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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中国市场再次出现项目抢装潮，抢装的背后是对电价逐年下调的
背景下对补贴的争夺，
“去补贴”时代电站如何盈利也成为各家企业正在思考的
问题。PV-Tech记者肖蓓的《中国光伏产业渐入“去补贴”时代：抢装潮的缘
起》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国内市场除了定期出现的抢装潮，其他领域的表现不一而足。分布式市场受
政策倾斜，起步早、口号响，却由于自身先天条件的限制，
《雷声大雨点小》；东
北地区市场显露重工业老大哥的气质，着力推进光伏产业发展，该区域市场仍处
于“开荒”的早期，一切方兴未艾，为避免重蹈此前许多其他区域市场的覆辙，
专家呼吁应“将重心放至分布式光伏”，
“在国家政策不清晰之前，不要盲目投入
大型光伏电站”，
《领跑者基地“盼”理性竞标》。
而在技术层面，PERC技术经过数年的磨练，终于迎头赶上，受到行业主
流光伏制造商的青睐，2013年前后，开始有厂家导入PERC电池生产线。2012
年，晶澳取得PERC电池发明专利的授权；2014年实现PERC组件大规模量
产。2016年7月，天合光能量产P型单晶PERC电池的平均效率已达21.1%。2016
年，PERC技术全面开启了商业化进程。本期杂志中的多篇文章在技术层面和市
场层面详细阐述了PERC的应用与前景。
同时，不论是光伏制造商还是电站开发商，均需要对最终的产品性能——电
站发电效率——负责，尽管大多数光伏产品制造商及电站开发商，甚至是保险公
司，均为电站提供了25年的质保期限，但直至目前，全球仅有少部分已安装资
产目前超过了10年的运行时间，其中大多数集中在较为成熟的德国、美国和西
班牙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目前仍在运行的年纪最大的吉瓦级光伏项目——自
1996年起运行，位于西班牙托莱多(Toledo)地区——仍未达到25年的年限边
界。因此，产业并没有足够的实际数据对这一年限进行支持。
而随着产业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发展成熟，二次收购作为一个正在发展当中的
市场领域为电站运行早期阶段的性能吸引了大量注意力。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作出
正确决定，是各投资商和开发商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期的封面故事将为您讲述电
站“二次重生”的那些事儿。
上述文章只是最新一季《PV-Tech PRO》的一小部分精华文章，里面还有国
内编辑精心采写的专题稿件，以及伦敦编辑部高级编辑们为国内读者挑选的市场
及技术干货文章，期待大家的关注。

蒋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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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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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
新加坡太阳能应用量两年内增长四
倍至130MW

效性的，因此，任何进一步的延期要

恢复到正常市场状态迈出了积极的一

求将不予考虑。在这一前提下，现要

步。

求各方在延长后的截止日期前提交相
关反馈，以抓住这一机会。”

