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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年展望：2017年光伏界的故事将怎么续写？

2017年一季度，中国光伏市场环境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分布式光伏发
电成为发展风口，转型或进军分布式领域的企业增多，挑战和机遇并存；另一方面，
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光伏制造商频频拥抱电商，进一步迈出跨界步伐。

在这一波分布式发展浪潮中，我们看到了两类公司，一类由行业资深人士创建
的“小而美”公司，他们洞察行业发展形势，专注分布式项目，进入时间较早。这类
企业代表包括航禹太阳能、亚坦新能、晴天科技、泰联等。另一类是晶科、协鑫、尚
德、晶澳、天合等行业主流制造公司，以成立分布式分公司的形式高调进入该领域。
分布式光伏的市场大门正徐徐打开，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紧跟热点，在最新一
季《PV-Tech PRO 》中文专业版杂志中，《分布式光伏正在风口 成众企竞相争夺新
标的》一文详细地介绍了当前中国分布式光伏的发展现状及参与企业情况，为大家带
来第一手分布式市场情报。

另外，针对行业关注的新型分布式光伏发电模式——水面光伏电站，我们伦敦编
辑Tom Kenning撰写的《艰难中前行的台湾市场》，为大家展示该类型电站在台湾的
发展以及因受土地面积制约而欲谋求新出路的台湾光伏产业，同时他还将分享印度光
伏市场的政策信息。另一位伦敦的编辑Andy则将向大家介绍日本市场的相关情况，
他们的报道都将为各主流光伏制造商2017年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信息获取捷径。

在制造环节，由单多晶产品引起的争议不断，过去两年单晶产品的崛起让多晶产
品企业有了危机感，“光伏领跑者计划”的推进加剧了双方竞争，《“棋差一步”的多
晶能否在未来几年保持领先？》就此展开了分析，在我们看来，单多晶产品将长期并
存，孰优孰劣还需经受市场的考验。同时，面对行业新热点“PERC双面组件/电池”，
我们亦有两篇专业技术报道。

除了上述文章，《PV-Tech PRO 》中文专业版杂志还刊登了由PV-Tech伦敦编辑
部及中国本土编辑们准备的精彩内容，为大家分享国际及国内光伏产业的时事热点、
最新技术、市场情况，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与机会。

当前，光伏产业已经进入到电力输出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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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经辉煌的企业发出感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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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的时代，PV-Tech将继续作为行业观察者为大家纪
录每一件标志性事件，读者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动力，感谢有您的关注。适逢SNEC
展会举办之际，作为该“光伏两会”白金媒体赞助商&刊物出版特别合作商，PV-
Tech将携品牌期刊《PV-Tech PRO》中文专业版杂志及技术期刊《Photovoltaic 
international》与大家见面，欢迎亲爱的读者到E2-597展台与我们交流，一起“闻鸡
起舞”，叙写2017年光伏圈大事件。

肖蓓
PV-Tech PRO

编辑推荐季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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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é Borschberg & Bertrand Piccard – Solar Im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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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

MNRE：印度在2017年3月实现
9.57GW太阳能安装量

据能源与矿产部部长Piyush Goyal
在议会上表示，截止至2月28日，印
度的太阳能安装量为9.567GW。

咨询公司Mercom Capital Group
的项目跟踪记录显示，月度安装量在
2016年末下滑后再次重新上涨：
 · 2016年9月：430MW
 · 2016年10月：214MW
 · 2016年11月：147MW
 · 2016年12月：138MW
 · 2017年1月：223MW
 · 2017年2月：332MW
但是，随着2016/17财年仅余一

月，该国仅完成了其12GW年度安装
量目标的12%，目前的已完成安装量
仅为2.803GW。与目标值相差巨大的
状况并未阻止对于该国在过去两年内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热情。

与能源与矿产部的态度不同，咨
询公司Bridge to India的报告称印度在
去年十一月已实现10GW累计太阳能
安装量。

马来西亚2016年共通过FiT安装
32MW太阳能系统

马拉西亚去年通过上网电价补贴
(FiT)机制完成了31.78MW太阳能光伏
系统的安装。

这一数字将该地区通过上网电价
补贴机制所安装的太阳能系统累计总
量增加至294.85MW。此外，该国
共通过上网电价补贴机制累计完成
458MW可再生能源安装量。

太阳能系统年度安装量在2013年

达到顶峰，为106.5MW。

机电商会发布2017年1月我国光伏
产品进出口最新统计数据

3月6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
会太阳能光伏产品分会发布了2017年
1月我国光伏产品进出口统计数据，
其中涉及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
件、逆变器等产品。

数据显示，2017年1月我国进口
多晶硅1.17万吨，同比增幅-5.34%，价
格同比增长了5.38%，韩国(40.51%)、
德国(32.40%)仍为我国多晶硅主要进
口国。

组件出口1868.39MW，同比增
幅-31.36%，亚洲为我国组件第一大出
口地区，占比75.76%；欧洲、拉丁美
洲及北美地区合计占比16.54%。印度
成为2017年1月中国组件出口增长最
多的地区，占比37.3%；其次是日本，
占比28.1%。

逆变器方面，2017年1月我国
逆变器出口合计165万台套，同比增
幅-16.03%；亚洲为第一大出口地区，
占比35.81%；向美国出口39万台套，
占比24.0%，但同比增幅略降(-11%)；
印度(同比145%)和澳大利亚(同比90%)
两个市场，为2017年1月我国逆变器
出口增长最快地区。

全球市场

PVMA：2016全球年度新增太阳能
连网规模增长50%至75GW

据光伏市场联盟(PVMA)表示，全
球光伏太阳能新增连网规模在2016年
达到了75GW，同比2015年的50GW
新增量增长了50%。全球太阳能累计
项目建成量已超过300GW大关。

中国市场预计在2017年可时出现
超过100GW的总量，该市场去年新增
34GW容量，同比上一年度增长26%，
占到全球总安装量的45%。

美国市场同样预计会出现强劲增

长，预期增长量为13GW，但PVMA警
告称在未来几年内该市场会出现“较
大的不确定性”。

印度市场在2016年实现了5GW
的安装量，同比2015年的2GW有所上
涨。今年预期市场增长量较大，约为
8-9GW。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市场所经
历的增长放缓，仅新增了8.6GW，
而该市场在2 0 1 4年的增长两位
10.8GW。市场增长预期会出现进一步
放缓，以现有项目储备来看，预计在
2017年的新增安装量为7.5-8.5GW。

欧洲市场新增安装量为6.5GW，
主要由英国、德国、土耳其和法国等
国市场驱动。该大陆内的安装量目前
占到全球总市场份额的不到10%。

各新兴市场在2016年内共实现
7GW的新增安装量，其中主要来自美
洲和亚洲市场，同时中东和非洲市场
也开始崭露头角。

美洲地区

GTM：2017年美国社区太阳能拟
超过400MW

美国社区太阳能市场正作为一
种需求保障来源而逐步兴起，并且在
2015至2016年间翻了四倍，并预计
将在2017年再增加一倍至400MW。

据市场调研公司GTM公布的最新
报告《2017年美国社区太阳能展望》
(US Community Solar Outlook 2017)
显示，这一新兴市场将在年内达到
410MW规模。报告主要作者Cory 
Honeyman将此市场描述为“正处在
成为美国太阳能市场增长主流动因之
际”。

大多数的增长出现在去年下半
年，一半以上的累计社区太阳能安装
项目在去年七月份之后上线运行。在
2016年内，大多数的政策争辩均与拥
有由开发商进行推广的第三方项目的
各州相关。

市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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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瑞瓦特推出8000-11000TL3-S三
相逆变器，可将能源获取最大化

产品应用: 本品可应用于住宅用光伏，
以及小型工业与商业光伏系统中。

相关信息: 与Growatt监控设备及云平
台相兼容，并集成了内联智能服务系
统，工程师可通过远程设置与固件更
新解决60%以上的问题

上市时间: 2017年2月。

古瑞瓦特(Growatt)日前推出新
一代三相组串式太阳能逆变器8000-
11000TL3-S产品。新款逆变器的设
计可实现最高98.4%的效率和99.5%的
MPPT效率，并可适配160-1000VDC
的直流电源范围，可最大程度提高逆
变器的综合效率，并延长发电时长。

Growatt 8000-11000TL3-S系列
逆变器产品可实现较高的最大效率和
MPPT效率，从而获得综合效率提升。
新款逆变器系列产品可实现高达1.2的
最大DC/AC比，同时110%的过载能力
也使得系统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最大
话的能源获取率。此外，新系列逆变
器产品还具有IP 65防护等级、自然冷
却，无需使用风扇或进行维护；噪音
低且十分使用与极端环境中。8000-
11000TL3-S系列逆变器产品拥有高功
率密度设计、重量轻、体积小，且极
易安装。

Aurora太阳能推出首款内联双面太
阳能电池测量系统

产品应用: 本品可用在双面太阳能电池
内联测量工艺中。

相关信息: Aurora旗下的Veritas工艺可
视化软件可为工程师和操作人员提供
对关键的背表面场和发射极形成工艺
进行简单、单一的检测和控制。

上市时间: 2017年1月。

Aurora太阳能技术公司(AST)日
前推出Decima内联测量系统的升级版
本，可在生产过程中对双面太阳能电
池进行质量控制。Decima Gemini产品
含有一对特制Decima CD测量头，可
对硅片背表面场和发射机的片电阻进
行实时准确测量。

Decima Gemini产品的设计可实
现其在硅片传送装置的上部和下部各
安装一套，从而实现在生产线全速运
行条件下对硅片进行100%检测。每套
Decima Gemini系统均作为独立单元
通过Aurora的‘Veritas’工艺可视化
软件进行管理和控制。这一独特的管
理能力是通过Aurora的红外反射测量
专利技术实现的，该技术在无需接触
电池，也无需在沉积层之间架设电接
头的前提下，对沉积半导体层进行测
量。Decima在对双面太阳能电池的背
表面场进行测量，却又不受硅片电阻
变化的影响，这对此类产品应用来说
是极为重要的一点。

NEXTracker旗下NX Fusion Plus系
统可提高光伏电站能源产出量

产品应用: 本品可应用在各光伏电站
内。

相关信息: NEXTracke r借力伟创
力旗下安全数据平台，将产品与
NEXTracker旗下内置在跟踪器电子部
件中的预测智能控制软件相结合。

上市时间: 已上市。

伟创力旗下NEXTracker公司日前
推出太阳能与储能解决方案新品。NX 
Fusion Plus系统集成了最新的太阳能
跟踪器内部设计、电池、逆变器及相
关软件，以为光伏电站业主获得更高
的投资回报。

NX Fusion Plus系统可使得光伏电
站业主能够使用更多的太阳能能源。
通过NEXTracker旗下的NX Fusion 
Plus这一“太阳能+储能”解决方案，
可将电力产能峰值平移至每天较晚的
时间段内，从而进一步扩大跟踪系统
发电曲线范围。

NX Fusion Plus系统据称可实现
比单独使用太阳能系统更高的投资回
报，因为能够收获等多此前“被削减
掉的”能源，并可弥缓终端用户的需
求变化。这对于能源波动幅度较大的
地区内的电站客户来说，十分具有吸
引力。

该产品的另一功能是机器学习的
能力，这一功能是公司在今年早些是
够通过购买BrightBox而获得的，可优
化太阳能电站性能并降低运维成本。

新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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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正在风口 成众企竞相争夺新标的

文/肖蓓 

如果你仍在寄希望于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给公司带来
更大的发展空间，恐怕你就要失望了。

过去几年地面集中式电站为国内光伏发电带来了令人
瞩目的装机需求与市场地位。但急速的发展及过度的开发
建设却又带来诸多新问题，限电、补贴及融资的短板尚未
解决，而质量、土地等新问题又接踵而至。

业内专家及投资者已纷纷预判，随着国内光伏电站游
戏规则逐步改变，地面集中式电站未来将被越来越多的领
跑者项目所取代，集中式电站在经历了几年的大发展后，
俨然进入了瓶颈期，而分布式光伏将引领新一轮的增长点。

规划的蛋糕很大

事实上，分布式光伏在国际市场上占比较大，根据光
伏亿家新能源智库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底全球230GW
光伏项目发电中，分布式占比为54% 其在全球各主要太
阳能市场，如德国、日本、美国等，应用更为广泛，分别
达到了74%、86%以及42%。而中国在剔除“全额上网分布
式”外的分布式光伏所占比重尚不足10%，远低于国际平
均水平。

为推进国内分布式光伏的发展，日前出台的“十三
五”规划对光伏市场的装机容量做了明确规划，重心明
显转向分布式，在总容量105GW中，分布式电站目标
60GW，地面集中式电站为45GW。

补贴方面，2016年10月发改委价格司下发《关于调
整新能源标杆电价的征求意见函》，将分布式光伏的补贴标
准由此前意见稿中的0.2元、0.25元、0.3元/千瓦时调整为
一类、二类资源区0.35元/千瓦时，三类资源区0.4元/千瓦
时，支持态度明确。

此外，各地政府为了推广分布式光伏也都颁布了各
项叠加补贴。在政策补贴与环保意识的双驱动下，越来越
多中国消费者开始对太阳能光伏感兴趣，了解动力越来越
强，更多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始被建设。

发展拐点已经出现

每个规划的出台，都为各行业十三五发展确定了重要
基调和目标。截止2015年底，国内地面集中式光伏发电累
计装机容量为43.18GW，分布式仅为6.06GW。然而随着
政策的倾斜，上述两者之间的容量开始产生变化，拐点悄
然形成。

2016年全国新增装机总量为34.54GW，累计装机量
达77.42GW，其中，地面集中式电站的新增装机容量为
30.31GW，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新增装机容量为4.23GW，比
2015年新增装机容量增长200%，发展明显提速(如图一)。

市场区域方面同时出现变化，逐渐由西北部向中东部
等地区转移，根据CPIA数据，2016年西北地区电站装机
9.74GW，而西北以外地区达到24.8GW，占全国总量的
72%。其中，中东部地区分布式光伏增长明显，累计装机排
名前十位的省份这两年被浙江、山东、江苏、广东、安徽
等占据，分布式规模较大(如图二、图三)。

但与装机总量相比，新增项目仍多为集中式电站，从

图一：2014-2016我国新增地面集中式电站与分布式装机，数
据来源：国家能源局

图二： 2015年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Top10省份，单位：万千瓦

图三： 2016年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Top10省份，单位：万千瓦

地面集中式（GW） 分布式（GW）

10.6

4.23

1.39
2.05

30.31

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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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及目标角度看，分布式发电装机缺口较大，预计2017-
2020年间分布式光伏将有很大突破(如图四)，其发展空间
不言而喻。

群雄逐鹿

经过2016年的大跃进，分布式光伏正从一个新兴的风
口变成一个不得不追随的趋势，各大企业集体跟风进入该
领域。

纵观目前开拓分布式光伏市场的企业有两类，一类是
创业型公司，其团队多数由光伏制造公司或项目公司资深

人士组成，他们洞察行业发展形势，欲抓住这一波发展机
遇而投身于创业大军中。这类企业代表包括航禹太阳能、
亚坦新能、晴天太阳能、全民光伏、泰联，以及正在转型
的光伏亿家等(如表一)，眼下均处于成长阶段。

“这是新一代的光伏企业，未来光伏行业的看点在于
他们了，这里面会有一个百亿企业。基因、地气、模式决
定了他们能走多远。”晶科副总裁姚峰如此评论道。

然而，小而美公司所遇到的发展瓶颈是资金，最近其
中一家公司负责人表示 “我们想找些资金过来，多做一些
分布式的电站，但现在分布式光伏投资的钱真不好拿。”

据PV-Tech了解，不仅这家公司在寻找资金，其他家也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为了发展分布式光伏，光伏亿家想到
的出路是“互联网+”平台模式，即由投资商出资，由各供
应商提供产品及服务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模式。其
运作原理表现为以分布式光伏标准化体系实施全面风险控
制，通过转移投资商的风控职能，使得金融机构“既关注
用电企业主体、又关注投资商主体”转为“只关注用电企
业主体”。

光伏亿家千方百计推动分布式光伏标准化的背后深意
在于其想发掘分布式光伏发电资产证券化(ABS)道路。由于
分布式光伏项目分散性比较高，且规模一般不超过6MW，
总投资通常小于4000万元。而企业ABS具有经济性的发行
规模是超过5亿元，因此分布式光伏发电收益权ABS项目数
量至少在10个以上。

光伏亿家副总裁马弋崴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分布式
光伏ABS在个体风险上的较高分散度更吻合资产证券化的
基本原理。他表示，分布式光伏标准化的本质是将分布式
光伏由专业型资产转为可由财务类投资人投资的通用型资
产，资产支持证券的购买人均为财务类投资人，因此只有
实现分布式光伏标准化的项目方可实现分布式光伏发电收
益权资产证券化。

上述公司还在努力“爬坡”，而另一类公司已大举进
入。近几年，汉能、英利、晶科、中电、协鑫、中盛、尚
德、林洋、天合、阳光电源等光伏行业主流公司纷纷成立
分公司(如表二)，相继宣布发展分布式光伏。

分布式光伏的市场大门正徐徐打开，众人蜂拥进入这
个市场，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然而这也加剧了市场竞争，眼下分布式光伏是一个产
品同质化非常明显的行业。对于很多新进入该行业的经销
商来说，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该代理哪家产品，这家
企业能不能长期运营”。

对此，天合家用光伏事业部副总裁徐劲松表示 “真正
走到小屋顶时代的时候，卖的肯定是产品和服务，这需要
企业自身有真正的实力。家用光伏是全球光伏行业关注的
焦点，更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广的项目，天合光能的进入将
有助于规范家用光伏市场的发展。”

据PV-Tech了解，目前大部分企业发展分布式光伏选择
渠道销售模式，采用招商代理制，通过经销商将业务拓展
至全国各地，对此各家均发布了具体的代理加盟条件及支
持政策，以尽快占领市场高地。

以协鑫集成旗下“鑫阳光”为例，他们定下的2017年
销售目标是20亿元，签约600家代理商，将鑫阳光系统安
装到5000户家庭用户屋顶上。

对此，协鑫集成助理副总裁梁文章信心满满，他表
示：“‘鑫阳光’作为协鑫集团在分布式户用领域的应用，
拥有以原材料及高效组件为核心的全产业链领先优势，立
志成为中国户用光伏第一品牌。”

据了解，协鑫集成于三月在苏州召开了鑫阳光营销战

企业 坐标

全民光伏 深圳

航禹太阳能 山东

晴天太阳能 浙江

光伏亿家 上海

亚坦新能 上海

泰联新能源 上海

⋯⋯

表一 专注分布式光伏的创业型企业

图三： 2016-2020年不同类型光伏应用市场变化趋势，数据来
源：CPIA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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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发布及招商大会，在会上推出了3KW到30KW的系列鑫
阳光标准化产品，现场与数十家意向代理商代表签订了合
作协议，并向已签约代理商颁发了代理授权牌，与此同时
诸多代理商纷纷追加订单付款，享受限时激励优惠。

尤记得“汉能大了，雾霾就小了”、“光伏入户”等最
早一批分布式光伏推广宣传标语，让外界对光伏有了最初
的认识，同时亦开启了分布式光伏的渠道营销模式。然
而，由于光伏产品属于小众产品缺乏吸引力，市场尚未打
开，第一只螃蟹没有吃到的汉能、英利喊了两年后偃旗息
鼓，遭遇了各自的发展低谷。

2017年3月，力推薄膜组件的汉能发布晶硅组件招
标，此举引起行业震动，进一步动摇了汉能薄膜发电代理

商的信心。在他们看来，汉能总部都采用晶硅投资电站，
该如何去说服各地代理商？代理商又如何去说服消费者？ 

业内人士认为，在风口大家都想分得一杯羹，不够快
不够大，企业必将淹没在这一轮竞争中。但现在的分布式
光伏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的，他同时面临着诸多问题，
屋顶产权、融资难、低质拼装货品充斥市场、补贴滞后、
监管空隙、企业信誉等痛点制约着分布式光伏的发展，因
此他需要有耐心和有实力的企业长期耕耘。 

有人称，有多少人看好就会有多快速度把一个行业搞
坏。希望分布式光伏不要步后尘，静待2017分布式光伏红
海时代打开。

企业 分布式产品 时间 定位

中电电气 中电云商光伏易 2014年8月 一站式服务平台

晶澳太阳能 晶澳 2014年9月 一站式服务

晶科
分期宝 2015年2月 分布式光伏综合金融解决方案

晶科云 2015年7月 分布式光伏系统O2O电商平台

昱辉阳光 屋顶电站 2015年7月 一站式分布式系统解决方案

东方日升 光合联萌 2015年11月 新能源+金融创新+互联网的平台

中盛 中盛分布式 2015年底 工商业清洁电力解决方案

协鑫集成 鑫阳光 2016年5月 一站式户用分布式系统解决方案

协鑫新能源 鑫屋顶 2016年11月 以业主身份持有分布式光伏屋顶电站，通过合同能源管
理，屋顶租赁以及合资共赢等三大模式

英利 Innergy 2016年5月 全新分布式系统品牌

天合光能

Sunbox阳光宝盒 2016年5月 户用系统解决方案

美好芯 2017年3月 多晶发电系统

电多多 2017年3月 单晶发电系统

正信光伏 正信小宝 2016年10月 一站式户用分布式系统解决方案

尚德、浙江合大 淘顶网 2016年9月(合作) 互联网+新能源+金融一体化平台

尚德 尚德·益家 2016年11月 分布式户用系统

林洋 亿笑宝 2016年9月 民用光伏系统品牌

海润 云光能 2016年12月 场景类分布式光伏金融产品

爱康科技 爱康绿色家园 2017年2月 一站式服务平台，定位2MW以下分布式，只做EPC

表二 主流光伏制造公司分布式品牌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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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在2025年完成20GW的累计安装量，但挡在其面前的是土地匮乏的现状和极端的天气状
况。Tom Kenning报道了当地为应对台湾所面临的独特挑战，从而提出的各种创造性技术与建造解决方案。

艰难中前行的台湾市场

台湾已经定下了在2025年前完成20GW安装量的目
标，以完成对核电的替代，但是岛内的太阳能项目开发同
样面临着诸多特别的环境和独特的挑战。人口密度高和土
地稀缺导致了岛内的湖泊和池塘、海边地块，甚至是“下
沉地块”均被用来安装光伏设备。因此，开发商们需要对
坚固的太阳能设备进行投资，不管是能够抵抗盐雾腐蚀的
组件，还是能抵御亚洲最为强烈的台风的太阳能逆变器和
框架。

“当地政府希望太阳能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新动因。”
逆变器专门企业华为旗下智能光伏亚太业务区域经理Shawn 
Chuang表示，“事实是，在台湾我们并没有很多蓬勃发展的
产业。半导体产业或是LCD电子产业均已被中国大陆的同业

超越，因此我们需要寻找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动因。太阳
能就是这样一个成熟的选择：我们拥有相关技术、我们知
道如何建造项目。我们唯一缺少的就是土地资源。”

