伏组件制造商分布在世界各

测试项目有所不同，其目的在于模仿实际条件与明确长期

地，有些制造商在不同大洲设有多个工厂进行组件生产。

潜在性质量问题及故障模式。因此，测试标准已超出IEC

由于各地区制造材料、工艺流程及质量控制存在不同的差

61215与UL 1703标准(见表一)。DNV GL希望通过对各组

异，因此有时同一家组件制造商生产出来的组件产品也存

件制造商产品的测试，所得出的性能分析结果可以帮助投

在差别。要正确处理当前产品的故障风险，需要了解各家

资者和开发人员生成可靠且值得参考的采购策略，以确保

组件制造商的产品情况。

电站项目的长期运行及最大收益。

2016年第一季度，美国独立光伏组件测试实验室PV
Evolution Labs(PVEL，现为 DNV GL全资子公司)对外公布

谁能拥有Top等级测试结果？

了一组最新检测数据，过去一年其对国际一级组件制造商
进行了一系列组件测试，这些企业包括晶澳太阳能、晶科

光伏组件紫外线测试

测试

主流光伏组件制造商相继参与了这次DNV GL的测试，所

光伏组件热斑测试

热循环

湿热

湿冻

机械负荷

潜在电势
诱导衰减

DNV GL

800个热循环

3,000小时

30个湿冻循环

动态负荷

600小时

IEC 61215

200个热循环

1000小时

10个湿冻循环

静态机械负荷

无

标准

表一：DNV GL与IEC 61215产品质量测试标准比较。数据来源： DNV GL Laboratory Service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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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测试

最佳结果 最差结果

结果
中位数

标准差

热循环

-1.07%

-34.59%

-4.68%

7.29%

湿热

-0.57%

-58.77%

-3.59%

14.86%

湿冻

-0.13%

-4.10%

-2.30%

1.11%

机械负荷

-0.18%

-7.28%

-1.55%

1.98%

PID(-1KV)

0.47%

-58.27%

-2.69%

18.60%

表二：光伏组件可靠性测试结果。
数据来源：DNV GL Laboratory Services Group

有测试样品均为60片或72片电池片的标准光伏组件。据了解，

图一：机械载荷试验结果。数据来源：DNV GL Laboratory
Services Group

所有测试样品并非由组件制造商自行选送，而是从样品的BOM
材料核对、生产，直到样品发运均由美国第三方机构SolarBuyer

一点，有一部分组件表现欠佳。PID最早是由SUNPOWER于

全程监督——均保证了此次测试的公信力。

2005年发现，组件长期在高电压作用下使得玻璃、封装材

DNV GL提供的组件性能测试主要基于五种类型各异

料之间存在漏电流，大量电荷聚集在电池片表面，电池表

的测验，包含湿热、热循环及潜在电势诱导衰减(PID)。测

明的钝化效果恶化，从而导致FFF、Jsc、Voc降低，使组件

试结果显示(见表二)，中国制造了全球55-60%的高质量组

性能低于设计标准。

件，大多数参与检测的光伏组件生产商表现良好，有个别
厂商在某项测试出现大的差距。

对于产生PID的原因，业内认证机构中存在争议。目前
整个行业对PID亦没有公认的统一国际标准。由于引发机理

报告还发现，各个厂商组件各类测试得分并不相同，

的复杂性，因此各家PID测试也不完全一样。22家公司参与

某个测试得分高的组件未必能在另一个测试中获得最高

了DNV GL的PID测试，测试结论果然存在较大差异，功率

分，要保持组件在全部测试项目中取得高分难度更大，参

衰减率从0%到-58.3%。

与此次测试的所有组件厂商中只有日本京瓷与中国辉伦太
阳能(Phono Solar)的每个测试选项中均处于Top等级。
热循环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根据GTM报告，未来
数年里很多光伏组件将被安装在热循环占据重要地位的地

中国的多数组件厂商取得不错的成绩，排名Top等级
的有中电光伏、辉伦太阳能(Phono Solar)、晶澳，除了中
国，测试结果表现良好的组件还有来自于墨西哥、中国台
湾、新加坡和波兰的厂商(详情见图二)。

区。一共19家组件供应商参与了DNV GL的热循环试验，测

DNV GL认为，总体而言，此次参与测试的组件表现

试得到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衰退区间从-1%到-35%不等，

相对较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行业中有些认证

这表明组件受热循环影响明显。其中表现最出色的是辉伦

测试只进行少量的样品，不一定代表高容量的商业生产。

太阳能(Phono Solar)及京瓷，测试结果显示两家组件退化

此外，制造商是自由选择的组件参与测试和随机选择的生

小于1.5%，其他表现良好的组件厂还有晶澳、天合。

产线组件是存在差别的，这些都为组件测试认证提供了漏

动态机械载荷试验主要验证组件在不同安装角度下经

洞，因此也存在改善空间。

受风、雪或覆冰等静态、动态载荷的能力，检测光伏组件
的耐压强度。17家公司参加了DNV GL动态机械载荷试验，
得出的结果，衰退率从-0.2%到-7.3%不等。排名前四的组件
所有退化率小于0.5%，他们分别是Tensolar、RECOM、京
瓷和辉伦太阳能(Phono Solar)(如图一)。
18家公司参与了湿冷冻测试，测试结果区间在-0.1%
到-4.1%之间，处于Top等级的光伏组件制造公司均来自于
中国，其他优质组件则来自于墨西哥和波兰。21家公司参
与了湿热测试，测试后衰减率从-0.6%到-58.8%不等，Top
等级的组件厂商有来自中国的晶科、天合光能、辉伦太阳
能(Phono Solar)，以及国际厂商REC、京瓷，其中京瓷表现
最佳。
最具争议和挑战性的是PID测试。虽然所有厂家均声称
自己的组件具有抗PID性能，但测试结果并未明确展示出这

图二：PID测试结果。数据来源：DNV GL Laboratory Service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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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orial

理想能源

VON ARDENNE和理想能源宣布在异质结太阳
能电池技术上形成战略联盟
德国镀膜设备供应商VON

解决方案。

ARDENNE GmbH和中国的理想能源

为了保持领先技术供应商的地

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已经达成了在异

位，VON ARDENNE运营自有的技术

质结技术(HJT)的进一步开发上密切合

和应用中心，旗下超过50名物理学家

作的共识。双方将贡献各自在PVD和

和工程师，并且拥有约10个不同的镀

PECVD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术，

膜系统，适用于各种完全不同的沉积

为高效率晶体硅HJT太阳能电池开发卓

任务。在这里，VON ARDENNE的专

越的镀膜解决方案。

家已经努力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掌握了
HJT技术的专业知识，并且根据客户的

VON ARDENNE是PVD解决方案的
专家

OAK-U-5是理想能源设备公司的高产量
生产设备

特定要求和应用进行了调整。客户若
是在寻找能够以最高效能水平支持所

大面积溅射技术，这些系统可以保证

有当前和未来太阳能电池技术以及所

最高的生产率和最低的拥有成本。

有高效率太阳能电池概念的镀膜解决
方案，那么VON ARDENNE就是理想
的合作伙伴。
凭 借 丰 富 的 经 验 ， V O N

理想能源设备公司提供一流的等离
子体增强型化学气相沉积(PECVD)
设备

ARDENNE开发了多个设备平台，

XEA|nova®是VON ARDENNE用于大批
量生产的晶片镀膜系统

家族式企业VON ARDENNE为玻

可以在硅基片上的透明导电氧化

理想能源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物、金属或金属氧化物的基础上沉

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由多名海外

积性能卓著的电极层。可用的系统

专家创立的中国高端设备制造商，

SCALA、XEA|nova ®和XENIA涵盖从

生产适用于PV和LED应用的高端

实验室规模到工业生产、从小型研发

LPCVD、PECVD和MOCVD。经过5年

工具直到大批量生产设备的各种应

多的工程设计和技术开发，理想能源

用。由于采用VON ARDENNE专有的

设备公司推出专门面向异质结技术的

璃、硅晶片、金属带和聚合物薄膜等
材料上的真空镀膜开发和生产工业设
备。凭借超过55年的电子束工艺和真
空镀膜经验以及40余年的溅射工艺经
验，VON ARDENNE成为PVD薄膜工艺
和真空工艺领域领先的设备和技术供
应商之一。
VON ARDENNE已经成功地调整
这种能力，从而适应异质结太阳能
电池技术的特定要求。此外，VON
ARDENNE还相应地优化了其用于透
明导电氧化物和其他电极层沉积的设
备，实现了很高的迁移率，并且沉积
时不会对敏感的电池结构造成任何溅
射损坏。通过安装产能超过1.3GWp
的大批量HJT生产设备基地，VON
ARDENNE证明了其能提供全球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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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ARDENNE的SCALA LabX——单端批量处理工具，带进料真空锁腔体和工艺腔体

PECVD系统，并且打造出市场上能够
提供的世界一流的PECVD系统。

合作的目标：使两者的PVD和
PECVD工艺步骤相互适应

用于异质结技术的PECVD系统

(即电子和空穴)的低复合电极，并且形
成c-Si吸收层的异质结。由于a-Si也能
非常出色地钝化c-Si的界面态，a-Si/c-

可以沉积非晶硅层，采用先进的反应

VON ARDENNE和理想能源设备

腔设计和甚高频(40MHz)系统，直流

公司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力求

这种结构融合了晶体晶片技术的

偏压比常规系统低三倍，同等功率密

为HJT行业的客户，尤其是中国和其他

优势(也就是通过使用高质量晶体基

度及沉积速率下等离子体损伤大大降

亚洲市场的客户，寻找理想的解决方

片，实现更高效率水平)以及薄膜工艺

低。世界一流的RF专家设计的专有RF

案。

的优势(例如采用大面积但不昂贵的沉

Si异质结能够结合极化和钝化的功能。

匹配系统可以快速地(≤0.5秒)稳定等

上述示范生产线将进行扩展；

离子体，RF系统通过了十万次的稳定

两家公司将利用示范生产线，使HJT

性测试，在同类系统中脱颖而出；通

的主要工艺、非晶硅层的PECVD

相比其他能够实现高效率PV产品

过采用超洁净惰性气体环境设计，避

沉积和PVD镀膜进一步磨合。为

的太阳能电池概念而言，其生产基于

免氧化和污染，同时仍然能够以低成

此，VON

更加简单的工艺流程。

本实现高产出。

SCALA LabX系统中选择一种系统提

薄膜层的沉积可以从平板显示器

ARDENNE将从其众多

积方法和较低工艺温度)。这就造就了
硅异质结技术的几个重要特征：

少数载流子的寿命长(≥5000

供给理想能源设备公司。双方将通

或建筑玻璃行业相关工艺的丰富经验

μs)，钝化质量非常出色，由此工艺的

力合作，进一步开发和优化总体技

中受益。这样也能实现高产量生产，

卓越质量可见一斑。此外，最高的硅

术。因此，两家先进的镀膜设备的

因为可以使用高产出设备。

太阳能电池效率表明理想能源设备公

制造商将结合其各自的核心能力，

低温工艺(<200°C)不仅可以在生

司的PECVD系统与VON ARDENNE的

提供最出色的异质结技术。他们将

产过程中节约能源，而且可以防止硅

设备和技术完美匹配。

利用无尘室环境(专为采用PECVD

晶片退化。

公司建立自有的异质结示范线，

和PVD系统的本项目而装备的)、

HJT太阳能电池可以从使用更薄

一组受过良好教育的太阳能物理学家

所有必需的前端和后端加工工具以及

晶片中获取更多收益，因为沉积的薄

在这里进行特定的流程开发，并欢迎

研究环境中通常使用的各种特性化方

膜层可以实现非常好的晶片表面钝化

客户打样和联合开发项目。

法。但是，将使用的所有加工工具都

效果。因为晶片是主要的成本因素，

是工业生产级设备。

所以在未来晶片将继续变薄。

理想能源设备公司为高性能
a-Si层的沉积提供两个PECVD系

除了研究活动以外，理想能源设

HJT组件具有低温系数，因此，

统。OAK-U-5设备满足对于生产力

备公司和VON ARDENNE还能够使用

相比标准晶体硅组件，由于操作过程

的最高要求。如果客户在寻找用于

示范线为客户提供现场打样服务。

中温度较高而导致的转化效率降低可

PECVD的高级研发工具，PINE-M-R-5

通过优化生产和进一步提高

是最佳选择。PINE-M-R-5和OAK-U-5

HJT太阳能电池的效率，以及整合

具有相同的反应腔，基于PINE-M-R-5

双方在光伏领域的核心能力，VON

在全球能源市场中，高转化效率

开发的新工艺可以直接导入OAK-U-5

ARDENNE与理想能源设备公司都将从

和超长寿命是成功开发硅PV的关键因

量产设备。

合作中受益。我们还将为用于生产高

素，因为每电力单位的特定成本($/瓦)

效率太阳能电池的PVD和PECVD设备

和能量输出(kWh/装机kW)是由这些因

设立新标准，同时将支持中国政府通

素决定的。为此，晶体硅技术将继续

过光伏在中国推广新一代可再生能源

保持主导地位，尤其是高效率太阳能

的宏伟目标。

电池概念(如HJT)将投入生产。

以忽略不计。这样会带来更高的能源
输出。

VON ARDENNE和理想能源设备

关于异质结太阳能电池技术的潜力

公司都积极致力于推进这项开发。他
们将是转向HJT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客户

PERC之后会发生什么？可能是

的理想合作伙伴。

从传统的扩散结晶体PV设备向替代性
理想能源设备公司的PINE-M-R-5——用
于研发的一体式a-Si PECVD工具

设计，尤其是硅异质结技术(HJT)的转
变。HJT太阳能电池的结构如下所述：
具有负导(n型)的高质量单晶硅(c-Si)
被“包裹”在双面沉积的非晶硅(a-Si)
层之间。这些非晶硅层作为电荷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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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最详细并网流程综合整理(国网、南网对比版)
刘杨、肖磊，全民光伏PV Plus

一、适用范围

二、接入服务点

国网

国网
分布式及35千伏以下地面

市区中心营业厅：400千瓦及以上/接入电压10千伏以上
县公司中心营业厅：400千瓦以下/低压接入

南网

南网
20千伏及以下分布式和35千伏以下、不超过2万千瓦

且所发电量主要在并网点变电台区消纳等地面/大棚

地市供电局：10(20)千伏/同时以10(20)千伏、380(220)
伏两种电压接入电网
县(区)供电局：以380(220)伏电压接入电网

三、申办资料清单

电网公司

国网

自然人

法人

1.

报装申请单

1.

申请报告

2.

客户有效身份证明

2.

客户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薄或护照等)

3.

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或其他证明文书

3.

屋产权证明文件(房产证)

4.

物业出具同意建设分布式电源的证明材料

4.

业主委员会出具的项目同意书或所有相关居
民家庭签字的项目同意书或其他相关文件

申请补贴的项目，需再提供政府能源管理部门的
备案资料(在装表前提供即可)

1.

报装申请单

1.

申请报告

2.

客户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税务登记证)

2.

客户有效身份证明(法人代表身份证明材料、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3.

土地合法性支持性文件(土地证等)(环保局－
环评批复，安监局－安评批复，文物局－文
物影响评估，水利局－水土保持方案)

3.

土地合法性支持性文件(土地证等)

4.

发电项目前期工作及系统设计所需资料(规
划局－选址意见，国土局－用地批复，林业
局－用地批复，供电局－接入意见)

4.

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备案资料

5.

政府主管部门同意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
(需核准项目)

南网

非自用项目需提供省能源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或
意见，项目业主与提供光伏建设用地单位的合作
协议(包括合同能源管理、屋顶租赁，安全责任协
议、运行维护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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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办流程(不收取任何费用)

并网流程(国网版)
申请及方案确定

自然人

法人

受理申请后，分布式光
伏发电单点并网项目20
个工作日，多点并网项
目30个工作日，其余为
40个工作日内现场查看
接入条件，并答复接入
系统方案。
受理申请后，分布式光
伏发电单点并网项目20
个工作日，多点并网项
目30个工作日、第二类
项目60个工作日内答复
接入系统方案。

工程设计

380/220伏多点并网项
目，可自主委托设计单
位；
10、35千伏项目，我公
司将在10个工作日内完
成审核

工程施工

自主选择施工单位；将
为您免费安装计量表
计，并与您签署购售
电、供用电合同和并网
调度协议

并网发电

表计安装完成、合同、
调度协议签订完毕后，
我公司将在10个工作日
内完成并网验收与调试
工作，调试通过后直接
转入并网运行

并网流程(南网版)
申请及方案确定

工程设计

工程施工

并网发电
业主提出并网验收申请后：

10(20)
千伏

地方供电局计划发展部
应在收到申请资料后7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组
织现场勘查，并出具由
营业窗口通知签署的并
网意向函

在收到业主提交的备案
审核意见及接入系统方
案后5个工作日内，计
划发展部负责组织接入
系统方案评审，并在评
审方案通过后5个工作
日内出具由营业窗口通
知签署的接入系统方案
确认书

电网配图工程由计划发
展部负责立项，基建部
负责按公司基建项目管
理相关电网配套工程组
织实施

1.

由市场营销部在3个
工作日内签订订购
售电合同

2.

由系统运行部在3个
工作日内签订并网
调度协议

3.

在购售电合同签订
3个工作日内，由
市场营销部并网验
收，出具验收意见

4.