王贺军指出，过去几年，欧盟
光伏双反措施在客观上给欧盟市场造

此次调查案已在印度下游光伏

成了不必要的扭曲，既不符合中国利

据新加坡能源市场监管局(EMA)公

领域内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该市场

益，也不符合欧盟利益。中方希望欧

布的年度能源报告显示，新加坡市场截

的下游领域对组件进口的依赖程度极

盟尽快彻底终止光伏双反措施，尽早

止至2017年一季度末时共完成太阳能光

高，而印度本土制造商则在价格竞争

为双方业界合作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

伏系统安装量129.8MW，相较于2014

中疲于应对。而印度政府向组件产品

期的商业环境，实现双方产业的互利

年底的33.1MW安装量增长了四倍。

征收5%的商品服务税(GST)也进一步加

共赢。中方愿意继续秉持既有的合作

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同时，由此带

精神，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

来的主流供应商废除在印度市场上签

上发展中欧经贸关系，与欧方携手反

署的组件合约也引发了市场的不安情

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为经济全球化

绪。

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贡献。

欧洲市场
美洲市场
欧盟将对华光伏双反措施改为最低
限价，商务部回应
EMA表示，光伏系统的大幅增长

9月16日，欧委会发布对华光伏

主要受到2016年内以及今年一季度内

双反措施期中复审调查终裁公告，决

日前，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负

995处新增安装项目的促进。截止至

定改变措施的形式，用最低限价替代

责人就美方作出光伏全球保障措施调

2017年一季度末，新加坡市场上共有

原有价格承诺。新的最低限价机制自

查损害裁决发表谈话。

1898处太阳能光伏安装项目。

2017年10月1日起实行，并分阶段逐

同时，私有领域、非户用太阳能
系统占到了总安装量的近一半份额。

步调低限价水平。

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9月22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光伏电池及组

欧委会区分单晶和多晶产品设定

件全球保障措施调查(“201”调查)作

漂浮太阳能同样也在新加坡市场

不同的最低限价，其起始价格分别为

出损害裁决，认定进口产品对美国内

上率先进行尝试，主要由新加坡太阳

多晶电池0.19欧元/瓦、单晶电池0.23

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下一步将研究

能研究所(SERIS)牵头开发。

欧元/瓦、多晶组件0.37欧元/瓦、单

对进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商务部贸

晶组件0.42欧元/瓦。新机制所适用的

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就此发表谈

中国企业范围是目前遵守价格承诺协

话。

印度延长针对中国大陆、台湾和马
来西亚等市场太阳电池组件反倾销
应诉期限

6

美方作出光伏全球保障措施调查损
害裁决 商务部回应

议的企业和之前主动退出价格承诺但

王贺军指出，美国调查机关不顾

未被发现有违反行为的企业，欧委会

其他国家、国内各州政府及众多光伏

公告显示为104家企业及其关联企业。

下游企业的强烈反对，也罔顾近年来

由于收到多个相关股东以及各出

对此，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对光伏产品多次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口商代表律师的要求，印度反倾销与

局长王贺军就此发表谈话。王贺军

已为其国内产业提供足够保护的客观

关税总局(DGAD)日前延长了其针对

表示，中欧光伏价格承诺是在双方

事实，坚持认定进口光伏产品严重损

进口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马来西

高层关注下政府和业界共同努力的

害国内产业，不仅增加了光伏产品全

亚等市场的太阳能电池与组件产品的

结果，是通过磋商成功解决贸易摩擦

球正常贸易的不确定性，也无助于美

反倾销调查案的应诉反馈提交截止日

的典范，在一定历史阶段有效平衡了

国内光伏产业整体健康、均衡发展。

期。

中欧双方的利益。中方注意到，欧委

王贺军强调，光伏产品自由流动

在收到将反馈截止日期延长至九

会在期中复审调查程序中，部分吸收

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全球

月的第一周以后的要求后，DGAD日前

了中国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提出的

气候。在该领域维护自由贸易是各国

决定将截止日期设置在9月12日。

意见，用不受数量限制的最低限价方

的共同责任，也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然而，DGAD在一封致股东信中警

式替代价格承诺，并逐步调低最低限

希望美调查机关严格遵循世贸组织相

告：“各方应意识到反倾销调查是有时

价水平，这为推动中欧光伏贸易尽快

关规定，慎用贸易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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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砺数年，高效PERC技术终迎好时光
文/肖蓓