首府城市台北位于台湾岛的北部，人口密度极大，同
时也是日照辐射最弱的地区。但是，若将太阳能项目均安
装在环境更为合适的南部地区，则输电所需的基础设施十
分匮乏。岛上人口超过2300万，需要许多土地来维持稳定
的农业产业。因此，当地政府则不得不放出非农业用地来
实现其20GW的太阳能雄心，其中大都数是因为过于靠近海
岸线而使得土壤盐化严重，不适于耕种。同时，由于地下
水被抽离至阀值以下而导致地表出现多处下沉的“下沉地
块”也被放出使用。

台湾内的土地限制只是岛内太阳能开发商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之一。图片来源：永鑫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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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台湾开发商及EPC企业永鑫能源(NGP)是首批在具有挑
战性的下沉地块上完成太阳能项目安装的企业之一，在云
林县拥有1.6MW的项目。永鑫能源总监Kai Tan表示，相关
项目主要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是大多数太阳能电站倾向于
使用螺钉或水泥来固定电站系统，但是地层下陷区极易受
到台风带来的洪水请，项目场址中每年都有几个地点的地
面出现下沉，导致结构上的不平衡。因此，台湾市场上的
EPC企业除了使用牢固的设备外，还不得不设计一套全新的
结构来应对地表变化。

永鑫能源总裁兼董事长汤孟翰表示，公司拥有一系列
配有钢筋混凝土桩和钢结构的可配置结构，具有极高的强
度和灵活性来抵御强台风和洪水。特别是对于地层下陷区
来说，永鑫能源的产品结构能够调整高度，来低于地表下
陷所带来的风险。公司还使用了达到IP65等级的能够抵御
强风和强降雨的设备。IP65等级标准保证产品能够低于各
个方向的喷水以及沙尘侵入。

在此种环境中，系统的维护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
永鑫能源使用华为生产的逆变器，该逆变器产品拥有25年
的寿命，并且无需使用风扇或保险丝，从而可以节约处于
恶劣环境中的系统花费在运维上的时间。

地层下陷区相比于大多数光伏项目地点来说更为复
杂，但仍需避免使用传统场址类型，因为台湾不仅是全球
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同时岛上三分之二的面积均为
陡峭的山区森林和国家公园；在台北市的边界，即是森林
的始点。

汤先生还表示，光伏产业所面临的另外一个负担是，
其他适合开发太阳能的场址类型，如垃圾填埋场、地层沉
陷区、盐碱地、受污染土地和其他封闭场所等，均会增加
项目开发成本。这些区域本身的条件，如高盐分含量、雾
气、潮湿和降雨等离岸气候只会进一步增加对牢固太阳能
设备的偏好。

与用地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土地所有权，Kai Tan表
示。台湾境内的土地由于历史原因被分为1-2英亩的小块，
因此建造一座大规模项目需要涉及与若干不同土地所有人

500MW漂浮式太阳能系统潜在市场

土地匮乏意味着台湾当地政府不得不
发展创意项目，例如鼓励漂浮式太阳能系
统等。当地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并未给出漂浮
式太阳能系统的具体安装量目标，但是SAS 
Sunrise公司副总裁许先生表示，台湾市场上
已有2000余个湖泊和池塘被证实有条件进行
漂浮式太阳能设备的应用，预计总安装量在
500MW左右。新的FiT框架还为漂浮式水面
太阳能系统制定了特殊电价，漂浮式光伏设
备将获得4.94新台币/kWh(约合0.157美元)
的补贴率，高于地面支架式项目所获得的
4.547新台币/kWh。

友达光电太阳能事业部副总监兼总
经理孙绶昶博士表示，其公司近期推出了
一款防潮、抗盐腐蚀组件产品SunPr imo 
PM060PW1，十分适合台湾市场的多海岸线环境，同时对漂浮式光伏的应用也是一大促进。同样重要的是，该产品
可经受得住台风气候的侵蚀。

但是，孙博士还表示，漂浮式系统“仍处于发展初期”，不是每个蓄水库都能够进行安装的。中小型蓄水库是最为
合适的。孙博士从客户的角度出发对市场进行考虑，认为台湾可在2017年内新增50-100MW的漂浮式水面太阳能设
备，但台湾光伏产业在正式开展任何项目前，仍在等待政府释放出更为清晰的信号。

漂浮式太阳能设备安装架制造商普朗能(Plus Renewable)已在台湾南部安装了100kW漂浮式系统，该公司的黄先
生表示，政府已经“开放”了此类漂浮式光伏系统的市场，相关太阳能技术的市场机遇近在眼前。

但是，Winaico公司的Sascha Rossmann表示：“每个制造商均需考虑他们是否希望开展此类业务。如果涉足漂浮
式水面太阳能领域，就不能在电池板中使用标准化零部件，因为总是会出现一部分潮气进入密封层的现象。这将对产
品焊接点造成腐蚀，并且将导致产品出现长期可靠性问题。”

在台北PV Taiwan展会上展出的漂浮式太阳能解决方案。图片来源：Tai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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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沟通。单体规模为50MW的项目可能会涉及与100-200
个土地所有人进行沟通。与每个所有人签署同样的合约是极
为困难的一件事。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这些土地所有人同
时会收到许多不同条件的合同邀约。

“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于土地使用和太阳能电站开发相关
的法律问题。”汤先生表示，“我们正寻求一种有效的策略，
以鼓励并说服土地主与我们合作，从而增加太阳能项目的
数量。”

太阳能电池效率

考虑到岛上所受到的限制，使用高效太阳能组件来优
化土地的使用就极为合理了。随着产业的发展，台湾太阳能
电池制造商更倾向于生产在全球范围内也算极高效率的太阳
能电池。在该市场内，这些高效电池的年产能约为2GW，
一些产业观察家推测此种规模的产能将在台湾市场实现其
20GW安装量目标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台湾
当地政府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并将更高效率太阳能组件的
上网电价补贴提高了6%。

这也可能是包括新日光和友达光电等多家台湾电池制
造商开始注重垂直集成的原因。例如，新日光高级副总监温
志中博士表示，由于电池价格在2016年下半年出现大幅下
跌，公司正在提高自身组件生产量的同时，加大对太阳能光
伏电站的投资以获得资金。台湾的沿海地势以及漂浮式太阳
能领域内的机遇(参见附注)同样也促进着组件产品的创新，
新日光也正推出一款能够利用水面反射光的双波组件产品。

台风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则没有那么容易被利用。总部位于
台湾的组件制造商Winaico(有成精密)全球太阳能销售业务
副总监Sascha Rossmann表示，台湾市场已经不堪台风之
扰，所使用的组件产品均需能够抵御降雨和较大的风荷载。
台湾地区的风速可高达每小时260公里，比弗罗里达州经

历的台风马修(Matthew)还要高，台风马修的风速为160-
170km/h。

“(台风马修的风速)在台湾根本不算什么。台湾的台风
十分可怕”Rossmann先生表示，“很多光伏系统的损坏均是
由于太阳能电池板及支架系统的设计不到位而造成。如果支
架系统能够抵御得住高风速，那么太阳能电池板则需要能够
经受得住随之而来的震动。”

高风速会造成太阳能电池出现裂痕，因此Winaico开发
出一款碳化硅浆料，用于太阳能电池背表面的印刷，以避免
此问题的发生。

台湾太阳能产业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由于台湾市
场规模不大，保险公司对其太阳能系统的担保意愿愈来愈
低。“这对于台湾的太阳能产业来说是一个风险，因为如果
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银行就不愿意贷款，那么项目开发就
无法进行。”Rossmann先生解释道。

20GW目标进展

台湾非盈利研发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室主任吴鸿
森先生表示，为正式开始20GW的目标进展，台湾市场同
时还设置了在两年内完成1.52GW的短期目标，其中包括
915MW的屋顶太阳能系统和610MW的地面支架太阳能系
统。整个产业在等待台湾能源部门制定具体政策；但友达
光电太阳能事业部副总监兼总经理孙绶昶博士认为其中屋
顶太阳能系统的总量将在3GW左右，余下17GW为地面支
架系统。

尽管面临着来自土地、输电和自然灾害等多方面的挑
战，但至少台湾市场上的监管环境仍是值得信赖的。

“上网电价补贴政策很好，监管框架也十分不
错。台湾太阳能市场从法律监管上来说是十分安
全的投资领域。” Ros smann先生补充道，“可以很
确定地讲，相较于英国、西班牙或意大利市场，我
更倾向于投资台湾市场。台湾市场从未进行过追
溯性削减。日本市场上的文化环境也比较类似， 
(进行追溯性削减)太丢脸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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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Colthorpe, PV-Tech.org

日本太阳能市场相较于其实施FiT早期阶段，出现了发展迟缓状况。但正如PV-Tech记者Andy Colthorpe的相关报
道所显示，该市场根基仍旧十分强势，并且在项目储备中还有许多前景良好的政策驱动因素来保证较高的市场需求。

新世界，新玩法

凡事有涨必有消。但在2011年日本东部大地震导致该
国核电站停运，以及2012年针对太阳能系统颁布优渥的上
网电价补贴政策之后，日本光伏市场切实地出现了繁荣发
展，但随后产业在过去几年内出现的降温现象却很难被称
为“消”。

FiT项目开展初期，有数个吉瓦级大规模太阳能项目
申请了该补贴，出现了20GW以上规模的“超级太阳能
(megasolar)”(日本市场对兆瓦级公共事业规模电站的称呼)。
位于东京的分析公司RTS PV表示，在2015年该市场上约有
10GW光伏设备应用量，而这一数字在去年内有所降低，不
同规模的项目总量约为8GW。

在过去的一至两年内，产业发展与市场规模毫无疑问
地在减弱。在补贴阶段的早期，FiT价格高达42日元/kWh(
约合0.4美元/kWh)，约有多达57GW的大规模项目提交了
申请，而截止至去年仍未建成。PV-Tech在2016年上半年
公布的产业分析曾表示，日本政府层面曾通力合作，以避
免出现“涨消轮回”的状况，并针对新项目制定了更为严
格的规定、为开发商设置了截止日期，以确保57GW积压量
中的项目仍旧可获得必要的扶持以进行开发。

据RTS PV公司分析师Hiroshi Matsukawa博士表示，最
新的进展是政府已证实，将在今年针对2MW以上的超级太
阳能(megasolar)大规模项目使用招标系统。今年将仅释放
出500MW标的项目，明年将再进行500MW的项目招标。
如我们在采取了类似措施的德国市场上所见到的，这与产
业之前所习惯的规模差距巨大，并且所有项目类型的规则
也出现了变动。

“设备认证规则必然会出现极大的变化。”Matsukawa
博士表示，“最大的变化是获得认证所需要的时间增加了。
首先，必须要获得电力公司的联网许可，否则项目方就无
法获得FiT或设备认证。”

“之前，项目方可在不提供项目开发具体细节的情况
下获得设备认证，提交的计划书可以很模糊，但这一点正
变得愈来愈困难，现在项目方需首先获得联网许可，才能
获得认证。这大大增加了项目开发的时间。”

FiT与融资

由于项目处于积压状态，且其前景不明，Matsu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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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020年前与2030年前的安装量趋势 
  
文/ RTS经理Izumi Kaizuka

日本在2012年颁布的FiT补贴项目已经通
过FiT修改案(可再生能源法案)进行了修改。基
于新的FiT项目规定，RTS公司在所公布的名为
《2020财年前和2030财年前的日本光伏安装
量预期》年度报告中，对2020财年前和2030
财年前的光伏安装量市场进行了预估(日本财年
从每年的四月延续至次年三月)，该报告对日本
光伏发电最新趋势进行的研究和分析，涵盖市
场、产业、技术、政策和商业发展等板块。

预计日本市场的累计安装量将在2020年达
到61-68GW，在2030年达到96-116GW。这
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在其“长期能源供需展望”
中所设置的“2030年前完成64GW太阳能安装
量”的目标在2020年左右即可完成，约比目标
提前了10年。

图一显示出在两种不同模式下——正常发
展(BAU)与加速发展——日本光伏安装量预期
(按照财年累积量计算)的概况。“正常发展”
模式意味着相关政策及市场放松管制的状况将
按现行轨迹进行下去，包括电力公司限电所造
成的影响和预期光伏系统价格的走势等。而 
“加速发展”模式则意味着制定充满野心的新
政策、不同的周边设备技术发展顺利。图二显
示了在加速模式下按项目规模分类的财年光伏
安装量。

在加速模式下，光伏系统的价格预计将
从现行的217-332日元/W，下降至2030年
的95-126日元/W范围内(即发电成本LCOE在
7.4-8.6日元/kWh)。同时，未来光伏市场的
新增价值及业务领域扩张(光伏相关市场)也在
所给出的预期之内。由于价格下降、市场收缩
并稳定，光伏市场规模按照光伏系统盈利额来
算，年规模将在2030年缩减到5000-6000亿
日元。同时，如果将未来光伏相关市场考虑在
内，整个市场规模预计将再次出现增长。在
2030财年内，预计市场规模将会增加至1.09-
1.52万亿日元。图三显示了RTS对日本光伏相
关市场在加速模式下的发展预期。

图一：RTS对财年内光伏系统安装量预期(BAU模式与加速模式)。图片来
源：RTS公司

图二：RTS对财年内光伏系统安装量规模分类预期。图片来源：RTS公司

图三：RTS对日本光伏相关市场发展预期(加速模式)。图片来源：RTS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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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表示很难预计今年市场的规模。政府很可能将
在今年对这些未建项目设置更为严格的截止日期，对
此，Matsukawa博士分析将会导致这些积压项目中的一半
至三分之二的项目“被取消”。

对于产业的未来走向，Matsukawa博士表示，FiT价
格将有可能在今年内出现更大幅度的削减——在过去几年
内，补贴价格出现了高于初始预期的递减幅度。从去年三
月起，规模在10kW以上的项目FiT价格为24日元。

“FiT补贴价格将极有可能被大幅削减——很可能会被
设置上限价格并且相关条件也将更为严格。” Matsukawa
博士表示。

“此外，相关项目将不得不与其他中标项目进行竞
争，以获得电力公司输电线路的使用权，若不经过这两种
招标竞争，项目将无法获得FiT补贴。”

日本国内垂直一体化光伏企业Looop总裁Soichiro 
Nakamura先生表示，上述状况并不会阻止正规公司在日本
市场上继续开展业务。Looop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光伏供应链
上的所有环节，包括部件开发，以及项目采购、建造、运
维等，甚至还涉及了在新近放松管制的零售市场内出售电
力的业务；公司已经在日本开发了逾160MW光伏项目，并
坚持认为如果能够继续降低成本，其业务定会取得成功，
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将有许多竞争对手因无力支撑而倒下。

“在目前的状况下，日本的FiT价格将会每年走低，一
些小型的光伏企业将会因此而破产。但是市场上现行的FiT
价格仍旧高于其他国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降低成本是
关键。”Nakamura先生表示。他始终坚信“低质量”的公
司将必然会退出市场。

中国逆变器市场领军企业阳光电源(日本)首席执行官赵
先生(Terry Zhao)表示，公司同样将从FiT削减所带来的市
场竞争环境中获益。“FiT价格下降将促使客户选择具有创新
技术且能够确保收益产出的光伏逆变器产品。我们认为这
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十分有益的机遇。”赵先生表示。

资金保障

尽管较低的回报带来了较低的预期，但是日本的光伏
产业依旧发展迅猛。业务遍布亚洲的物流基金开发商ESR/
Redwood正在日本大阪开发5MW项目，该项目预计将成
为日本最大的商用屋顶项目。该公司资本业务官员Pierre-
Alexandre Humblot解释道，投资方的组成正在发生变化，
但是新安装项目融资所需的流动资金仍旧处在稀缺状况。

“很明显，日本市场上太阳能电池板未来的投资回报
将不会是在早些年所获得的如意外之财的收益，但没有关
系，这个领域将更为系统化。”Humblot先生表示。

“日本市场上的利率基本上已经降至零，贷款利率处

在零与百分之二之间。”
太阳能在日本市场上是属于具有吸引力的资产等

级，Humblot先生表示，太阳能项目也具有银行可贴现
性。“三年前，大家的目光都还放在20%左右的收益率上。
而现在，人们不得不将预期下调至8%或10%，这就意味着
不同的投资方组成，而在日本市场上有着大量的现金，这
就意味着太阳能产业的融资无需境外资本的参与。”

RTS PV公司的Matsukawa博士对ESR公司的观点表示
赞同，即使在如此困扰的环境中，商用屋顶项目仍旧是光
伏产业中十分吸引人的投资机遇。

市场自由化

另一个让光伏市场充满希望的因素是电力市场自由
化所带来的预期影响。自去年四月以来，日本消费者
有权自由选择电力供应上。Looop公司涉足了这一新市
场，Soichiro Nakamura先生对其前景表示乐观。

“Looop公司从2016年3月份开始面向普通大众进行
电力销售。这项服务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色——没有基本电
价费用，简单的电度电价套餐，且所有电力均为可再生能
源发电。我们已拥有4万户客户。”

Nakamura先生表示，尽管消费者更换至新的更优惠的
电价的比例仍旧较小，仅有3.7%左右，但市场自由化将为
绿色能源带来积极的影响。Nakamura先生还补充道，市场
需要进行持续的“公众意识营销活动”以让消费者更清晰
明确地了解到相关的益处和所拥有的选择。

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将通过立法推动新建筑，尤其是
住宅建筑中的“零能源”标准。如阿特斯阳光电力首席执
行官瞿晓铧博士所指出的，至2020年，所有的新住宅均
将满足相关建造标准，使得光伏“几近成为必备设施”。阿
特斯阳光电力在日本市场已拥有60MW建成项目，并正在
对376.2MWp项目进行联网工作，该公司是众多寻求包括
住宅市场储能设备在内的市场自发自用解决方案的公司之
一。

RTS PV的Hiroshi Matsukawa博士相信，日本市场
能够超额完成许多人认为较为保守的全国市场安装量目
标，该目标为在2030年完成64GW光伏安装量。事实
上，RTS PV认为日本市场将提前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这一
目标。Matsukawa博士还表示，尽管已经感受到了太阳能
产业的发展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而风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则相对静止，但政府仍旧决定“持续对太阳能产业
进行推广，但避免搅动市场”。

“我们认为日本市场能够极为轻松地超额完成目标
(2030年前实现64GW安装量)，但具体的超额数量仍旧较
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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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对外发布了《中国光伏产业
发展路线图》(以下简称《路线图》)，这份由专家历时一年
编制完成的《路线图》内容涵盖了光伏产业链上下游各环
节，包括多晶硅、硅棒/硅锭/硅片、电池、组件、平衡部
件、系统等各环节共62个关键指标。

《路线图》根据2016年光伏产业情况，参考过往产业
发展实情，预测了2017、2018、2020、2022和2025年
的发展目标。以下是《路线图》对光伏产业链各制造环节
的相关数据统计(我国相关数据仅含中国大陆的生产情况,未
含中国台湾地区相关数据)。

多晶硅方面

2015年我国多晶硅生产保持持续增长势头，全年正常
生产的多晶硅企业达16家，产能达19万吨(不含物理冶金
法)，产量16.5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7.8%，有四家企业
生产规模位居全球前十。2010-2016年我国多晶硅产量如
图一所示。

硅片方面

2015年，我国硅片总产能约为64.3GW，产量约
48GW，同比增长 26.3%，约占全球总产量的79.6%，全球
生产规模最大的前十家企业有九家均位于中国大陆。2010-
2016 年全国硅片产量如图二所示。

晶硅电池片方面

2015年我国电池片总产能约为49GW，产量约为
41GW，同比增幅24.2%，产量全球占比约66%，中国大陆
有7家企业跻身全球产量排名前十。2010-2016 年全国电

池片产量如图三所示。

组件方面

2015年我国组件总产能71GW以上,组件产量达到
45.8GW，其中中国大陆生产组件约为43.9GW，同比增长
23.3%，约占全球总产量的69.1%，如图四所示。其中晶体
硅组件产量约为45.4GW，约占总产量的99.1%，薄膜组件
产量约为300MW，聚光组件产量约为60MW。

中国大陆有六家企业位居全球生产规模前十。2010-
2016年我国光伏组件产量如图四所示。

光伏市场方面

2015年,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新增并网装机量达到
15.13GW, 约占全球新增装机量的30%。累计并网容量达
43.18GW，同比增长67.3%，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光伏
装机第一大国。其中，地面光伏电站37.12GW，分布式电
站6.06GW。

图一 2010-2016年我国多晶硅生产情况

图二 2010-2016年我国硅片生产情况

图三： 2010-2016年我国晶硅电池片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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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6年我国光伏市场情况如图五所示。

产品价格方面

晶体硅组件产品价格从2010年的12元/W，下降至
2016年的3.2元/W，降幅达到73%，大规模生产的单多晶
电池平均转换效率也分别从2010年的17.5%和16.5%提升至
2016年的19.8%和18.5%。

光伏发电系统投资主要由组件、逆变器、支架、电缆

等主要设备成本，以及土建、安装工程、项目设计、工程
验收和前期相关费用等部分构成。2016年，系统投资平均
成本为7.3元/W左右，到2017年可下降至6.9元/W以下，
到2020年可下降至5.7元/W。

产品质保期也从过去20年提升至25年甚至30年以上，
物美价廉的光伏产品为全球光伏市场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
做出巨大贡献，光伏产业已成为我国为数不多可参与世界
竞争并取得领先优势的产业。

图四： 2010-2016年我国光伏组件生产情况 图五：2010-2016年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逐年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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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市场

Northvolt计划部署吉瓦级工厂

由两名特斯拉前主管创立的瑞
典初创企业Northvolt公司计划在北
欧地区建立大型锂电池储能工厂，在
规模上与特斯拉和松下在欧洲地区的
Nevada吉瓦级工厂形成竞争之势。

这家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公司在其
网站上公布了所规划的欧洲最大储能
电池厂的计划，包括总规模为32GW
的四个厂区，每个厂区规模为8GW，
共需40亿欧元投资。

该厂区占地50万平方米，约合9
个足球场大小。

亚洲地区

晶澳2016年出货量达5.2GW

“晶硅组件超级联盟”(SMSL)成员
晶澳太阳能日前公布，其2016年出货
量为5.2GW，超过公司在去年二月份
修改后的业绩预期。

公司最新的业绩结果显示，产品
平均销售价格导致公司盈利率由2015
年的17%下降至2016年的14.6%。毛
利润34.3%的下降与2016年内全球市
场上产品平均销售价格35%的降幅相
符。

“尽管整体市场环境仍旧十分具
有挑战性，我们仍旧在四季度完成了
优秀的业绩，使得公司在2016年能够
获得抢眼的业绩。”晶澳太阳能首席执
行官靳保芳表示，“公司完成了2016
年的财务目标和业绩目标，并且营业

额和外部产品出货量分别增长了16%
和25%。在第四季度内亚洲市场的需
求，特别是中国市场，超出了公司的
预期，整个亚太地区的出货量占到了
公司总出货量的83%。