验收通过后，由计
量中心在3个工作日
内安装计量装置

业主提出并网验收申请后：

380(220)
千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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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供电局营业部应在
收到申请资料后5个工
作日内完成审核、组织
现场勘查，并出具由营
业窗口通知签署的并网
意向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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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县区供电局营
业部在10个工作日内完
成接入系统方案制定、
评审，并出具由营业窗
口通知签署的接入系统
方案确认书。

电网配套工程由县区供
电局计划建设部负责立
项和组织实施

1.

由营业部在3个工作
日内签订购售电合
同(含调度运行相关
内容)

2.

在购售电合同签订3
个工作日内，由营
业部并网验收，出
具验收意见

3.

验收通过后，由营
业部在3个工作日内
安装计量装置

商业

五、审查资料清单

南网
自然人：

接入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图纸及说明书

1、申请并网竣工验收报告

主要电气设备一览表

2、建设单位竣工报告

主要电气设备一览表

3、安装单位和试验单位资质证明等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
法人：

六、并网调试和验收资料清单

1、申请并网竣工验收报告
2、建设单位竣工报告

国网：
自然人与法人
1、施工单位资质复印件(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

3、安装单位和试验单位资质证明
4、质检管理部门出具的合格证、并网启动方案、项目
运行人员名单等。

证、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安装生产许可证
2、主要设备技术参数、型式认证报告或质检证书，包

作者信息

括发电、逆变、变电、断电、断路器、刀闸等设备
3、并网前单位工程调试报告(纪录)

刘杨：全民光伏PV Plus 平台联合创始人

4、并网前单位工程验收报告(纪录)

肖磊：全民光伏PV Plus 平台项目经理

5、并网前设备电气试验、继电保护整定、通信联调、
电能量信息采集调试纪录
6、并网启动调试方案
7、项目运行人员名单(及专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xiaolei@pvplus.com.cn

Advertorial

保威智能光伏跟踪系统PowerTracker
100%发电量提升保证！
自2016年，保威新能源与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达成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此次强强联合，将
整合保威强大的光伏跟踪系统与高度集成的华为FusionSolar智能电站管理系统和智能逆变器系统，在大数据运维，远程监控以
及智能跟踪上形成下一代智能光伏电站系统集成产品，为客户提供先进的一站式智能光伏电站解决方案——PowerTracker。

奥妙就在于：
组件板平衡自重：相对旋转轴，
组件板基本上能平衡自重，因此要拖
动它们旋转其实并不需要多大力，只
需克服少许摩擦旋转阻力及一些不平
衡力、风力等。
减速器——增加扭矩，降低速
度：由于太阳运动是一个非常缓慢
的过程，因此组件跟踪时的旋转运动
需要慢如蜗牛。功率的本质是：一定
功率前提下，力与速度成反比；要增
加“力”，就要降低“速度”。这时候就
需要一台减速器了。电机自身额定扭
近几年，随着国外大型电站大量

电效果来看，10MW的跟踪系统发电

矩很小，减速器在将其旋转速度大大

使用跟踪器，跟踪器市场正在逐步爆

量和12.5MW的固定支架发电量基本

降低的同时，也将其输出扭矩(力)大大

发。据调查，全球光伏跟踪市场规模

一致。保威跟踪系统PowerTracker

放大，驱动整个光伏方阵的同时准确

2012年达到了2GW，2020年将达到

价格只是略微高出传统固定支架，但

跟踪，两全其美。

10GW以上。IHS最新报告也预计，全

是在这个前提下，跟踪系统可以减少

球单轴太阳能光伏跟踪器销售额近年

2.5MW支架。如果考虑到整体电站的

光伏跟踪系统结构较固定支架要复杂，

有望出现爆炸式增长，并于2020年超

成本，包括2.5MW的组件、逆变器、

在安装上会对地形有限制性吗？是否

过20亿美元。

电缆等的施工与物流成本，其减少的

平整的地形才可以安装跟踪系统？

费用远远不是固定支架可以比拟的。
光伏跟踪系统相对于传统的固定支架
系统，最吸引业主的是什么？
相对于固定支架，光伏跟踪系

中作为中间媒介将动力由一端传至另
光伏跟踪系统需要时刻实现精准对日

一端，同时具有角度补偿让跟踪系统

追踪，是否会消耗大量的电能？

达到非常好的场地适应性。

统的发电量会有显著提升。以保威

一个方阵所用的单电机功率小于

以保威PowerTracker为例，采用

PowerTracker平单轴系列为例，在中

2KW，还不到汽车发动机的1/40，可

的是十字万向节联轴器，此款联轴器

国大部分地区最少能提升12%-15%的

其所驱动的光伏组件总数相比于汽车

对被连接的两端有较大角度补偿量，

发电量，而在低纬度地区，增加的发

来说，可以说是庞然大物，这其中的

调节幅度可达10-30度，这样一来就极

电量可以达到20%-25%以上，同时综
合度电成本比固定支架更低，3-4年左
右可收回首期投资成本。
如何理解光伏跟踪系统的效益提升？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来分析
一下：跟踪器发电效率比固定支架要
高出10%-25%左右，如果按最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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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此说法。联轴器在跟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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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万向节联轴器(左)、回转式减速器(右)

大地增强了被连接两端的布置灵活性

过电压时，它将以纳秒级的响应速度

术、互联网技术与光伏技术的融合，

和降低了各排之间相对位置的精度要

迅速导通，将强大的电涌电流泄流入

提供光伏电站从逆变器部件，到电站

求，大大提高施工的灵活性。

地，从而保护电子设备不因冲击而损

管理及运维系统的智能光伏电站整体

坏，在跟踪系统电气电子装置的雷电

解决方案。

光伏跟踪系统不同固定支架，涉及的

防护系统中举足轻重。

零部件要精细很多，如何保障这些精
密的机械能够在户外长期作业？
1、防风——回转减速器

简单来说，就是采用最先进的通
信技术构建数字信息高速公路，形成

反复的机械运动是否会影响系统寿命？

融合电站信息，语言，视频的高速互

25年产品寿命在众多行业是一个

联网络，最终所有的电站信息通过全

回转减速器本质是蜗轮蜗杆机

难题，光伏行业因其特殊性自商业化

球互联网实现集中统一管理。只需要

构，在其速比达到一定值后，它就具

以来就始终被关注产品的寿命长短，

一台电脑或者一台手机，就可以精准

备一项神奇的特性：反向自锁。即电

光伏人在产品寿命上倾注了大量精

了解所有联网电站的运营情况，收益

机推负载，它便全力以赴，反之负载

力。我们可以看到组件从早期的20年

情况，实现远程监控，高效管理。

推电机，它能做到巍然不动。这个强

寿命到现在的25年，个别组件厂家甚

大特性使得回转减速器只允许沿指定

至可以做到30年。

旋向旋转而不能逆行。

保 威 智 能 光 伏 跟 踪 系 统

“智能”的PowerTracker，运维效率
可不止高一点点。

当强风来袭，借着组件大迎风面

PowerTracker，从研发、设计、测

光伏跟踪系统里有上万的组件与

积的加持，此刻减速器背负的压力大

试、生产每一个环节都有对产品寿命

支架，加上逆变器汇流箱各种组串线

于电机所提供的动力，若减速器转过

的严格把关。通过材料器件的严格选

路，25年的后期运维投入将是一个庞

头来冲击电机，电机就会遭受不可逆

型、高冗余设计、上万次加速老化实

大的数字。而这时，PowerTracker的

损伤。这时回转减速器的自锁特性就

验、极端严寒酷暑环境模拟测试等、

智能运维优势便突显无遗。

显得异常重要了，它能做到只传递电

对每一道生产工序进行质量管控，确

机主动端的动力，而不对外来负载作

保产品的质量寿命周期。

出响应，从而隔绝了外界负载对自身
机构的影响，所有可能的伤害都在回

保 威 智 能 光 伏 跟 踪 系 统
PowerTracker会基于简单管理，数字
化运营的理念，融入智能数据采集，

保威智能光伏跟踪系统PowerTracker

高速通信和云计算技术，帮助电站实

保威旗下的PowerTracker跟踪系

现全球化自动运维。通过智能移动终

2、防震——阻尼器

统，在20m/s风速下能顺利进入水平

端APP，WEB应用程序，桌面应用程

转减速器处止步。
保威PowerTracker选择的是双向

模式，水平状态下最高可承载55m/s

序以及客户端应用扩展接口，可精确

阻尼器，在拉伸方向和压缩方向都会

风速，满足日常运营需求的同时，抵

检测各路组串信息，监控关键部件状

同时起到缓冲、减震作用。不良的震

御突如其来的大风挑战也毫无压力。

态，实现电站可视化管理。

动(主要是风速过大)会影响机器及设备

强风和夜间自动调平模式，降低风速

的平稳运行，缩短使用寿命。双向阻

对支架的影响，自动除雪功能使支架

无人机高效巡检，PowerTracker可以

尼器正可完美解决此类问题：跟踪器

与组件免受积雪重量危害，一系列措

实现得更多……

在正常工作时，阻尼器不会对跟踪器

施多重保障跟踪支架健康运行。

“关于PowerTracker的智能运

有任何影响，因为跟踪器运行速度很

此外，规避阴影功能能够在组

维 ， 我 们 并 不 止 步 于 此 。”广 东 保 威

慢，阻尼器力很小；组件因外界不可

件发生阴影遮挡的时候，自动调整

CEO吴克耀先生表示，
“我们希望把运

抗力而产生振动时，才起到缓冲、减

角度，避免组件热斑和旁路效应，增

维做在前面，及时发现电站的问题隐

震的保护作用。

加系统发电量。同时雨天自动清洗功

忧，提前维护。100MW规模的电站拥

3、防雷——电涌保护器

能，在减省组件的清洗成本的同时，

有40万块组件，靠人工很难实现精细

电涌保护器是一个长宽高在

进一步提升系统发电量。

化管理，但采用搭载GPS导航系统的无

100mm左右的小小电气部件，它连

人机协助日常巡检，并通过红外成像

接在供电线路和大地之间。在正常工

保威联手华为，
“智能”PowerTracker

和图像分析技术，就可以精确定位组

作时，电涌保护器处于高阻态，保证

成最大亮点

件故障，如热斑、隐裂和污渍，及时

电源和地面之间的断路状态；而当供

PowerTracker依托华为强大的研

进行维护，实现对每块组件的精细化

电线路有雷电侵入，出现强大的瞬时

发和综合技术能力，通过数字信息技

管理。因此，我们目前正在与行业内
的著名无人机企业接洽，将无人机运
用到电站运维中，这个想法，将很快
得到实现。”

从左至右分别为PowerTracker三大系列：PowerLink、PowerFit、Power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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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淘金光伏电站经济的投资者们
文/肖蓓

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714万

同时，一季度光伏发电格局发生变化。中东部地区累

千瓦，其中光伏电站617万千瓦，分布式光伏97万千瓦。

计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超过100万kW的省份包括：江苏、河

累计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5031万千瓦，同比增加52%，

北、山东、浙江、安徽、山西。华北、华东、华中和南方

其中，光伏电站4329万千瓦，分布式光伏703万千瓦。

地区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均超过100万kW。(详见表一)

累计装机容量

省(区、市)

新增装机容量

光伏电站

光伏电站

总计

5031

4329

714

616

北京

16

2

天津

13

3

1

河北

272

245

33

33

山西

122

116

8

5

内蒙古

515

497

27

27

辽宁

19

8

2

1

吉林

9

7

3

1

黑龙江

7

5

5

4

上海

24

2

3

江苏

440

308

18

4

浙江

217

74

53

31

安徽

179

138

58

49

福建

15

3

江西

96

67

52

50

山东

221

156

88

68

河南

68

40

27

26

湖北

79

69

31

26

湖南

29

广东

74

9

10

2

广西

12

5

海南

24

19

四川

56

50

19

17

贵州

3

3

云南

158

157

94

94

西藏

17

17

陕西

177

172

60

60

甘肃

617

612

7

7

青海

568

568

4

4

宁夏

346

341

38

35

新疆自治区

477

473

71

71

新疆兵团

162

162

2

2

重庆

表一：2016年第一季度光伏发电建设运行信息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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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太阳能光伏产业的重心从上游制造逐步转移至

旷达科技

2015年

累计

2016年

终端系统电站，终端市场的受关注度及活跃程度正与日俱

电站资产
(MW)

330
(已并网)

350

目标400

增。据全球清洁能源通信和咨询公司Mercom Capital报告
显示，2016年第一季度全球光伏市场的大部分投资资金均

表三：旷达科技电站投资情况

投放到了太阳能下游公司，约2.4GW太阳能项目被收购。
中国以连续两年保持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榜首的位

同样于2015年切入光伏电站EPC和电站投资运营业务

置而备受瞩目，亦成为诸多海内外投资商及资本方争相开

的珈伟股份，先后完成对华源新能源和内蒙古正镶白旗国

拓的目标市场。另一方面，已经占据光伏产业一席之地的

电电力光伏电站的收购，收购完成后公司拥有了220兆瓦

主流光伏制造公司也纷纷开展光伏电站业务，加剧了国内

的优质电站资源，其主营业务构成由原来单一的LED照明收

优质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与竞争。

入，变成了LED+光伏电站业务，且光伏电站业务占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的50%以上。

新晋分食者

目前，珈伟股份正在进行的并购国源电力100%股权的重大
资产重组项目已获证监会重组委审核通过，若完成收购后公司

在2015年的SNEC展会上，以林洋集团主席身份出现的
陆永华高调宣布了林洋新能源的回归，而林洋回归光伏的
定位是做光伏终端应用市场的开发，布局西部地面电站与
东部分布式光伏电站，短期内目标成为“中国东部最大的
分布式光伏电站运营商”。
说起林洋行业人士并不陌生，林洋集团曾经是中国最
早一批进入光伏产业的企业，旗下林洋新能源于2004年成

将会增加100兆瓦的优质电站。珈伟股份的部分配募资金将投
入到光伏电站的建设中，扩大公司优质电站持有规模。
珈伟股份 2015年
电站资产
(MW)

220

业务模式

电站业务占比

LED+
光伏电站业务

50%

表四：珈伟股份电站投资情况

立，是一家集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电池组件的研发、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2011年林洋集团主席陆

还有一家新晋公司东旭新能源近期动作频繁，该公司

永华将林洋新能源的股份转让给韩华集团，后消失在行业

是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于2015年

视野中。

公布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募资不超过95亿元投资建设

林洋回归后展开了一系列动作，过去一年林洋能

总装机量为1.15GW的光伏电站项目。

源累计并网容量400MW，其中地面集中式、屋顶分布

目前东旭新能源未来三年电站持有目标为3-4GW，宝

式、地面分布式各占比30%、20%、50%。目前，林洋

安地产将探索光伏业务与房地产业务的有机融合，目前两

能源在江苏、上海、安徽、山东等地储备大量光伏电站

块业务独立发展。

建设指标, 已有小路条指标约1.5GW，大部分为分布式
电站。预计2016-2018年林洋能源可并网装机容量为

主流电站投资商们

600MW、1300MW、1650MW。
林洋能源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电站资产
(MW)

400
(已并网)

目标
400

目标
1300

目标
1650

表二：林洋能源电站投资情况

2016年03月，江山控股宣布公司完成以每股0.66港币
的价格向大股东保华嘉泰产业基金(“保华嘉泰”)发行51.77
亿股新股，融资总额约为34亿港币。
自2014年进入光伏电站投资领域以来，江山控股先后
进行了四轮增发，融资70多亿收购电站，目前并网装机量800
多兆瓦，在建三四百兆瓦。该公司称2016年其电站装机将达

另一家上市公司旷达科技最近发布了其盈利报
告，2015年该公司开发和建设电站六个，共计160MW。

然而在公司初建阶段，江山控股在融资方面并不容

新增光伏电站运营规模180MW，其中自建30MW，收购

易。据江山控股执行董事刘文平透露：“初期因公司无法提

150MW，实现电费收入3.2亿元，净利约1亿。光伏电站盈

供完整的三年财务报表等原因而得不到银行授信，因此在

利能力优异，净利率高达40%以上，成为旷达科技利润增长

融资过程中，只能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开展电站业务。”

的主要动力。

36

2.4GW，未来计划每年增加1.2GW，目标2019年达6GW。

作为电站投资商，电站资产的融资问题是最关键的一

旷达科技持有并网电站规模350MW，其中2015年年

环。据刘文平介绍，目前光伏电站投资领域的现状是：

底累计并网330MW，同比上升120%。2016年下半年，

一、竞争激烈，投资者众多，存在不规范的现象。

旷达科技计划通过“自建+合作+并购”模式，争取新增

二、限电问题严峻，现金流受到了影响。

400MW装机规模目标。

三、补贴不到位。根据现有测算模型，补贴延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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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测算，第三年之后才进入国补资金。
四、投资环境问题多，需要面对地方政府的各种要

排名

电站投资

1

国家电投

2

协鑫新能源

由于上述问题，目前电站投资变得越来越困难，更多

3

中广核太阳能

投资者的进入也使得竞争更激烈。
“我们手上拿到的项目，

4

中利腾辉

5

特变电工

6

联合光伏

7

中节能太阳能

8

江山控股

资者的青睐；另一方面，一些早期进入光伏电站领域的开

9

爱康科技

发商们，因深受目前光伏电站投资现状困扰，而有意淡出。

10

苏美达

求，土地税的问题，征收费用等。

很多都是二手的，人家已经在一个地方通过各种资源把这
个项目路条签下来了，然后我们收购，或者人们建成并网
之后再卖给我们。”刘文平如是说。
一方面，光伏电站资产作为过去三年成长最快的能源
电力输出资产之一，在眼下“资产荒”形势下受到众多投