2017年，主流60片单晶和多晶电池组件功率已分别

把组件牌：衢州1GW高效单晶组件项目、500MW高效单晶

达到285W 和270W，使用PERC (Passivated Emitter and

光伏电池线、泰州乐叶2GW高效单晶PERC电池项目等。乐

Rear Cell)技术的单晶和采用黑硅技术的多晶电池组件功率

叶搭台唱戏，电池组件获得扩张，另一方面，隆基股份巨

则可达到295W 和275W。

大的硅片产能也找到了出口。

多晶PERC电池进步迅速，平均量产效率接近20%，单

除了隆基股份，PERC技术亦受到行业主流光伏制造

晶PERC电池平均量产效率21.2%-21.5%，最高达22.43%，

商的青睐，2013年前后，开始有厂家导入PERC电池生产

且扩产迅速。PERC电池因结构简单，可大部分利用现有设

线。2012年，晶澳取得PERC电池发明专利的授权；2014

备，具有潜在综合成本低较容易实现产业化等优势，已成

年实现PERC组件大规模量产。目前晶澳PERC电池产能

为当前我国太阳电池企业技术升级的主流。

2GW，根据晶澳规划，预计2020年PERC产能扩充到

截止2016年底，全球PERC产能约13.4GW，产量达
8GW左右，预计2017年产能将增至20GW，实际产量将达
14GW。

5GW。
2014年，天合光能凭借其大面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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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几年，PERC电池效率预计能达到24%，产线效

转换率刷新该记录。2016年7月，天合光能量产P型单晶

率23%，且组件成本降低一半。”常州天合光能副总裁冯志

PERC电池的平均效率已达21.1%；半年后，天合光能再次

强博士预测道。

以0.5个百分点创造了新纪录。
与此同时，晶科、阿特斯、韩华QCells、尚徳、爱康、

彼时当年少

航天机电、中利腾辉其他企业相继宣布增加PERC电池产
能，2015年，PERC电池产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扩张起

2012年上海，在一场由行业调研机构举办的研讨会
上，西安隆基股份董事长李振国就太阳能高效技术与产品

来，随着电池量产效率不断被刷新，2016年，PERC技术全
面开启了商业化进程。

做了主旨演讲。李振国在会上表示：低成本的高效单晶电

2017年，有可能是PERC电池与常规电池的市场份额的

池将最终主导市场，时间点取决于成本和规模，而高效单

转折性的一年。随着PERC电池产能的扩张，常规电池的市

晶电池下一步发展的技术应该是PERC技术。

场份额在逐步下降。根据Energytrend预估，2020年PERC

他认为PERC是最经济的一种解决方案，PERC电池的度

电池产能将增加至61GW，占电池总产能的44%(如图一)。

电成本更低。从更长远来看，N型电池必然是发展的方向，
但鉴于N型电池成本太高，还需等待发展时机。
李振国当时预计2016年单晶硅片非硅成本有望降至0.1
美元/瓦，如果普及金刚线切割技术，非硅成本则将更低。
他表示，单晶的成本潜力更大，拉晶环节至少有20％以上
降幅，金刚线片化一旦普及，切片将会有0.5-0.8元/片的降
图片来源：EnergyTrend

幅，单晶在市场上的性价比优势将会得到强化。
会议现场，行业分析师韩启明请教了李振国关于
PERC技术的发展问题。那时，隆基还没做组件，单
晶硅片非硅成本还在0.16美元/瓦以上，韩启明还在
Solarbuzz，Solarbuzz还未并入IHS，PERC技术还是一株
“小嫩苗”，刚从土壤里冒出幼芽，一切还在市场萌芽阶
图一：2016-2020年全球太阳能电池产能

段。

莫负好时光

通过少量技术改变，在基本不增加成本的基础
上，PERC电池可实现双面发电。目前，双面PERC已成为行

2013年，隆基股份扭亏，2014年底，隆基股份收购浙

业新热点，俨然有成为下一代主流的趋势。

江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当时听到最多的关于此次收购

“未来，PERC组件亦将迎合光伏电站的发展需求，一

的原因之一是，隆基希望更多的电站投资商看到单晶产品

方面产能迅速提升，与常规产品的价差将持续缩小。另一

的优势，而在高效组件技术路线的选择上，PERC成为了李

方面，考虑到PERC单晶多发电，随着大基地、新技术、新

振国的首选。

材料的规模化应用，PERC组件产品将得到广泛的使用。”大

通过收购乐叶，2014年、2015年时李振国手里拿了一

同中电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段涛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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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寄予众望的分布式光伏，为何雷声大雨点小？
文/肖蓓