“我们仍旧有机会通过效率提升
改善成本结构和生产能效，并且我坚
信公司的业务运营会在全球市场环境
转好的过程中收益。”靳先生补充道， 
“在对未来的展望中，我们预计中国国
内市场将在2017年上半年保持强劲态
势，在下半年有可能出现回落。无论
如何，我们对在全球市场内保持业务
平衡十分自信，并且公司灵活的业务
模式也使得我们能够不断地针对变化
的市场环境进行调整。”

天合光能双玻组件DUOMAX累计
出货量超1吉瓦

三月，天合光能双玻组件Duomax 
(以下简称“天合双玻Duomax”)累计
出货量已超过1吉瓦，居市场之首，成
为光伏组件市场的新宠，也再次奠定
了天合光能全球最大的光伏组件供应
商和领先的系统集成商的行业地位。

天合双玻Duomax凭借其双面玻
璃且无边框的设计，有效提高了组
件的稳定性和可靠度，同时具有发电
量高，衰减率低的特质，同时满足
1500V系统电压设计，有利于提高周
边系统效率，降低度电成本。

在应用方面，天合双玻Duomax具
有耐寒、耐高温和耐潮湿等特点，可
以更好适应酸碱等特殊环境，同时解
决了运输过程中电池片隐裂的问题，
弥补了背板组件的缺陷。

早在2013年，天合光能是最先实
现双玻组件的量产组件提供商。天合
双玻率先通过了全套TUV/UL认证，也
是最早获得“领跑者”双玻技术规范
指标认证的组件。

基于对品质的自信，天合光能将
天合双玻Duomax的线性功率的质保期
延长至30年，这也收获了更多项目开
发商的青睐，应用更加广泛。

目前，天合双玻Duomax主要被地
面电站所采用，其次为农光互补和渔
光互补等项目。销售网络也已遍布全
球，除了中国市场，欧洲、北美等海
外市场对双玻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全球市场

IEA/IRENA：能源转型或可在2050
年前产生10万亿美元收益

据国际能源署(IEA)和国际可再生
能源署(IRENA)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
称，能源产业的无碳化进程将在2050
年前产生10万亿美元收益，同时需要
约1.8万亿美元的投资用于设备安装。

在他们的首次合作中，IEA与
IRENA研究称，即使将所造成的其他
产业内的就业岗位流失计算在内，
整个进程将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
能源效率领域内将会出现更多就业岗
位。然而，该报告同时还表示，如果
转型过程未得到恰当管理，石油与天
然气公司中出现的损失将超过1.3万亿
美元。

该报告强调，转型需要尽快进
行，以按时完成巴黎协定中的各项目
标。

能源转型的成本预计在2050年
前需要2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
0.4%，但是这些成本预计将在同一阶
段内促进全球GDP增长0.8%。

该报告显示，可再生能源目前在
全球能源产出中占到24%，并在主要
能源供应量中占到了16%。所有希望
将风能和太阳能打造成最大的能源发
电来源的努力，均需配以电力市场的
重大改革，以容纳不同规模的大量可
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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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预测——能源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李阳，欧阳子，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公司

智能储能

储能与太阳能的结合在最近几年蓬勃发展。依托这二
者的组合，能否在不增加传统化石能源消耗和提高电网输
送能力的前提下满足人们用电需求的提高？这留给了人们
巨大的遐想空间和市场机遇。促成这一组合背后的原因是
多样的。首先是太阳能上网电价补贴的下调，举例来说德
国的上网电价已经从2004年的最高0.574欧元降低到了目
前的低于0.1欧元，日本和澳大利亚也是大幅降低。但这当
然不是意味着这一政策的悲情出局，恰恰相反，德国夏日
高峰时段超过50%的电能由光伏提供，澳大利亚家用光伏系
统16.5%的普及率正是这个政策功绩最好的注脚。在这样的
背景下，将光伏发电超过用户自身消耗的部分用相对低的
价格输送回电网便成了经济上不利的选项，更好的选择之
一是将光伏发电超出白天需求的能量储存起来，在其他需
要的时段提取，储能技术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
而另一方面，储能设备价格的下调将这一方案从技术上的
可行真正变成了经济上的合理。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多种针对光伏加储能组合的能源管
理系统，这里我们将其分为分体式和一体式。其中分体式
解决方案主要针对已有光伏系统的用户升级安装储能设备
这一需求设计，在目前已有的逆变器基础上，用户额外添
加储能电池和配套的充放电控制系统，储能逆变器，电网
端的测量组件和控制器。通过对电网端和光伏逆变器端数
据的采集，控制器协调电力在光伏、电池、用电器和电网
之间的流动。传统逆变器公司SolarEdge和SMA都提供有这
样的解决方案。

而一体式储能管理系统则是主要针对新安装的光伏加
储能系统，提供了整合上述功能的一体化硬件解决方案。

这样的功能在过去的离网光伏系统上已经实现，而我
们在这里提出的的智能储能管理系统，智能二字主要体现
在控制逻辑中对未来用电需求和未来发电能力的预计。只
有根据电价协调好供需二者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节省用
电开支的本意。一套普通的光伏加储能系统可以把白天光
伏发电的剩余部分存储起来，供家庭早晚时段使用，实现
供电时段的转移和延长。但真正智能的储能管理系统会在
晚上就综合考虑第二天光伏系统发电情况预测、用户用电
模式以及电池寿命的优化来决定是否在低谷电价时段用市

电储能，以及储能的额度。举例来说，如果智能储能管理
系统中的光伏功率预测模块给出明天发电功率低于明天用
电需求的提示，那智能储能管理系统就会控制电池在夜间
低电价时段对电池充电至最优的电量，然后第二天与光伏
发电共同出力，以最经济的搭配满足家庭的用电需求。这
样避免了第二天在用电价格高的时段对电网市电的需求，
从而实现了节约开支的目的。目前德国的Sonnen和博世，
日本的夏普等公司已经在市场推出了拥有类似概念的产
品。在这类产品中，精准快速的光伏发电预测是储能产品
智能化所必需的基础数据服务。

智能用电

储能并不是光伏发电唯一的黄金搭档，即使在没有储

请设想这样的场景，清晨伴随着闹钟的铃声，智能家居助手提醒你，预计今天上午光伏系统发电量低，下午满功率发电，
昨夜电池组预充电50%，今天的家电运行时序如下：7:00热水器预热、8:00⋯.其实这些并不科幻，类似的场景将很快发生在我
们的生活中。本文将首先分析能源互联网的几个主干应用群：智能储能、智能用电、智能交易、智能并网，说明光伏发电预测
技术在能源互联网各个应用群中占据的核心地位。之后介绍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REL)公司的光伏预测服务如何服务您
的产品跟上这一潮流。

图一：分布式光伏与储能结合的能源管理方案(上)分体式，(下)
一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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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情况下，用户依然可以根据光伏发电预测，调整自己
的用电时段实现对光伏发电的充分利用，减少对电网的依
赖。澳大利亚的能源领域创业公司Wattcost已经开始了这
方面的尝试，他们开发的App可以根据电价波动的情况，向
用户提出用电建议，比如在电价高峰时段提醒用户推迟使
用大功率用电设备。对光伏发电的用户来说，由于自己拥
有“免费的”发电单元，所以类似的用电管理类App可以提
供更大的收益。但对应的，此类App必须要集成更复杂的功
能，必须根据光伏发电预测帮助用户最合理的安排一天各
种电气的用电时段(如图二所示)，从而在低上网电价时段依
然最大可能的降低电费开支。

如果你不喜欢让App“命令”自己如何使用电气，也不
必觉得这样的技术没有价值。随着智能家居技术的发展，
智能家居能耗管理也将很快步入我们的家庭，上面提到的
通过发电预测智能安排家用电器的用电时段的过程也将由
智能系统接管，而在商业建筑中，这样技术带来的收益也
将大大增加。实际上在北美红极一时的Nest就已经打开了
这个新世界的大门，通过对制冷加热和通风系统的统一控
制，Nest在提升住户舒适体验的同时也降低了能耗。而逆
变器厂商Enphase已经开始了与Nest的合作。在这样的场景
中，光伏发电预测和天气预报是规划智能家居电器使用的
重要依据。对拥有光伏发电系统的用户来说，利用智能储
能和智能用电管理技术，分别从发电端和用电端出发对供
给和负载进行匹配，将会产生1加1大于2的收益放大。

智能交易

任何市场交易的核心都在于资源的稀缺性和有效的分
配稀缺资源 。在光伏交易领域，光伏发电就是资源，而洞
悉发电稀缺性的核心就在于发电预测，这是由光伏“靠天
吃饭”、“不稳定”的本质所决定的。谁能够更准确的追踪
这种不确定性，谁就会在智能交易的市场占尽先机。随着
光伏发电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电力供应中的占比不断提高，
在这些地区的电力市场交易中光伏发电的预测已经成为关

键的一环，比如德国公司ProCom公司就在自己的电力交易
相关的数据产品中使用了光伏发电预测。

除了传统的电力交易市场，在共享经济的思潮中，一
些提供p2p用电交易方案的公司也开始出现，比如荷兰的
Vandebron，德国的Sonnen和美国的Mosaic，都推出了自
身的p2p电力交易平台，同样在上网电价补贴降低的背景
下，拥有太阳能资源的用户在自用之外，还可以选择将自
己发电量通过这样的平台对接到这一时段对电力有需要的
客户。针对光伏的p2p电力交易平台在空间上满足了对太阳
能发电供给和用电需求的对接。而在这样平台的运营中，
电价撮合决定于供需关系，而买卖双对供需估计的重要的
依据之一就需要来自光伏发电量的预测。

智能并网

相比上面几项光伏发电预测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应用，
大规模光伏地面电站发电的并网的问题由来已久，“弃光限
电”都是高频热门词汇。为了用传统电力配合光伏发电这
个不稳定因子，特别是在光伏发电占比较高的区域，电网
对地面电站提出了发电预测的要求，并考核预测与实际发
电量的误差，对误差超过规定的部分进行罚分和罚款，这
是被世界多地采用的电网接纳光伏接入的机制。比如印度
卡纳塔克邦就在2016年实行了光伏电站功率预测的要求和
考核标准，此外印度还有另外8个邦级行政区公布了光伏发
电预测考核的草案。

提高地面光伏电站发电的预测精度最直接的收益是考
核罚分的降低，从而降低电站的运营成本，这是它的经济
效益。但需要强调的是， 高精度预测技术有更深层次的环
保效益。随着地面光伏电站整体预测水平的提高，电网调
度环节对光伏发电可预测性的信心会相应提高，可以有效
的降低电网的发电容量冗余度，从而提高了留给光伏并网
的空间，降低了弃光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包含光伏发电的能源互联网的核心就是
利用智能的控制设备，依托光伏发电预测，实现光伏发电
更合理、高效、经济的匹配。上文提到的前两点是时间匹
配，智能储能调节了电力输出时间，智能用电优化了电力
消费的时间。智能交易和智能并网则通过发电端，电网和
用电端的协调，实现了太阳能电力输送更有效的空间配置。

PVMaster光伏数据服务

REL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学院毕业的李阳博
士和欧阳子博士在悉尼创立，PVMaster是其提供的一套光
伏发电相关的数据服务(Data as a Service)，通过使用自主
研发的新一代物理建模框架提高了光伏系统的预测精度，
降低了预测算法的时间消耗。同时PVMaster服务部署在云
端，可以方便的集成进上述控制设备中，交易平台和相关

图二：智能用电管理系统可以根据光伏发电预测和使用习惯合
理安排用户家电工作时序(图中电器功率及时间安排仅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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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从而实现传统控制设备和产品的智能化升级。
与传统光伏预测中使用的物理模型相比，我们解决了

传统算法在处理变化入射角和阴雨或雾霾条件下预测精度
低计算耗时长的短板。同时该建模框架可以更好的反应电
池和组件的物理结构对不同太阳光照情况的响应，包括非
传统类型的黑硅制绒或是双面组件。

在这一建模框架的基础上，PVMaster服务整合世界知
名气象机构的数据，用户可以通过API调取给定设计参数光
伏电站的历史理论发电数据和未来发电量的预测。通过将
历史理论发电数据与实际发电功率对比，电站运营方或业
主可以更深一层了解光伏系统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分
析并解决异常工况。而在预测服务方面，PVMaster除提供
地面电站考核配套的预测服务外，还可以通过云端接口整
合进智能控制设备，运维平台或交易系统中。REL希望通过
PVMaster服务与您携手帮助更多的光伏发电系统接入能源
互联网的时代。

作者介绍

李阳博士，REL联合创始人，拥有浙江大学光电专业和
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工程专业双学士学位，后获得澳
洲政府IPRS奖学金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完成博士研究。博士
期间的研究课题为光伏器件的建模仿真，解决了太阳能电

池纳米尺度和微米尺度陷光结构的组合仿真难题，并提出
了在复杂气象和大气颗粒物条件下提高光伏发电功率预测
的方法。

欧阳子博士，REL联合创始人，拥有南京大学物理学学
士学位和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工程博士学位。 博士和博士
后期间既从事过前沿概念型太阳能电池研究，又承接过企
业研发课题，对光伏业界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了解。研究课
题涉及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设计、光伏发电-超级电容储能
一体化器件、光伏发电系统等。

联系方式

李阳博士： yang.li@pvmaster.com
欧阳子博士： zi.ouyang@pvmaster.com

图三：传统光伏发电功率预测方法(左)和PVMaster光伏发电预测方法(右)流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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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宏，协鑫集团设计研究总院

创新运维方式 应对电价下调

2015年10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完善陆上风
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讨论稿)》(下文简称
《2015通知》)，明确在“十三五”期间，陆上风电、光伏
发电的标杆上网电价将随着发展规模逐年下调，以实现国
务院办公厅《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国办
发[2014]31号)提出的“到2020年风力发电与煤电上网电
价相当、光伏发电与电网销售电价相当”的目标。

相隔一年，国家发改委于2016年12月又下发了《国家
发改委关于调整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报告上网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6]272X)(下文简称《2016通知》)，这份通
知已明确了2017年地面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下降”，分布式
发电补贴维持“不变”的价政策。

补贴下调是产业发展的必然

新能源补贴为何计划大幅下调？国家能源局相关官员
公开讲话中称，新能源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与矛盾主要
有两个方面，一是新能源规模容量增长高于电力消纳能力
的增长，弃风弃光的问题比较突出；二是财政补贴资金缺
口较大，原有的补贴模式难以为继，决策部门面临着极大
的压力，关于产业发展的未来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遇到了

现实的挑战。行业的技术进步与产能规模增加，促使成本
下降，下调光伏电站和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有利于减
轻新能源补贴资金增长压力，因此补贴下调是产业发展的
必然趋势。

光伏产业是一个以高科技材料为代表的行业，其发展
可套用半导体行业的“摩尔定律”，行业正在以周期性的、
几乎无止境的技术进步和迭代不断地推进技术进步与成本
降低。在发展初期光伏补贴的意义在于使产业规模增加，
随技术进步、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带来成本下降，直至达
到无补贴平价上网的目的。

光伏上网电价下调带来的影响

光伏上网电价下调是产业发展出现的必然趋势，在此
期间，发电企业、电网企业、设备制造业、金融业等，都
会遭受不同程度的利益损失。

上网电价降幅会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发电企业首
受上网电价补贴调整的直接影响，光伏电站的投资回报率
也将明显下降；光伏补贴支付周期可能变长，延长了债务
偿还期限；规模增大与电力需求不匹配，加剧了西部地区
限电甚至停发现象，再加上光伏补贴也逐渐下降，光伏企

摘要：2015年及2016年国家发改委两次出台光伏发电上网电价调整方案，并于2017年开始实施。本文通过分析
电价下调的原因、趋势、影响，提出运维作为光伏电站长期经营点，必须通过机制、制度、管理、技术等创新商业模
式，提升电站品质，提高发电量，保障电站健康稳定的运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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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存成为一大难题；部分企业为了维持或追求更高的利
润，可能会降低光伏电站的设计、施工标准及要求，造成
光伏电站千姿百态，质量参差不齐，给电站长期运维带来
了不少隐患。

除此之外，光伏标杆上网电价的不断波动及不确定
性，也会造成金融资本业投资者观望及信心下降。

运营是光伏电站盈利的长期关注点

商业模式是指完整的产品、服务、信息流体系，包括
每个参与者在其中的作用、潜在的利益及收益的方式。光
伏产业链中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完善的商业模式，目前公认
的最佳模式就是电站导向模式。

面对上网电价补贴的逐步下调，光伏行业依靠政府扶
持的时代逐渐成为历史，光伏企业应该着力以提升技术含
量及光伏电站的质量为核心，提升自我应战的软实力。

光伏电站按照25年的理论生命周期评估，电站运营电
费收入是长期固定、稳定的收益，应对上网电价下降，结
合运营管理方法、技术手段，应用智能化运维管理和技术

创新等措施，有效提升发电量，降低光伏LCOE，提高电站
内部收益率，真正健康地保障电站收益，达到最后平价上
网的目标，这将是光伏发电企业的业务重点。以下为我司
开展光伏电站的运维管理及技术手段创新工作的一些实践
体验。

建立合理的运维架构、引入高效管理方法
根据电站投资开发主体、站址区域、光伏资源等背景

条件，制定合理的运维架构，采用集中运维、区域化运维
等方式。

通过制定电站达标管理制度、考核制度、设备责任制
度、闭环消缺制度、应急事务处理制度、培训制度、技术
交流制度等管理方法提升电站质量与人员素质。通过日常
运维人员和专业运维检修人员相结合，设立区域检修中心
等，围绕如何提高发电量和增强电站效益作深入研究，并
出具优化方案。

选拔具有丰富专业知识背景和多年光伏电站运营经验
的人员组建区域性专业维护核心团队，以保证接收到维护
任务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找问题、进行专业检修，并
根据电站状况制定维护计划作定期巡检、维护，通过高效
运维，将电站运营效益最大化。

建立科学的、可量化的评价指标
众所周知，光伏电站建设期短、工程精细化程度不

高，项目占地面积大、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强，设备类型
和数量众多。由于设备来源、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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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区分类 当前 调整后 调整幅度

I类地区 0.9 0.65 下降27%

II类地区 0.95 0.75 下降21%

III类地区 1.0 0.85 下降15%

表二：《2016通知》光伏电站上网电价调整汇总表

资源区

光伏电站上网标杆电价

I类

地区

II类

地区

III类

地区

当年电价

下降比例(%)

当年电价

下降比例(%)

当年电价

下降比例(%)

五年累计 
调整幅度 Now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0.9 0.85 0.82 0.79 0.76 0.72

  5.56 3.53 3.66 3.80 5.26

 0.95 0.92 0.89 0.86 0.83 0.8

  3.16 3.26 3.37 3.49 3.61

 1 0.98 0.96 0.94 0.92 0.9

  2.00 2.04 2.08 2.13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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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15通知》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下调路线汇总表

下降18%

下降20% 

下降15%

下降16% 

下降10%

下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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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性、兼容性差，设备难以发挥效率、故障隐患率高等，
造成光伏发电系统运行稳定性差、太阳能资源利用率不高
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光伏电站的经济效益。

通过一段运维时间内对系统层面、设备层面以及运维
作业层面问题的发现与统计，采用系统指标数据化评价，
制定相应的运行制度规程，及时排除设备故障和隐患，提
升运维管理水平、提高电站设备完好率，保障光伏电站安
全、可靠运行。

系统效率分析：系统效率是指在统计周期内，光伏电
站上网等价发电时与峰值日照小时数的比值，它是评估电
站整个光伏发电系统运行水平的核心指标。如果电站的系
统效率指标不在合理范围内，就需要进一步分析电站整个
系统的能量损耗分布，如发电方阵内各种损耗、集电线路
损耗、配电设备损耗、升压站损耗等，找出能耗损失异常
点并加以消除。

等效利用小时数分析：等效利用小时数是指在统计周
期内，电站发电量折算到该站全部装机满负荷运行条件下
的发电小时数，它是评估电站运行水平的重要指标。电站

可通过同地区、同资源条件下与周边光伏电站对标比较，
评估整个电站的系统性能，提升电站的日常运维管理水
平、提高电站的系统效率和设备可利用率，优化电站的发
电量提升空间。

建设智能化电站、建立智能化运维体系
随行业电站规模、数量不断扩大，借助“互联网+”、 

“物联网”等信息化平台，智能电站系统管理系统可为分布
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电站提供运行管理，为集团化或区
域化集中运行管理创造了条件。通过建智能化电站、智能
化运维解决方案进行电站管理、优化，最大限度提高电站
的运维水平、以增强发电量为目的、提高光伏发电效益。

通过自动采集光伏电站设备运行数据信息、上网电能
信息，并对运行异常的设备、系统进行实时报警、维护处
理，及时进行运行数据统计，自动形成报表，减轻运行中
人为干扰因素及运行人员负担，将运行人员从重复性盘表
及报表中解放出来，使运维人员专注于设备、系统质量、
效能、效率，提高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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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管理解决方案可实现大量电站的集中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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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通过智能化数据信息掌握电站运行情况，
实现电站标准化、精细化、自动化运行管理，借助数据信
息实现区域化、集群化、专业化运维，远程诊断、细化分
工、动态调配人力资源、物力资源，降低运维成本，增加
电站收益，同时也可为集团后续项目开发提供参考。

光伏电站运维优化的技术手段
设备巡检是光伏发电运维的常规性、基础性工作，智

能化监控系统可以协助人工进行这项工作，对组件容量衰
减评估及调整、对组件污染情况进行评估并组织清理，对
系统配置不合理进行技改等。智能化平台为此提供了解决
问题平台，近早、尽快处理设备系统各种故障、缺陷，提
高完好率、使用效率。

阵列组件灰尘是影响发电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清洗工
作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常用的组件清洗方式主要有人工
清理、专用工程车辆清理、智能组件清理机清理等。电站
智能化运行监测系统，根据发电量等数据智能判断，采用
智能清洗设备等对组件展开清理是大型电站向智能化运维
的发展方向。

抓住分布式发电的运行特点
分布式光伏发电遵循因地制宜、清洁高效、分散布

局、就近利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当地太阳能资源，是国家
政策引导的行业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分布式发电系统具有多种供电电源、电源点分散、电
源供给随机性大等特点，针对这些在运维中除沿用集中式
光伏发电的运维管理方法、技术手段外，可采用电源点相
对集中区域的智能化集群监控方案，对负荷变化多样性、
配电网拥塞、电力供应与需求计划不一致等特点，开展智
能调度，开发与分布式发电系统相配套的储能系统也是十
分重要的。

随着光伏市场的快速发展，国内光伏电站的数量成指
数级上升趋势，光伏电站的运营业务已成为光伏行业长期
主流业务，其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伴随国家对电力改革的推进，售电业务独立发展已成
为可能。光伏运维业务的客户群从单一的电力生产性企业
扩展为金融电力投资业主及分布式发电的个体业主；电站
运维模式、形式、电力调配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运维创新
将是成为运维企业的长期核心竞争力，通过机制、人才、
制度等保障电力安全运行、降低度电成本、提升发电量应
对上网电价补贴将是运行行业的首要任务，也是发展的必
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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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清洁系统是改善太阳能运维业务的技术创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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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件   大收益