改变战略走多元化风格的顺风清洁能源日前发布了盈
利警告，受电站发电收入降低的影响，由于新疆地区光伏

表六：2015年度中国光伏电站投资品牌排行榜，资料来源：光
伏品牌实验室PVBL

发电站遭到电网容量问题的打击，2015年其电力输出较去
年减少约92,000,000 千瓦时，降幅达45%。

然而，并不是所有转型的企业都能获得成功，近期致

作为中国最大的光伏电站民营发展商，顺风清洁能源

力于摘帽的*ST海润在其转型的途中就曾遭遇挫折。因电站

已连续几年在光伏电站投资上获得电站发电收益。但该公

投资是密集型行业，需要更大的融资，这导致了海润光伏

司于2015年末公告宣布，与重庆未来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协

在转型过程一直处于紧张的财务状态，2012年-2014年公

议，将持有及营运九家光伏电站的全资附属公司所有股权

司连续亏损。与2012年同时进入光伏终端市场进行战略转

转让予对方，拟12亿元出售旗下共计180MW光伏电站项

移的爱康科技相比，2014年爱康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目，该项协议预计于2016年完成。

净利润9283.22 万元，海润却预亏8亿元。

此举被业内视为其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持续转型，据

2016年4月海润光伏发布公告终于宣布业绩实现扭亏

顺风清洁能源CEO罗鑫表示，未来顺风将继续开发太阳能发

为盈，该年海润实现营业收入60.89亿元，其中，光伏组件

电站项目，但会将这些项目当作固定收入的可再生能源产

营收额最大，占到了35.15亿元，发电收入和工程施工毛利

品转让予合适的投资者。

率则分别达到了43.47%与26.36%，营业收入也分别达到

顺风清洁能源

电站投资详情

业务模式

大型地面电站+分布式电站

2013年

开工项目34个，总功率1010MW，并
网32个项目共890MW

2014年

地面电站开发量2.5GW，建设开工量
1.8GW，分布式800MW，建设开工量
400MW，全年开发量3.3GW

2015年

项目并网量1780MW

2016年

目标10GW

3.27亿元与9.69亿元。这对于海润而言是一个好的转变，
对掌舵人杨怀进来说是近年艰苦转型的一次收获。
对于眼下复杂的终端电站投资市场，协鑫集团董事长
朱共山认为现在大量民资进入光伏电站领域是不太正常也
不会长久的，目前欧洲的太阳能电站已经在市场上交易，
中国的光伏电站未来一定会分为ABC电站等级，也会在资本
市场交易，国家将通过金融手段进行理顺。
据了解，2014年协鑫新能源已完工且取得幷网许可的
总并网容量为616MW， 2015年协鑫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
1,640MW，共拥有41个电站项目。

表五：顺风清洁能源电站投资情况

协鑫新能源
除了顺风清洁能源、江山控股，目前活跃在行业内的

电站投资详情

业务模式

大型地面电站65%+分布式电站25%(农
光/渔光/屋顶)

开发类型

收购18％＋自行开发11%＋联合开发
71%

2014年

项目并网量616MW

还有一群势力来自于光伏产业固有企业，包括海润、

2015年

项目总装机1640MW

爱康、东方日升、中利腾辉、天合、晶科、特变电工等，

2016年

目标2-2.5GW

主流光伏电站投资开发商还有联合光伏、协鑫新能源、国
电投、中广核、苏美达、中节能等(如表六)，每家的投资策
略及融资方式亦有所不同，在眼下激烈的竞争中，拥有各
自的优势及电站资产。

这些原本处于光伏产业链制造环节的企业均相继开始了其
电站开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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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协鑫新能源电站投资情况

技术

技术新闻
ZSW使CIGS薄膜电池转换效率达
22%

能电池是迄今最高效的晶硅太阳能电
池，但是需要一个复杂的制造工艺。
天合光能自设立其国家重点实验室，

巴登符腾堡太阳能和氢能源研究

旨在以最低的成本达到创纪录的效率

中心(ZSW)日前为铜铟镓硒(CIGS)薄膜

以来，一直开发IBC太阳能电池。从一

电池创下转换效率为22%的新欧洲纪

开始，我们为IBC太阳能电池开发一个

录，得到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

可拓展的技术，围绕大面积156mm x

所(Fraunhofer ISE)的证实。

156mm硅片，我们相信，该硅片尺寸

板材料受专利保护，是利用共挤压技

是制造这一成本削减的太阳能电池的

术和纳米复合材料实现的独一无二的

关键。”

解决方案。与市面上的现有背板技术

采用实验室规格(0.5平方厘米)电
池以及一系列优化工艺，创下该新效
率纪录，实验室镀膜机采用共蒸发工
艺。
ZSW的董事会成员兼光伏部门负

相比，帝斯曼背板具备更为优秀的特

SSG光伏组件通过IEC61215定型试
验 产品可靠性获认可

性，显著增加了组件的功率输出，提
高了组件的耐候性能。

责人Michael Powalla教授表示：“该技
术潜力的效率远超过22%。未来几年将
可能高达25%。”
ZSW指出，其现在仅落后于CIGS
电池当前世界纪录0.3个百分点。
ZSW是光伏和电子设备制造及
自动化专家Manz AG的研发合作伙

莱恩创科SSG增透型自清洁纳米
膜层(以下简称SSG)是新一代光伏组

比太科技突破1GW干法制绒黑硅
订单

件膜层技术，具有高可靠性、强耐候
性的特点，达到25年以上寿命。不久

常州比太科技有限公司日前宣

前，SSG光伏组件通过IEC61215定型

布，公司自主研制生产的多晶硅电池

试验，产品可靠性再次获得认可。

干法制绒设备订单首次突破1GW的规
模。

伴，Manz AG最近宣布，在对其业务

根据试验数据分析，SSG光伏组件

前景的长期内部分析后，该公司将继

所检性能及技术指标共12项，试验结

干法制绒设备用于多晶硅电池

续发展并商业化交钥匙CIGS生产线。

果全部合格，衰减值均低于1.21%；

片的制绒，它能在原有硅片的微米绒

对比无镀膜组件，SSG膜层衰减值全部

面结构上形成纳米级凹坑，提高入射

低于0.84%。尤其在PID试验及紫外试

光的捕获效果，从而提升电池光电转

验中，SSG光伏组件同比非镀膜组件衰

换效率。经过干法制绒的电池颜色发

减值反而更低，表现出了良好的抗紫

黑，所以在行业内也称“黑硅”。与常

外、抗PID性能。

规湿法制绒相比，新开发的干法制绒

天合光能IBC电池转换效率创纪录
达23.5%

多晶硅电池光电转换效率达到19%左

帝斯曼提供创新的背板材料，扩展
光伏领域产品组合

右，提升0.6%-0.8%。根据晶澳太阳能
宣称的结果，60片黑硅电池组件可以
达到275W，比常规电池组件高出5W

日前，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正式
与中国背板生产商——苏州尚善新材

以上，同时，黑硅电池有更好的弱光
表现，并且无PID效应。

领先的“硅基组件超级联盟”

料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立商务联盟。

经过不断的设备设计和工艺优

(SMSL)成员天合光能表示，其大面积

这一合作将扩大帝斯曼公司在太阳能

化，比太科技的干法制绒设备能够产

指交叉背接触(IBC)太阳能电池创下一

光伏市场的产品组合，在此合作协议

生大于350纳米开口的倒金字塔绒面，

个新的世界纪录。

下，帝斯曼将在中国区以外的区域为

比先前的200纳米绒面更大、更均匀。

得到日本电气安全环境研究所

尚善创新型的光伏背板材料提供独家

更大的开口绒面不仅有利于陷光，而

(JET)的独立认证，天合光能创下

代理；同时两家公司将为中国区的客

且易于表面钝化，增加开路电压，所

23.5%的转换效率纪录，采用156x156

户提供联合经营服务。

以电池效率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

mm2 n型单晶硅片和丝网印刷工艺。

光伏背板材料保护光伏组件不受

目前比太科技的干法制绒设备工

天合光能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

紫外线，水汽遗迹其他气象因素的影

艺十分稳定，维护方便，生产设备稼

Pierre Verlinden博士表示：“据我们

响；具备绝缘的特性保证设备和人员

动率达到了98%，其Tysol 3000产品

所知，这是首次面积为238.6cm 2 的

的使用安全；同时通过内部反射的特

平台产能达到每小时3600片。

单晶硅IBC太阳能电池展示出23.5%

性提高组件性能。

的转换效率。指交叉背接触晶硅太阳

据介绍，帝斯曼提供的此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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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进机电Kyoshin Electric (KOPEL)
共进机电(Kyoshin Electric)成立于
1948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面向日本

KOPEL Method，已在全球各类学术会

一测量方式可针对HJT / HIT电池进行

议发表，并完成了整套系统的整合。

操作，精准度高、可重复性强，因此

电视机产业用CRT及FPD面板检测设备

KSX-3000H系统是共进机电

的制造。由此积累了在精确测量、高

Kyoshin (KOPEL)研发的一款高速、高

压技术、高速测量技术、测量治具制

精度、高产量的IV测量系统。

作等方面的经验。

KSX-3000H系统极适用于研发和质控
流程。
与此同时，在现场生产线上，该

该系统配有AAA+级别太阳能模拟

系统可实现在1秒钟时间内完成IV测

共进机电从2004年开始向日本的

机，其辐照不稳定度低于0.2%、光谱

试及数据传输。系统测量与筛选部分

光伏厂商提供探针排，2007年研发推

匹配度达10%、辐射空间不均匀度仅

的吞吐量可高达3600片/小时(拣送

出了IV Tester产品，2011年开发太

为1.5%——这些都是共进机电决不妥

系统需具有相应的速度)。已有太阳

阳能模拟器，从而确立了一整套IV量

协的性能质量；此外，该系统同时配

能电池生产线的性能可通过该系统进

测的系统方案。本公司的测量技术，

有公司自主设计的IV测试仪，可在不

行升级。共进机电所提供的这一系统

严格遵守日本光伏产业界的要求，实

牺牲任何其他性能质量的前提下，实

不仅适用于晶硅产品和PERC电池产

现了可精确测量、不做修正且重复性

现高速精准的测量；太阳能电池传送

品，HJT / HIT等高效电池生产线也同

强、精度高的测量。

仪可保证稳定的探测流程并具有温控

样可以通过此系统进行升级。此外，

2013年更是与产业技术综合研究

功能；配套软件，可在连续状态或间

公司的IV测试仪可独立使用，并与客

所(AIST)共同开发了针对HJT(HIT)等高

断状态的光照条件下，对高效电池测

户已有太阳能模拟器进行匹配。

效率PV电池片、组件在极短时间的光

量所获得的数据进行高速处理。

照射下(20ms)正确量测的技术。

这一高效电池测量，特别是使用

垂询信息：

这项技术简称PDA(Photo & Dark

PDA工艺的测量方式，是与产业技术

KYOSHIN ELECTRIC Co., Ltd. (KOPEL)

Analysis)，或者使用我司品牌名称

综合研究所(AIST)共同合作研发的。这

http://www.kopel.jp/en/

共进机电计划在
SNEC上海国际光伏展(E3-670)
Intersolar Europe (A2-512)
进行现场连续实机演示。
欢迎届时莅临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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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工艺对多晶硅PERC电池的效率的影响
Sven Wasmer, Johannes Greulich, Hannes Höffler, Nico Wöhrle & Stefan Rein, 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太阳能系统事业部
本文原载于第三十一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技术季刊中

摘要:
本文基于一个可量产的多晶硅PERC工艺实例，介绍并解释了一种数值模拟方法，以查明引起电池测试效率变化
的各种原因及其重要性。为了只考虑工艺变化所造成的结果并排除材料质量差异的影响，实验使用了51片高性能同批
次的多晶硅片作为样本被分散到其他800多片硅片中一道加工，并随后对样本组的加工结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表征分
析。这些表征数据随后被导入一个基于三维器件仿真，元建模和蒙特卡洛模拟的计算程序中，用以推演所有成品电池
的效率分布。通过基于方差的敏感性分析计算结果，将所有对电池效率造成影响的参数进行排序，从而确定导致成品
电池效率分布变宽的最重要的原因。该方法显示背面钝化处理和在发射极回刻中形成穿孔卷绕引发了超过80%的效率
变化。本文介绍的这种分析方法对PERC电池工艺爬坡期有非常大的帮助。由于这种方法可以应用到其他任何类型的太
阳能电池上，因此它也可以用于成熟产线的优化提升。

引言

是使用蒙特卡罗方法对获得的实验样本效率分布的进行模
拟。配合全局敏感性分析，我们将所有输入参数根据其对

根据ITRPV Roadmap的调查结果[1]，从2014年至今仍

总体方差的贡献进行排序并筛选出影响最大的参数。整套

有超过90%的太阳能电池是基于全铝背场的传统概念制造。

分析流程由一个可量产的激光烧结接触(LFC, [12])多晶硅

而在近期，越来越多的电池制造商开始调整他们的产线来

PERC工艺展示说明，

生产钝化发射极背面接触(PERC)结构[2]的电池。其部分原
因是较传统多晶硅片拥有更长体区寿命的高性能多晶硅片

方法：

(HPM)的出现和应用。尽管理论上这种电池结构能减小背面
这种用来研究工艺变化对电池效率分布影响的方法包

少子复合并提升陷光性能，从而获得更高的电池效率，但
在实际的产能爬坡期中仍然有许多挑战需要应对。在这个

括以下几个步骤：

阶段，我们不但需要分析电池测试效率的绝对值(例如使用

1.

制造并表征电池；

损失分析)，同时也需要关注其相对的浮动变化。对效率变

2.

确定相关的仿真输入参数及其分布；

化的探究和理解，能挖掘分析出需要更进一步优化的工艺

3.

器件数值模拟并建立元模型；

和参数，从而提升产线的整体的质量和产能。

4.

通过蒙特卡洛方法模拟推演电池效率的分布并与实测

下面简单总结了在这一方面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已
经有专门的著作研究硅片加工数据的统计分析，包括时间
序列分析以及一些过去仅用于分析成品电池参数随时间变
化的方法[4,5]。之后有人采用数据挖掘的方法研究硅片加
工数据与大量成品电池参数之间的联系[6]，并成功利用加
工数据解释了实测参数的绝大部分变化。
另一类出现的方法是基于太阳能电池数值仿真来模拟
和研究使用铝背场工艺的多晶硅电池效率分布[7]。随着元
建模和蒙特卡模拟在光伏研究中的首次应用[8]，这类数值
仿真方法的预测性能被大大提升。在最近的研究中[9]，这
种仿真方法被应用到PERC工艺上，其中元建模中的局部导
数被用作系统敏感性的测度，用以检测与系统变化相关度
最高的影响因素。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采用了上文提及的数值分析方法
以及一项近期发表的研究成果[10]，并通过最先进的元建
模方法提升其性能。然后，通过基于方差的敏感性分析全
面研究了影响电池效率分布的各类因素。该方法具体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Sentaurus TCAD [11]的三维器件仿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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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研究由工艺引起的电池效率分布变化方法的总览示意
图。在试验中，电池的效率分布以及器件数值仿真的输入参数
被确定。以三维器件仿真结果为元模型执行蒙特卡罗模拟，获
得电池效率的模拟分布并于实测分布进行对比。在最后的基于
方差的敏感性分析中，所有输入参数将根据其对最终方差的贡
献和影响进行排序

7ISDOMCREATESEFlCIENCY

ϢЙϡ୳тࣕࠬϨϤआсцቤࢧՖ Ҳ ୳
ૢ䦚ϢЙঊҨӊэтзՖϡ ݸثҤ ଈ 䩟
й٤ҙࠍюӆѿݵЌӈဩҟᐩϡ ۋଛ ф ԛ
Ќ䦚ϢЙϣׯ֭ݐۺӾӓф۔ϱ ϡ  भ

୳тйءਸ਼䦚ࡷЈґ߷䦚юϲӊࢅت䦚
෧ Տ  ׇை 
SNEC 2016 _ࣁ  ݡW3 - 660 _5֊ 24я - 26я            

ؑ ؒ䩟ґݐۺ߿ٶϡؑؒϲϥϢЙϡٍ ܞ䦚 ӹ  ױ䩟

Heraeus Photovoltaics Business Unit

Ӿ ϧϣЂϺૃቤϲϿЂϺᇷ۱ᖐ䦚

www.pvsilverpaste.com
China | Singapore | Taiwan | Europe | America | Japan

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210x297_SNEC_Chinese2016-02-25.indd 1

2/26/16 11:32 PM

技术

电池工艺

分布做对比；
5.