2017年上半年，伴随光伏行业逐渐从“重项目”向
“重应用”转变，家庭分布式光伏市场受到了各主流光伏

物业调解、产权等要求，在一线城市安装光伏发电系统的
家庭集中于少部分有经济承受能力的阶层。

上市公司前所未有的重视与青睐，几乎无一例外地切入到

与寸土寸金的一线城市不同，在二三线城市及农村

该市场。正是百家争鸣的好时机，然而，看似各有千秋的

地区推广时，用户对光伏发电的接受程度较高，且看重产

背后却有着同样的隐忧。

品投资收益属性。但面对全额购买的消费模式同样犹豫不
前，其观望原因主要有，一次性投入高、担心投资无法收

政策红利下起步早，发展慢

回、资金流动不灵活、对品牌信任度差等。
“价格方面，分布式相对于集中式的规模有天然弱

2012年，国家电网发布了《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

势，分布式0.42的补贴还是较少，如果当时定0.84补贴10

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暂行)》，明确电网企业并网服务程序，

年分布式可能就是另一番天地了。”一位分布式电站开发商

表明分布式光伏发电量可全部自用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负责人表示。

为家庭个人申请安装光伏电站打下了基础。

其次，居民对光伏发电的认知度低。国内光伏发电从

政策放开后，上海、北京、浙江等地多个家庭光伏电

起步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程，但也就是近两

站相继并网与运行，这在当时被看做中国光伏市场迈向B2C

年才从制造业向能源电力输出进行转变，刚刚走进终端消

时代的一个积极信号。正当众人以为家庭分布式光伏将迎

费的世界。而光伏发电系统比较复杂，用户在尝试了解家

来发展风口时，接下来几年市场却并没有出现爆发式增长。

庭光伏的时候就像盲人摸象，大大降低了用户尝试家庭光

众企业对光伏发电的推广可谓是呕心沥血，但市场消
费终端表现依旧平平，不免令人感到焦灼。
“没有什么比走
进客户端更为重要的事情。”天合光能CEO高纪凡如是说。

伏系统的欲望。
“另外，眼下户用虽然炙手可热，可反过头来分析大
家的商业模式又似乎是一脉相承，无非都在走2015年第一
波规模化做户用光伏的老路，比如汉能的代理商制(加盟商

炙手可热难敌“先天不足”

体制)。”航禹太阳能董事长丁文磊分析道。
这样单一的商业推广模式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在农

分布式发展是方向，但家庭分布式光伏为什么没爆发
成为了一个命题。
根据市场调研，光伏发电难以深入家庭，首当其冲
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贵族”身价，难以亲近大众。一套

村市场上大大小小的家庭光伏服务商、安装商，以及品牌
代理商在抢业务。家庭分布式光伏处于一个非良性的生态
圈，没有第三方的服务机构、评价机构，充斥着各种不同
的企业产品，产品质量不一，且存在恶性竞价。

3KW的发电系统价格需要接近3万元，对于动辄上万元的产

光伏亿家副总裁马弋崴表示：“没有人愿意背一个雷在屋

品，消费者通常采取谨慎态度。同时，受限于屋顶面积、

顶上，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保障体系。”