得益于强劲的全球光伏市场，光
伏行业越来越受资本市场的青睐。随
着光伏项目融资环境的变化，可融资
能力(Bankability)这一概念愈发重要，
它已成为银行等投融资机构决策的依
据之一。为了保证光伏发电系统长期
且稳定的收益，选择具备融资能力的
项目伙伴至关重要。同时，光伏系统
中采用融资机构认可的产品和部件，
对光伏项目的可融资能力具有相当大
的积极影响。

连接器、接线盒和电缆在系统建
设成本中，占比很小。单就连接器来
说，不足0.5%。光伏连接器虽小，却
是光伏电站系统的关键零部件。它们
承担着系统内组件、汇流箱、控制器
和逆变器等各个部件之间成功连接的
重任。整体来看，选择低质量的产品
仅能节省极小比例的成本，但对光伏
系统的收益来说，却可能带来严重负
面影响。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零部件，由
于在前期电站设计和建设时得不到重
视，后期很可能增加光伏系统的技术
风险，进而对系统投资回报带来决定
性的影响。短期内，选择低质量的产
品确实节省了一小部分成本，但是长
远来看，系统运维成本却显著提升。
而且，在电站运维期间，电量损失、
系统停机以及火灾风险等也相应地出
现增长。

评价光伏连接器品质好坏的核
心指标是公母连接器对插后的接触电
阻。一个优质的连接器必须具有很低
的接触电阻，并且能长期维持在低的
接触电阻。积五十余年应用经验的史
陶比尔MULTILAM核心专利技术，能
够确保连接器在整个寿命周期内具有
持续稳定的低接触电阻。这不仅能够
保证光伏系统安全和长期稳定运行，
同时可以降低服务成本及系统停发时
间。而且，功率损耗、温升或火灾风
险也能够被降至最低。

作为光伏连接器的先驱和领导
者，史陶比尔拥有超过二十年专业经
验。截至目前，史陶比尔MC4已成
功连接全球超150GW光伏系统。跨
地域，多领域，大家都可以发现史陶
比尔光伏连接器的身影，即使是在一
些极端应用环境下。这是我们产品高
质量和高可靠性的有力证明。史陶比
尔MC4已经成为行业的一种规范和标
准，甚至是光伏连接器的代名词。

小部件，大收益。选择史陶比
尔，您的光伏发电系统将会安全且高
效运行。这不仅得益于我们优质的产

品，同时有赖于我们强有力的技术支
持以及售后服务。我们的技术专家和
销售工程师遍布全球二十九个国家和
地区。因此，史陶比尔是您获得可融
资能力以及确保长期安全投资回报的
得力伙伴。

 
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从小型连接器到大功率连接器，史陶比

尔电连接器广泛应用于电力传输、测试

测量、交通等诸多行业。在光伏领域，

史陶比尔光伏连接器是全球市场领导

者。史陶比尔所有电连接器都是基于

MULTILAM核心专利技术。

网址 www.staubli.com/electrical
电话 400 667 0066 - 1387
E-Mail mcpv.china@staub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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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携Q-Cells重返2016太阳能电池制造榜首

文/Finlay Coville, Solar Intelligence

PV-Tech母公司Solar Media(太阳能传媒)旗下市场资讯
调研团队Solar Intelligence所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显示，韩
华Q-Cells凭借年内自产太阳能电池产量，当之无愧地占据了
2016年太阳能光伏电池制造商排行榜的首位。

最新的调研数据均在2017年1月发布的《光伏制造与
技术季度报告》(PV Manufacturing & Technology Quarterly 
report)中展示。

本文针对韩华Q-Cells排名首位的排行榜背后的方法论和
数据提供支持性信息，并希望能够探讨：这一状况是如何形
成的及其背后的原因，这一排名对于2017年的市场来说意味
着什么？本文同时还将针对过去几年内太阳能电池生产领域
内所经历的变化提出独到见解。

历史背景简介

在谈及2016年内产出了市场上大多数太阳能电池产品
的韩华Q-Cells时，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提及此前的Q-Cells公
司。

最初的Q-Cells公司曾是产业内的领先太阳能电池生产
商，当时的德国仍旧引领着光伏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一家
纯粹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仍旧能够(短暂地)创造出一个可行
的商业模式。沉浸于研发知识和工艺优化是Q-Cells公司选择
的方式，当时在这两个领域内仅有产业的元老级成员，如日
本三大巨头三洋、夏普和京瓷，才能与其相匹敌，Q-Cells公
司的多晶硅太阳能产品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并被多家组件
制造商所采用，收割了许多当时欧洲市场上极具吸引力的上

网电价补贴。
为将业务扩张至关注电池特性的产业中游之外，Q-Cells

公司通过收购拥有不同薄膜技术的多家薄膜企业来启动一项
并不十分成功的横向扩张策略。事后来看，这一收购策略很
明显是不必要的，但同时也在后来Q-Cells公司的最终破产事
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欧洲制造业受到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等低成本晶硅
太阳能电池和组件新兴市场的挑战压力，Q-Cells公司决定在
马拉西亚开展其驻扎东南亚的生产业务。

最终，由于多晶硅供应合约的长期缺席，公司被迫中止
业务并申请破产。但是Q-Cells公司曾在产业内当仁不让地发
展至太阳能电池制造商排行榜榜首，并且在其发展壮大的过
程中，打造了品牌质量，该成就直至目前也仅有少数几家吉
瓦级太阳能电池制造商能够与其相提并论。

Q-Cells公司同时还在组件层面通过使用“intel-inside”
技术驱动模式，下大力气打造了自己的品牌溢价，尽管公司
后续向产业下游转移的举动姗姗来迟。

同时，韩国巨头韩华化工与LG和三星等企业同期开始涉
足太阳能产业，在进军太阳能产业初期，韩华化工收购了中
国公开上市的中游产业晶硅产品制造商林洋能源(Solarfun)。
随后韩华化工将相关业务企业更名为韩华SolarOne，同时韩
华开始了针对Q-Cells公司位于德国和马拉西亚的身陷窘境的
制造业务的收购。

在当时，产业观察家们纷纷质疑韩华同时收购多家中游
企业的策略背后的想法，并对韩华当时正在打造的太阳能市
场竞争协同趋势的方式存在不解。

36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36 www.pv-tech.cn

市场



  

但在2014年，当SolarOne在中国的业务在一次组织结构
调整中从事实上被取消时，韩华Q-Cells则成为了韩华在太阳
能产业内的主要运营和汇报单位。同时，韩华还在Q-Cells太
阳能电池和组件业务领域内增加大量资本投资。德国Q-Cells
公司遗留下来的研发中心仍旧维持了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位
于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务也被扩张至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生产场
地。新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生产业务同时也在韩华位于韩国
的总部开展，并成为专门的高技术吉瓦级太阳能电池和组件
生产基地。

在2016年，公司已成功在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韩国
等地打造出具有活力且完成改建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这
些生产基地的结构可实现设备开工率的最大化，并将在如美
国、日本和欧洲市场等多个市场内的组件销售对中国市场的
依赖降低的同时提高盈利能力。

另外一项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是公司在2016年成为太
阳能电池制造商之首的关键因素，是公司对于自产零部件的
使用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晶科能源
和天合光能则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终端市场组件出货量方
面，而并不关注其所销售的产品的生产地或制造商。

自产太阳能电池开工率和PERC产品是关键差异化领域

事实上，这一点是最终使得韩华Q-Cells成功登顶2016
年太阳能电池制造商榜首的终极因素，尽管按照终端市场组
件出货量来计算，该公司很可能在2016年内排名第四。

在“硅基组件超级联盟”(SMSL)内的所有供应商来说，
仅有韩华Q-Cells和晶澳太阳能采用了优先交付使用自产太
阳能电池制造的组件产品的商业模式。事实上，对于韩华
Q-Cells来说，这一策略所涉及的组件产品数量占比极大，尽
管公司曾依赖少量的第三方出品组件来为其在美国市场上的
增长策略提供支持。

另一个促使公司使用内部自产太阳能电池的动因来自市
场对韩华Q-Cells旗下p型多晶硅PERC组件的强劲市场需求。
公司在这一领域内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大多数其他吉瓦级竞
争对手仍旧处于p型单晶硅PERC产品的初始产能爬坡阶段。

有趣的是，从多晶PERC产品向单晶PERC产品的转型对
于韩华Q-Cells来说是十分轻而易举的事情，只取决于市场需
求何时出现变动，并且还配有随后对硅片供应流程的确定的
支持能力。

Solar Intelligence已公布完整的2016年太阳能电池制造
商榜单(年内自产电池产量)。有几家让人意想不到的企业进
入了该榜单。除了韩华Q-Cells之外，这份榜单中的前十位还
包括七家中国大陆企业和一家总部位于台湾的企业。

您希望将企业在各国承建的太阳能项目与
每月来自超过215个国家的201000多名

行业专业人士进行分享吗？

请与我们联系！

焦点项目栏目组:
英文投稿: project@pv-tech.org

中文投稿: project@pv-te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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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差一步”的多晶能否在未来几年保持领先？

文/肖蓓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光伏组件本质上是一种新兴的发
电装备，性价比是能否占有市场的关键，因为电力这一能
源产品没有个性化体验可言，有的只是以国家为单位，统
一的电压与频率。只有扭住“性价比”这个牛鼻子，方能
看清光伏组件单多晶之争的迷雾。

2015，单多晶势力重新分割

2017年一季度，光伏市场上单晶硅片延续2016年需
求火热的趋势。业内研究机构预测，在隆基、中环两大单
晶硅片厂新产能在第二季度陆续释放以前，单晶硅片的缺
货情况将会持续。随着领跑者项目的推动，以及市场对单
晶硅片需求趋紧，业内单晶产品的呼声愈喊愈热，颇有欲
掩盖原本占据主要市场的多晶产品的趋势。

回顾光伏行业过往的十年，这一轮单晶的火热行情兴
起于2015年。根据EnergyTrend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

全球单晶硅片比例升至18%，多晶硅片比例减少至76%。在
过去的2016年，单晶其市占比已进一步攀升至20%以上。

对于单晶的迅速发展，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
世江表示 “单晶产品从2015年开始上升行情，关键就在
于以技术突破带动成本下降，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单晶
硅片完成了从砂浆线到金刚线切的转变，使其切割效率提
升了50%以上，第二是以连续拉晶工艺，提高了单晶硅棒
生产率，产量得到提升，降低了成本。” 

据PV-Tech了解，金刚线切具有切速快、线径小、切
割过程无需砂浆、表面金属杂质含量较低等特点。2014年
中期，以隆基、中环为代表的国内单晶硅片龙头企业相继
实现金刚线切割的引入，并在2015年实现产能释放。隆基
在2014年的公告中宣布，已将金刚线切片厚度从190m缩
小为110m，当时由于下游电池厂商不愿意接受过薄的硅
片，但金刚线切片的导入，在设备不增加的情况下，大幅
提高产能。2015年隆基宣布全部转换成功，在进一步完

在光伏产业中，单晶组件与多晶组件历来保持着相互竞争的格局，究竟是谁能更好的满足未来市场需求？过去的一段时间
来，相对小众的单晶组件在市场份额上有所提升，这样的变化是单晶长久逆袭的开端，还是两者竞争中短暂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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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工艺的基础上，其他各家公司也陆续投入且比例持续上
升，2016年呈现爆发之势。

黑硅破解多晶无缘“金刚线切”之痛

“‘金刚线切’是单晶降本的重大突破，但这一新技
术在引入到多晶硅片生产流程时，却一度出现了水土不
服”，保利协鑫副总裁吕锦标介绍，“简单来讲，单晶硅锭
与多晶硅锭在晶格结构、内部掺杂物的差异，导致金刚线
切割成的多晶硅片，表面过于光洁，对后续电池工艺形成
挑战。”

为了解决多晶无缘“金刚线切”之痛，中国的多晶硅
片制造商已于2016年在全球率先推出“黑硅技术”，通过
黑硅制绒不仅实现了多晶硅片在量产中可以引入“金刚线
切”技术，并将多晶硅电池片的光伏电转换率提升0.3%以
上。

吕锦标表示 “技术路线上，采用金刚线切割+湿法黑
硅+PERC技术可使多晶电池达到19.5%，采用金刚线切割+
干法黑硅+PERC技术的单晶电池效率为20%。”

“在多晶硅片没有采用‘金钢线切+黑硅’之前，单
多晶硅片的成本差被压缩到了每片约0.6元，这已经突破发
电端单晶组件度电成本追平多晶组件的红线。保利协鑫在
多晶硅片大规模量产中采用‘金钢线切+黑硅’后，每片
多晶硅片的成本降低约0.5元。这种情况下，多晶硅片的价
格比单晶低了约1.1元。这让多晶组件再次回到2015年前
那样，比单晶在发电成本上取得明显的性价比优势。”吕锦
标补充道。

“单晶在直拉单晶与金刚线切割获得突破后，促进单
晶片提升性价比的新技术短期比较有限，不会再有前面两
年那么大的变化。”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兼
首席技术官郑加镇认为，未来几年单晶与多晶将保持三七
比例市场格局，多晶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其主导市场的
地位不会改变。

根据2017年3月最新市场报价，由于单晶硅片持续紧
缺，单多晶硅片价差已经达到0.17美元/片，已高于0.1美
元的性价比标准值价差。后续单晶想要再提升性价比，需
要依靠新技术把成本再降低。

虽然近期市场上单晶唱多日盛，但不能忽略前十大主
流光伏制造商及其他二线制造商产品产能仍以多晶组件为
主。为增强多晶组件竞争力，晶科、韩华、阿特斯、天合
等企业国内一线光伏制造商相继应用PERC技术，使多晶转
换效率得到提升。

2016年5月，晶科能源宣布其采用PERC和黑硅技术
的高效多晶电池已进入量产阶段，未来将量产电池片的光
电转换效率提升至20.5%以上。2016年6月，韩华新能源
表示，其标准PERC多晶组件转换效率达到19.5%，功率达
301W。2016年8月，阿特斯表示其采用湿法黑硅技术联

合金刚线切割可以使多晶电池的转换效率达到19%，叠加
PERC技术能再提升一个点，达到20%。

对此局势，EnergyTrend分析师Corrine Lin预期今明
两年黑硅产品将明显放量，让多晶电池片能接受金刚线切
的多晶硅片，整体多晶组件成本能下降US$ 0.015/W左
右，以抗衡单晶市占的高度成长。

“领跑者”吃一堑长一智

除了得益于金刚线等工艺的优先进步，单晶在过去两
年飞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推手是最大程度的运用了“领跑
者计划”。

2015年6月，国家能源局批复山西大同采煤沉陷区
3GW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领跑者计划”正式开
跑。2016年5月，第二批5.5GW的领跑者基地名单公布，
总计8.5GW的巨大市场，引来了业内企业竞相争夺。与以
往不同的是，价格竞争之外，技术也成了重要指标之一。

根据能源局发布的文件，“领跑者”先进技术产品应达
到以下指标 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
换效率分别达到16.5%和17%以上。

吕锦标回顾道 “当时领跑者计划推出时，为了给单晶
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制定效率标准时，对单晶组件的
效率提升要求比多晶组件低。原本单多晶组件转换效率的
差距在1%以上，但发布文件里，两者只相差0.5%，具体
到60片电池片的标准组件，单多晶之间的总功率差异只有
5瓦。”

“政策上的倾斜，使单晶厂商无需加PERC就能达到领
跑者要求，而多晶如需满足要求相对较难，因此在2016
年领跑者计划中，单晶市场占比逐渐攀升。”吕锦标强调，
多晶技术路线拥有巨大的技术发展潜力和性价比优势，在
接下来的领跑者或超跑计划中，技术更新与标准制定应当
把单多晶60片电池片标准组件的总功率差设置为15瓦。这
才能使单多晶双方形成真正的科技竞争，促进行业发展。

2017年2月，关于国家能源局将出台“光伏超级领跑
者计划”的说法在业界议论纷纷，据称第一批“超级领跑
者基地”即将公布。按市场传言，该“光伏超级领跑者计
划”是“领跑者计划”的升级版，将通过建设“超级领跑
者基地”的方式扶持已具备规模量产能力、但产能尚未释
放、代表先进技术的光伏产品规模应用，且每个基地的规
模都是GW级。

超跑者计划尚待确定，行业内已暗潮汹涌，关于规则
与标准的制定争议已经开始。业内分析人士表示，领跑者
计划的制定，本意是考虑到组件转换效率的正态分布原
则，无论是单晶、多晶，还是薄膜，应认定各自技术路线
中占少数的高效产品符合领跑者计划的要求，从而引领光
伏产品向高效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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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德·益家”力推分布式家庭光伏系统 

半个世纪前，光伏发电造福人类
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经过科学家
工程师在实验室孜孜不倦的钻研，经
过以尚德为首的中国光伏企业不畏艰
险的奋斗，光伏发电已经成为一个触
手可及的现实。光伏这个旧时王谢的
堂前燕，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光伏最早应用在卫星的供电系
统，过去十多年里，光伏大规模的产
业化使得光伏发电的度电成本快速下
降，基于规模化的优势，在这个光伏
应用最主要的形式是在全球各地新建
的大型地面电站(除了德国大规模鼓励
家庭安装使用屋顶光伏系统之外)，以
及商业设施的屋顶光伏项目，而随着
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和产业链的成熟完
善，目前光伏应用正逐步走向分布式
家庭光伏系统。

依托生态资源全产业链整合平台
优势，更受益于国家政策对于分布式
光伏项目的大力支持，为更好的推进
国内分布式项目，无锡尚德在2016
年9月份推出了分布式品牌“尚德·
益家”，该品牌旨在将“户用分布式光
伏系统”与“家庭”更好的结合，达到
安全环保、坐享收益的美好愿景。在
2017年SNEC展会上，尚德·益家将

会展出5KW分布式户用系统，该系
统包括了尚德多晶组件、支架、逆变
器、并网电表箱等主要部件。无锡尚
德用心对待每一个细节、用责任生产
每一件产品，严苛的质量把控流程，
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可靠性。与此同
时，“尚德·益家”将推行专业化的项
目设计和施工团队，以及一体化的打
包方式，可以像家电般向家庭客户便
捷交付。一站式的售后服务政策，提
供所有部件质保5年的承诺，并且还可
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延保服务。遍布全
国的售后服务网络，及时、快速、专
业的服务团队将为每一位“尚德·益
家”用户提供最贴心的服务，可以让
更多普通家庭享受到绿色能源带来的
好处及收益。

尤其令人惊艳的是在部分分布
式户用系统中无锡尚德使用270W超
轻质组件，该产品是目前行业内最
轻的组件，玻璃厚度仅为0.85mm，
重量仅为9.1kg，由54片PERC电池
片(即背钝化技术太阳电池)组成，功
率达到了270W，并且该组件还能承

受高达2400帕的风压和2400帕的雪
压。该产品一经推出，就首先得到了
日本市场的广泛好评及热烈追捧，因
为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国，房屋结构
比较特殊，使用的屋顶材料承载能力
有限，该组件的推出很好地解决了这
一问题。尚德在日本还拥有一款BIPV
产品“Just Roof”也将在此次展会展
出。“Just Roof”是由尚德开发的组件
连同支架成套系统，在房屋建造过程
中不仅可以直接取代瓦片做成屋顶，
而且还能为用户带来源源不断的绿色
能源，是尚德独有，并且拥有专利，
是一款高性能和极其美观的产品。

此外，无锡尚德还将在SNEC展
会中展出一款Maxim智能直流优化
组件，该智能直流组件采用美信公司
的集成功率芯片，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能，可以有效改善失配问题，使得功
率输出最大化，减弱热斑效应，最大
限度减少由于阴影、污染、老化以及
不适宜屋顶朝向而产生电池特性不匹
配现象和随之产生的负面影响，实现
最大功率点跟踪，具有高达30%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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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住宅屋顶项目

尚德生态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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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增益。尚德Maxim智能组件使每
个电池串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产生最
大电能，由于其优异的抗遮挡性能，
使智能组件可以减少组件串排间距，
从而提升电站的功率密度。同时该款
组件和任何种类的逆变器配合都可以
产生最大发电量，且不需要改变组件
的阵列设计，也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
硬件设施，在屋顶光伏系统(包括工商
业屋顶项目)使用该款智能组件，可以
产生更多的发电量，为客户带去更多
的收益。

在组件同质化严重的今天，差异
化的组件产品显得尤为重要，无锡尚
德在本次SNEC还将展出两款双玻组
件，分别是325W72片双玻无框多晶
组件及300W双面双玻N型高效组件，
它们能够适用于更多的应用场景，为
客户带去更多的选择。325W72片
双玻无框多晶组件最大亮点是无框
设计，从而解决了电势诱发衰减效应 
(即无PID风险)，另外由于它的无边框
设计从而能够无需接地，节省了接地
设备及人工成本。还有它的双面玻璃
使得抗老化性能加强，非常适用于海
边、沙漠等恶劣环境以及农渔光互补
项目。另一款300W双面双玻N型高效
组件采用了N型单晶高效双面电池，先
进的双玻组件技术，具有双面发电、
高效、低光致衰减、弱光响应好等优
势，在结合白色地面应用后，该款组
件的正面加反面的最高总功率可以达
到390W，可应用于雪地及渔农光等
各类有反射光的应用场景项目当中。
与此同时，两款双玻组件都提供30年

的线性性能质保，将为客户持续带来
高收益。

随着太阳能光伏市场的发展，
客户不仅关注产品质量，更看重光
伏系统的输出功率和可靠性。为此，
无锡尚德首次推出各类提升组件可靠
性及功率的产品，它们分别是五栅组
件、半片组件以及多主栅组件。五栅
组件的电池采用独特的设计，可降低
电池的串联电阻，在减少遮光面积的
同时提高电池转换效率；电池的应力
分布更加均匀，降低出现电池隐裂的
风险，机械载荷性更佳，能使电池长
期工作耐久性更好，可靠性更高，同
时还能提升组件功率1-2W。随着高
功率电池的量产，组件输出电流越来
越大，导致热斑电池的温度也节节攀

升，有些72片的高效组件热斑温度更
是达到160度以上(IEC 61215热斑测
试的试验条件下)。对系统的安全使
用和组件的长期可靠性都带来了极大
的隐患。针对此问题无锡尚德在此次
展会推出半片组件，该组件可以将电
池的电流降低一半，在发生热斑时降
低了热斑电池温度，为高功率组件，
特别是为72片组件热斑高温问题找
到了一条解决之路。并且，该组件电
池片(电流)通过半片切割能使失配损
失减少，电池在组件内部的自身损耗
减少，零深度反射增加，总体功率可
在常规组件的基础上提升8-10W。
无锡尚德将要推出的最新产品多主栅
组件，多主栅组件技术的运用可以大
幅降低电池片生产过程中银浆的使用
量，也适用于薄硅片。同时在组件端
电池片之间使用更多更细的焊带进行
互联，对隐裂、断栅的容忍度更高，
能够使组件拥有更低的串阻和更少的
遮光，由此将带来更高的电流，以60
片组件为例多主栅组件与常规组件相
比在功率端至少带来5W的功率增益。
因此可以说，多主栅晶硅电池技术将
会是未来光伏技术发展的趋势之一。