通过基于方差的全局敏感性分析研究各个输入参数的

作用和影响。
图一给出了这套分析方法的流程示意并做出了详细解
释。前两个步骤主要是通过在线和离线式测试表征来生成
一个典型的电池效率随产线参数的变化。在必要的时候，
这个生成过程可在数值仿真的辅助指导下完成。几个典型
的建模分析步骤说明将接下来的小节中讨论，这里我们首
先关注基于器件数值仿真的参数评估。
这个三维器件仿真中，器件温度被设定为 ，并可以分
解为一下两个部分：1)光学仿真部分，其中要计算频率和空
间分辨的载流子激发分布；2)电学部分，其中载流子激发分
布被用作输入参数，并进一步计算伏安曲线。
对于光学仿真部分，我们使用了Synopsis Sentaurus
Device的蒙特卡罗线光路跟踪算法。电池的前表面使用厚
度为d ARC 的氮化硅减反层进行模拟，其在绒面上基本光学

图二：一个测得的概率密度函数分布以及对应的斜正态分布模
型。可以看到，尽管只是用三个实测分布的百分位数来拟合斜
正态分布模型，生成的斜正态分布仍然对实测分布有很高的吻
合度。(这里的数据取自一个更大的实验)

特性使用菲涅尔方程和传输矩阵法导出[13]。我们考虑均
一绒面的情况，并使用特征角

texture 标志绒面的制绒程度

[14,15]。在厚度为d Si 的体硅衬底中，使用朗伯-比尔定律
[16]描述对入射光的吸收过程。电池背面则采用参数为R0和

法使室温下空穴有效质量及其态密度对材料带宽更自洽。
一旦这些输入参数，包括硅片厚度、体区掺杂浓度、
制绒程度

texture 、发射极掺杂分布和饱和电流密度等，及

Phong的冯氏反射模型[17]来表示。然后，通过将光生电流

其变化范围被确定下来，下一个步骤就是为数值仿真设计

密度jph缩小为原来的(1–Mmet)倍来引入电池正面的电极遮蔽

一组合适的实验以缩短计算时间并提升数据插值特性。最

损失，其中M met是相应的光学遮蔽率。在这种情况下，光

后，我们选取一种试验设计(DOE)的空间填充，并使用一款

生电流j ph主要由制绒效果

在线设计生成器[23]在n维的参数空间中生成300个等间距

dARC、dSi、R0 和

texture 影响，因此我们设定参数

Phong在下面的电学仿真中保持不变。

的样本点。基于这些样本点的参数，通过器件仿真所得到

在电学仿真中，对于像PER这种背面有复杂结构的电

的电池特性(短路电流密度jsc、开路电压Voc、填充因子FF和

池，通常使用一个等效的前表面[18]来简化仿真模型，使

能量转换效率η)被用作一个高斯过程(广泛应用于需要插值

用缩小j ph的方法来模拟正面的金属遮蔽，采用按面积加权

的计算机试验中[24])的机器学习训练。相比于其他方法，

的方式考虑发射极，接触和栅线对正面的串联电阻R s 的贡

例如多项式回归，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拟合出所有

献。此外，为了进一步考虑来自电池边缘和空间电荷区中

的参数解析关系，包括渐进趋势。

的非理想载流子复合，在原有的Sentaurus Device模型上添

根据计算出的每个输入点的概率密度函数，并通过三

加了一个理想因子暗饱和电流密度为j 02的二极管模型。在

个参数拟合出一个斜正态分布(Hosking & Wallis [25]，A.8

Sentaurus Device的对称建模设定下，电池在厚度度(z方向)

小节)，例如图二的示例。采用斜正态分布能更好的满足实

为dSi，宽度(x，y方向)为背面电极间距的一半。

际分布的非对称特性。类似于均值和方差分析，我们使用

发射极的掺杂分布由电化学电容-电压测量(ECV)给出

低、中、高三个百分位数对参数的范围做出评估以避免来

并导入到Sentaurus Device模型中，同时将等效表面复合

自离群值的影响。然后根据每个输入参数的概率密度分布

速度Seff,front(由钝化区的复合速度Spass,front和电极区复合速度

生成超过十万个随机数，并将这些随机数输入到一个基于

S met,front 组成)作为一个自由参数。体区的复合考虑由位于

高斯回归模型的蒙特卡罗模拟中，以推演电池效率分布(第

能带中间的缺陷能级导致的SRH复合，并由参数τ n0和τ p0描

四步)。采用这种方法，在单核标准CPU配置下，原先需要

述。电池背面则分别使用复合速度Spass,rear和Smet,rear来表示钝

1.5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单个电池效率的仿真计算，现在通过

化区和接触区的复合速度。

高斯过程模型仅需要0.3ms便可完成预测。

背面电极的接触面通常使用一个与金属接触的并带有
高复合速率的区域表示。为了还原LFC工艺对电池带来的影
响，模型使用了一个半径r LFC 为金属接触半径r LFC,cont. 两倍
的高复合区来模拟一个实际的点接触，这个高复合区代表
被激光损伤的区域。其中，在损伤区中使用的表面复合速

“基于方差的敏感性分析考虑了系统
的非线性相应以及各个输出参数间的
相互作用”

度Smet,rear由Schwab首先引入[19]并之后被Wöhrle等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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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电池的其他仿真参数则沿用了由Fell等人[21]总结的

模拟推演所得到的效率分布随后与实测分布进行对

典型硅电池模型数据。最后，我们使用Altermatt[22]的方

比，并可以对模拟模型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其他三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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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sc、V oc和FF能同时满足实验测试结果。一旦仿真与实验数

一大批实验硅片中，以保证大约每20片成品电池中包含一

据达到一个较高的吻合度，整个数值模型就准备就绪了。

片高性能硅片成品。我们假设这51片样本硅片的材料性质

然后便可以开始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即最后的第五步。

没有明显差异。如果将同样的方法使用到直拉单晶硅片的

第五步将通过全局敏感性分析最终明确各个输入参数
对电池效率变化的贡献。方差是随机变量分析中一个非常

PERC电池上，可以使用高质量的电磁铸造的Cz硅片作为分
散样本。

实用和方便的测度。这里，我们使用基于方差的敏感性分

对于这类研究，一个基本的要求是能够追踪从硅片

析[26]来研究电池效率分布的变化。这种方法一个显著的优

到成品电池的整个数据链，例如使用基于数据传递矩阵算

点就是它的全局性，即它可以考虑到系统的非线性响应以

法[27,28]的硅片跟踪系统。这种跟踪方法已经被应用到

及各个输入参数间的相互作用。一个关于参数xi的随机变量

Fraunhofer ISE的PV-TEC研究中心的试验产线上。

y，其系统方差V(y)的敏感性测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主效
指数 ，被定义为

所使用的电池工艺流程图展示在图三的左侧。在碱液
制绒之后，多晶硅基材由Werner等人[29]发展的工艺完成
磷发射极的制作。之后，正表面的磷化玻璃层(PSG)和背面

(1.1)

的发射极被湿法回刻。经过清洗后，电池背面使用PVECD
沉积氧化铝和氮化硅的钝化层，电池正表面沉积氮化硅的
钝化层。电极由标准印刷工艺制作，正面电极在传送带管

其中V(...)表示变量方差，E(...)表示变量均值。E(V(y|xi))
表示当第i个变量x i 不变时y的方差对所有x i 取值情况的平

烧结炉中快速烧结而成，背面电极由LFC开孔制成。在氮氢
混合气氛退火后，成品电池由在线h.a.l.m测试仪表征。

均。因此，Si表示了总方差V(y)在变量xi不变时的相对与方

除了这些电池外，51片高性能多晶硅片中的3片被加工

差均值的变化率。所有Si的总和总是小于等于1，当其等于

成一般样品(τbulk样品)用来测试体区寿命τbulk(加工流程展示

1时表明该系统是一个可加系统，也即是系统的各个输入

在图三中间)。高电阻率的n型直拉硅片也被加工成样品(j 0e

变量间没有相互作用，其共同结果可表示为各自结果的相

样品)，用来测试发射极的暗电流密度j0e(图三右侧)。在测试

加。因为Si的计算需要考虑随机变量分布的分布，我们使用

τbulk的时候，要确保这些样品是取自成品电池的发射极扩散

了Saltelli等人提出的简化方法[26], 这样可以较常规方法大

工序之后，从而能准确描述吸杂和高温工艺对于基材的影

大缩减模拟的计算消耗。

响。这些样品也要尽可能的由相同的工艺钝化。此外，每
第5片高性能多晶硅片在钝化层沉积后被取出，然后再快速

实例应用

烧结炉中加热以激活钝化效果。这些样品被用来测量隐开
路电压iVoc。隐开路电压对电池正反面工艺有重要的参考价

实验

值，因为它包含了除了金属化之外其他所有的复合作用。
上述讨论的分析方法被用来研究一个可量产的LFC多

晶硅PERC工艺。同样的方法其实也适用于其它任何类型的
太阳能电池。为了排除材料质量变化的影响，仅获得由工
艺导致的结果，51片同批次的高性能硅片被均匀地分散到

数据获取
我们使用了Fraunhofer ISE PV-TEC中心的多功能在线
和离线表征设备获取整套工艺流程的数据链。

图三：电池工艺流程(左侧)，用于测试体区寿命的样品加工流程(中间)，用于测试发射极暗电流密度 的样品加工流程(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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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四：(a) Fraunhofer ISE的PV-TEC研究中心生产用在线表征设备展示。(b) 基于数据矩阵编码的硅片跟踪系统。(c) 最新的在线自动检
测设备，配有弹性接触单元，用以表征成品电池(也可以用于背接触电池)

在金属化之前的正面在线测量包括：
通过电容测试获得硅片厚度dSi；
通过电导测试获得硅片电阻 ；
通过波谱仪测量600nm波长处的反射率R600nm；
通过高光谱成像传感器获得减反层的厚度dARC；
基区参杂浓度N dop 通过原切割态的电阻确定。这个值
随后与发射极回刻后的测试结果相对比，从而确定发射极
的方阻R sh。在均一制绒这一假设下，制绒度

texture 通过拟

合仿真和实测的R 600nm来确定，具体参考Greulich等人[15]
的方法。加工完成的成品电池随后被在线自动装置测试表
征。这其中会检查电池正反两面的金属电极，测试金属栅
线的电阻以及光照情况下的伏安特性，获得电池的特性参
数：j sc 、V oc 、FF以及η，暗光特性测试，以及Sus-Voc测
试。检测也能提供电池在正偏条件下的EL成像以及反偏情
况下的热成像。此外，电池并联和串联电阻R p、R s ，暗电

图五：由仿真辅助的背面钝化区复合速度Spass,rear 的估算。通过
比较实测隐开路电压 iVoc 和仿真结果确定相应复合速度

流j 01、j 02通过对Suns-Voc的伪伏安曲线进行双二极管模型
下的寿命图像被转换为局部电压图像，并平均到整个电池

拟合获取。
离线检测方法包括测试全频谱的反射率曲线，使用传

表面。而τbulk样品，还需要一个额外的在0.04个太阳下测得

递长度法(TLM，[30])获取成品电池的金属-半导体接触电

的PL图像，其将与1个太阳条件下的PL图像一起用来计算整

c 。反射率曲线被用来测量副栅线的宽度以及相应的光

个电池表面扩散长度的调和均值。在这个步骤，SRH缺陷参

学遮蔽率M met。具体方法是通过不断扣减副栅线宽度，降

数τ n0和τ p0也一道被校准，因为在拟合电池在上述两个光照

低电池的反射率，直到使其与无栅线表面的最低反射率相

情况下的寿命时，参数τ n0和τ p0将会被用作电池仿真的输入

阻

当，并以此反推栅宽。冯氏模型的参数R0和

Phong则是通过

参数。结合测得的j0e和τbulk，我们在仿真中通过变化电池在

匹配900~1200nm的波长范围内电池反射率的仿真结果与

没有LFC损伤区时的S pass,rear以吻合iV oc的测试结果，从而确

测试结果来获得。发射区的暗电流密度j0e是通过一个改进的

定Spass,rear的取值。这个过程展示在图五中。

Kane-Swanson[31, 32]分析j0e样本的准静态光电导(QSSPC,
[33])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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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仿真中尽可能还原根据伏安曲线推算的暗
电流密度j 02,fit ，我们在原本Sentaurus Device模型上再

某种程度上讲，最有价值的表征工具是PL图像。下面

添加一个外部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的暗电流密度表示为

将重点说明这种表征工具的应用。我们测量了1个太阳条件

j02 = j02,fit – j02,Sent.Device，其中j02,Sent.Device是通过对Sentaurus

下电池在LFC工艺前后的PL图像。通过计算其PL强度的差

Device计算出的伏安曲线进行双二极管拟合得出。最后，正

异，获取电池因为背接触引入的额外复合所造成开路电压

表面的电阻R s 通过使用面积加权的发射极方阻R sh 、接触电

降低ΔV oc,LFC 。我们通过调整电池电学仿真中使用的LFC半

阻

c和栅线电阻R grid得出。

径rLFC，使电池的Voc的变化与测得的压降相吻合[10]。利用

表一总结了所有的模型输入参数以及他们的测试范围

QSSPC寿命矫正PL图像[34]来计算隐开路电压iVoc和体区寿

和确定方法。相比于之前的研究，τ n0、M met和j 02的绝对值

命τ bulk 。在那些专门用来测试iV oc 的样品中，1个太阳条件

有轻微的差异，但是这些变量的总体范围是大致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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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确定方法

低百分数

中百分数

高百分数

dSi [μm]*

体厚度

测试

183.7

185.4

186.2

Ndop [cm-3]

体掺杂浓度

测试

–

9×1015

–

τn0 |τp0 [μs]

体SRH寿命

τbulk样品的寿命校准 PL 图像

–

45 | 910

–

texture [°]

特征制绒角

匹配制绒后实测R600

56.5

57.8

61.0

j0e [fA/cm²] | Spass,front [cm/s]

发射极暗饱和电流密度

j0e样本Kane-Swanson法

–

92 | 2.5×105

–

Smet,front [cm/s]

正面电极复合速度

忽略

–

Spass,front

–

dARC [nm]*

减反层厚度

测试

77.5

79.6

82.2

Mmet [%]

正面电极遮蔽率

测试

5.04

5.36

5.63

Spass,rear [cm/s]

背面钝化区复合速度

匹配制绒后实测iVoc

70

130

300

Smet,rear [cm/s]

背面电极区复合速度

模拟，参考文献[19,20]

–

2,400

–

rLFC = 2rLFC,cont. [μm]

LFC损伤半径

匹配实测ΔVoc,LFC

37

44

51

dLFC [μm]

LFC电极间距

LFC 参数

–

350

–

R0 [-] |

背面冯氏模型反射率

匹配实测 R>900

–

0.935 | 2

j02 [nA/cm²]

第二二极管的暗饱和电流

匹配双二极管拟合到伪伏安曲线

16.5

23.0

34.5

Rs [Ωcm²]

正表面电阻

综合Rsh, c 和 Rgrid

0.523

0.547

0.596

[-]

*这些参数仅在光学仿真部分发生变化

表一：输入参数总览，包括他们的测量值范围以及确定方式。那些仅给出中等百分位数的参数，其变化在电学性能仿真中被忽略

这种细微差异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在

进一步分解给出各个输入参数的贡献比例。上文中提及的

电池的效率变化上。

主效指数S i 的总和是一个重要的敏感性测度。在本次试验
中，这个总和的计算结果在误差允许范围内是等于1的。

结果

这明确说明了效率分布方差的可加性，即最终的效率分布
η(x 1,…,x n)被认为是与每个输入参数独立相关。基于这个结

图六(a)中给出了分别通过实际测试和模拟计算得出电

论，理论上我们可以将总的方差按比例分解到每一个参数xi

池效率分布。可以看到两个分布有极高的吻合度。需要指

上。通过分解我们发现背表面钝化区的复合速度Spass贡献了

出的是，那些有严重串阻和漏电阻问题的电池在计算总体

主要的方差。基于此，未来的技术工作应该主要是集中在

均值和标准差之前已经被剔除掉了。这些问题电池位于柱

提升背表面加工和清洗的稳定性和质量，以及PECVD的钝

状图最左边的区域。试验测得的转换效率η的总体标准差等

化工艺。

于0.23%abs，根据仿真结果其中超过80%的变化可以被很好

由工艺导致的来自j02的贡献是第二大的方差原，直接导

的解释。图六(b)给出了基于方差的敏感性分析结果，并

致了超过1/3的效率变化。这些贡献归因于来自硅片边缘的

(a)

(b)

图六：(a)实验测得(绿色)和模拟计算得出(橙色)的电池效率分布。在试验中确定平均值和标准差之前，有严重串阻和漏电阻问题的电池
(最左边的柱状图)被剔除，剩余数据被用于拟合一个斜正态分布。(b)各个输入参数的权重饼状图。其权重由其对电池效率分布总方差
的贡献确定。背表面的复合变化是电池效率变换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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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这种方法对于类似于PERC电池这中处于爬升期的
工艺十分有帮助，但同时也可以提升正在运行的产线的质
量，因为那些导致最大性能波动的参数和有最大优化潜力
的参数往往是同一类。这种方法不单可以应用于各类太阳
能电池的产线上，也可以对其他任何产线的质量和产能提
升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因而有助于提升太阳能电池
生产制造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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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机电的可持续产品策划与营销战略
文/吕汇锌

从行业发展初期的单一化和粗放

集团，近年来在市场上的表现颇为引

自主研发技术的N型PERT双面单晶电

式的宣传推广，到行业发展到今天玲

人注目。不仅因其稳健而理性的发展

池组件“银河”，之后N型电池产品屡

琅满目的营销手法和策划手段，可以

速度与进程，也因为其高度市场化和

破实验室和量产输出功率记录的消息

说光伏企业在营销上的尝试已经进入

体系化的宣传，让市场对老牌国有企

也陆续振奋着市场端。2015年底，

了百花齐放的阶段。

业颇为刮目相看。

“银河”产品的整体系列策划和传播

航天机电作为一家国有大型企业

从2015年初，航天机电即推出了

获得了美通社“最佳海外传播奖”，一
家传统国有企业的产品推广得到市场
化机制极高的海外传播的奖项，不得
不说是一次倍受鼓舞的经历。2016
年刚刚结束的东京展，航天机电又以
“银河”二代产品“银河”Twin Star
亮相日本市场。
每年展会上的新产品发布屡见不
鲜，
“银 河 ” 系 列 产 品 的 有 何 不 同 之
处？