“S2B模式”欲引爆家庭光伏市场
不久前，由中民新光为打造家庭光伏行业首个S2B模式
而发起的全产业链新交互平台——“中民智荟”正式上线，
家庭分布式光伏市场迎来一位重量级选手。
据介绍，S2B模式是一全新概念，在B2C很难做到真正
的产业升级时，S2b2c给了创新者一个切入市场的机会，这
正符合目前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现状。中民智荟为平
台S，其目的是让小B服务商在平台上获得所需支持，打通
面向终端客户(C)路径，与平台共生。
通过构建物流供应链(新光物联)、金融服务链(新光金
福)、集“消费者-经销商- 银行”于一体的平台体系(中民智
荟)，建立一个有序生态圈。在这样一个生态圈中，服务商融
资有道、发展有序，终端客户购买模式加入杠杆、灵活多样，
今年以来，中国户用光伏项目增加明显，图为梅州市中楼村分
布式项目，图片来源：东莞市利和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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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各环节有标准有支撑，解决行业痛点、弥补“先天
不足”，从而推动整个家庭分布式光伏行业的升级和爆发。

Advertorial

迎接新机遇——
无锡尚德积极拓展印度市场
价比的光伏产品，积极推动着光伏发
电“平价上网”目标的早日实现。公
司同时拥有23年海外市场分布式项目
的经验，公司旗下的分布式品牌“尚
德·益家”将致力于让绿色能源走进
千家万户。
公司始终使用顶级材料生产优
质的太阳能组件，并且不断追求产品
质量的提升。尚德的组件经历严苛的
质量检查以确保最大程度的可靠性、
转换效率和使用寿命。我们不仅依靠
自己的检测，还将产品送至世界知名
的第三方测试机构进行更为严苛的测
印度Adani项目I

试，所以我们的组件能够适应高温、
强风、冰雪及盐水腐蚀等各种严苛环

印度地域辽阔，日照资源丰富，

助印度这个尚有3亿多人长期缺电的国

境。52道质检步骤，确保产品质量长

世界前20位的经济体中，印度平均日

家摆脱缺电的困境，还将跻身成为全

期稳定可靠。

照量最多，尤其是拉贾斯坦邦有广袤

球可再生能源的领先者。
无锡尚德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光

制造围绕客户，全面推进产线精细化

合修建光伏发电网络。作为新能源发

伏制造企业，专业从事晶体硅太阳能

管理，不断降本提优。公司倡导以客

展的新兴市场，拥有良好的光伏市场

电池片及组件的研发与生产。公司成

户为中心，对客户提出的要求能够快

发展潜力。据悉，印度2015财年太阳

立于2001年，销售区域遍布全球80多

速响应，并快速实施。在客户管理方

能装机量为2.9吉瓦，2016财年为5.8

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始终致力于产品

面，始终将如何让客户能够更加满意

吉瓦。2017年，印度将实现太阳能大

转换效率的提升，不断加强新型技术

视作为团队的价值所在，组建了一支

跃进，冲刺100吉瓦的目标。2017年

的研发、生产工艺的改进，凭借领先

专业的客户服务团队，建立起客户与

上半年度，印度已实现装机容量4.77

的技术优势和卓越的制造水平，竭诚

公司之间的沟通桥梁，真正将“以客

吉瓦。2017全年目标如若实现，将帮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高可靠性及高性

户为中心”的管理理念落实到位。

印度Adani项目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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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尚德倡导一切围绕制造，

的沙漠地带，常年日照充足，非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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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尚德于2011年开始进入印度
市场，六年来，公司加快印度市场布
局，深挖当地资源，建立了良好的品
牌形象和客户关系网络，在印度市场
拥有较高的产品美誉度。公司将于9
月参展印度可再生能源展览会，展出
的主要展品有：STP330-24/Vfw多晶
五栅组件，组件转换效率达到17%，
可兼容最高1500V直流系统电压，节
省系统总成本，能承受3800帕风压
和5400帕雪压。STP305S-20/Wfw
高效单晶组件，使用高效PERC电池
片，转换效率高达18.6%。STP33024/Vej双玻无边框多晶组件，加强抗
老化性能，无需接地，节省接地成本
及人工成本，12年产品质保，30年