十七年来的行业积淀，让无锡尚
德成为管理卓越、质量可靠的光伏企
业，52道质量检验充分确保了产品最
大程度的可靠性、转换效率和使用寿
命。十七年的时间已经证明，无锡尚
德在客户心目中树立了坚实可靠的品
牌形象。

尚德产线

组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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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Celltech 2017专访：阿特斯技术副总裁邢国强

如果有个奖项，是评选给在2017年3月14-15日于马
来西亚槟城召开的PV CellTech会议中最让人激动的演讲主
题，我想我会将票投给阿特斯阳光电力的《黑硅技术与金
刚石线切硅片——多晶硅技术的未来》。

这一主题绝对总结了太阳能产业内对p型单晶和p型多
晶太阳能电池在效率和成本上的推进，并极可能在接下来
的几年内保持这两种p型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一主题由阿特斯阳光电力来演说使这一事实本身十
分说明问题。这家公司是我本人关注了十余年的企业，并
创立了与其他中国领先企业不同的商业模式。

能够将阿特斯阳光电力邀请到PV CellTech 2017的演
讲台上是十分让人激动的事。而公司代表在会上就黑硅技
术和多晶硅硅片的金刚线切等话题发表演讲也是再让人高
兴不过的事了。

在本文中，笔者将列出关于阿特斯阳光电力的观点，
试图解释这家公司之所以与其他中国制造企业不同，并探
讨推动p型多晶硅在未来多年内继续占据市场份额背后的动
因。

所以，是什么使得阿特斯阳光电力与众不同？答案是
其在产业下游的策略。许多企业都认定同时拥有上游生产
业务和下游项目开发业务，能够为公司提供短期和长期盈
利。从运营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但是，这
其中的挑战也是巨大的，并且内部的相互竞争也必然是企
业日常所讨论和争论的。

当产业十分清楚SunEdison(以及Terraform Power)
、First Solar以及SunPower 等公司如何全力扩展，以拥有
上游/下游两条业务模式，却不得不为阿特斯阳光电力单开
一类。

但是，与上述同业企业，以及几乎所有其他拥有国
际下游业务远景的中国企业相反，阿特斯阳光电力开创了

在产业下游资产持有的商业模式，并在许多方面界定了产
业内切实可行的方式，而非仅仅是转向提前预设好的公开
yieldco上市模式。

凭借阿特斯阳光电力位列太阳能电池与组件制造商排
行榜前三名的地位，该公司的发展路线图和对太阳能电池
技术的看法值得给予密切关注。这些终究会与公司为其项
目开发、EPC和资产持有业务所具有的需求相关。没有任何
其他吉瓦级电池制造商对一座已完成太阳能电站的投资回
报及使用不同组件的优点有着更为直接的观点，无论这些
组件是由阿特斯阳关电力内部自有组件生产线供应，还是
来自公司项目开发团队就近选择的第三方组件供应商。

下文是对阿特斯阳光电力的邢国强先生进行的采访：

在您的演讲中包括哪些话题？
我将在演讲中探讨多晶硅和单晶硅在产业历史中所占

据的市场份额变化，并展示阿特斯阳光电力在开发和累积
吉瓦级大规模生产中使用金刚线锯和黑硅技术上的进度和
未来的规划。这将代表着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多晶硅技术所
将拥有的稳固的市场主导地位。同时，如公司在技术发展
路线图中所表示的，金刚石线锯和黑硅技术将可在2-3年内
将太阳能电池效率扩大至21%。

目前对于光伏电池制造商来说，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
么？

随着光伏市场对高效太阳能电池的需求是在一个不
断降低的价位上，设备与材料的供应、资本支出的可获得
性以及整体购置成本等瓶颈仍旧阻碍着高效技术的批量应
用。多晶硅和硅片在产业上游的供应同样在太阳能电池选
择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太阳能
电池将需要跟上组件技术领域内出现的巨大变动；毕竟，
最具影响力的仍旧是单位成本($/Wp和$/kWh)。

PV CellTech技术会议专题报道
采访/ Finlay Coville，Solar Intelligence, PV-Tech.org

产业顶尖光伏制造领域盛会PV CellTech 2017已于今年三月份在马来西亚槟城召开，汇集了来自几乎所有领先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的

CTO和研发部门负责人，嘉宾们在会上对各自所在公司机构的技术、发展路线图以及量产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等内容进行主题演讲。当时

的光伏产业并没有此类会议，其他类型的活动通常以展会为基础，或是极为关注各种学术问题。

2016年的首届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也很快地发现，几乎所有与会人员均认同此类专注于技术商业舞台的技术会议是这么多

年来产业活动的空白领域。

除了排名前二十位的电池和组件制造商参与到会议的讨论与分享中来，我们同时还将产业关键供应链上的企业邀请到会议活动中来，

包括顶尖的硅片供应商，以及设备、材料和组件企业，这些企业通常与光伏产业有着紧密的合作，以实现新工艺流的开发与应用。

最后，我们为整场活动所带来的是各家顶尖科研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在为企业创新技术迁移平台，以在其工厂内实现高级电池工艺的

领域内具有极高的重要性。

有鉴于此，PV-Tech PRO采访了部分来自中国顶尖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的演讲嘉宾，这些嘉宾均在PV CellTech 2017技术会议上进行了

主题演讲，对未来几年内新太阳能电池技术的使用与迁移给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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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参加为期两天的PV CellTech 2017会议，希望能够在会上
得到些什么呢？

在会议现场与光伏业内的同行会面，并就光伏技术未
来的发展进行探讨。

PV CellTech 2017专访：晶科能源首席科学家王琪

PV CellTech 2017已在2017年3月14-15日于马拉西
亚槟城召开，我们十分高兴能有机会与来自晶科能源的王
琪(Qi Wang，音译)进行交流，王琦将在15日上午进行题为
《产业化丝网印刷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的效率纪录》的主题
演讲。

晶科能源此次出席PV CellTech大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公司通过努力成长为产业内晶硅组件供应领域毋庸置
疑的领军企业，并为2017年晶硅组件产品的出货做出了计
划，如果公司在今年内保持其目前的业绩状态的话，则很
容易完成超过10GW的出货量。

随着晶科能源寻求在全球几乎所有的终端市场内占有
领先的市场份额比例，了解市场所使用的电池技术对于每
个制造商及其产能扩张计划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更不同
说是下游安装商和EPC企业了。

从历史上来看，晶科能源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吉瓦级
别太阳能电池生产工艺的成本下调领域内，并在其组件产
品中十分依赖来自其他电池制造商的太阳能电池产品。但
这种状况在几年前出现了变化，晶科能源目前拥有自己的
研发业务和专项资本支出，使得公司成为技术创新者，而
并非仅追随着产业的主流趋势。

PV CellTech会议的召开地点马来西亚也极具话题性，
晶科能源选择了马来西亚作为其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生产在
东南亚地区的海外中心。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PV CellTech与王琪(音)之间的
访谈，并据此进行观察：

在您的演讲中包括有哪些话题呢？
会包括晶科能源在引领光伏组件生产方面进行的研发

成果的最新汇报。

目前对于光伏电池制造商来说，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
么？

对于太阳能电池大规模生产中将使用的新一代光伏技
术没有明确的概念；缺少用于太阳能电池规模量产中的低
成本和优质(包括可靠性、稳定性及可重复性等)设备；毫无
尽头的电池生产成本下调。

您参加为期两天的PV CellTech 2017会议，希望能够在会上
得到些什么呢？

希望能够获得关于太阳能电池技术与制造状况的最新

消息；特别是关于PERC电池的生产状况——为什么在2016
年有大量的产能累积，但却只有少量电池被生产出来？

【PV-Tech观察】
晶科能源在生产制造和全球销售与市场营销上的策略

在现今来看是十分让着迷的。公司在产业内所留下的足迹
既具防守性又有攻击性，两种属性势均力敌。这是公司能
获得的极为强势的一种状态，并且希望能够将其延伸至硅
片和太阳能电池技术领域。

这一点从进去公布的增加多个吉瓦级单晶硅片产能和
配套的单晶PERC产品扩张公告上得以明确显示。但是，多
晶硅产品看起来仍旧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并且这一点也在
晶科能源代表将在PV CellTech上的主题演讲题目中也有所
体现。

考虑到p型产品目前所处的发展十字路口，包括单晶和
多晶产品，能够有能力同时在p型单晶和p型多晶产品上进
行多吉瓦规模的活动是十分理想的，并也使得晶科能源在
今年内能够从与单晶和多晶专门硅片/电池制造商的竞争中
均衡获益。

在我们对王琪进行的采访中，最为有趣的评论或许是
与PERC产能缺席相关的评论，这与我们通常在产业内获得
的PERC常规公告量不同，也与2016年内产业主要展会活动
中展出的无数组件样品的状况相悖。

这是我在与业内人士交流时通常会被问道的问题，我
认为此问题分为多个方面。我坚信这其中的多个方面将会
在PV CellTech上进行探讨，并且在这里我们能够从PECVD
和激光工具设备供应商处得到最为有用的讯息。

首先，向PERC的转型过程发展得很快，产能扩张计划
和全线集成计划也正以疯狂的速度进行着。在对新工艺流
程进行应用时，通常会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各项优化，
当然也需要对整条太阳能电池生产线进行优化，而并不仅
仅是对背表面沉积和激光开背等工艺进行优化。太阳能电
池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骤均需相互配合。PERC技术并非即时
解决方案，而需要时间来完成转型。

我们同时还涵盖了单晶/多晶领域，毫无意外地，在太
阳能电池工艺阶段，单晶硅片处置工艺要更为简单，工艺
窗口也更宽，而二级损失机制也更易理解和控制。仅有2-3
家电池制造商已经成功地直接转型至p型多晶硅PERC技术，
其他企业也会闻风而动，但仅仅会在p型单晶PERC已经实现
标准变量与生产成本完全可控的前提下。

最后，确定会对PERC生产水平造成影响的是与设备供
应链相关的问题，王琦就此问题提出了设备侧的话题也让
人十分关注。光伏设备供应是PV CellTech会议今年的主要
整体部分，并还有材料供应等议题，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关
于设备话题的小组讨论环节。

在PERC领域，梅耶博格(Meyer Burger)是PECVD供应
领域内的主导企业，通过几年前收购的Roth & Rau公司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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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足够的市场份额。尽管Roth & Rau公司的重点是在前表面
的SiN沉积工艺上，PERC工艺中的后表面材料沉积则对梅耶
博格的营收有着重要的贡献。

激光设备供应也通常来自欧洲的激光设备集成商
(InnoLas与3D-Micromac)，当前许多领先PERC制造商通常
会从这两家公司中选择其一。

但是，在PECVD和激光烧蚀工艺领域内，PERC技术也
有着来自中国设备供应商的参与。

从历史上来看，电池制造工具曾是欧洲、美国和日本设
备供应商的专属领域。这一状况在2009-2012年产业内出
现的首批中国企业扩张阶段内出现了变化，中国国内设备供
应商收获的结烧炉(扩散和结火)、PECVD和湿刻蚀等工艺的
设备订单也出现上涨。

但是，当各家公司开始追求太阳能电池效率的极限，或
是在应用先进太阳能电池理念时，中国国内设备供应商则很
少成为各家公司的首选。

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将丝网印刷圈限出来。直至几
年前，所有的丝网印刷企业均来自与特定的企业团体中：应
用材料(AMAT)、ASYS、得可太阳能(现为 ASM Alternative 
Energy)、Jonas & Redmann (JRT)以及Seishin。在这些企
业中，应用材料旗下的Baccini在市场份额上是当仁不让的

赢家。
但是，目前一家中国企业在丝网印刷领域内逐渐获得了

更多的市场份额，并抢夺了此前被应用材料视为安全领域内
的业务。这家中国企业为Maxwell Technologies，这就意味
着中国设备供应商目前已活跃在太阳能电池生产线上的所有
工艺流程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PERC生产问题上来，许多中国非一线
电池制造商选择了强势的全国产设备供应测量。考虑到我们
所了解到的在确认PERC(单晶或多晶)产品工艺窗口上所遇到
的挑战，或许一些产业观察家对PERC产能扩张公告量与最
终交付至终端市场的组件数量之间的差异提出疑问，也是意
料之中的事了。

PV CellTech 2017专访：隆基技术市场总监方洪斌

当2016年的最终组件出货量水平得以确认时，隆基光
伏(原乐叶光伏)将在出货量排行榜上名列2016年组件供应商
排名前十位。

这一成就得益于过去两年内公司从其母公司隆基股份获
得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业务上的产能投资，以及在硅锭和硅
片业务上完成了多吉瓦级产能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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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与隆基股份在单晶硅片供应上的目标相一致，隆
基光伏旗下的太阳能电池与组件生产线均为单晶类别，并
成为隆基股份为推动单晶产品成为太阳能产业中的主导技
术而制定的垂直一体化战略中的一部分。

因此，在2017年3月14-15日于马来西亚并召开的PV 
CellTech会议中，我们决定邀请该公司分别进行两场不同的
主题演讲。一场从硅锭/硅片的角度出发，另一场从太阳能
电池的角度出发。

我们近期与隆基光伏的技术市场总监方洪斌先生进行
了一场对话，方先生的演讲安排在2017年3月14日，主题
为《中国及东南亚市场上的吉瓦级p型单晶PERC生产》。

在您的演讲中包括哪些话题？
隆基选择将业务重心放在单晶产品背后的原因以及公

司的产能扩张计划；隆基光伏旗下单晶PERC产品产能爬坡
时所遇到的挑战及当前的发展状况；以及公司的技术发展
路线图。

目前对于光伏电池制造商来说，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
么？

在制造成本的激进下降速度的情况下，持续改善多吉
瓦级批量生产上的电池/组件效率和质量。

您参加为期两天的PV CellTech 2017会议，希望能够在会上
得到些什么呢？

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了解各电池/组件制造商的技术发
展路线图，以及组件输出功率的改善方式和制造成本下调
的方法；在未来3-5年内，哪种技术将成为最具前景的技
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及其相关的解决方案有哪些？
我们希望能够与其他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商进行探讨，为
光伏产业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地克服上述挑战而进行合作。

【PV-Tech观察】
从方洪斌先生的谈论中可以了解到，即使隆基光伏的

主题演讲内容仅仅为该公司的产能扩张计划和技术发展路
线图，许多与会嘉宾仍旧能够在PV CellTech 2017结束时
因为获得了关于隆基光伏的这些关键性讯息而感到十分满
意。但是，使得这一主题演讲更具价值的是其将相关讯息
与成本下降相关联。

PV CellTech2017专访：英利技术中心副总经理李峰

尽管在2017年3月14-15日于马来西亚槟城召开的PV 
CellTech 2017会议上有多个主题演讲是关于p型单晶硅技
术与多晶硅技术间的对比，整个产业仍处在几乎能够确定
见证产业向n型硅片产品转型的长期技术发展路线图中，只
要该技术仍是向市场进行太阳能电池板供应业务中保持竞

争力的唯一途径。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内仅有两家公司公司能够进行吉

瓦级n型电池生产：松下(前三洋业务)与SunPower。这两家
公司所提供的技术和市场产品闻名遐迩。

在过去几年内，另有两家太阳能企业将业务范围扩展
至500MW以上n型电池产能：分别是LG电子和英利绿色能
源。而在此背后，我们还见证了多家企业(主要为中国企业)
不断扩展n型产品产能，近期中来光伏的举动仅为其中一
例。

当英利绿色能源首次推出其熊猫系列电池与组件产
品时，业内几乎所有人士均对此予以关注，并将其认作是
该公司朝向成为太阳能电池生产技术领军企业而做出的努
力。自此之后，生产线经历了重大改善与升级，同时，太
阳能电池效率的提升也反应出了相关的升级改善。

当我们在制定PV CellTech 2017会议的议程时，英利
绿色能源在我们计划接触的关于n型产品量产主题的公示名
单中排在前卫，我们也十分荣幸能够邀请到英利绿色能源
技术中心副总经理李峰(Feng Li，音译)在2017年3月14日
的PV CellTech会议上进行主题演讲。

李峰先生的演讲主题为《n型PERT双面太阳能电池的相
关研究》。

所以，我们将在会上得到关于n型产品、PERT技术和双
面电池技术相互组合在一起的内容。

在您的演讲中包括哪些话题？
英利绿色能源的n型PERT电池新技术及其研究水平；英

利旗下熊猫产品(n-PERT电池/组件)所具有的优势。

目前对于光伏电池制造商来说，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
么？

在我看来，光伏电池制造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财务
状况。在经历了此前几年的过量扩张之后，几乎所有的制
造商均遭遇了财务问题。

您参加为期两天的PV CellTech 2017会议，希望能够在会上
得到些什么呢？

我希望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关于硅基太阳能电池发展趋
势的讯息，以及其他制造商所使用的技术与产品。

PV CellTech 2017专访：无锡尚德研发总监陈如龙

在为在2017年3月14-15日于马来西亚槟城召开的PV 
CellTech 2017会议决定电池制造商领域内的演讲邀请时，
我们的技术咨询委员会中的许多成员均极力推荐无锡尚德
太阳能电力应该位列其中。

对于这一推荐，我本人是百分之百地赞同。太阳能电
池制造是一个充满活力且意义非凡的领域，无锡尚德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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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到了带头作用。目前，当谈论到晶硅太阳能电池时，极
少有其他吉瓦级太阳能电池制造企业拥有能够与之媲美的重
要性和突破性。

尽管公司在过去十年内经历了上游制造业发展的起起伏
伏，无锡尚德直至目前仍维持着其在太阳能电池生产领域内
前十名的地位。当太阳能产业发展至10GW+的年需求阶段
时，无锡尚德则经常性地在产量排行榜上位居首位。

此举奠定了公司在太阳能电池生产领域内的品牌辨识
度，并同时具有相应的创新能力，为无锡尚德成为首家在量
产工艺中应用高级太阳能理念的主流中国电池制造商提供支
持，该产品为Pluto系列太阳能电池，使用了基于磷喷涂和
激光掺杂工艺的选择性发射极技术。

使用了行星名称的Pluto产品是公司注册的电池理念，
与使用激光开槽技术的BP太阳能在西班牙特雷斯坎托斯的
Saturn(土星)生产线相似。尽管在各自的结构中适用了非常
极为不公的工具，但均使用了选择性发射极技术和部分来自
西南威尔士大学的技术转移许可的技术。

Pluto产品超前于它所处的时代，这与Saturn 产品曾经
的状况相似。但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每个产品均具有极
大的突破性，并反应出了p型电池制造商在工艺流程中进行
改变以将平均电池转化率提高至20%以上的意图。

无锡尚德目前是多样化清洁能源公司顺风国际清洁能源
的旗下子公司，但同时在市场上仍旧保留着自己从此前太阳
能电池制造领域内所获得的独特的品牌。

PV-Tech近期有机会与无锡尚德的太阳能电池研发总监
陈如龙先生进行访谈，陈先生在PV CellTech会议中的主题
演讲安排在2017年3月15日上午。

在您的演讲中包括哪些话题？
我演讲的主题是关于PERC电池与组件的技术，同时LID

也是我演讲内容中的重点。

目前对于光伏电池制造商来说，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
么？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迅速地使用新技术制造新产品，同
时维持较低的成本。

您参加为期两天的PV CellTech 2017会议，希望能够在会上
得到些什么呢？

我希望能够与光伏产业内的专家会面并探讨当前的技术
现状及未来的发展，并从中了解新的理念与成果。我们能够
互相交换观点，并从对方身上了解新的理念与观点。

13-14 March 2018
Penang, Malaysia

Photovoltaic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elltech.solarenergyev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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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太阳能电池与组件的创新性光伏测试系统

共进电机是一间日本企业，成立
至今已约70年。在太阳光发电事业方
面约有10年的经验。或许这时间不长
但是过去在日本的电视机产业的CRT
检查设备方面有着50年的开发和制造
经验。不只是日本的电视机产业，世
界上有许多的电视机都是使用我们公
司的检查机来进行最终检查，我们对
此是感到骄傲的。除此之外，我们也
曾在等离子显示器的检查装置的开发
和制造有10年以上的经验。运用过去
所培养起来的技术，进而开发出太阳
光发电的IV量测所需的高压高速的电
源技术以及精密量测技术，并在2012
年发表cell的量测系统。

太阳电池的IV量测设备制造商大
多都是从太阳光模拟器的光学技术所
发展过来。然而，我们公司为了要因
应太阳电池cell的细微量测所需要的
probing技术，所以跟日本产业技术综
合研究所来共同开发，最终实现了原
本是需要在太阳光模拟器长时间照射
下才能进行的异质接太阳电池的IV量
测，变成只要在20ms的短时间照射下
就能进行。我们称此方法为Photo & 
Dark Analysis(PDA)。这方法我们也与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共同取得了
国际专利。接着，我们公司把方法给
系统化，并以KOPEL Method这名称
来跟我们所开发的IV Tester做结合，
最后包含软件来开始进行销售。

The Best Solution for IV Measurement
KOPEL Method是指在高速下把

1次暗场状态下的IV量测以及1次脉
冲明场状态(20ms的照射时间)下的
IV量测结果来计算出最终的数据。以
1片cell·module来说，会进行1次最
多200点，共计5次的高速测量(合计
1000点的测量)。

KOPEL Method在跟氙灯及LED灯
上的搭配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演算及补
偿等。不像其他家是采用Diode Model
以推测方式来演算、多次光照射来跟
氙灯和LED灯搭配。KOPEL Method透
过独自的技术，针对不同特性的太阳
电池的IV量测以变更条件但不补偿的
方式来达到正确的测量。

特别的是KOPEL Method在针对
异质接太阳电池(HJT)或其他高效率
的太阳电池cell(PERC、IBC)的测量，
能够以500ms前后就能测量到IV数
值。以此来跟高速的搬送设备做搭配
的话，就能实现每小时最多3000片
的Throughput。当然，若是一般的结
晶系的话，100ms以下就能测量。目
前针对Throughput方面，是以3,600-
4,000片为目标在开发中。

特别的是KOPEL Method在针对
异质接太阳电池(HJT)或其他高效率的
太阳电池cell(PERC、IBC)的测量，与
其他制造商来比较过后是能够提供优

于其10倍以上的重复精度。因此就能
够更精确的进行cell分级。不仅是cell
的质量管理，module制造的质量提升
也有很大贡献。

另外，以KOPEL Method来测量
异质接太阳电池或其他高效率的太阳
电池module的IV时，若太阳光模拟器
无法做到20ms照射的话，我们所提供
的软件里也有以2次10ms照射的方式
来正确量测出IV。一般module用的太
阳光模拟器大多是10ms的照射时间，
拉长照射时间，设备售价会随之增加
且灯泡寿命会跟着缩短，导致整体成
本会上扬。但是，无法进行正确的IV
量测的话将无法提供module的出货数
据。特别是若不采用KOPEL Method而
以短时间下照射并进行IV量测的话，
所取得的IV数据(Pmax)实际发电量的
数值是会变低的。为此，正确的量测
是极为重要的事情。以KOPEL Method
来测量的话，能够把太阳电池module
的产品价值给提升到另一层次。