可持续的技术路线选择
应该说，比价格、营销等竞争更
加扑朔迷离的就是技术路线之间的竞
争：薄膜与晶硅之争、单晶硅与多晶
硅之争、PERT和PERC之争，技术PK
可以说贯穿行业发展始终，不胜枚
举。 能够在技术选择上有自身独立的
思考和见解，并能够不断完善和更新
这种技术的应用，首先就展示了企业
的理性与稳重。变来变去的产品技术
路线和变来变去的战略一样，让人眼
花缭乱，也会对公众对企业的决策能
力心存怀疑。航天机电2016新一代N
型产品一经推出就打出了深度挖掘N型
PERT技术无限潜能的概念，可以说是
坚持同一技术路线的有心之举。

可持续的产品营销
“银河”的命名可谓别具匠心。
双子星是银河里面最擅长思考的一颗星，故用Twin Star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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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航天机电的母公司航天科
技集团是空间领域的顶尖机构，而母

航天机电产品营销示例

航天机电以银河命名的系列产品

公司在品牌上的优势，更是一般的企

座。而2016年的N型单品是半片组

的积累，厚积薄发，量变引起质变的

业无法企及，高精尖科技与绝对的精

件，这也正与Twin Star的双子形态珠

一刻。否则，动静再大的“引爆”也

细品质，几乎不容辩驳。如何将母公

联璧合，交相辉映。

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

司的品牌内涵巧妙的融入到自身的产
品当中，而又不喧宾夺主，可以说是

航天机电，愿秉承“理性”与

给品牌注入统一而稳定的人格

一件颇费心思的事情。既然母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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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优势领域在“空间技术”，那把航天

营销作为一门需要“花钱”做

机电的新能源也比作一个虚拟空间，

的事情，被很多其他职能的人所不

并做出了“和航天机电一起探索新能

理解，然而花钱恰恰是一门最大的艺

源的无限空间”的宣传语，可以说巧

术。纵观人类的品牌史，可以说是一

妙的融合了二者。选取宇宙空间里的

部人类商业的智慧集，其中包括了经

“银河”作为第一代产品的命名，也

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合集。被历

为之后的新产品的推出做足了铺垫。

史铭记和流传的品牌，永远不可能是

“银河”是一条由众多星系构成的星

靠“砸钱”砸出短期“人气效应”的

系带，如果把N型PERT产品统一比

品牌。如何让品牌形神兼备，有着前

作“银河”，作为一个合集，之后的每

后发展统一的人格特质和稳定的核心

一代产品更新都可以从“银河”里选

内涵，是赢得公众信任，并印象深刻

取相应的星系。2016年的Twin Star

的最本质的诉求。任何的“爆破点”

(双子座)正是“银河”里的重要星

都不来自于刻意策划，而是来自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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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硅片型光伏组件的电池到组件功率损失/
增益分析
Jai Prakash Singh, Yong Sheng Khoo, Jing Chai, Zhe Liu & Yan Wang,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新加坡太阳能研究所(SERIS)
本文原载于第三十一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技术季刊中

摘要:
虽然效率达到甚至超过24%的太阳能电池器件总是不断涌现，但封装成组件后整体效率通常便下降到只有20%或
21%左右的水平。让人不禁疑惑这些艰难收集得到的电子是如何消失的？此外，为什么每个光子和电子都应该被利用
上？虽然电池效率相当关键，但是每个光伏项目的盈亏却是由组件效率决定的。本文将重点讲述组件的不同损失机
制，以及它们是如何被量化的。因为只要了解光子和电子的流失途径，就有可能研究出相应的规避措施。新加坡太阳
能研究所(SERIS)开发了用于研究各种损失机制的深度损失分析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并结合各种表征设备/方法，例如
外量子效率(EQE)线扫描，电致发光图和IV测试仪等，对电池到组件的物理过程进行详细损失/增益分析，并在本文详
细介绍。损失/增益分析主要基于两种常用的电池技术：p型多晶硅和n型单晶硅电池。

前言

确地分析。这些测试方法操作简单且能最大限度减少CTM
损失/增益计算的不确定性。最后通过实验对硅片型光伏组

在传统硅片型光伏技术中，太阳能电池是通过串联连

件CTM损失/增益量化分析方法进行验证。

接的方式封装成组件的。这种互连方式增强了发电功率和
电压，而封装材料则为太阳能电池提供环境和机械保护。

光伏组件的光学损失/增益

光伏组件封装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电池免受外界恶略环境的
损害使其能正常运行20甚至25年之久。
然而，组件封装在为电池提供保护的同时，也引入了
寄生损失，影响组件功率和能量的收集。当太阳能电池被

为了方便分析入射光收集过程，将玻璃/背板结构型光
伏组件分成两部分：工作区域(包括太阳能电池)和背板区域(
除了太阳能电池之外的区域)。

封装到组件之后，其工作环境就已经发生改变(例如玻璃和
密封层会引入额外的光吸收效应)。不仅如此，电池之间的
互连焊带还会引入额外的电阻损失从而影响组件电性能。

工作区域的功率损失/增益

受到各种封装过程中引入的损失机制的影响，组件整体输

在工作区域产生的光学损失是由制造组件时使用的封

出功率将低于组件内所有单块电池片功率之和。这里，所

装层(玻璃，密封胶)各层界之间的半球式反射和材料本身寄

有电池片功率之和与组件功率之差被称为电池到组件(CTM)

生吸收引起的[5-7]。图一描述了硅片型光伏组件的各种光

功率损失。CTM过程中产生的损失大体上可以分为光学损

学损失机制

失、电阻损失和错配损失。

与光学损失相反，直接光耦合和间接光耦合效应也可
能带来光学增强效果。其中，直接光耦合(减少反射光)是由
各种折射率单调递增的封装层引起的[8-10]。而间接光耦合

“对CTM功率损失(或增益)进行精确的
表征将能更好地评估新的光伏组件设
计和材料”

(减少反射光)则是由内部反射光(从子栅和主栅)在玻璃-空气
界面产生的，然后这些光将被反射到太阳能电池表面。

对CTM功率损失(或增益)进行精确的表征将能更好地
评估新的光伏组件设计和材料。目前已有许多研究人员和
组件制造商对硅片型光伏组件的CTM损失进行了广泛研究
[1-3]。为了计算CTM损失，通常需要使用不同的I-V测试系
统对太阳能电池和组件进行测试，但这带来了测试结果的
不确定性[4]。
本文将展示多种测试方法，以对CTM损失进行更加精

图一：硅片型光伏组件(工作区域)的光学损失(反射：1=空气-玻
璃，2=玻璃-封装，3=封装-电池。吸收：4=玻璃，5=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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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S找到了一种能通过实验量化封装材料(玻璃、EVA
等)光学吸收引起的光学损失以及由光学耦合引起的光学
增强的方法[1]。该方法需要制作上下面都是玻璃层的单
电池片小型组件，所使用工艺和材料与大型全尺寸组件的
相同。然后使用一台UV-VIS和全尺寸光照EQE测量系统分
别测量裸太阳能电池和小型组件的反射率和外部量子效率
(EQE)。
图二：(a)使用传统EVA材料的电池和组件EQE测量值。(b)相应
的反射测量值

范例：对比不同EVA材料
为了对比不同EVA材料的寄生吸收损失，制造了两种采
用不同EVA封装的小型组件。然后封装前后分别对太阳能电
池和采用这两种EVA封装的小型组件进行EQE和反射测量，
如图二和图三所示。通过裸电池片和小型组件的测量，寄
生吸收Apara可以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

(1)
其中Rcell和EQEcell代表所测裸电池片的反射率和EQE，

图三：(a)使用超清EVA材料的电池和组件EQE测量值。(b)相应
的反射测量值

而Rmod和EQEcell.mod则是小型组件的相应测量值。两种不同
EVA封装组件的寄生吸收率测量结果如图四所示。
短路电流密度(J sc)损失/增益可以通过使用反射、寄生
吸收和AM1.5G光通量计算得到，表一对计算结果进行了总
结。从表中可以看出，完成封装之后，使用传统EVA材料进
行封装的组件其Jsc平均损失了0.39%，而使用超清EVA材料
封装的组件Jsc则平均增加了0.27%。其原因在于使用了超清
EVA材料封装的组件受寄生光吸收效应影响较小。
电池间隙背板区域带来的功率增益
对于传统玻璃/背板结构的组件，功率增益主要来自
背板材料的静态聚光效应。在玻璃/背板结构组件中，光照
射到电池间隙区域后以不同的角度被散射回电池表面。相
当可观比例的光在玻璃-空气界面被完全内部反射到电池表
面，因此提高了组件的电流。图五描绘了组件的背板静态
聚光效应。这种由背板引起的组件电流增益主要受背板区
域(电池间隙区域)形状以及背板材料特性(发射和反向散射)

图四：分别给出了采用传统EVA(组件一)封装和超清EVA(组件
二)封装的组件寄生吸收

影响。
为了量化背板反射带来的电流增益，对小型组件(玻璃/

电池

组件

组件结构
[mA/cm2]

[mA/cm2]

[mA/cm2]

[mA/cm2]

[mA/cm2]

[%]

1

玻璃/传统EVA/Tedlar

3.46

33.60

2.68

0.905

33.47

-0.39

2

玻璃/超清EVA/Tedlar

3.44

33.50

2.72

0.636

33.59

0.27

表一：采用不同类型EVA材料下的组件短路电流密度及其损失(AM1.5G 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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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图示(非等比例)给出了组件玻璃/背板之间各种光传播路
径。入射到相邻电池间隙背板区域的光被随机散射
图七：描述(非等比例)了(a) EQE测量和(b)发光图像之间的关
系。带有箭头的实线表示路径1和2，代表由电池表面收集的
入射光子的传播路径，以及由相机探测到的路径相反的发射光
子。路径1表示由背板区域收集到的光线，而路径2则表示金属
栅线反射的光线

图六：采用不同背板/EVA小型组件的归一化Jsc扫描

背板结构)进行了EQE线扫描。在该方法中，挑选了背板靠

图八：(a)标准玻璃/背板结构小型组件和(b)在电池边缘区域贴上
额外散射带的玻璃/背板小型组件电池边缘附近的EL信号和局部
EQE线扫描信号。EL和EQE数据根据电池区域的各自信号进行归
一化。EQE线扫描给出了400、600、800和1000nm波长数据

近电池边缘区域的数个点(间隙空间0.5mm)进行小面积光源
的EQE测量。随后从这些EQE测量数据中计算每个光照点的

术。SERIS证明了发光成像是使用空间解析法计算光学特性

Jsc并与小型组件的Jsc(在组件的电池区域测量得到)进行归一

的有效方法。该技术用于评估单晶硅片太阳能光伏组件光

化比较。图六给出了归一化J sc值与光照点到电池边缘距离

学收集性能的横向变化。通过开发与发光辐射相关的倒易

的关系图。EQE线扫描测量的优点在于通过对归一化Jsc结果

理论来计算EQE，从光伏组件的发光成像中得到了相对EQE

的积分计算，可以直接计算出某个电池间隙点对组件电流

图(如图七所示)。通过该方法，可以直接量化得到不同非电

的增益值。

池区域的光收集效率。

范例：不同背板和白EVA材料的对比

范例：比较不同背板和光反射膜

为了评估光性能和相应的电流增益，我们对比了三种

为了使用SERIS的新方法比较不同背板和光反射膜，

不同类型的背板和白色EVA材料(组件同样采用玻璃/玻璃结

这里使用了不同背板，包括采用和不采用光反射膜制作了

构)。使用这三种不同背板/EVA制造的小型组件，并测量这

几块小型组件。图八(a)给出了带有白背板的小型组件，超

些小型组件的EQE。图六给出了这四种不同样品的归一化Jsc

过20%入射到电池边缘附近背板区域的光子被重新收集。对

图线：其中组件的电池间隙为3mm、电池串间隙为5mm，

于带有散射带的小型组件，可以看到超过45%入射到散射

计算得到的各样品电流增益分别为2.14%(背板A)、2.20%

带上的光子被重新收集。散射带有希望被用于高效光伏组

(背板B)、2.08%(背板C)和2.38%(白EVA)。

件，得以其它能收集比白色背板多两倍的光线。通过EL计
算得到的光线收集效率可以转化成特定电池和电池串间隙

量化光伏组件非电池区域光收集性能的创新方法

大小的相对组件电流增益。

除了使用EQE和分光光度测定法这两种传统的测量光
伏组件光学特性的方法之外，SERIS还开发了一种使用发光

由电池错配导致的功率损失

成像技术量化光伏组件非电池区域光收集性能的方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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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成像，包括电致发光(EL)和光致发光(PL)，是一种用

错配损失是由串联太阳能电池中各个电池最大功率点

于空间解析法分析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光电特性的多功能技

电流(Imp)的差异导致的[12]。如果电池Imp不同，串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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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池则无法同时在它们各自的最大功率点处工作；这导

件最主要的损失机制[14]。

致总输出功率低于所有单个电池最大功率之和[3]。光伏组

为了量化60片电池型商业组件的阻抗损失，在组件封

件制造商通过在封装成组件之前对太阳能电池进行测量和

装之前先对单块电池进行I-V测量；随后在标准测试环境

分档来处理错配问题[13]。

STC下测量已封装组件的I-V特性。由于电池测量系统和组

为了计算光伏组件的错配损失，需要知道单块电池片

件测量系统存在差异，各自校准标准也不同，在测试过程

的最大功率点以及串联成电池串后最大功率点。因为在不

中会导致一定的不确信性。为了评估不确信的大小，将组

考虑光和阻抗效应的情况下，很难分别测量出一块已经制

件I-V测量相对于电池I-V测量进行归一化。

造完成的组件内部各单块电池片的工作点，因此需要结合
曲线拟合和电路仿真工具来计算错配损失。输入仿真环境
的条件为在标准测试条件(STC)下得到的单块太阳能电池I-V

“阻抗损失是高效电池型组件最主要
的损失机制”

曲线。使用曲线拟合和标准电路仿真软件，例如LTSpice，
在假设太阳能电池之间处于理想互连状态下(即不考虑电池
互连带来的阻抗损失)，可以计算得到组件I-V曲线特性。在

在内部电池使用串联方式连接的光伏组件中，组件的

该方法下，仿真得到的组件I-V曲线将提供只考虑错配损失

短路电流将等于经过光损失/增益校准之后的内部电池的最

后的最大功率点。错配损失Pmis功率可以使用以下公式进行

小短路电流。相反，假设在封装过程中没有电池收到损坏

计算：

的情况下，组件开路电压将等于内部所有电池开路之和。
使用前面计算得到的相对光增益/损失Popt，组件相对于电
池测量数据的归一化短路电流
(2)

和归一化开路电压

将通过以下公式得到：

其中Picell和Psimu分别是单块太阳能电池的功率和仿真得
到的组件功率。
(3)

这里总共计算了60片包含两种不同电池的光伏组件
错配损失率，这两种电池分别为n型单晶硅和p型多晶硅电
池。计算得到n型单晶硅电池的损失为0.14%，p-型多晶硅
电池为0.2%。

使用方程(3)得到的归一化组件I-V曲线将不受到因电池

由阻抗引起的功率损失

测量和组件测量采用两种不同系统所引起误差的影响。图
十同时给出了所测的和相对于电池测量归一化后的组件I-V

硅片型光伏组件的阻抗损失主要由1)用于连接太阳能

曲线。所有单块电池功率之和与归一化组件I-V曲线最大功

电池的各个构件引起的功率损失，以及2)组件各点的漏电

率点的差异等于总电性能损失(错配和阻抗)。现在，根据之

流。图九给出了主要的阻抗构件，包括焊带、主栅、电池

前计算得到的错配损失，可以使用以下方程计算CTM 过程

母栅和焊带之间的接触电阻、接线盒以及电线，同时给出

的阻抗损失了：

了这些构件在60片电池型商业组件的阻抗功率损失中所占
的比例。阻抗损失是高效电池(特别是电流响应较高的)型组
(4)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分别计算出60片n型单晶硅电池型
和p型多晶硅型组件的阻抗损失为4.7%和4.1%。

探讨与结论
展示了两种类型硅片—单晶硅电池和多晶硅电池组
图九：光伏组件内导致额外阻抗损失的部件(除了太阳能电池串
联电阻之外)

件(60-电池)的CTM损失计算方法。表格二列出了测量到的
两种类型组件电性能参数，而图十一则给出了两种类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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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p型单晶硅和n型多晶硅组件的CTM功率损失

图十：组件I-V曲线：包括电池测量数据和归一化后的数据

件详细的CTM损失图。
在图十一中，可以看到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学损失比
多晶硅电池组件的要严重；原因在于单晶硅电池比多晶硅

组件类型

Isc[A]

VOC[V]

填充因子
[%]

功率[W]

n型多晶

8.84

37.90

77.5

259.6

p型单晶

9.13

38.39

76.8

269.2

表二：测得的两个实验组件的电性能参数

电池的光吸收效率(更少反射)更高，因此单晶硅电池的光耦
合增益也更低。由于错配损失在总CTM损失中所占比例并

[2]

Biao, L. et al. 2012, “Effect of encapsulant on cell-to-

不大，因此在使用了好的电池分档策略后可以忽略不计。

module efﬁciency loss in PV modules with ion implant and

在电流实验中，阻抗损失是主要的损失部分：所测得的损

POCl3 cells”, Proc. 38th IEEE PVSC, Austin, Texas, USA,

失较高，表明组件互连工艺没有优化。半切电池和多主栅
是两种熟知的降低CTM过程中阻抗损失的方法。

pp. 2336–2341.
[3]

Wilson, K., De Ceuster, D. & Sinton, R.A. 2006,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cell mismatch on module output”, Proc. 4th

“由于错配损失在总CTM损失中比例
并不大，因此在使用了好的电池分档
策略后可以忽略不计”

WCPEC, Waikoloa, Hawaii, USA, pp. 916–919.
[4]

Spribille, A. et al. 2013, “HIP-MWT: Our approach for high
performance ribbon based back contact MWT modules
with low CTM losses”, Proc. 7th SNEC Int. PV Power Gen.
Conf., Shanghai, China.