尚德电池产线

线性功率质保，适用于农渔光互补项
目。STP370S-24/Vfh高效单晶半片
组件，采用半片组件技术，较常规产
品，组件功率可提升10W，减少组件
热斑效应，最小化组件衰减，优异的
弱光效应，确保组件最大输出功率。
十七年来，尚德一直秉承初衷，
臻于至善，我们会继续深耕印度市
场，不遗余力用自然界最洁净、最丰
富的太阳能资源点亮世界的每一个角
落。

组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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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市场的发展亟需新的背板测试标准
文/杜邦中国

光伏市场在过去几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特别是新兴

出地面运行的组件15℃。

市场的地面电站项目和成熟市场的屋顶光伏系统。地面电
站项目增长主要发生在光照富裕的地区，即非洲、中东、

组件背板的重要性

印度、东南亚、拉美和美国西部，而屋顶光伏系统市场则
以欧洲和日本为主导。

光伏组件背板作为保护组件的最外层材料，尤其容

不断降低的系统价格是近年来光伏市场增长和竞争力

易受到环境气候作用和重复应力的影响。背板材料的粘接

提高的主要推动因素，但在太阳能发电行业中，初置成本

性能、抗紫外能力和机械强度都是影响寿命长短的关键因

仅是影响长期利润率的因素之一。如何在系统生命周期内

素，甚至影响整个组件的使用寿命。

将发电量最大化，对于降低度电成本(LCOE)和提高投资回

随着未经户外验证和低质量的背板材料在市场上应

报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系统的可靠性越低，投资回报

用，组件故障率越来越高。开裂和失效的背板会严重影响

就越少。例如：当光伏组件的预计寿命从25年减少到20年

组件的运行和安全性，甚至会引起组件电气失效，从而造

时，度电成本将增加20%以上。

成安全危害和潜在的接地故障。

光伏组件长期处于严苛的环境老化应力之下，包括紫

杜邦公司全球电站现场调研项目的数据显示，有22%的

外、极端温度、冷热循环和湿度等，而且在户外实际使用

组件有明显的老化和失效。此外，调研还发现组件中老化

环境中，这些老化应力会同时作用于组件材料。目前，国

和失效比率最高的两个部件分别是电池和背板，其中电池

际电工委员会(IEC)的光伏组件测试标准主要基于IEC 61215

为11.3%，背板为7.4%。

标准，这套标准中有一系列加速老化测试方法，但这些测

如图一所示，截止到2016年，杜邦公司对在北美、欧

试方法主要是针对组件出厂时的失效而设计的，并不能预

洲、亚太地区的190个电站进行了现场调研，涵盖了来自

测组件在其全生命周期中的长期性能。

45个组件厂、不同气候类型、运行时间在0-30年、总功率

现行标准也没有根据气候或应用进行市场细分，组件

超过450MW的190万余片组件。

背板在不同地方承受的环境应力差异非常大。例如，沙特

调研发现，背板的老化失效与背板运行的气候环境有

首都利雅得的平均气温约27℃，而德国慕尼黑的平均气温

着密切的关系。温度越高，背板老化失效概率就越高，如表

仅为10℃，两地降水量也相差九倍以上。

一所示，在炎热和干旱地带的背板老化失效率高达26.4%，是

应用类型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地面安装的组件平均运

平均老化失效率的3.6倍。背板的老化失效还跟光伏组件的

行温度高出环境气温25℃，而屋顶组件的运行温度更是高

安装方式有很大关系。由于屋顶光伏系统的背板失效率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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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杜邦户外电站调研数据(截止2016年)

气候类型

背板老化
失效率

图二：不同类型材料的背板黄变(紫外剂量恒定，分别在60℃和
80℃测试)

应用类型

炎热和干
旱地区

所有地区

地面电站

屋顶电站

26.4%

7.4%

7.0%

26.3%

在很强的关联。
杜邦户外调研结果表明，除基于Tedlar® PVF薄膜的背
板外，其余所有背板失效率均会随时间延长而显著增加。
此外，杜邦户外调研还发现，运行时间较长的光伏系统中