我们公司不单只销售KOPEL系统
给终端用户，也能向设备商提供OEM
服务。目前籌畫準備在日本京都開設
「京都Solution Center」作為Demo量
測用途。此外，针对终端用户以及系
统商，也能携带cell到现场实测。而
且，我们也能提供IV Tester前往终端
客户或系统商处，与现有的太阳光模
拟器配合实验。

联系方式：kopel@kyoshin-electric.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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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PEL电池测试流程

电池测试 KOPEL解决方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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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闻

美洲地区

协鑫美国北卡光伏电站项目接近
完工

2月19日，美国媒体The Wilson 
Times刊出Wilson’s new solar farms 
nearing completion(《威尔森的新太
阳能电站接近完工》)的报道，介绍了
中国光伏企业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
司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森市投资
建设的光伏电站进展，肯定其为当地
提供绿色电力的贡献。

据该报道，协鑫新能源在美国北
卡罗来纳州投资了8座尚未兴建的光
伏电站。目前有2个项目接近主体竣
工，3个项目计划三月初完工， 它们
将为威尔森市提供绿色电力，增加当
地绿色电力的比例构成，同时，电站
建设于闲置土地，提升了当地资源利
用率，实现了多赢的局面。

美国是全球太阳能电力发展较稳
健的市场之一，享有政府支持政策，
其中太阳能投资减税优惠已延长至
2020年。北卡罗来纳州近年大力推动
州内太阳能发展，按装机容量计为全
美排名第四。

欧洲地区

Scatec太阳能计划在乌克兰开发
60MW光伏项目

据乌克兰能源与煤炭产业部公布
的一份通告称，挪威太阳能项目开发
商Scatec太阳能计划在乌克兰开发两
座大规模太阳能项目。

Scatec太阳能计划开发总预期产

能为60MW的两座光伏项目。
S c a t e c 太阳能副总裁T e r j e 

Osmundsen和挪威大使Ole Horpestad
日前与乌克兰能源部副部长Natalia 
Boyko举行会面，共同探讨了乌克兰能
源市场的总体发展预期，以及Scatec
太阳能在该领域内开展业务的前景。

尽管仍未有消息给出两座相关项
目的详细开发进度计划，Boyko先生在
会谈结束后表示，Scatec太阳能还同
时对在该国内进行更多项目开发的情
景进行预期。

亚洲地区

联盛新能源承建的日本岡岛15MW
光伏项目正式并网

3 月 1 7日，联盛新能源集团
(“Unisun”)宣布，该公司承建的位于
日本福岛县岡岛地区，总装机容量为
15MW的光伏电站于2017年3月17
日正式并网运行。该项目利用福岛市
占地约32万平方米的荒废山地进行建
设，预计电站并网运营后年发电总量
高达1630万kWh，并将按照为期20年
且40日元/kWh的固定电价出售给当地
电力公司，可满足约2900户当地居民
用电需求。

作为岡岛山地光伏项目的EPC承建
方，为了确保项目能如期顺利并网，
联盛新能源组建的本土化优秀项目开
发团队就荒弃山地的地质勘探、环境
评估、安全评估等方面展开了详尽的
实地考察，并因地制宜采取了优化打
桩施工方案及水土保持优化设计，这
不仅大大提升了工程团队的施工效
率，也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的前提
下令这座原本荒弃已久的山地得到了

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经济效益的全面提
升。

迄今为止，联盛新能源在全球的
项目储备总量已超过1GW，而日本是
近年来主攻的重要市场。董事长何旖
莎表示：“我们已在日本累计投资开发
了近百兆瓦光伏电站，也为客户承建
了多座高质量电站。联盛自持电站都
已获得日本大型银行融资，预计今年
还将有一批项目陆续投入运营。”

中东地区

中盛启动约旦60.9MW光伏项目
建造

中 盛 新 能 源 旗 下 子 公 司 E T 
Solutions在三月中旬宣布，公司已启
动位于约旦的60.9MW太阳能项目的
建造，项目所有方为沙特独立能源制
造商ACWA Power。

该项目位于约旦安曼东北50公里
处的Mafraq，通过约旦能源与矿产资
源部第二轮的光伏采购项目获得。

ACWA Power是项目的开发商与
所有方。项目于三月开工建造，预计
将在十个月内完成。

中盛新能源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佘
海峰先生表示：“作为产业中的开拓
者，我们创新性地将1500VDC技术应
用在了公共事业规模太阳能电站中。
此次项目的开建标志着我们在中东市
场内扩张进程中所取得的又一里程
碑。

“此外，我们十分自豪能够与该
区域市场内的领军企业ACWA Power
进行合作。此次合作扩大了我们与全
球顶尖独立能源供应商及电力公司间
的合作。”

ACWA Power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Paddy Padmanathan表示：“与我们的
EPC合约商ET Solutions进行合作，在
约旦市场进行投资，以帮助其改善进
口燃油发电对外汇储备的消耗，并利
用当地自然能源，对此，我们ACWA 
Power感到十分自豪与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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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爆发期来临 
智能光伏助力业主赢未来

2017年，分布式光伏正迎来全新
的发展高潮。然而，相对于中国庞大
的光伏产业来说，目前分布式光伏所
占比例依然极小，其依然面临诸多掣
肘。笔者通过调研后发现，传统分布
式电站方案存在安装复杂、屋顶朝向
不一引起的发电量损失、功率因数不
达标、火灾及触电安全隐患、运维难
等众多问题。传统的解决方案已无法
跟上并满足分布式光伏大发展的现实
需求，阻碍着分布式光伏产业的健康
发展。

问题一：电站分散，运维难
分布式电站分散且数量多，日

常维护的工作量非常惊人。电站的
巡检只能半年一次或更长。同时，分
布式电站故障定位困难，一旦发现问
题，需要携带运维设备工作爬上屋顶
作业，非常不便，高空作业，危险性
高。

问题二：安全隐患，安全是1，其他是0
光伏系统如果不能做到绝对安

全，再高的发电量和补贴都只能算
是“0”。屋顶光伏的安全事故国内外
并不罕见。据统计，现在80%以上的
电站着火是因为直流侧的故障，特别

是组件热斑、直流短路、直流配电柜
的质量问题、熔丝问题等。

问题三：屋顶资源稀少，环境复杂，
影响发电量

如今屋顶已经成为稀缺资源，非
但理想的屋顶难找，而且屋顶的租金
逐年攀高。伴随租金上涨，如何充分
利用环境较为复杂的屋顶资源，保障
投资效益是投资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智能光伏助力分布式业主赢未来

2015年，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浙江海宁为中心向外辐射，在
整个嘉兴地区开始建设近300MW分
布式电站，其后两年内陆续实现并网
发电，项目全部采用华为智能光伏解
决方案。其中FusionSolar智能营维
系统，全方位管理京运通旗下湖北、
贵州、浙江、北京、上海、江西、安
徽、山东、吉林、宁夏等省的全部 电
站，堪称智能光伏在分布式项目应用
中的典范。

那么智能光伏解决方案在分布式
电站场景有哪些独特优势呢？为何受
到业主的如此青睐？

分散管理不再难——数字信息实现分
布式电站精细化、高效管理

分布式电站规模小、分散、距
离远，如果采用传统电站定点值守运
营，将需要庞大的运维队伍，而分布
式智能光伏解决方案基于FusionSolar
智能营维云中心管理系统，采用云、
管、端系统架构，实现分布式电站精
细化、高效管理，直接提高运维效率
50%-75%。

简言之，华为的智能化方案通过
云平台把分散的电站统一管理起来，
第一，可以集中监控、集中管理；第
二，通过智能化的手段，实现远程的
运维，把现场运维人员的技能要求大
幅降低。

很多传统的方案中，无法精确
定位组串故障，即使知道有问题，却
无法分析故障原因，需要至少两次上
站。结合智能光伏控制器的组串级高
精度的监测，可以及时发现故障；而
且采用领先的I-V智能诊断黑科技，通
过智能光伏管理系统和智能光伏控制
器(逆变器)，可以远程一键启动，实现
在线、快速全量检测每个组串，无需
专业人员和设备上站。并自动通过IV
曲线分析故障原因，自动生成诊断报
告，极大提升了运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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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运通海宁300MW分布式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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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浙江绍兴3MW水泥屋顶项目；    右上：浙江海宁会展中心1.2MW屋顶项目；
左中：巴彦卓尔五原县电站；     右中：江苏苏州万农9.8MW渔光分布式项目；
左下：浙江丽水市万地广场商场水泥屋顶1.45MW；  右下：浙江宁波杭州湾工厂彩钢瓦屋顶10MW

打造最安全的分布式方案
据记者了解，分布式智能光伏

解决方案在系统安全方面和电网友好
性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其采用无熔
丝设计，避免短路发热起火，保障安
全；同时，IP65防护，自然散热，无
需日常维护，实现了0-Touch维护；能
安全规避PID效应，并通过高精度残余
电流检测功能，防止触电事故，保障
电站运维人员安全。

“相比传统方案，智能光伏解
决方案不仅发电量提高1%-3%，并且
设备可用度高，故障率低，电站免维
护，保障了光伏电站25年生命周期的
稳定发电。”京运通的项目负责人告诉
记者。

持续高效发电，保障投资受益
据多个项目的实际验证，采用

智能光伏相比传统组串式发电量高
1%-3%。其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 设备可用度高：无熔断器，无外
置散热风机等易损件，设备故障
率低，可用度高达99.996%以上。

2. 转换效率高：中国效率高达
98.49%。

3. 4路MPPT/台：相比传统组串式
每台多1路以上，有效降低阴影遮
挡和组件朝向不一致发电量的影
响。

事实上，智能光伏已大规模应
用于大型地面电站，而在分布式光伏

领域，其价值更是获得了众多客户的
高度认同，广泛应用于大型厂房、仓
库、渔光/农光/滩涂、学校、医院、
商场、办公楼、小型厂房等各种场
景，而且优势更明显，不仅高效，而
且安全，更让运维简单省心。我们期
待更多的智能化创新技术让分布式光
伏蓬勃的发展，使业主收益得到坚定
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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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unhofer ISE采用TOPConN型技
术使多晶电池效率达21.9%

近期，德国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
统研究所(Fraunhofer ISE)通过TOPCon
这样的N型技术，成功将多晶电池的效
率提高到21.9%，再一次突破了业内认
定的多晶电池效率20%的极限值，也
比主流单晶的19.6-19.8%以及“单晶
+PERC”更高。

为了进一步降低背面复合速率、
实现背面整体钝化，并去除背面开膜
工艺，钝化接触技术近年来成为行
业研究热点。TopCon (Tunnel Oxide 
Passivated Contact)结构无须背面开孔
和对准，也无须额外增加局部掺杂工
艺，极大地简化了电池生产工艺，提
高能量产出，具有进一步提升转换效
率的空间，或可成为下一代产业化N型
高效电池的切入点。TopCon技术推动
多晶电池效率向22%迈进，也让此前 
“多晶电池效率极限是20%”的论断不
攻自破。

受益于诸多一线大厂的推动， 
PERC技术在多晶上的应用也趋于成
熟。有报道称PERC技术能将单晶电
池效率提升1%，而多晶电池只能提升
0.5%。但是，阿特斯和韩华等一线大
厂数据表明，单纯使用PERC技术就
能把多晶电池效率再提升1%，韩华甚
至能提升1.2%。目前高效多晶电池转
换效率可以达到18.6%，叠加0.4%黑
硅制绒增益，再叠加1%PERC技术增
益，18.6%+0.4%+1%=20%，“金刚线
切+黑硅+PERC”技术可以促使多晶电
池量产效率达到20%，完全可以封装
290W(60片)高效组件，多晶将迈进 
“超级领跑者”时代。

1366科技直接硅片采用韩华Q 
CELLS Q.ANTUM技术使电池转化
效率达到19.9%

3月9日，硅片制造商1366科技
宣布，其与韩华Q CELLS合作实现了
19.9%的电池转换效率。该结果得到了
德国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光

伏校准实验室(Fraunhofer ISE CalLab)
的独立确认。这表明1366科技的直接
法硅片与韩华Q CELLS的Q.ANTUM背
钝化技术取得了快速的效率提升。

据介绍，更高的效率来自于其特
有的制造工艺。其表现为：
 · 高纯的生长环境：直接硅片工艺
采用的热场材料洁净度远高于定向凝
固铸锭中使用的坩埚和涂层。硅锭在
其熔点附近超过1天的时间，会使得坩
埚和涂层中的杂质向硅锭扩散。1366
科技的工艺避免了扩散污染的产生。
 · 更好的微观结构：多晶生长过
程中产生的位错极大地影响了硅片品
质。而直接生长工艺在同等条件下每
次生长一片硅片，可避免位错的产
生，让硅片更加均匀和高效。
 · 掺杂浓度渐变：改变掺杂体在硅
片正反两面的浓度，在硅片内形成掺
杂浓度的渐变，可以使电子的收集更
加有效，促进效率提升。无需增加成
本而操控掺杂浓度是普通切片工艺(无
论多晶还是单晶)均无法实现的。

乐叶光伏60片P型PERC单晶组件功
率再创316.6W新高

年初，隆基股份成员企业乐叶
光伏收到“LR6-60PE-315M”型单
晶组件通过TÜV莱茵的测试报告，

报告显示：基于60片P型PERC单晶
156*156mm电池组件，在标准测试条
件(STC)下的组件功率达到316.6W，
功率刷新行业新高。据了解，测试数
据是TÜV系统目前所测得的该型号最
高功率。

乐叶光伏母公司隆基股份是一家
以技术为核心的光伏制造企业，每年
将营业收入的5%左右用于研发投入，
并建立了全球一流的单晶硅片研发中
心。乐叶光伏在母公司研发设施基
础上，在泰州市投资建设电池研究中
心、组件设计中心，配置了先进的研
发设备和检测设备，形成一流的单晶
电池、组件研发实力。此外，乐叶光
伏在开发高效单晶PERC电池时，还引
入了在线LID改善工艺，有效地控制了
电池的初始光衰，推出Hi-MO1产品，
赢得了客户的认可。

天合光能再创世界纪录，单晶
PERC电池效率达到22.61%

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光伏组件、
光伏发电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供应
商——天合光能有限公司于去年末宣
布其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所研发的高效P型单晶PERC太阳电池
光电转换效率高达22.61%，再创新的
世界纪录。这是天合光能今年以来第
三次打破电池和组件效率世界纪录，
截止目前，天合光能已经累计打破15
次世界纪录。

此次破纪录的太阳能电池采用了
大面积工业级硼掺杂的直拉法硅片，
集成正反面钝化及反光衰等先进的工
业钝化发射极触点电池技术。面积为
243.23平方厘米的全面板电池片效率
为22.61%。该结果已获德国弗劳恩霍
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下属的检测实验
室认证。

早在2014年，天合光能就凭借其
大面积P型单晶PERC太阳电池21.40%
的效率创造世界纪录，并在一年后以
22.13%的转换率刷新该记录。去年七
月，天合光能量产P型单晶PERC电池
的平均效率已达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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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ovan, Kopecek & Joris Libal, ISC Konstanz, Germany

摘要:
本文将对双面光伏在大规模生产、已安装光伏系统、与组件生产(总拥有成本，COO)以和发电(平准化能源成

本，LCOE)相关的成本等方面进行综合性概述。从2012年由研究机构INES、ECN、UKN和ISC组织的研讨会开始，该
行业已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如今，双面电池和组件成本已大幅度降低，累计安装系统规模超过了120MWp，并通过
了银行融资门槛，具备融资能力。大型电力供应商们也已经意识到双面光伏系统的美好前景，希望借此能实现最低的
每kWh成本。作者相信明年双面光伏系统安装规模将达到500MWp，而到2026年该类型系统将成为大型地面光伏系
统的主流技术。

双面光伏未来之路

前言

在2016年2月由Kopecek, Shoukry & Libal [1]发表的关
于双面光伏技术的文章里，主要关注点是对双面光伏系统
中双面化收益的模拟和实际运行数据的对比。根据观察，
每套双面光伏系统中的双面化收益都达到了10%以上，在
包括组件特性、安装系统地理位置以及地面和周围环境的
反射(反照率)等的运行条件达到完美的情况下，其收益甚
至能达到将近30%。双面光伏技术有着光明的应用前景，
无论如何双面技术都将成为光伏技术的主流：越来越多的
组件制造商开始转向玻璃—玻璃结构技术路线，而电池制

造商则转向钝化背电极(PERC, PERT, HJ)技术，另外越来
越多制造商开始在背部使用印刷技术以节省材料。2016
年上半年，将在智利完工的当时最大双面光伏安装项
目——2.5MWp“BiSoN 农场”，称为“La Hormiga”(引文
[1]中也有提及)，便使用了Mega Cell生产的双面电池。

从2016年的那篇文章开始，双面光伏系统的安装规模
就呈现爆发式增长，其增长速度之快使得智利BiSoN 农场如
今看来显得相当的小。图一展示了目前最大的四座双面光
伏电站(基于作者目前已知的最新信息)。

长久以来，来自PVGS的1.25MWp双面光伏系统占据
着最大规模系统的位置，并经常在各种场合被提及。如今
其安装规模已经被超越，但在双面化收益以及监控时间方
面依然是表现最好的项目之一。这些数据可以在Nishiyama 
Sakata电力公司的报告中查到[2]。此外，一座位于智利并
使用MegaCell双面光伏电池的2.5MWp光伏电站已投入运
营，电站投资人正着手进行与地面环境相关的实验，例如
在组件下面放置白色鹅卵石用于增强地面的阳光反射率。

目前规模最大的双面光伏电站是来自于中国英利的
50MWp光伏电站，紧接着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美国USA 
Sunpreme的13MWp光伏电站。所有这些大型光伏电站都
是基于n型技术——包括nPERT (PVGS, MegaCell, 英利)和
异质结(Sunpreme)技术。此外，PERC+(双面PERC)技术也
将成为双面系统的重要组成技术，本文的后面章节将会详
细提及。

图一中的下图描述了最近几年的双面光伏系统累计安
装容量；可以看到，目前总的双面光伏系统安装容量估计
不低于120MWp。目前有多家电力公司计划在2017年投资
建设大型双面光伏电站，例如位于墨西哥的90MWp EDF
项目。此外，8minuteenergy公司正计划在美国建设一座
50MWp双面光伏电站。据作者所知，这两座电站都将采
用n型太阳能技术以更大地发挥双面光伏组件优势。预计
2017年双面光伏安装数量将至少是2016年的三倍之多。

正如图二的卡通画中所描述的，关于双面光伏的讨论
首次在2000年兴起。但直至如今2017年，人们对双面光

光伏组件

图一：上图显示了在2016年年中当时最大双面光伏系统(上图)，
下图则给出了从2012年以来累计的双面光伏系统安装功率

56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技术



Decima™ Gemini
在线式非接触型双面晶片方阻测量

通过展现不同批次产品的背面及表面溅射构造工艺从而改善产能、提高产品质量。

www.aurorasolartech.com

Aurora助您实现
产品质量与产能的最大化

Aurora公司拥有专利的Decima在线测量技术能够准确地对整个晶片溅射的沉积层
进行检测和测绘。没有任何其他测试技术能够测量n型沉积结构上的n++，
而这是控制双面电池背表面场形成的关键。

隐藏的工艺变量、趋势和缺陷会减低太阳能电池成品的效率，并降低系统产能；而工艺可视化系统能
够对这些问题进行捕捉并予以显示，使得操作人员和工艺工程师能够迅速地采取应对措施。

Aurora公司的Veritas工艺可视化软件系统可
将隐藏在扩散与煅烧炉管中影响产品效率
的各钟可变因素展示在您面前。



伏的看法仍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双面光伏技术没有意
义，另一种观点则表示该技术将代表未来。后者大多数来
自电力销售商以及致力于降低度电成本的人士，相反，前
者则主要是那些销售组件以及致力于降低每Wp组件成本的
人士。作者相信，不管最终系统发电成本多高，双面技术
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技术。到了2026年，该技术将被大多
数新安装地面光伏系统所使用，并最终将发电成本降低至1
美分/kWh。

www. bifiPV-workshop.com

从2005年成立伊始，ISC Konstanz便致力于双面光伏
技术的研究。由于推动这一项前景广阔技术发展的时间变
得日益紧迫，促使了双面光伏技术工作室的创立(图三)。该
工作室的目标是将双面光伏团体聚集在一起，共同研究相
关最重要的课题，包括标准化、质量化、模拟以及可融资
性等，并最终提升双面光伏在市场中的地位。从2012年在
Konstanz创办的第一家工作室开始，如今已创办了三家双
面光伏工作室[4]。承蒙SANDIA的允许，双面光伏工作室的
所有文章都可以在PVPerformance Modeling Collaborative 
(PVPMC)网站上下载[5]。

在太阳辐射资源丰富的智利，为推动本国在双面光伏
技术领域的发展，也在2015年成立了一家中等规模双面光
伏工作室。如今，双面化率已经成为了智利高效低成本太
阳能技术路线图的关键因素。政府正计划建造一座大型技
术创新区，其中双面光伏系统将在能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随着许多公司已经将它们的双
面光伏产品投入市场，双面光伏系统的安装规模正快速增
加，2016年Miyazaki的最新双面光伏发展态势相当乐观。
图四罗列了目前正在生产双面太阳能电池的公司。

现有三种不同的双面太阳能电池技术，它们分别为
p-PERC、n-PERT和n-HJ。除此之外，Luan也在致力于生
产多晶硅pPERCT电池。如今，大多数双面电池都是基于
n型Cz-Si技术的，然而，得益于PERC技术在亚洲有着将近
15GWp的庞大系统安装容量[6]，‘PERC+’(双面PERC)技术
目前也已强势进入光伏市场。目前最有影响力的PERC+制造
商是SolarWorld、新日光和Sunrise。不过，虽然背面Al浆
的发展以及Al网栅的对准技术正逐步提升着PERC+的双面化
率(60-75%)，但依然比PERT (85-95%)的低很多。PERT技
术保留了完整背面扩散的巨大优势，这意味着可以使用高
电导率和高载流子寿命硅片。此外，PERT电池的扩散背面
的表面钝化更加稳定。

MegaCell, Mission Solar 和First Solar目前已终止双
面光伏器件的生产。但与此同时却有更多新的公司(例如
Adani)进入该市场，有些公司(例如LG电力)扩大了它们的双
面光伏电站安装规模，有些公司(例如新日光)则向市场推出
了新的产品，例如PERC+。目前双面太阳能电池产能估计达
到2GWp左右。