对硅片型光伏组件CTM损失的探究和理解是非常重要

[5]

Kang, M.H., Ryu, K., Upadhyaya, A. & Rohatgi, A. 2011,

的，因为这些损失影响着组件的能量输出，从而影响发电

“Optimization of SiN AR coating for Si solar cells and

成本。本文概述了几种量化光伏组件CTM损失/增益的方法

modules through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optical and

和设备。通过实验样品、小型组件和全尺寸组件解释了各

efﬁciency loss mechanism”, Prog. Photovoltaics Res. Appl.,

个独立损失机制的计算过程。所展示的CTM损失分析非常
有助于组件制造商通过仔细选择材料和优化组件制造工艺

Vol. 19, pp. 983–990.
[6]

来降低损失和提高组件发电性能。

McIntosh, K.R. et al. 2009, “An optical comparison of
silicone and EVA encapsulants for conventional silicon
PV modules: A ray-tracing study”, Proc. 34th IEEE PV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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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基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的金属化及其组件的电
气互连
Matthieu Despeisse, Christophe Ballif, Antonin Faes & Agata Lachowicz,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本文原载于第三十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技术季刊中

摘要:
硅异质结(SHJ: Silicon heterojunction)太阳能电池以高转化效率、优异的户外工作性能和简单的制造工艺著称。本
文对硅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在金属化和电互连方面所采用的特殊材料、工艺和技术进行了概述。研究表明，结合超细线
丝印和多线互连技术可以大幅度缩减电池金属化的成本，其中电池单面所消耗的银材料只有30mg，同时不影响组件的
高性能和可靠性。此外，研究表明镀铜技术适用于硅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在制作高导电性细栅的同时实现优异的转化
性能。虽然该工艺能减少银材料的使用，但同时还需要采用独特的低成本组件互连技术。

前言
硅异质结(SHJ: Silicon heterojunction)技术受到光伏行
业的普遍青睐，要归功于其在少量工艺制程(这是控制生产

“SHJ太阳能电池钝化电极的主要好处
是大幅度提高工作电压”

成本的必要因素)下依然能取得高量产效率。SHJ电池结构
为所谓的“钝化电极”工艺提供了有力背书。氢化非晶硅
(a-Si:H)层和透明导电氧化物(TCO)层都沉积在n型硅片的制

SHJ太阳能电池钝化电极的主要好处是大幅度提高工作

绒和光滑两面，并覆盖整个表面，形成具有高钝化特性的

电压；例如，通过该技术，可以使180um厚(典型厚度)商

选择性异型载流子电极[1,2]。

用Cz硅片的开路电压达到740mV [3-7]。限制转换性能的主

本征a-Si:H层直接沉积在硅片表面，从而提供优异的化

要因素在于薄膜TCO和a-Si:H层的全表面异性电极引起的寄

学钝化特性，潜在少子寿命等于理论极限值[3]。随后掺杂

生光吸收。因此需要对这些材料层进行先进的工艺控制，

后的a-Si:H层选择性吸收其中一种载流子并排斥相反的另一

以期在最大化透光率的同时保持高工作电压。在最优的平

种：p型掺杂层起到空穴选择性电极的作用。最后，制作

衡点处，量产效率可以达到22.5%[6,8]。异质结结构可以

TCO层，在a-Si:H掺杂层和电池金属层之间形成高效率的电

进一步优化，最近一家日本公司Kaneka[7]公布了通过使用

极，此外还能提供侧向导电和减反射的作用。图一给出了

SHJ电池结构将151.9cm 2尺寸电池的实验室效率水平提升

SHJ电池的典型结构。

至25.1%。这是双面电极硅太阳能电池能获得的最高水平，
证明了简单SHJ电池结构的高性能潜质。
此外，SHJ太阳能电池还表现出了最大化户外性能的这
个关键优势，换句话说既是提高kWh/kWp比。这些电池拥
有较低的温度效率即-0.2到-0.3%/°C，低于标准扩散结技
术的-0.4%/°C。不仅如此，此电池还是天然的双面结构，p
层(指的是前发射极结构)或n层(指的是背面发射极)都可以
用于向阳面并进行优化。这种对称性的SHJ结构因此可以
将双面率提高至90%以上，并有可能提高至100%。这种电
池的钝化发射极和对称性结构还使其非常适合于提高超薄
硅片的利用率。优异的表面钝化使其保持高性能，即使是
厚度小于100um的薄硅片[4]，同时硅片两面的对称层结构
能够平衡机械应力，降低硅片弯曲和碎裂的风险。这些因
素使得SHJ太阳能电池成为推进商业电池薄层化的技术选择
之一。SHJ工艺制程相当简单，只需少数几项成熟的工艺步
骤，包括全表面的离子增强气相沉积(a-Si:H基层)和大面积

图一：展示了采用背面发射极的双面硅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对称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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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扩散硅技术，SHJ太阳能电池的一个固有工艺
极限是在a-Si:H层沉积完之后，需要实施低温工艺步骤，以
避免钝化层的衰退。在金属化层面，这一限制促进了低温
烧结银浆的使用，其烧结温度通常低于250°C。目前最先
进低温烧结银浆的印刷制备银线表明其典型体电阻高于6到
10×10-6:·cm，或大约1/2到3倍高于目前用于高温银浆
烧结的电极结构。由于相比同质结太阳能电池SHJ太阳能电
池有着阻抗更高银线，因此推动着两排(2BB)到5排(5BB)主
栅标准H图案金属电极成本性及其能的极限：即不但需要更
多银材料才能获得相似的线电阻，还需要电阻更高或更大
尺寸的栅线。在使用了目前最先进的低温烧结银浆3BB到
5BB到H图案电池，可以通过例如多次印刷来实现高性能。
每边180mg银的质量代表着每块电池金属化成本为8$cts(
假设银价格为$460/kg)；对于电池效率大于22.5%时，双

图二：使用SmartWire 箔线组装的互连概念电池串生产。上面
小图展示了在硅异质结太阳能电池上采用丝网印刷工艺得到的
宽度仅为30um的栅线共焦显微镜图，该栅线使用低温烧结银
浆，为SmartWire组件带来高性能表现[12]。

面印刷电池每边成本为~1.5$cts/Wp。(为了简单起见，假
设银浆成本与银成本相同。)为了克服由金属化带来的成本困

的商业关注，一些浆料和喷墨供应商继续改进他们的低温

境以及性能极限，可以采用三种办法：1) 持续增强低温烧

烧结产品，使得印刷银线的体电阻得以降低。例如，降低

结银栅线的电性能；2) 转换成多线互连；以及或者3) 转换

到5*10-6:·cm将使得银的典型用量降低至130mg，从而

成使用电镀工艺的铜线技术。

把成本降低只~5.7$cts/cell。
对于SHJ电池主栅互连，标准带的焊接可以用于进行优

用于硅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的先进金属化和互连工艺

化，例如2013年早期所报道的，5BB互连SHJ电池[9]。为
了限制焊带连接期间的温度，采用了替代性技术，例如印

丝网印刷和主栅/焊带互连

刷或者部分使用导电胶进行焊带连接(例如由teamtechnik提

对于第一种方法，由于SHJ电池技术持续吸引越来越多

出的方法[10])。后者方法进一步推动透光焊带的引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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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位于瑞士纳沙泰尔的CSEM大楼，翻新过后的半透膜墙面，由双面硅异质结太阳能电池构造而成，这些电池便是采用SmartWire
电极栅线技术进行互连的[17]。

种技术能将组件功率输出提高大约1到2个百分点[11]。

“多栅线互连意味着电池金属栅线的
电阻损失的大幅度减少”

细栅线印刷和多栅线互连
对于第二种方法，使用多栅线的可替代性先进互连技术
能用于有效摆脱SHJ太阳能电池金属电极电导率的约束。智

多栅线互连意味着电池金属栅线的电阻损失的大幅度减

能栅线电极技术(SWCT: SmartWire Contacting Technology)

少。假设其它参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5BB设计，通

通过聚合物箔片来使用铜线(如图二所示)[12-14]。该栅线覆

过使用18条子栅(用于SWCT的标准排布)，电池栅线导致的

盖着低熔点的合金薄层；在组件层压工艺期间熔化，并与电

功率损失(Pf)将缩小13倍(等式一)。这是因为子栅内的功率

池金属栅线形成焊接电极，因此能降低温度预期，这与SHJ

损失Pf与主栅数量的平方成反比：

电池和薄片电池-组件集成达成了完美匹配。该方法替代最

(1)

先进的主栅和焊带技术，并能用于有前表面电极但没有主栅
和单独子栅的电池上(见图二)，被称为少主栅电池。该技术
首先由Day4 Energy提出[14]，目前已由梅耶博格集团通过
自动化生产线进行大规模量产[12,13]。

其中J为电流密度，L为电池宽度，nf为子栅的数量，Rf
为子栅电阻，nBB为主栅的数量，C则为常数[12,16]。

由于较低的栅线遮光尺寸以及能与相邻电池直接互

互连栅线(主栅)数量的增加推进了比目前最先进主栅

连，SWCT能够让比标准主栅技术更多的分散电流收集通

电池更多子栅的使用。这样能得到与5BB设计相近的功率

路垂直流到电池金属子栅中。通常使用直径为200um的栅

损失，其中18栅线设计的子栅线电阻比5BB设计的高出13

线，相当于大约140um的光学尺寸，即重新收集一部分反

倍。因此，当线电阻低于1:/cm的子栅应该应用在5BB电

射到曲面线表面的光线[12-15]。这使得来自标准互连图案

池上以获得最优的性能，采用18条子栅的SWCT方法适合

的通路使用三到五主栅/焊带以及超过18条子栅进行互连，

用于线电阻达到10:/cm子栅的集成，为了实现相似子栅电

并不增加互连导致的遮光损失。

损失。
SWCT的使用因此显著释放了印刷电极的导电限制；这
完全改变了在优化子栅电极时的思考方式。这一在印刷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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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领域的挑战因此从制作高横宽比以获得充分导电性和最

在研发层面，这一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从释放束缚

先遮光效果(例如通过多重印刷获得)，转变到印刷尽可能细

后的SWCT技术获得收益。例如，结合SWCT技术，印刷铜线

的连续子栅以降低银材料成本以及提升电流密度中来(效率

被证明能产生足够的线导电以及获得可靠性高的组件[16]。

提升)。

不仅如此，SWCT的成本降低潜能已通过使用一种可替代金

最近低温烧结银浆在细栅线印刷技术上的进展表明了印

属线的涂层材料得到证明[16]。但进一步的收益已经通过第

刷低温烧结银线的可能性，这种银线通过使用低于20um的

一块效率为19.9%且在电池正面和背面都无电极和电池金属

最先进丝网开窗来获得足够的电导率；这足以让SWCT在不

化的双面单电池组件中得到证明[16]。SHJ太阳能电池导电前

增加来自子栅的电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组件集成[12,16]。这种

表面和栅线之间实现直接连接；只是这需要使用大量的线。

做法带来两个好处：首先，因为每边只需要30mg银材料，
从而实现可观的金属化成本节约；第二，得益于细栅线宽度
带来遮光面积的减小，发电性能也得到提高，相对值大约可
以提升1%[12,16]。
当使用SWCT时，每边减少大约30mg银材料的使用，意
味着金属化成本降低1.33$cts/cell(假设银价为$460/kg)。相

“通过改为使用铜电镀工艺用以制备电
极网格，可以降低银材料的使用量并将
金属化工艺保持在室温条件”

比于使用标准印刷技术取得的25%的电池效率，细栅印刷能
获得22.7%的效率，产生的金属化成本为~0.23$cts/Wp，只

最后，图中给出了由SWCT组件构成的美妙CSEM光伏墙

相当于标准技术的1/6。因此SWCT技术表明了SHJ技术的最

面，这包括通过使用SWCT互连的空间双面SHJ电池，如图三

初弱点是怎么转变为优点的，由于只需要少量银材料，从而

所示[17]。

带来超低Ag印刷成本和电池性能的提升。
在2014年，这种技术的高性能被一块集成了60片硅异

铜电镀工艺

质结电池的327Wp组件所证明，这相当于整体组件发电效率

在第三种方法中，采用了在能完全不使用银材料的同

为20%[15]。不仅如此，该技术还证明了更高的可靠性：有

时还能提升导电性能的特定技术。通过改为使用铜电镀工

报告表示在经历超过3次用于加速衰退的IEC标准测试后该组

艺用以制备电极网格，可以降低银材料的使用量并将金

件效率衰退率只有5%不到[8]。

属化工艺保持在室温条件。镀铜线通常有着低至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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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cm的阻值，只比纯铜块的电阻率(1.7×10-6:·cm)
稍高。
镀铜则有可能代替丝网印刷银浆工艺，这一目前广泛
用于扩散结硅太阳能电池的技术。在该例子中，减反射层
可以用于作为电镀掩膜，通过使用例如激光刻蚀工艺进行
开窗。该标准工艺由通过电镀工艺完成的镍铜叠层生长组
成。镍层和硅片形成硅化镍阻挡层以阻止铜元素在后面的
烧结工艺中扩撒到硅片中，而铜层则起到导电层的作用。
这种金属化技术最近在商用设备中得以实现，使得轻掺杂
发射极也同样能获得低电阻率[18]。
至于讲电镀铜技术应用到硅异质结太阳能电池中，情
况则不太一样：电镀生长在SHJ太阳能电池的导电前氧化
物TCO层上[19-20]。TCO层将起到有效阻止铜元素扩散
到硅层的作用，从而减缓了潜在衰退。由于该层是导电
层，因此需要使用额外的保护层和工艺以获得掩膜图案从
而实现选择性镀铜。铜电镀工艺在SHJ太阳能电池上的应
用发展因此集中在获得低接触电阻和与TCO层的高粘附性
材料、以及低成本栅线网格的制作上。
电镀铜前表面电极金属化工艺已经在SHJ太阳能电池
上得到成功的实现[19-20]。其中一种能在生产成本上竞
争过丝网印刷技术的栅线制作技术便是由Hermans等人提
出的使用高温熔化墨水的喷墨印刷技术，这是一种使用成
熟工艺且能大幅度减少墨水使用量的技术[21]。
图四给出了获得低电阻细电镀栅线的可能性，并与低
温烧结银浆进行比较；20um宽镀铜栅线的线电阻可以控
制在1 :/cm的水平。因此这使得获得使用三到五主栅H图
形设计的高性能硅异质结太阳能电池成为可能，而纤细的
导电电镀子栅带来较低的电学和光学损失。不仅如此，高
子栅导电率也能使低倍聚光太阳能器件以及在新的互连技

(b)

术（例如重叠技术，也被称为密集电池互连[22]）中带来
额外的收益，

“20um宽镀铜栅线的线电阻可以控
制在1 :/cm的水平”
结论

图四：(a)受线宽和长度影响的线电阻，对于在CSEM的测试装置
的电镀和丝网印刷线。(b)CSEM垂直研发线的铜电镀组件，用于
双面沉积的两组铜电极。

重要的是，多栅线互连已经证明其是技术上的范式转
变；该方法不会像如今低温烧结银浆材料那样受到金属化

在过去的几年，多种技术方法已经经过有序发展并完

栅线导电率水平的限制。超低银消耗(低至30mg每边)量也

全克服了硅异质结太阳能电池低温烧结银浆的性能和成本

已经实现，并显著降低金属化成本，对于双面组件来说则

极限。而转换至镀铜工艺促使纤细、高导电率栅线得以实

更加显著。

现，结合如今成熟的工艺能确保高的粘附度和性能。
未来进一步的工作已经在数家不同的工业集团中展
开，以实现他们自身的高性能低成本栅线制造技术。通过
使用商用解决方案，电镀技术正促使主栅和焊带互连方面
的成本比丝网印刷技术更低。不仅如此，电镀技术也在推
动着可替代性组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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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几种近年来开发的不同替代性金属化技术
和互连技术如今进一步促进了硅异质结太阳能电池技术成
为有成本竞争力的高性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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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典型应力及对光伏组件
衰减与材料失效的影响
胡红杰1、William J. Gambogi2、Alex Bradley2、Thomas Felder2、Lucie Garreau-lles3、王茂1、付波1、John Trout2
1 杜邦(中国)研发中心，中国上海，2 杜邦光伏解决方案，美国特拉华州，3 纳穆尔杜邦国际公司，瑞士日内瓦

摘要:
杜邦光伏解决方案已开展了多年晶硅组件户外老化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组件户外衰减和失效分析数据。本文对于
研究结果进行了探讨，并重点分析了中国范围内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主要环境应力，及其对光伏组件性能衰减和材料失
效的影响。这可以为户外组件研究和行业建立更科学的加速老化测试方法提供参考，帮助光伏系统投资者做出合乎经
验教训和科学的决策，实现更为严格的风险管控。

伴随着国际社会对清洁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中国
对空气污染和环境改善的持续努力，光伏产业仍将在未来

零部件

外观失效

5-10年保持高速发展。实验室检测是人们了解组件和材料

前板

破损、腐蚀或模糊的玻璃

性能的重要方式，但在试验设备难以模拟户外各种复杂气

封装材料

变色或脱层

候条件以及检测标准存在诸多不足的背景下[1]，最具代表

电池/
连接电路

腐蚀、热斑(不均匀热)、连接断开、
蜗牛纹、开裂、烧痕

光伏组件背板

开裂、发黄、起泡/脱层、减薄

性和参考意义的性能数据只能通过光伏组件在户外使用的
的实际性能检测方可获得。这需要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各种
仪器设备，对不同气候环境的电站进行长时间的实际电站
检测。反过来，这些实际检测结果将帮助研究人员制定出

表一：各个零部件分类的外观失效说明

更具现实意义和代表性的实验室加速耐久性测试方法。
杜邦公司于2011年启动了一项全球性的户外光伏组件

别)、可视腐蚀、连接处的烧痕和裂痕(通过蜗牛纹识别)。封

研究项目，研究重点为可靠性与其它影响组件完整性的问

装材料失效占4%，这个比例虽然不高，但它是一个非常重

题，涵盖不同地区及气候范围。从2011年到2014年的三

要的失效原因，因为它会导致透光率下降以及透光波段迁

年间，该研究共涵盖了60多个全球性光伏装置，项目规模

移使得短波光线进入组件。背板失效占9%，是组件除电池

从1kW至20MW，代表了150万个光伏组件，总功率输出

以外失效比例最高的部件。背板关系到组件的绝缘和耐久

达200MW以上。杜邦公司对现场所有不同使用年限的组

性，发黄和脆化导致的机械性能降低和绝缘失效，都是潜

件进行了检查，包括全新的装置到服务时间达30年以上的

在的工艺质保索赔理由；耐久性不足导致的电池性能降低

装置。同时，在实验室中对45家不同的组件制造商提供的

和功率衰减增加则会直接损害投资收益。

400多个组件样品进行了分析。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生产制造国；截至2015

实验室检测(包括破坏性和非破坏性两部分)主要侧重对
封装材料 ４％

太阳能组件材料的化学和物理变化的分析，而户外电站检测

背板 ９％

主要侧重外观失效统计。随着太阳能产业的重心从“设计和
制造”阶段转移至系统的运营和维护，以及光伏组件工艺质
保期限的延长(从2年至10年)，功率输出、安全性能和外观

电池 ２４％

失效日益成为决定光伏系统价值的关键性标识。尤其是随着
日益庞大的光伏资产二级市场，外观失效除了将增加运营费
用并抬高拥有成本，同时还会降低二手光伏资产的价值。光
伏组件不同零部件的外观失效类型如表一所示。
所有确认的失效都涉及到光伏组件四大主要零部件中
的一个或多个：前板、封装材料、电池/连接电路和背板(表
一)。很多情况下，子部件的交互效应也会造成外观失效。

玻璃 ２％
未发现缺陷 ５９％

所有研究组件中41%存在外观失效，详细失效分类可参见图
一。24%的失效来自于电池，包括热斑(通过红外成像仪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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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零部件外观失效比例[1]

其他 １％

失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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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宁夏使用4年的(a)单层PVDF背板组件，(b)单层PVF背板组件；(c)内蒙古使用4年的PET背板组件

年底，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4158万千

差较大，年平均气温较低(低于15℃)，且部分地区地表沙化

瓦，约占全球的1/5，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光伏第一应用大

严重，风沙活动剧烈，年起风日数达200-300天，全年平

国。同时中国气候类型多样，包括大面积的严苛气候类

均起沙风速可达10-15米/秒[3]，对光伏组件的破坏性非常

型，如沙漠/荒漠、高原和热带等。表二列举了中国主要的

大。而这些地区也正好是发展光伏的最佳选择：光照资源

气候类型及相关气象数据[2]。按照温度分类，中国主要有

充足，土地价格低廉，方便集中管理。

寒温带、中温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等气候类型；结

背板变色发黄是一种常见的外观失效，一些耐候性差

合湿度和地理特征分类，则可以分为荒漠干旱地区、温和

的背板材料在多种气候地区都出现过发黄的问题。相关报

气候区、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高原以及沿海地区等。表二

告表明，聚酯(PET)背板内外层以及单层聚偏氟乙烯(PVDF)

中的气象统计数据显示了不同地区的显著差异。

背板的内层在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地区多种气候类型下(包

掌握组件在国内各类型气候下运行和材料失效情况，

括温和气候)都出现过大量的户外发黄失效案例[4]。在我国

有利于提升行业质量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杜邦公司专业技

中部和北部的荒漠干旱气候条件下，也有很多此类背板发

术人员和国内光伏行业专家走访了12个省份，检测了20多

黄的案例。

个光伏系统和电站、累计约210MW的光伏组件，对不同典

图二(a)和(b)是宁夏使用四年的组件，为同一电站、

型气候类型和使用年限的组件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研

同一时期安装的不同类型组件。图二(a)组件使用的是单层

究发现，不同气候地区光伏组件的衰减和材料老化有一定

PVDF背板(PVDF薄膜/聚酯PET/粘接E层)，背板内层显著黄

差异和规律，而组件封装材料EVA与背板对组件的功率衰减

变，超过50%的同类型组件和背板存在类似问题。虽然有人

也有着显著的影响。

认为黄变只是外观问题，不影响组件功率。但是，根据现
场IV测试结果显示：黄变组件的平均功率衰减为11%左右，

荒漠干旱地区：耐候性差的背板材料存在内外表面发黄等

显著高于户外使用四年组件的功率衰减要求(5年衰减不超过

失效现象；含氟涂层背板耐磨性差外层减薄显著
青海、新疆和甘肃等西北地区，内蒙古和宁夏等

5%)。图二(b)是该电站同期安装的另一种类型组件，使用的
是基于杜邦™特能®(Tedlar®)PVF薄膜的背板，背板内外层

北部地区干旱少雨，年均湿度只有40-55%，年太阳辐

均没有异常变化，与PVDF背板外观对比非常明显。图二(c)

照量超过5500M J/m 2 (组件背面25年累计紫外剂量超过

是在内蒙户外四年的某电站照片，该电站组件使用的是PET

230kWh/m2，部分地区超过270kWh/m2)，冬夏及昼夜温

聚酯背板(PET聚酯/PET聚酯/粘接E层)。该背板外层普遍存

气候和地区
分类

地区举例 年平均辐照总量
组件正面
组件背面25年
(MJ/m2)
年平均紫外剂量 累计紫外剂量
(kWh/m2)
(kWh/m2)

荒漠干旱地区

乌鲁木齐

5519

年平均温度
(℃)

年平均湿度
(%)

76.7

230

4.5

54.8

敦煌

6560

91

273

10.8

41

高原地区

拉萨

7598

105.5

317

4.5

55

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

三亚

5944

82.5

247

24.3

83

广州

4234

58.8

176

20.4

74.7

沿海地区

东台

5019

69.7

209

15.1

76.5

温和地区

北京

4912

68

204

11.9

57

备注*：1)假设太阳辐照中紫外占比5%，且地面反射率为12%；2)1kwh/m2 = 3.6MJ/m2
表二：中国典型气候地区及气象数据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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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重发黄问题，颜色b*值高达8-10。
在荒漠地区，风沙覆盖和遮挡对组件功率输出的影响
以及封装材料的耐热性能要求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另一方
面，随着户外使用时间的延长，风沙磨损会不断减薄背板
外表层材料的厚度，使其逐渐失去背板原有的设计功能。
图三是青海电站安装18个月组件的FEVE涂料背板截面显微
镜照片。背板外层FEVE涂层厚度为16.5微米，明显低于该
背板说明书中外层的标称厚度20微米。如果涂层按照该速
度被风沙磨损，背板内层PET会很快直接曝露于苛刻大气环
境中，加速其老化失效。因此，在西部风沙活动频繁地区
使用的光伏组件，背板外层材料的耐磨性和厚度都很重要。
此外，我国荒漠干旱地区温差大，年均气温较低，部
分地区极端气温低至-47℃左右。在荒漠干旱地区使用的组
件需要承受较大的冷热循环应力和低温冲击，对组件材料

图四：在西藏使用9年组件的聚酯背板内层黄变、外层开裂剥落

电池片间隙位置，由于背板内外两层都受到紫外照射，背
板外层白色聚酯PET层几乎全部剥落。将背板从组件上剥离
准备进行机械性能测试时，背板已完全脆化。
图三：在青海安装18月组件FEVE涂料背板外层减薄为16.5微
米，而标称厚度为20微米

当然，并非所有的背板材料都不能承受西藏等高原
地区的强紫外环境。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发
起的“寻找中国最美光伏老组件”项目即报道了一个在西

的机械强度和韧性有较高要求。在国外案例中，曾出现过
在类似环境下，因PVDF薄膜脆性大、横向力学性能差等缺
陷导致PVDF背板大比例开裂和脱层的案例报道[5]，值得引
以为鉴。

藏使用17年的地面电站，该批组件由国内某厂商制造，
采用双层基于杜邦™特能 ® (Tedlar ® )PVF薄膜的背板TPT
(Tedlar ® /PET/Tedlar ® )。在户外使用17年后，电池栅线
虽然有明显变色，但基于杜邦™特能®(Tedlar®)PVF薄膜的
TPT背板外观完好，为组件提供有效的绝缘和阻隔保护，组

高原地区：强紫外环境对背板材料耐候性提出高要求

件平均功率衰减也只有13.3%[6]。

西藏是中国太阳辐射能最多的地方，阳光直射比例
大，年际变化小，日照时间也是全国最长，大部分地区年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组件封装材料黄变和电池栅线/焊带腐

日照时间达3100-3400小时，平均每天9小时左右。以拉萨

蚀是主要的失效类型

地区为例，年太阳辐照剂量达7600MJ/m2，组件正面年紫

湿热气候地区具有高温、高湿和强紫外等环境特点，

外辐照剂量超过100kWh/m2，背面25年累计紫外剂量达到

对组件的影响主要有热老化、水解老化和紫外光老化等作

310kWh/m2。

用机理，对组件中的电池栅线、焊带、EVA和硅胶封装材

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对光伏组件的封装材料和背板

料以及塑料背板材料都有显著的影响。海南是我国典型的

耐候性有很高的要求。该地区组件的典型外观失效主要有

热带湿热气候地区，年平均气温22-27℃，降水量1639毫

封装材料变色、栅线变色、背板黄变脆化和剥落。图四是

米，年平均湿度超过80%(表二)。在海南使用的光伏组件普

在西藏使用九年的组件，该组件使用的背板材料由空气面

遍存在电池栅线和焊带腐蚀、封装材料变色等问题。图五

向内依次为：白色聚酯PET/透明聚酯PET/粘接E层。由图

是在海南某地使用15年的双玻组件。该电站由多个四块组

四可以看出，背板内层严重发黄；背板外层降解明显，在

件的独立系统组成，而这些系统无一例外地存在电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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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经广泛实绩验证的背板材料，保障各种气候区域
的组件应用
不同气候类型的环境老化应力水平和种类不同，组
件材料失效出现的时间和类型有差异也有类似规律。背
板作为光伏组件的关键封装材料，对组件的耐久性、性
能和使用寿命具有重要影响。多项研究表明，基于特能 ®
(Tedlar ®)PVF薄膜的背板在各种气候环境都得到了广泛的
25年甚至30年实绩验证；而一些其它背板材料在户外短期
内即出现了明显的老化或失效现象，一些还导致了组件功
率加速衰减和安全隐患。
光伏系统的长期可靠性和性能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其使
图五：海南使用15年(安装19年)双玻组件电池腐蚀和封装材料
黄变明显

用的材料。基于度电成本(LCOE)的最优系统价值的实现是
依靠组件按预期运营，从而提供稳定功率输出和较长的使
用寿命。在项目开始阶段明确使用经长期户外实绩验证的

银栅线和焊带腐蚀问题；户外功率测试设备已测不出电流

高质量材料，有助于确保光伏组件于整个系统使用周期内

和组件剩余功率。另外，从电池片间隙可以看到，封装材

的使用寿命和发电性能，帮助降低终端用户的发电成本，

料EVA黄变严重；部分区域还存在电池片和封装材料脱层

从而实现甚至超出项目预期的财务回报。基于广泛的户外

的现象，在接线盒部位由于水汽通过背面玻璃打孔处导致

和实验室材料性能研究，杜邦公司能提供以光伏组件行业

封装材料严重脱层。这些双玻组件使用铝边框封边，仍然

标准为依据的材料清单，为组件制造和电站开发业者提供

不能阻止水汽进入组件以及封装材料的老化和电池部件的

符合光伏系统功率输出和预期使用寿命目标的材料和技术。

腐蚀。这个案例表明，湿热气候地区对组件的电路连接部
件、组件封装工艺和材料选择具有很高要求，不能仅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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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可靠性测试方法与标准制定等方面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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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聚焦

项目新闻
美洲地区

维护。

Ecoplexus在北卡罗来纳州投产
54MW光伏项目

蒙特祖玛，安装了5.2万个光伏组件，

新太阳能园区，坐落于奇瓦瓦州
每年消除超过1.65万吨二氧化碳，有
助于实现墨西哥的清洁能源目标。

亚洲地区
GSSG Solar在日本开工建设47MW
光伏项目

电站的建设。
该电站是根据该公司2014年八月
的初步公告，为了一家不愿透露名称

太阳能投资公司GSSG Solar日前
美国太阳能开发商Ecoplexus日前
在北卡罗来纳州投产六个太阳能光伏
项目，总计54MW，价值七千九百万
美元。

宣布融资到位，在日本破土动工新的
47MW光伏项目。

座电站中的首座。
该电站已经连接到Eskom管理

该安装项目将在日本长野县进

的国家电网。关于建设，子公司

行开发，将通过为期二十年的上网电

TerniEnergia Projects PTY Ltd已经为

该竣工项目是公司第二和第三个

价补贴，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出售电

运营和维护签订为期四年的可再生能

项目投资组合中的一部分。Ecoplexus

力，通过2012年七月启动的日本“电

源合同。根据该公司，该电站实际上

在美国和日本另有36MW在建，预计

力运营商开展可再生能源电力调度特

提前完成，并符合预期的财务业绩。

2016年建设总计120MW。

别措施法案”建设。

该电站位于Paleisheuwel，占地面

Ecoplexus还在十二个州和国际上

该项目是GSSG Solar Partners投资

积逾两百四十公顷，包括从125Wp至

管理约1GW的开发项目储备，项目价

的170MW光伏电站投资组合中首个开

140Wp的61.1万个光伏电池板。该庞

值逾十二亿美元。

工建设的，预计将于2017年底竣工。

大的项目需要六个独立分包商来管理

韩国OCI凭借私营光伏电站首次亮
相墨西哥

目获得新生银行针对建设和项目条款

现在首座电站竣工，该能源和

的融资承诺。GSSG是该交易的股权赞

废物管理公司将可能按照与该意大利

助方。

公共部门的协议专注于开发第二座电

连同许多当地利益相关者，该项

OCI Solar Power和能源专业团体

GSSG Solar总监查理·麦克丹尼尔

Buenavista Renewables(BVR)与墨西哥

表示：“该项目的基本面，其中包括高

当地政府合作，庆祝墨西哥首个私营

太阳能辐照、最低限度的干扰并邻近

太阳能园区。该公共事业规模项目通

的土地、强劲的本地支持以及经验丰

过为期二十年的购电协议为私人运营

富的太阳能开发商，使得这一项目成

商和消费者提供能源。

为我们在日本进行的投资的典范。”

安装，其需要三千公里的电缆。

站，在南非达到总计148.5MWp的安
装量。

澳洲地区
Origin Energy为昆士兰FRV旗下
100MW光伏电站签署购电协议

该项目Los Santos Solar I于四月

该项目由Sun Holdings开发，正在

拉开帷幕，OCI首席执行官Yook Seok-

一个废弃的十八洞高尔夫球场建设。

综合电力公司兼公共部门Origin

hwan和州长César Horacio Duarte

其将包括SunPower的单晶硅组件，以

Energy日前与太阳能开发商Fotowatio

Jáquez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出席该仪式。

及日本合作伙伴的本地工程和建设服

Renewable Ventures (FRV)签署为期

该园区是该公司首次进军墨西哥太阳

务。预计这一电站产生的光伏将抵消

十三年的购电协议，承购昆士兰北部

能市场，13.6MW的园区标志着备受瞩

约九千六百当地居民的用电需求。

100MW Clare光伏电站的电力。

中东及非洲地区

兰北部Ayr附近的三千公顷土地开工建

FRV将于2016年晚些时候在昆士

目的首次亮相，该园区旨在为私企运
营商和消费者提供能源。

设，预计2017年开始投入运营。该地

北美开发银行(NABD)和海外私人
投资公司(OPIC)为该四千万美元项目融
资。据说该园区由OCI位于德克萨斯州

TerniEnergia在南非完成82.5MW
光伏项目

担任领军开发商。当Los Santos Solar I

意大利智能能源公司TerniEnergia

竣工时，OCI将获得该项目的所有权，

宣布，其南非子公司已经在南非

并且承担购电协议剩余部分的运营和

Paleisheuwel完成一座82.5MWp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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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目前用于甘蔗种植。
Origin现在还可以选择在该地点开
发另外35MW装机容量。

圣安东尼奥市的美国分公司运营，B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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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先意大利公共部门计划建设的两

这一最新的购电协议有效期截止
至203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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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系统在微电网中的应用
文 / 方壮志，林洋能源

近年来，能源和环境问题凸显，绿色低碳、节能减排
已成为世界能源发展的方向。其中，以光伏发电和风力发
电为代表的分布式发电技术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快速发展。
分布式发电具有能效高、污染小、可靠性高、安装地点
灵活等优点，但同时又存在输出功率波动性强、控制复杂等不
足。为了有效整合分布式发电的优势，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率，增强电网的稳定性，储能系统受到能源界广泛关注。
首先，储能在整个电力价值链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图二：智能微电网能源管理系统