COO和LCOE

当投资者在为光伏电站挑选电池和组件技术类型的时

光伏组件

图二：双面光伏技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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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通常有两条主要的指导原则：

1. 银行融资能力：该电池技术的行业记录以及生产
基于该技术的组件生产商的生产记录。

2. LCOE：平准化能源成本(US$/kWh)

第一条原则对于目前正在进入市场的所有技术来说都
是项挑战。对于双面光伏技术—除了来自现有双面电池和
组件制造商的行业记录，以及来自即将被评估的技术—最
令人关切的是对于特定的电站，可以寄希望于双面电池
能带来多少的收益。正如上面所提及的，以及Kopecek, 
Shoukry & Libal [1]所指出的，对于地面安装和平坦屋顶光
伏系统，nPERT和HJ技术预计可以取得10%到30%的双面化
收益，双面化率则超过90%。在地面反射率非常高(通过是
人为提高)的情况下，是有可能获得超过30%的双面化收益
的，而在不适合使用双面化光伏组件的环境下(例如反射率

非常低的黑色地表面，或者将组件安装在与地面和组件非
常近的位置)，双面化收益将可能低于10%。

第二条原则——LCOE的量化分析首先需要对光伏系统
在运行寿命期间所产生的总电力进行可靠的预测。其次，
需要完整的组件和系统平衡成本(BOS)信息，包括融资成
本、运营和维护成本。与此同时，具体到每项投资，税收
和潜在的上网电价也要考虑清楚，不过本文的分析将此省
略，因为这一条件在国与国之间变动很大，并且随着时间
持续变化。

图五总结了各种现有已大规模生产的组件技术的总拥
有成本计算结果，以及它们各自的组件效率(以60片电池组
件的Pmpp规格展示)，并将这些数据用于计算LCOE结果。
这些COO是基于每年500MWp电池产能，并假设组件工厂
坐落于亚洲的低成本国家来进行计算的。

 关于发电方面，我们以一座坐落在年度总水平辐射
(GHI)达到1,800kWh/m2的公用事业规模级地面太阳能电站

光伏组件

图三：图片为在双面光伏工作室所拍摄：其中上图为2014年在Chambery拍摄的双面光伏团体成员；下图为2016年在Miyazaki拍摄的
双面光伏峰会和相关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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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该太阳辐射水平代表着例如西班牙南部、美国以及
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条件。

组件寿命的长短主要取决于组件技术，而由于玻璃-背
板结构可用于所有组件技术，因此所有组件的使用寿命都
能达到25年之久。而双面技术由于使用了玻璃-玻璃结构组
件，使用寿命则能达到35年之久[7]，年化衰退率也更低(从
0.4%降到0.2%)，本文也将其纳入到对比行列中。

为了评估各种双面光伏技术在不同条件下的LCOE，在
计算LCOE时假设PERT和HJ的双面化收益都为20%(双面化
率为90%)，而假设PERC的双面化收益为15%，考虑到其双
面化率只有70%。

图六总结了基于上述假设得到的LCOE计算结果。分析
结果表明效率高但成本也更高的单面电池技术，例如HIT
和叉指背接触(IBC)技术——这两种在大型工厂中已大规模
生产的技术，在公用事业级别电站应用中的LCOE结果不
具备竞争力。该结果还明确显示主流单面技术(mc-Si 、Cz-
Si Al-BSF和Cz-Si PERC)的LCOE水平相当。由于PERC+和
nPERT能通过双面化取得合理的组件和系统成本，成为了
取得比标准单面技术更低LCOE的技术因素。未来通过使用
玻璃-玻璃结构组件可以使LCOE进一步降低25%之多。这是
由于额外多出的10年运行寿命导致累计发电量的大幅度增
加。

关于异质结(HJ)和IBC 太阳能电池，制造工艺成本更低
的新型电池概念目前已进入市场。因其电池效率为22.5%
到23%，组件功率可以达到320W至330W之间，而其组件

COO将可能大幅度低于如今的HIT和IBC技术。HJ和IBC技术
都适合于制造双面组件。因此，他们各自优化版本的LCOE
将有可能大幅度低于如今的HIT和IBC，并略微高于PERC+
和BiSoN (nPERT)。除了上面讲的技术之外，还有其他几种
技术可选择：例如，Solaround公司目前正在开发基于Cz-Si
的双面PERT太阳能电池技术[8]，预计它的制造成本将比
PERC+更低，而双面化率却可以达到95%甚至更高。

其中一个大型双面光伏系统是前面提到的位于智利的
2.5MWp BiSoN农场“La Hormiga”，该电站采用双面玻璃-
玻璃结构BiSoN组件，以期能在荒漠气候下运行35年之久。
通过使用这些组件，加上每年2,500kWh/m2的GHI，可以

光伏组件

图五：总结了如今已大规模生产的单面和双面技术的COO计算
结果

图四：开始生产或已量产双面太阳能电池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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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顶尖光伏技术会议
2017年6月25-30日，美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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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LCOE达到23美元每MWh。

总结和展望

如今，将新技术引入传统光伏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
其中，PERC技术已经强势染指该市场，该技术组件在
2016年的产能已经达到15GWp，并预计在2017年将突破
25GWp[6]。图八显示预计未来几年各种电池技术在光伏市
场的份额(参考自技术路线图[9])。

标准Al-BSF太阳能电池，这种已经占据市场主流数十年
之久的技术，将会由一种以背面钝化为基础并能制成双面
发电且正不断扩张的技术所代替。PERC+是目前PERC厂商
的最新主流技术，其目的是节省制造材料并通过背面照射
来提高发电功率。得益于具备制造双面组件和降低LCOEs的

能力，到2026年，PERC、PERT、HJ和IBC电池技术将成为
市场主流技术。此外，预计叠层太阳能电池因其能将前表
面转化效率提升至30%以上(例如通过在IBC电池上使用钙钛
矿材料)，也将取得小部分市场份额。

目前，一本以双面化为主题的书籍正在筹备中(预计
在2017年底出版)。这本书主要包括双面太阳能电池技术
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目前已上市和处在研发之中的双面
技术都将拿来进行讨论。此外，本书还将报告双面技术的
仿真结果，以及双面电池和组件测试的标准化。最后讨论
双面光伏系统、银行可融资性以及成本等课题。由正在运
行中的双面系统所收集的数据将可以通过双面技术网站 
www.bifiPV-workshop.com查询得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通常是经由基于最低LCOE
的标准来招标的方式建设大型光伏电站的，作者相信在未

光伏组件

图六：总结了基于图五中的组件COO结果计算得到各种技术的LCOE和系统成本

图七：位于智利的BiSoN农场“La Horm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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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几年双面光伏技术将迅速提升在公共事业级光伏电站领
域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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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不同太阳能电池技术在光伏市场上的份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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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硬脆材料晶片的生产对于多类工业领域至关重要，其中包括钟表业、光学产业，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特别对于光

伏产业来说，晶片已发展成为一种高要求、高品质的量产产品。这一切正是采用多线线锯的功劳，这也是硅片制造的
主要方法。

从硅锭到硅片

在多线线锯上，一根金属线通常围绕着两个导线辊缠
绕并拉紧几千次。导线辊上的细槽将金属线固定在特定位
置上。通过这种方式敷设的线圈组成了线网。硅棒固定在
线网上方，并压向线网。当移动锯线时，硅棒即被切割。
硅片厚度主要由上述细槽的间距和金属线的直径确定。其
原理请参见图一。 

 历史上最早使用的是游离磨料悬浮液，大部分为碳化
硅(SiC)和某种载液，一般选择聚乙二醇(PEG)。这种悬浮液
被称为研磨液，这种锯切工艺也被称为研磨液锯切技术。
在国际上日益增长的价格压力下，对更优质、更廉价并且
更快速的锯切工艺的需求同样不断增加。金刚石线锯切技
术满足了这些高要求。通常，金刚石线锯切技术与研磨液
锯切技术的区别在于锯线上的研磨颗粒已被固定，同时不
再需要使用昂贵的载液。载液由价格低廉的冷却液添加剂
所取代，该添加剂可通过98%至99.5%的去离子水稀释。

由于涉及除杂工艺中从研磨工艺到研磨切削工艺的
转换，金刚石线锯切技术的转变显得尤为困难。现有的
线锯仅可通过一种不具备竞争力的锯切工艺获得高晶片质
量，因此多线线锯的快速发展尤为关键。例如，从Meyer 

Burger DS 271(研磨液)到最先进的金刚石线锯DW 288 
Series 3(图二)的转变过程中就可以看出这一发展变化。

硅片制造成本主要通过使用更细的锯线、由此带来
的更低的切割损耗与硅片数目比、使用廉价而有效的冷
却剂以及大幅度缩短切割时间来得以降低。锯线芯径可从
140μm缩减至70μm甚至60μm。这意味着，锯切损耗可
降低一倍以上。因此，每次切割都能够节约宝贵的资源。
金刚石颗粒大小通常在5μm到20μm之间，通过金属树脂
离析或人造树脂离析附着在芯线上。

另一个极大节约成本的潜力在于金属线的耗量的降
低，该数值以每片硅片耗费的金属线米数(m/Wf)或(m/pcs) 
表示。以工业标准衡量，在Cz-Si上已证实可达1m/pcs。这
一结果也是目前的最佳作业效果。

使用金刚石线的多晶硅硅片切割

对于多晶硅(mc-Si)同样能够大幅度降低切割时间，
但相对于Cz-Si来说仍略高。目前其切割时间在2.5小时以
内。同时，其金属线耗费也较高，从1.8m/pcs至1.25m/
pcs不等。尽管如此，在多晶硅的硅片切割上所达到的金属
线耗费1.25m/pcs也已刷新了全球技术水平。数据显示，

光伏组件

Rajko Buchwald，Meyer Burger

多晶硅金刚石线锯的最新改良

图一 多线线锯制作晶片的原理示意图

图二 从研磨液工艺到专用金刚石线锯的转换中，锯口宽度、
切割时间以及金属线消耗量的变化，示例为DS 271和DW 288 
Seri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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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硅和多晶硅的切割工艺存在差别。此外，市场上现有
的多晶硅间也存在着极大差异，而这些正是金属线耗费上
有所浮动的原因所在。由于除了销售技术领先的工业机器
外，Meyer Burger的理念还包括提供一种适合的、高性价
比的工艺技术，因此，这些现象已在Meyer Burger的研发
团队中得到了深入研究。其目标是，将单晶硅制造中的金
刚石线工艺知识和经验运用到多晶硅材料中去。为了保证
这一目标的实现，公司内部开发出一套多晶硅材料质量的
分级方案。为此，多种不同的材料特性被收集、分析和比
较。在该材料分级的基础之上，我们与客户一起专门开发
出一套适合客户的锯切工艺。这些Meyer Burger的专有知
识将用于降低金刚石线锯切工艺的成本。

不过，这些还只是优势的其中一面。除了成本效率
提高外，硅片质量的提升也同样重要。硅片的品质由多种
因素界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硅片厚度(总厚度变化Total 
Thickness Variation，TTV)和锯痕(Saw Mark，SM)。当前
多晶硅硅片制造的最大挑战在于保持客户特定的锯痕参数
界限。通过内部多晶硅材料质量分级可以确定，其难度首
先在于目前市场上硅材料质量的差异。各个多晶硅制造商
均使用自有结晶工艺，拥有各自的添加剂和物料供应商，

光伏组件

图三 有电镀涂层和镶嵌金刚石的锯线SEM图像(EPW=电镀线)

图四 可减少金属线磨损的专利型金刚石线管理系统(DWMS)。

 
 
 

meyerbur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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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还使用改造的或自行研发的结晶炉。因此，多晶硅块
(或多晶硅锭)中溶解的杂质和固体杂质均不相同。除多结
晶性外，恰恰是这些杂质的浓度和分布决定着每个多晶硅
的特性及其与单晶硅的不同，并造成了各个制造商间的差
异。同样也可确定，相较于以质量为导向的结晶工艺来
说，过度优化成本的结晶工艺会为后续锯切工艺带来更大
困难。因此，多晶硅制造商之间的金属线耗费在1.8m/pcs
到目前世界上最优的金属线耗费纪录1.25m/pcs间波动(所
有结果均以大约135至150分钟的切割时间计算)。

整体系统优化

正如上述所言，通过减少金属线耗费可以有效减少
硅片制造成本。此外，查明金属线磨损的原因也是目标之
一。下一个阶段我们将利用工艺知识进一步开发金属线制
造技术。锯切工艺过程中的金属线磨损可通过例如电镀涂
层工艺的配合加以改进。一个重要且必要的开发步骤也包
括金刚石线管理系统(DWMS)的开发。这个由Meyer Burger
开发而成的专利系统降低了金属线在存储线轴上卷绕和退
绕时产生的磨损。这可以通过在切割前精确计算金属线必
需量，并将其缠绕到存储线轴上而实现。通过这种方式避
免了金属线的轴向相互磨损，因此不会产生金属线在锯切
硅之前受到的损坏。这一专为金刚石线使用而深入研发的
创新技术能够实现金属线的切割性能最大化，从而降低金
属线损耗、切割时间以及硅片制造成本(参见图四)。

电池制造工艺中的金刚石线锯切多晶硅硅片

Meyer Burger 的主营领域还包括为标准及 PERC 太阳

能电池制造提供生产设备并进行技术研发。使用金刚石线
锯切单晶硅时，硅片表面会产生一层极薄的无定形硅层，
这可在碱性制绒工艺中轻易刻蚀去除。

而多晶硅硅片需要进行酸制绒，由于不同的制绒反
应机理，在金刚石线锯切的硅表面上几乎找不到制绒作用
点。因此，当前的标准电池生产线无法直接对金刚石线锯
切的多晶硅硅片进行加工。

许多湿化学设备制造商正在研究解决方案。Meyer 
Burger 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该方法还能够提高太阳能电
池以及太阳能组件的效率，这就是利用等离子体刻蚀进行
的干法制绒工艺。

作为高产量的工业真空设备专家以及AlOx涂层(MAiA设
备)的全球市场领跑者，我们现在已可使用MAiATex极为高效
地生成所有硅片——尤其是金刚石线锯切割的多晶硅片上
的绒面。该工艺过程具备许多优点，例如极低的用水量。
其最大优点是能够简便集成到现有生产过程中，并且通过
大幅度降低太阳能组件上的反射而显著提高效率，同时赋
予组件表面均匀的黑色外观，从而与单晶硅片材料制成的
组件具有可比性。

干法制绒的硅片(参见图五黑色部分)表现出最低的反射
总量。也就是说，它可以将更多阳光耦合到硅片中，进而
让太阳能电池也能够产生更多电能。这使得太阳能组件功
率的提升极为明显。

为达到多晶硅硅片的成本效益、竞争实力和高质量的
制造工艺，多种环节和技能不可或缺，例如能够保护金属
线的高科技金刚石线专用锯、适宜的优化切割工具、合适
的冷却剂、大量工艺专有知识以及电池和组件工艺知识。
一手提供这些环节的支持， 坚持以客户为导向，才能成功
满足今天以及未来光伏市场上的需求挑战。

光伏组件

图五 各类绒面的多晶硅硅片上300nm至1200nm的关键光谱范围内的反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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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如龙、席曦、周杰、严婷婷、乔琦、陈丽萍、陆红艳，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摘要:
本文主要聚焦于高效晶体硅太阳电池与组件的生产技术，具体内容包括“发射极钝化与背接触”(PERC)太阳电

池的制备技术、高效太阳电池组件的匹配技术、降低光致衰减(LID)技术等方面。通过对电池与组件技术的不断优
化，经过第三方认证测试，大规模量产过程中，电池的转换效率可以达到21.3%，60片电池构成的组件功率输出超过
300W。为解决光衰困扰，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开发的氢钝化技术得到应用，使得本司制备的太阳电池相对光
衰率控制在1%以下。

电池工艺

高效太阳电池与组件技术

引言

“发射极钝化与背接触”(PERC)太阳电池的概念是由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在25年前开发的[1]，并且该
项技术已经完成了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量产的准备。现在
产业化工作的任务主要是在得到与实验室相同电池转换效
率的前提下，简化制造流程。在PERC电池生产过程中，目
前常见的是用等离子增强型化学气相沉积(PECVD)的方法形
成钝化层，之后是用激光在背面光蚀开窗；同时，为了匹
配高转换效率电池，达到高组件输出功率，优化组件工艺
也必须得到集成。

硼氧复合体导致的光致衰减是现在困扰光伏产业的重要
问题之一。对基于P型直拉单晶硅(Cz)的PERC电池，经过光
衰后，绝对效率可以下降近2%，相对光衰率可以超过5%。
为了解决PERC电池的高光衰率，在本司的制造流程中引入

了UNSW开发的氢钝化技术。

太阳电池

本司制造的高效PERC太阳电池完全基于常规级别的
掺硼Cz单晶硅片。硅片规格为：电阻率1-3Ω·cm，厚度
200μm，尺寸156.75mm×156.75mm，210mm倒角。
整个PERC电池的生产流程如图一所示。

使用KOH溶液进行去损伤层和制绒；使用HCl/HF
进行硅片清洗；磷扩散形成PN结，表面方块电阻控制在
90Ω/□左右；使用Roth & Rau的间接PECVD系统沉积AlOx
钝化膜；利用Centrotherm直接式PECVD沉积SiNx膜。在成
品电池制备完成后引入氢钝化工艺。

为进一步提升PERC电池转换效率，扩散与丝网印刷工
艺首先被提上优化流程。

扩散工艺优化的基本方向是低表面浓度和深结。
最佳的结果出现在表面浓度2×1020/cm3，同时结深在
0.4μm。此优化结果致使整体转换效率提升0.15个百分点
(0.15%abs)。该效率提升可以从量子效率的改善中充分体现
出来。量子效率的提升如图二所示。

图一：PERC电池的生产流程 图二：扩散优化前后量子效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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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工艺、背铝浆料的选择、烧结工艺这三方面是影
响PERC电池制造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一。激光开窗的线宽、
线间距、局部背场(LBSF)的深度都将影响电池的开路电压、
串联电阻、填充因子。激光开窗的线宽和线间距综合起来
可以总结为激光开窗的面积比。基于大量的实验，较优的
激光开窗面积比例大约在5.5%左右。同时，为了保证后期
铝浆的填充、烧结过程中的铝硅反应过程，激光线宽大约

控制在50μm左右。LBSF的厚度越厚，PERC电池的开路电
压与填充因子将得到一定幅度的提升。经过背铝浆料的优
化、烧结工艺的优化，我司PERC电池的LBSF层厚度可以超
过5μm。图三和图四分别给出了激光开槽后的线型和LBSF
的SEM扫描图。

 将所有上述优化工序整合、匹配，我司大规模量产的
PERC太阳电池每日平均转换效率超过21%。从量产线正常
生产的电池片中选取一片，经过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CPVC)测试认证，转换效率达到21.31%，如
图五所示。

太阳电池光致衰减

硅中的氢的性质与反应过程已经细致研究了几十年，
其最早的优越效果报道于1976年[2]。通过利用PECVD沉积
的SiNx中的氢，无论是对于单晶还是多晶硅太阳电池，等可
以看到明显的表面与体钝化效果[3]。特别是对于单晶硅太
阳电池，目前的研究发现氢对于消除BO复合体的活性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4, 5]。

硅太阳电池中的氢具有非常高的反应活性，可以与硅
中的晶格、各种杂质、各种缺陷发生反应[6]。通过氢钝化
硅基体中的各种结构性的，或者杂质性的缺陷，可以有效
提高太阳电池的转换效率[3, 4, 7, 8]。氢在硅中的电荷状态
基本有三种：H+, H0和H-[9]。不同的电荷状态对应于不同

电池工艺

图三：激光开槽线型

图四：LBSF层的SEM扫描图

图五：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CPVC)测试认证
报告

图六：氢钝化效果对比图 
(光衰条件：氙灯光源、1kW、5H、@45℃)

图七：氢钝化前后电池体少子寿命扫描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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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和杂质的钝化，比如：H-对硅中的Fe+、Cr+等金属离
子，以及BO复合体有明显的钝化作用。

我司氢钝化的效果如图六所示。氢钝化后整体效率约
有0.1%(abs.)的提升，同时经过光衰后仅0.55%(rel.)的衰
减；相对于未氢钝化的电池3.41%(rel.)的光衰率，改善效果
非常明显。

 毫无疑问，在电池制备过程中，数次高温过程使得硅
片体内的热载流子将激发部分BO复合体的产生。这些初
始的硼氧复合体将限制产出的电池的转换效率。经过氢钝
化后，这些初始的硼氧复合体被钝化，故转换效率将有提
升。通过扫描氢钝化前后电池的体少子寿命就可以看到氢
钝化的钝化效果。

经过一周时间的量产使用，氢钝化效果稳定，如图八
所示；另外，经过60小时长时间光照，也可以体现氢钝化
的稳定效果，如图九所示。

太阳电池组件

太阳电池组件技术的改进也同时开展，以匹配我司高
效PERC太阳电池，保证更高输出功率组件的生产。

如前文所述，在太阳电池的优化过程中，扩散优化大
幅度提升了短波段的量子效率，故短波段高透射率的EVA
与玻璃是需要的；同时PERC电池相对于常规电池，在长

波段的相应也增强，故长波段的高透射率也是高功率组件
的需求。于是新型高透EVA和玻璃使用到高功率PERC组件
中，EVA和玻璃的透射率如图十和图十一所示。

经过电池与组件的匹配工艺优化，PERC组件相对于常
规电池，输出功率普遍提升了5W以上。量产PERC组件的日
平均功率在295W以上。经过优化前后PERC组件的输出功
率分布如图十二所示。量产PERC组件功率经过国家太阳能
光伏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CPVC)测试认证达到303.4W。

我司的PERC电池经过氢钝化处理，而PERC组件经过
2016年7、8月中国无锡地区的户外暴晒后，组件功率衰减
率约2%(rel.)，如表一所示。组件户外光衰后，组件EL图像
基本没有变化。

总结

本文主要聚焦于高效晶体硅太阳电池与组件的生产技
术，具体内容包括“发射极钝化与背接触”(PERC)太阳电
池的制备技术、高效太阳电池组件的匹配技术、降低光致
衰减(LID)技术等方面。通过对扩散、钝化膜沉积、印刷、
激光开窗、LBSF生成过程等各方面的整合优化，量产PERC

图八：采用氢钝化工艺前后一周，PERC量产平均效率对比

图九：经过氢钝化后电池60小时光衰结果

图十一：应用于量产PERC组件的新型玻璃透射率

图十：应用于量产PERC组件的新型EVA透射率

电池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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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的日平均转换效率都在21%以上。同时利用氢钝化技
术，完美克服PERC电池光衰。经过氢钝化后，整体转换效
率有0.1%(abs.)的提升，而相对光衰率在1%(rel.)以下(氙灯
光源、1kW、5H、@45℃)。使用高透射率的EVA和玻璃，
改善组件的光谱响应，60片电池构成的组件功率输出超过
300W，量产组件日平均功率295.8W。

致谢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与技术部863项目对本工作的
支持(2012AA050302)。