用。它的作用涉及发电(generation)、输电(transmission)、
配电(distribution)乃至终端电力用户(end user)，这里包括

和信息流相互融合而成，分为分布式能源、储能装置、电

居民用电以及工业和商业用电。在发电侧，储能系统可以

能变换装置、保护装置和微电网能源管理系统组成，也可

参与快速响应调频服务，提高电网备用容量，并且可将如

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进行增减。相对于大电网，微电网表现

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向终端用户提供持续供电，这

为单一的受控单元，它可以保证用户电能的质量和供电安

样扬长避短地利用了可再生能源清洁发电的优点，也有效

全，同时也是智能电网及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克服了其波动性、间歇性等缺点；在输电中，储能系统

在微电网运行中，有两种运行模式：并网运行模式和

可以有效地提高输电系统的可靠性；在配电侧，储能系统

孤岛运行模式。并网运行模式是在外部无故障时，微电网

可以提高电能的质量；在终端用户侧，分布式储能系统在

与外部电网处于连接的状态；孤岛运行模式是当外部电网

智能微电网能源管理系统的协调控制下优化用电、降低用

发生故障或者电能质量较差时，微电网通过快速开关可以

电费用，并且保持电能的高质量。

切断与外电网的连接，进入独立运行的状态，保证微电网

总体来说，储能是解决新能源消纳、增强电网稳定

内部重要负荷的供电可靠性。在微电网孤岛运行模式时，

性、提高配电系统利用效率的最合理的解决方案。系统中

能量来源于分布式能源和储能电池，当分布式能源的出力

引入储能环节后，可以有效地实现需求侧管理，消除昼夜

小于负荷需求时，就会存在一定的功率缺额，解决功率缺

间峰谷差，平抑负荷，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电力设备、

额的方法就是在微网系统中配备一定容量的储能设备。

降低用电成本，还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也可作为

在新能源发电中，经常会由于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

提高系统运行稳定性、参与调频调压、补偿负荷波动的一

出现没有电能输出的情况，例如光伏发电遇到的夜间无光

种有效手段。具体详情见下图一。

源的情况和风力发电中的没有风吹过的情况等，这个时候

储能技术主要的应用方向有：①风力发电与光伏发

就需要储能系统向微电网系统中的用户提供持续的供电。

电互补系统组成的局域网，用于偏远地区供电、工厂及

以林洋总部园区微电网项目中的储能系统为例，林洋结合

办公楼供电；②通信系统中作为不间断电源和应急电能系

总部园区配电网和负载特点，建设了由屋顶光伏(2MWp)、车棚

统；③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系统的并网电能质量调整；④

光伏(76kWp)、风机(10kWp)、充电桩、储能系统(500kWh)、

作为大规模电力存储和负荷调峰手段；⑤电动汽车储能装

变流器(500kW)和微电网能源管理系统组成的微电网。

置；⑥作为国家重要部门的大型后备电源等。
微电网是储能最主要的应用领域，作为微电网中必不
可少的部分，储能在微电网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常来说，微电网的一般结构如图二所示，由能源流

图三反映的就是：2015年9月份光伏平均日发电
量为6532kWh，中午11:30到14:00之间平均发电量
2786kWh，这个时间段的平均负载需求为2115kWh，低
于光伏发电量。在没有微电网储能时，光伏发电在满足园
区用电后，剩余部分经过升压变压器后无偿并入电网。储

图一：系统中的储能类型

图三：2015年9月份林洋总部园区微电网项目日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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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系统可以很好利用中午时段园区无法消纳的光伏发电量

组相互独立的电池组。每组分别配有直流断路器和电池管理

给储能电池(500kWh)充电，并在用电高峰时段放电。微电

系统(BMS)，实时监控每组电池的工作状态，并同步到微电

网能源管理系统会根据每天的生产安排、预测的光伏发电

网能源管理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可以预判电池状态，并及时

量，适当调整电池充放电比例，同时系统预留一部分电池

调整充放电策略，为动力电池的梯次利用提供大量有价值的

容量给数据中心和关键负载做备用电源。微电网能源管理

数据和应用经验。系统中还采用了V2G (Vehicle-to-grid)双

系统通过实时监测电网状态，在电网发生故障时，利用公

向充电桩，电动汽车通过V2G充电桩，可实现移动能量体的

共接入点(PCC)的静态开关，快速切断与电网的连接，进入

功能。移动能量体可以从微电网获取能量，也可以将能量返

孤岛运行状态，确保微电网内部关键负荷的供电。

送给微电网。同样，也可以不通过电网将能量从一个地方输

储能技术进步最快的就是电化学储能技术，以锂离子

送到另外的地方。当类似的移动式能量体设备数量较大时，

电池、铅炭电池、液流电池为主导的电化学储能技术在安

可以帮助电网解决很多问题，如频率和电压调节、平抑负荷

全性、能量转换效率和经济性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突破，

等，在电网发生故障时也可以作为应急电源使用。

极具产业化应用前景。

截至目前，林洋已先后完成林洋集团总部微电网示范工

在林洋集团总部微电网示范工程中，林洋采用了市场

程、上海国际汽车城微电网示范项目、崇明风电场储能接入示

上主流的化学储能电池，针对不同电池种类设计相应的储

范工程、上海电力公司培训中心微电网系统实验平台储能解决

能系统解决方案。在该项目中，林洋对镁基锂离子和铅炭

方案、上海北沿风电微网项目、上海汇泰大楼智能楼宇光伏储

储能电池的循环寿命、充放电时间及效率等进行测试，不

能系统示范工程、江苏泗洪109.9MW光伏项目及分布式光伏

断积累实际应用经验。

发电项目，锌溴电池储能移动保电系统等众多应用项目。

随着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和电动汽车产业的迅速发

电力安全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储能是保证电

展，动力电池也将迎来巨大的市场，此后也将出现大量动

力安全、低碳、高效供给的重要技术，是支撑新能源电力

力电池退役的回收再利用问题。退役后性能尚可的动力电

大规模发展的重要技术，也是未来智能电网框架内的关键

池可作为储能电池继续服役，这个应用随着我国电动汽车

支撑技术。林洋储备多种微电网项目架构模式和储能技术

的发展将带来储能发展的良机，这将会一个是非常好的应

的实际工程经验，是为应对未来大规模应用储能技术而积

用领域。在林洋众多的微电网项目中，上海国际汽车城微

累技术数据和运行经验。

电网示范项目就对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互联网领域的有机融
合进行了技术研发和探索。

能源互联网作为未来全球能源的发展方向，需要从
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发、输、变、配、用的环节配置，这

林洋上海国际汽车城示范项目基于汽车博物馆配电网

就决定了未来电力的潮流控制、分布式电源及微网将广泛

系统，利用退役电动汽车动力电池作为储能电池，通过微

应用，储能技术将是协调这些应用的至关重要的一环。目

电网能源管理系统智能协调微电网内的分布式光伏发电、

前，我国储能技术发展落后于应用需求，如果未来国家能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储能及变流装置、电动汽车充放电装置

够从宏观战略层面上制定储能发展规划，加强对储能技术

等，调控网内能量流动方式，最大发挥光伏发电设备的效

研发与示范的资金支持力度，出台利于储能技术产业化的

率，让新能源汽车参与能源互联网的统一调控，改善分布

激励政策与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向储能产业倾斜，使得储

式能源的产生，存储和利用方式。图四则为上海国际汽车

能项目投资能够获得回报，相信在未来，微电网及储能应

城微电网整体结构示意图。

用将会迎来大规模的快速发展时期。届时，林洋微网作为

林洋在上述微电网项目中的储能电池采用了退役的电
动汽车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经过无损检测和配对后，分为两

行业内优秀的储能系统方案提供商，将利用自身的优势发
展经验，为推动中国智能微电网的发展提供动力。

作者简介
方壮志先生于199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
工程学系应用电子技术专业 ，在多个跨国
公司担任工程技术，业务运营等重要管理职
务。2010年加入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目前担任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方壮志先生在能源计量，电力电子及智能控制，嵌入式软
件，数据采集及通信，互联网及大数据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
经验，在业务运营管理战略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目前负责林
图四：上海国际汽车城微电网整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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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能源智能电网业务板块以及能源互联网创新业务。

Interviews

水面光伏是一种实践创新，机会与挑战并存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易跃春访谈实录
文/肖蓓

自国家能源局批准首个光伏“领跑者”计划示范基地项目后，包头、阳泉、济宁、两淮四个采用先进技术的光伏基地
已通过评审，并上报国家能源局。济宁、两淮将作为以水面光伏电站为主的创新基地，其中，安徽两淮煤矿塌陷区规划为
100%水面光伏，目标100万KW。根据定义，水面光伏是指在水塘(鱼蟹塘等)、中小型湖泊、水库、蓄水池等水土(主要是
未利用土地)建立的光伏发电站。
为什么要开发水面光伏电站？此类电站怎么建？他的发展前景如何？带着这些问题，PV-Tech独家专访了参与大同采
煤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易跃春，以下是访谈实录。

为什么现在提出发展水面光伏电
站？

如限电弃光等。近两年国家鼓励开发

定支架式”模式。

分布式电站，发展中东部内陆地区，
这些地区离负荷中心较近不存在限电

存在的挑战与关键设备选型

PV-Tech：水面光伏作为领跑者计

弃光问题，但是用地及屋顶落实比较

划中具备明显特点的一种新型式，您

难，盈利模式比较复杂，因此需要发

PV-Tech：当前，水面光伏电站在

认为应如何理解水面光伏电站这一光

展多种形式的创新应用，比如与农林

技术方面存在哪些问题与挑战(风险)？

伏应用模式？

渔业等相结合，开发荒山荒地等资源

易跃春：目前水面光伏电站比

易跃春：首先我想提一下水面光

发展光伏，水面光伏就是在这样的背

较具有挑战性的几个问题表现在：

伏的发展背景，中国光伏电站开发初

景及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的情况下获

防潮、防腐技术要求高，如何做到安

期由于受技术、效率及成本等因素的

得发展机会。

全可靠的运行维护，并具备经济性优

影响，建设地优先选择建造容易、光

PV-Tech：他的市场前景如何？

势，这些与电站的关键组成设备如组

照土地等资源较好的西北部进行。通

易跃春：水面光伏电站在国外

件、逆变器、电缆、箱变、支撑体等

过近几年西北部地面集中式电站的大

都有相应的发展，比如日本等国家均

规模建设后，产业技术得到了提升，

有建设水面光伏电站，我国水资源丰

系统成本进一步下降，经济性提高

富，湖泊、水域众多，水面光伏电站

了，这些进步使得资源并不像西北地

具有不占用土地，避免采煤沉陷区不

易跃春：水面光伏电站不是简单

区那么丰富的地区，逐渐具备了发展

均匀沉降，减少水量蒸发等优势，是

的把它支撑住就行，他需要长期运行

光伏电站的条件。

一种可探索发展的光伏应用模式。现

并产生经济效益。就运维而言，我认

另一方面，西北部大规模建设

有水面光伏规模还较小，主要表现为

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高可靠性，

电站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

浅水区(约3米以下)以“固定打桩+固

对设备可靠性要求更高；(2)智能化，

有很大关系。
PV-Tech：在电站运营维护及设备
选型方面有什么要求？

水面电站需及时排查故障、对设备进
行监控，需要专业的运行维护设备及
系统；(3)专业化的运维团队，随着水
面电站的增加以及规模化，专业的运
维团队能有效解决运维中的问题。
PV-Tech：什么样性能的产品更适
合水面光伏电站？
易跃春：设备选型很关键，需要
高性能的设备，以具备良好的防腐、
防水性能为先，比如阳光电源最新发
布的水面光伏专用高防护智能汇流箱
PVS-16M-W，即专门为水面光伏电站
设计；组件目前推荐抗PID性能较好的
图一：庐江水面光伏电站现场实景图

功能组件或双玻组件，浮台需要具有
良好的承载能力；大型水面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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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W普通光伏电站与渔光互补电站造价比较
序号

项目

普通1MW光伏电站造价(万元)

渔光互补1MW光伏电站测算造价(万元)

差价

超正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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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普通光伏电站720万元/WM测算，渔光互补投资高3.5%，其他增加项：场区排水、箱变基础、桥架、道路护坡
表一：渔光互补水面光伏电站的初始投资成本对比。数据来源：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朝向一致，推荐使用大功率集中

展，如结合养殖渔业、农业等，对水

工建设及运行维护，在此过程中，将

式逆变器，维护简便。水面光伏电站

生态的影响后期可能还需要其他行业

根据设计院所承担的一些项目，进行

目前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因此这些

的专家介入，共同探讨如何将两者结

行业标准的建立，并在实践中逐一完

都需要通过在实际电站中应用，进行

合的更融洽更环保经济。这些都是在

善。

实践测试，最终得到验证。

电站设计之初需要考虑到的。
PV-Tech：目前国家对水面光伏电

兼容式思路发展

站的主要支持政策侧重点是什么？
易跃春：水面光伏作为领跑者

PV-Tech：水面光伏电站对建设

计划中的一种新型式，需要结合领跑

地、电站设计等方面有什么要求？什

者计划来看待，国家能源局每年安排

么样的场地最适合发展水面光伏电

专门的市场规模，通过建设先进技术

站？是否会对水质及生态环境产生影

光伏示范基地、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响？

等实施“领跑者”计划，并发挥财政
易跃春：建设地的选择第一层面

资金和政府采购的作用支持该计划。

需要考虑电站建设条件，首先要看资

在国家光伏标杆上网电价基础上，引

源，这里主要指水资源，根据水面功

导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成本下降、管

能定位开发电站，有些功能定位如饮

理提升等方面提高新能源自身的经济

用水源地、风景名胜区等保护区，我

性，减少对单位度电补贴的依赖性，

们需要回避。安徽两淮煤矿塌陷区是

主动降低上网电价，最终达到减少国

适合于发展水面光伏电站的理想建设

家补贴的目的。

地。其次是上网条件，中东部内陆地
区，上网不存在问题，但也要结合经

PV-Tech：设计院将如何正确引导
水面光伏电站的开发与建设？

济性，成本太高也不行。

易跃春：设计院将做好电站的

第二层面要考虑水环境问题，比

前期设计、规划、部件选型等工作，

如是否影响水质、水生态(水里面生

并结合电站环境特点指导厂家、施工

物)等。这里需要用兼容式的思路去发

单位进行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施

差异项

地面电站(元/Wp) 水面漂浮电站(元/Wp) 备注

支架(含施工)





桩基(含施工)





线缆





接地、桥架(含施工)





场地平整＋修路





漂浮系统



Њ

0:ԛрⲺ䠅

表二：关于水面漂浮式光伏电站与地面电站成本对比。数据来源：中国能建安徽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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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行业展览及会议预告
时间

名称

地点

官方网站

类型

6月05-10日

IEEE光伏专家会议

美国波特兰

www.ieee-pvsc.org

会议

6月07日

印度太阳能投资专场会议

英国伦敦

financeindi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6月15-17日

台北国际光电周

中国台湾

www.optotaiwan.com

会议 & 展览

6月20-24日

欧洲光伏太阳能工业展览会暨会议 (PVSEC)

德国慕尼黑

photovoltaic-conference.com

会议 & 展览

6月20-24日

德国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Europe)

德国慕尼黑

www.intersolar.de

会议 & 展览

6月28-29日

澳大利亚国际太阳能会议暨展览会

澳大利亚墨尔本

www.solarexhibition.com.au

会议 & 展览

7月12-14日

北美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North America)

美国旧金山

www.intersolar.us

会议 & 展览

8月23-25日

南美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South America)

巴西圣保罗

www.intersolar.net.br

会议 & 展览

8月25-27日

AsiaSolar亚洲光伏创新与合作论坛

中国上海

www.asiasolar.cc

会议 & 展览

9月07-09日

韩国世界太阳能博览会 (PV Korea)

韩国首尔

www.exposolar.org

会议 & 展览

9月12-15日

美国国际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Power International)

美国拉斯维加斯

www.solarpowerinternational.com

会议 & 展览

9月19-21日

中东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Middle East)

阿联酋迪拜

www.intersolar.ae

会议 & 展览

9月26-28日

广州国际太阳能光伏展览会

中国广州

www. pvguangzhou.com

展览

10月04-06日

英国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Energy UK)

英国伯明翰

uk.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 展览

10月12-14日

台湾国际太阳光电展览会 (PV Taiwan)

中国台湾

www.pvtaiwan.com

会议 & 展览

10月19-21日

印度太阳能展 (Intersolar India)

印度孟买

www.intersolar.in

会议 & 展览

11月03-05日

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中国无锡

www.crecexpo.com

会议 & 展览

11月14-15日

BGS太阳能峰会

法国尼斯

bgs-solar.com

会议

11月29-31日

东南亚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Energy Southeast Asia)

泰国曼谷

seasi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 展览

3月1-3日

PV SYSTEM EXPO

日本东京

www.pvs-expo.jp

会议 & 展览

3月7-9日

英国伦敦国际建材展暨节能环保和未来建筑大会

英国伦敦

www.ecobuild.co.uk

会议 & 展览

3月29-31日

中国国际光伏产业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
新设备展览会 (CIPV EXPO)

中国北京

www.cipvexpo.cn

会议 & 展览

4月19-21日

SNEC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上海)展览会暨论坛

中国上海

www.snec.org.cn

会议 & 展览

2017年：

在线日历查询国际展会信息，请访问：www.pv-tech.org/events/list-calendar
展会媒体合作洽谈，请联系蒋女士：hjiang@pv-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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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更新至2016年5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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