图十二：PERC组件优化前后的输出功率对比

图十三：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CPVC)PERC组
件测试认证报告 图十四：经2月户外暴晒后PERC组件EL图像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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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c/V Isc/A Pmpp/W Umpp/V Impp/A FF/% POW deg

1
initial 39.17 9.38 287.48 32.42 8.87 78.2

-2.09%
after 39.07 9.24 281.48 31.99 8.8 77.99

2
initial 39.17 9.4 288.08 32.41 8.89 78.22

-1.81%
after 39.09 9.33 282.88 32.06 8.82 77.58

3
initial 39.18 9.4 287.29 32.42 8.86 78.03

-1.76%
after 39.13 9.28 282.22 32.03 8.81 77.77

表一： 2个月户外暴晒后PERC组件电性能对比(暴晒时间2016年7、8月，中国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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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Russell1, Loic Tous1, Emanuele Cornagliotti1, Angel Uruena de Castro2, Filip Duerinckx1 & Jozef Szlufcik1 
1imec, Leuven , Belgium; 2Kaneka Belgium N.V., Westerlo-Oevel, Belgium

摘要:
在许多应用场合，双面组件都能在有效提升能源产量的同时降低发电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光伏行业对双面电池的

兴趣日益浓厚的原因。然而，双面电池的金属化带来了新的技术挑战，因为同样用于n型表面的材料和技术通常无法直
接或同时用于p型表面；而由于每边都需要进行连续的金属化，这就增加了制造工艺的成本或复杂度。本文介绍了一种
简单的专为多焊线互连而设计的共电镀方法，能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双面电池金属化。本文还介绍了金属化制程，并
证明了采用该共电镀方法制造的双面nPERT+(其中“+”代表这类电池的双面特性)电池效率能达到22.4%。此外，本文
展示了测试电池结构和单电池层压组件的初始热循环可靠性数据。最后给出了购置成本(CoO: cost-of-ownership)的评
估数据，预计共电镀方法将比双面丝网印刷电极的成本低~40%。数据显示，将nPERT+电池的高效潜力和共电镀工艺
的低成本结合起来，预计能将组件(玻璃-玻璃结构)成本降低~$0.25/Wpe。

用于多焊线互连双面电池的共电镀电极技术

前言

光伏行业对双面太阳能电池的关注日益密切，2016年
ITRPV蓝图[1]显示，该技术在2026年的市场份额将达到
20%。理由是双面电池能在不显著提高工艺成本的前提下有
效提高组件功率。当双面电池被封装到玻璃-玻璃结构组件
并放置在反照率只有20%的环境下，发电功率比单面电池高
10%以上(kWh/kWp)[2]；另外，双面系统在多种应用环境
条件下也观察到了明显的能量收益[3-7]。不仅如此，双面
电池在封装到传统玻璃—背板结构组件后也同样可以收集
更多光线，因为它能降低入射到电池之间的或者在单面电
池背面被吸收(相比于玻璃-玻璃结构)的入射光损失量[8]。
许多公司目前已向市场提供玻璃-玻璃结构(英利、PVGS、 
Panasonic、megacell、solarworld、motech、sunpreme等
等)或者玻璃-背板结构(LG、solarcity、mission solar等等)
双面组件。虽然光伏行业对双面电池的兴趣正日益提升，
但双面系统的测试标准和预测年度发电量的复杂度带来了
不小的挑战，从而增加了银行融资的不确定性。

目前，商用双面电池通常使用基于钝化发射极和背电
极结构(PERC)的p型硅片，或者使用基于钝化发射极和背电
极扩散(PERT)结构或硅异质结(SHJ)结构的n型硅片[9]。相
比于PERC电池，PERT电池更适合用于厚度更小(因此也更
便宜)的硅片，但工艺步骤也更繁杂[11]。

双面电池的金属化比单面电池面临着更多的技术挑
战，比如n和p面都需要降低遮阴损失，这增加了潜在的串
联电阻损失，与此同时，大多数适用于电池其中一面的工
艺技术都无法直接用于另一面。

丝网印刷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技术，但有着特定的缺
点。在电池n型面，较低的掺杂水平(<5.1019cm-3)增加了接
触电阻Rc。在p型面，因为使用了AgAl浆料，难以避免形成
Al尖峰，导致Voc/FF下降；此外，AgAl浆料的导电率也比
Ag浆料更低。使用非烧结Al形成p型电极是一种替代方法，
但同样这种方法也会降低导电率，并需要对准激光开口，

因此增加了子栅宽度和遮阴损失。而金属化硅异质结双面
电池也有特定的限制，因为它们不能承受烧结标准浆料的
温度；不仅如此，它们需要使用昂贵的低温银浆料。除了
这些事项，更需要关注的事实是，银作为贵金属会受到价
格波动影响，这也是为什么需要花很多精力降低太阳能电
池银消耗上的原因。

电镀金属化也是双面电池的挑战之一，因为光致电镀
(LIP)——与电镀单面电池相同的技术——只能用于电镀在n
型电极表面。其中一种解决办法是n型表面和p型表面使用
两种不同的技术分开电镀，镀完其中一面再镀另一面；其中
在n型面是用LIP，p型面则使用场致电镀(FIP)[12]。在进行
FIP时，n型面采用电接触而不与电解液接触，电池则加入
正向偏置电压，在p型电极区域提供电子以降低电解液的金
属离子浓度和金属沉积[13]。该方法是依次进行的，因此速
度较慢且投资较大，另外对电池接触和操作技术要求较高。
另一种解决办法主要用在高效SHJ电池上，其工艺步骤包括
整体溅射种子层、掩膜和电镀，如Geissbuhler所述[14]。

通过掩膜技术可以得到非常细以及大高宽比的细栅，但
该工艺会引入许多额外的材料(物理气相沉积(PVD)种子层，
和掩膜沉积/移除)以及更高固定资产成本(需要三种设备)。

Imec的双面电池金属化方法

Imec正尝试克服现有双面电池的丝网印刷或电镀金属
化技术的缺陷。Imec的金属化方法是以实现以下三种目标
为基础的：1)低(零)银使用量以降低材料成本；2)简单且高
产能的成套设备以降低固定投资成本；3)可以获得稳定的高
效率电池/组件。

下面将介绍一种能同时实现上述三种目标的方法，该
方法通过无电镀和浸镀工艺达到同时无接触共电镀n和p型
电极的目的。多线互连方法降低了对子栅线高电导率的要
求，所以只需要通过电镀镍层并在表面浸镀一层Ag层的方
式就可以获得高填充因子。Imec研发的金属化程序显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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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里。因为只需要两层薄金属层，所以处理时间也相对
较短；不仅如此，由于是批量电镀工艺，产能也可以轻易
扩大。

该金属化路线的关键优势在于：
 · 自对准电镀(无需掩膜沉积/移除)
 · 批量工艺，无需与电池接触
 · n型和p型表面同时共电镀
 · 低固定设备投资，因为反应槽的尺寸决定着产能
在该电镀流程里，主要的技术挑战是需要有效地激活

n型和p型表面以得到可靠的无电解镀镍并不能带来负面影
响。虽然可以在没有激活步骤的前提下同时在n和p硅表面
镀镍电极，但无电镀镍镀液是无法长时间稳定使用的，最
后还要求两个表面电镀速率相同[15]。该问题可以通过一种
靶激活步骤解决，但该方法的成本相对昂贵，并且可能激
活电镀工艺不需要的区域，例如氮化硅，从而产生不需要
的鬼镀[16]。Imec研发的表面激活步骤是有硅选择性的，所
以只有暴露的硅区域才能被激活。这种方法不需要后烧结
步骤且相对较便宜(请参阅后面的成本预估)。该技术也是有
效的，因为能在n和p硅表面的沉积一层薄导电层，因此随
后无电镀镍能有效地在不同面实行导电层沉积，而不是直
接镀在n和p型硅上(图一)。

该实验使用的无电镀Ni溶液是MacDermid提供的标准

商用溶液，针对高稳定性和长时间溶液寿命设计，但还有
许多合适的替代品。从无电镀Ni镀和Ag沉浸后的电镀子栅
光学显微镜图中可以看出激活和电镀工艺的高选择性，并
且无鬼镀现象出现(图二)。

电池结果

前面描述的共电镀工艺被用在采用n型硅片的金属化双
面钝化发射极与背面扩散(nPERT+)电池上。图三图示了电
池结构，图四则罗列了工艺步骤。

首先，使用KOH溶液将切割损伤移除并进行金字塔制
绒，然后在硅片上扩散BBr3形成发射极。随后通过单面湿
刻的方法将扩散层从背面移除出去。接着在前表面添加掩
膜并对背面扩散POCl3形成背表面场(BSF)，此时便完成了
前表面和背面钝化操作。之后，通过高温工艺在背部n+表
面形成SiO2和SiNx叠层，然后通过原子层沉积(ALD)Al2O3层
和等离子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SiNx 形成前表面P+钝
化层。接着在不使用掩膜的情况下用激光刻图技术划开子
栅电极区域(无需划开主栅开口)。其中，电池背面使用含磷
旋转施主的激光掺杂工艺[17]。而电池前表面则是使用皮秒
级UV激光熔融工艺制备电极。接下来，在进行如表一所示
的金属化工艺之前，将电池放在熔炉进行缺陷烧结操作将
激光损伤移除走。

此时，使用高温SiO2和PECVD SiNx进行n+和p+面钝化
的电池便制造出来了；表二对电池的结果进行了对比。表
中的电池I-V数据是使用Pasan GridTOUCH测试系统(电池背面
的托板为低反射率背板)测试得到的[18](使用30根线在前面
和30根线在背面以收集电流)；Jsc是移除线栅遮阴影响后的

电池技术

Process step (n and p surfaces) Chemistry Time Function

Surface activation Imec < 2 min Silicon selective surface activation

Electroless Ni MacDermid  < 15 min Ni plating on n and p surfaces

Immersion Ag MacDermid  ~2 min For line conductivity and capping

Sinter < 450°C Low [O2] atmosphere < 10 min Reduces line and contact resistance

表一：imec开发的共电镀工艺步骤

图一：在镀镍之前，对比了激活步骤前后的激光掺杂(局部平坦)
n型表面和激光融化p型表面。需要说明的是，在激光掺杂n型表
面的凹凸点是掺杂过程中的人为操作结果

图二：在n型和p型硅的n面以及在p面通过激光融化的(细激光开
口)由激光掺杂Ni/Ag共电镀线的光学显微镜图像

78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技术



校准值[19]。由于这些电池的子栅线电阻相对较高，因此在
GridTOUCH系统中电压和电流线之间存在较小但非常明显低
电压差，这会导致电池填充因子的估值过高。因此表二还
给出了将补偿效应考虑进去并带上电池细栅线电阻从重新
描点I-V曲线后得到的向下校准填充因子值(pFF)。

采用Al2O3 p+表面钝化的优势在以下结果中显露无
疑：其中总电池效率提升了~0.5%abs。而高pFF(>84%)和

Voc(>690mV)则预示了具备高效率的潜力，目前全尺寸电
池最高效率已达到22.4%。与此同时，其双面化率(其定义
为背部入射比上前表面入射的Jsc测量值)达到了非常高的
95%，凸显了优异的背部入射光收集能力。在Imec，在对
工艺进行改进并且制绒质量不因背面发射极移除工序而影
响的情况下，双面率值甚至可以达到更高的100%。

层压结果

上述电镀工艺因其相对较低的细栅线电导率而适用于
多线互连设计；这就要求主栅线和电镀栅线之间的接触电
阻必须稳定在低水平。为了评估接触电阻水平，本文通过
使用Meyer Burger智能焊线工艺将多根线焊接在nPERT+电
池上的方式制造单电池组件。该组件采用玻璃-背板结构封
装而成，而多焊线则是通过在聚酯/热塑性聚烯烃(TPO)叠
层箔上等间距嵌入30根直径为320um铜线的方式制成的。
在组件层压的时候，将两组这种焊线分别放置在电池两面
并与子栅接触，随后进行最后的封装步骤。这30根铜线表
面覆盖有一层薄SnIn材料，在层压过程中会自动融化，在铜
焊线与Ni/Ag电镀子栅之间形成欧姆接触。表三分别给出了
两片nPERT+ 电池在层压前后的I-V参数。

刚才说到，GridTOUCH测试系统对Jsc和FF值进行了调
教。在测量时，使用以一块160mm×160mm方形掩膜以
模拟在标准组件(电池间距为2mm)时电池周围白色背板带来
的光增强效应。另外，层压组件的Jsc使用的是更大的面积
(256cm2)。

层压组件的Voc值与电池本身的Voc值相差很小。因此，
层压组件的填充因子大小将决定于焊线数量、尺寸以及子
栅线电导率。我们观察到，在层压成组件后串联电阻Rs增加
了~0.4 cm2 ，填充因子也有所降低，原因有两个：1)其中
多焊线自身的电阻使串联电阻Rs增加了~0.2 cm2；2)剩下
的~0.2 cm2则是因栅线没有充分延伸到电池边缘导致该区
域电流收集不理想所导致的。从图五层压组件的Rs 二维分
布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后者的影响，另外还可以组件中心区
域的Rs稳定集中在~0.8 cm2左右，表明了焊线与子栅之间
良好的接触特性。

作为基准测试，表四对基于单电池层压组件D11的

电池技术

P+ passivation  Jsc [mA/cm2] Voc [mV] FF [%] η [%] Bifaciality [%] Rs [ cm2] pFF [%]

SiO2/SiNx Average (4) 40.2±0.0 671±1 79.7±0.2 21.5±0.0 96.2±0.4 0.8 84.5

 Best 40.2 672 79.6 21.5 96.8 0.7 84.7

Al2O3/SiNx Average (4) 40.5±0.1 688±1 79.1±0.2 22.0±0.1 95.7±0.2 0.7 84.3

 Best 40.5 689 79.4 22.2 95.7 0.6 84.3

Al2O3/SiNx (later run) Best 40.6 692 79.9 22.4 95.7 0.6 84.3 

图三：nPERT+电池结构

图四：nPERT+电池工艺步骤概述

表二：对比了在WACOM I-V太阳模拟器平台下使用Pasan GridTOUCH测试得到的两种p+钝化电池的I-V数据(电池面积=239cm2，M0尺
寸硅片，硅片电阻率=5 cm，硅片厚度=180um，I-V测量基于Fhg-ISE Callab的校准参考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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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所预测得到的60片电池组件功率数据与LG Neon 2 
320N1C-G4Z双面组件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其中nPERT+的
M2数据是通过M2/M0硅片面积比例计算的方式得到的。

虽然nPERT+组件Isc和功率预测值都比LG Neon 2组件
的低，但该结果依然令人备受鼓舞，因为nPERT+组件还有
很大的改进空间。例如电池ARC减反射层并不是根据组件
封装进行优化的，另外焊线数量与栅线电导率的关系也未
曾优化。

可靠性结果

为了探究焊线与子栅之间的接触在热循环下的稳定
性，我们设计了一系列层压测试结构，如图六所示。首先
取4根线(切割自多焊线)按2、4和8cm的间距依次排开连接
在电池其中一面的栅线上。通过测量6种不同间距(2, 4, 6, 
8, 12 和14cm)的两条焊线间的串联电阻(4线方法)，并标出
串联电阻和电极间距的关系，就可以计算得到焊线到栅线
的接触电阻( cm2)和线电阻( /cm)。

测试结构由三种不同宽度的Ni/Ag电镀子栅组成，线宽
的差异可以通过改变激光烧结开口宽度来实现。图七显示
了在200次热循环(–40°C到+80°C)下三种宽度的子栅与焊
线的接触电阻变化情况。不难发现，宽度更大的子栅其与
焊线的接触电阻在热循环下的稳定性也更好，表明子栅与
焊线的接触面积对电极稳定性影响很大。表五预测了200热
循环下层压组件填充因子是如何随子栅线电导率和焊线-子
栅接触电阻的变化而变化的。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结合了
imec双面共电镀工艺和多焊线互连技术的电池组件是可以
达到IEC 61215组件可靠性标准的。

图八显示的两块单电池层压封装组件在热循环下的测
试数据也同样令人振奋。其中，两块组件分别使用了两种
不同金属化工艺的nPERT+电池，而层压结构则都是前面所
提到的玻璃-背板结构。其中一种电池是使用硅化物工艺进
行金属化，首先将Ni平坦溅射在电池两面，然后进行烧结形
成NiSix；剩下的Ni层则被蚀刻掉，最后进行无电镀Ni/iAg，
这点与共电镀工艺相同。另一种电池使用共电镀工艺进行

电池技术

图五：给出了层压组件D11的Rs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到电池边
缘和角落处的Rs 值有所增加

表三：对比了两片单电池在层压层压前后的I-V数据

Type I–V details Area [cm2] Jsc [mA/cm2] Voc [mV] FF [%] η [%] Rs [ cm2] Wp [W]

Cell_D11 GRIDTOUCH 239 40.5 689 79.4 22.2 0.6 5.3

1-cell laminate I–V probes 256 37 689 77.8 19.8 1 5.1

Cell_D13 GRIDTOUCH 239 40.4 688 79.1 22 0.7 5.3

1-cell laminate I–V probes 256 37 690 77.1 19.7 1.1 5 

 Isc [A] Voc [V] FF [%] 1-cell 60-cell η – full  
    laminate module module [%]** 

    power [W] power [W]

nPERT+   
Bifacial/multi-wire/Ni/Ag glass/backsheet-M2 9.68* 41.3 77.8 5.19 311 18.9

LG Neon 2       
Bifacial/multi-wire/SP glass/backsheet-M2 10.05 40.9 77.9 5.33 320 19.5

 
*Isc 是根据硅片面积比例从M0调整到M2的 
**假设组件面积1.640m2 

表四：将预测的60片nPERT+电池组件性能与LG Neon 2组件性能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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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化，并使用表面激活步骤代替PVD Ni/烧结步骤。所有
电镀线宽都为~19um。在250次热循环下，两种单电池层
压封装组件的Pmax损失都低于3%(图八)，与测试结构数据
吻合。

未来将探究如何优化子栅和焊线宽度，以及焊线—减
反射膜的厚度关系，从而提升组件可靠性。根据计划，未
来还将采用60片电池组件进行更广泛的可靠性测试以及遵
循IEC 61215的额外测试(例如IEC 61215规定的湿热—冻
结/热循环测试)。

共电镀工艺的总购置成本(CoO)

imec共电镀工艺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比其他双面金属
化工艺成本更低。通过传统Ag丝网印刷技术，多线互连能
够降低栅线电导率以及Ag消耗量(从而降低成本)。而Ni/Ag
共电镀时则通过减少Ag消耗量(到~5mg/cell)进一步降低成
本。与此同时，还要考虑这两种技术在其他工艺方面的成
本差别。基于表六的工艺步骤和图九的电池结构，我们对
nPERT+双面电池在丝网印刷和Ni/Ag共电镀两种金属化下
的成本进行了评估。纳入计算的成本来源不仅包括材料成
本，还包括与折旧、劳工、浪费、公用事业、建筑面积和
发电量衰退等相关的成本，如图十所示。

评估成本所用的一些关键假设：
 · 设备折旧年限为7年。
 · 使用亚洲劳工成本。
 · 发射极的AgAl使用量为60mg/电池。
 · BSF的Ag使用量为40mg/电池。
 · 将清理容器的烧结废水和电镀化学品的废物处理成本
加到电镀电极成本上。
 · 两种技术的多线层压成本相同。
从图十给出的金属化成本分解对比可以看出，共电镀

制程的成本比双面丝网印刷技术便宜~40%。不仅如此，根
据计算，nPERT+电池工艺可以使组件层面的制造成本降低
至$0.25/Wpe。这里的单位Wpe指的是从双面光照中获得
的额外功率收益。在该计算中，使用到的关键假设包括： 
140um厚M2尺寸硅片的平均效率为22%，玻璃-玻璃结构
组件的CTM率为97%，双面功率收益为10%，从而将72片
电池组件功率提升至411Wpe。这充分显示了nPERT+电池
工艺相对于目前主流p型mono-PERC技术的巨大成本优势，
后者的平均电池效率为~21.5%，成本为$0.35-0.4/Wpe。

电池技术

图七：在200次热循环下三种不同宽度子栅与焊线的接触电阻
变化情况

Samples Plated line width [μm] Estimated FF from Rline  Estimated FF from wire-to- 
  @TC200 [%abs] finger Rc @TC200 [%abs]

2 19.3 –0.01 –2.4

2 32.6 –0.00 –1.1            

2 50.1 –0.01 –0.09

表五：预测了200热循环下层压组件填充因子随子栅线电导率和焊线—子栅接触电阻的变化情况

图六：用于可靠性测试的层压组件结构

图八：两种单电池(分别使用PVD Ni种子层和共电镀Ni工艺)层压
封装组件在热循环下的Pmax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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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展望

Imec开发了适用于多焊线互连封装的双面电池n和p表
面Ni/Ag共电镀金属化工艺。通过在镀Ni步骤之前采用创
新硅选择性激活工艺，为该金属化工艺带来了巨大优势，
包括能大幅降低Ag使用量(通常<5mg/电池)、缩窄线宽至
20um以下、适用批量生产(无需与电池进行电接触)等。采
用该金属化工艺的nPERT+双面电池效率达到了22.4%、Voc
大于690mV、双面化率高达95%以上。单电池层压封装的
可靠性数据令人振奋，符合IEC51512热循环测试要求。

得益于大幅降低的Ag使用量和低价高产能的设备，与
该金属化工艺相关的成本将比采用双面丝网印刷的细栅/无
主栅技术降低~40%。在组件层面，根据合理的假设，预计
总拥有成本将低至~$0.25/Wpe，比目前主流组件技术低
40%左右。

未来的工作将主要集中在提升60片电池级别组件的组
件效率和更广泛的可靠性测试上。提升组件效率特别是组
件Jsc的方式包括：优化焊线(数量/尺寸)和子栅线电导率、
优化UV响应和电池减反射膜(ARC)与层压结构协同优化的方
式来提升组件效率。对于厚度为140um，平均效率为22%
且电池到组件(CTM)效率97%的情况下，一块72片电池级别
组件功率能达到411Wpe(假设双面功率收益为10%)。

共电镀工艺还能应用在其他电池结构上，例如它在应
用于目前的pPERC+双面电池结构时将发挥巨大的优势。另
一种可能的应用是通过共电镀工艺同时在n和p型表面形成
导电“种子”层，使得在两个电极同时电镀铜的步骤变得
更加容易。这就使得主栅型双面电池(这种电池所要求的子
栅线电导率是使用非接触式Ni/Ag共电镀无法达到的)的Ni/
Cu/Ag共电镀成本可能。另外，适用于Schmid的多焊线方
法[20, 21]或者三到五主栅传统互连方法的廉价电镀双面电
池也有可能适用于共电镀工艺。

最后，虽然在实现商用之前仍然需要做许多工作，作
者相信用于双面电池的共电镀工艺已经具备了实用性和发
展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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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nPERT+双面电池在使用丝网印刷与共电镀金属化工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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