表一：不同气候地区/应用类型的背板老化失效率

乎是地面电站的两倍。大量户外考察数据表明，屋顶系统

背板失效率反而是非常低的，原因是这些电站所使用的大
都是基于杜邦™ Tedlar® PVF薄膜的背板。

的平均运行温度会比地面电站高15℃。杜邦户外调查数据显

调研中还发现，相比于其他类型背板来说，基于

示屋顶电站的背板老化失效率(26.3%)是地面电站(7%)的三

Tedlar® PVF薄膜的背板在所有气候类型和应用市场中的失
效率都很低。弗劳恩霍夫的研究也同样发现，基于Tedlar®

倍以上。

PVF薄膜的背板几乎没有发生黄变，而PET背板的黄变程度

弗劳恩霍夫(Fraunhofer)研究结果

是非常高的。

位于德国弗莱堡的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对光伏组

需要更严格的测试标准

件背板开展了一系列的测试来分析背板在UV应力和不同温
在缺少可靠的长期耐久性测试标准的情况下，实地调

度下的性能。
弗劳恩霍夫研究的关键发现在于，黄变是由光谱中低

研对于选择光伏组件最佳材料是非常有价值的。然而，更

于360nm的紫外波长引起的，不同材料的背板在紫外曝晒

需要出台新的加速老化测试标准来模拟材料在户外实际使

下的性能是不一样的，但黄变仅需要紫外光的作用来引发

用时发生的不同失效形式和程度。现有的IEC测试标准还不

聚合物降解后便可发生，如图二中所示，黄变与温度也存

能很好地模拟户外实际环境，并以此来鉴别不同背板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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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
开发一套新的加速老化测试方法的前提是能模拟在户
外调研中实际观察到的失效模式。然而，目前对于评估光
伏组件长期耐久性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实验室加速老化测试
方法。
针对上述现状，杜邦提出了一种新的组件测试方法，
名为“组件加速序列老化测试”(Module Accelerated
Sequential Testing, MAST)，包括一系列应用在同一个组
件上的应力测试。测试的大体顺序是：先将组件放置在湿
热环境下1000小时，然后进行交替重复的紫外老化测试

图三：(左)聚酰胺背板在序列老化测试后开裂；(右)PVDF背板在
序列老化测试后开裂

(UVA)和冷热循环测试。
杜邦提出的组件加速序列老化测试(MAST)，可以重现

料降解的信号，会影响背板的机械性能。开裂和脱层是另

不同的背板材料的户外失效模式。MAST实验方案结合了

两个特别重要的失效形式，会降低背板的电气保护能力，

大部分组件在户外使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应力情况，包括紫

增加人身安全风险系数。一旦发现此类背板失效形式，就

外、湿度、温度和冷热循环等。每项应力的测试时间是通

意味着需要更换组件了。一个来自杜邦的案例调研发现，

过户外曝晒程度和对户外组件的分析结果共同决定的。

替换组件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比长期功率损失更大。所以

较传统测试方法而言，使用组件加速序列老化测试
(MAST)预测组件材料的长期性能准确度更高，其结果与现

选用更好的材料，既能降低组件的功率损失，更关键的是
能省去因材料失效而产生的更换组件的费用。

场观察的情况大部分一致。在现场检测中可以发现很多PET

光伏系统开发商可以通过选择市面上可靠耐久的背板

背板开裂和黄变以及PVDF背板开裂的案例，通过杜邦推荐

材料来降低紫外和高温引起的相关风险。来自杜邦全球户
外组件调研表明，唯一经过户外实绩验证30年的Tedlar ®

的组件加速序列老化测试(MAST)方法可以模拟户外实际使
用情况，并将不同背板的失效形式予以很好的重现。

PVF薄膜是可靠的背板材料。这个调查结果也获得了弗劳恩
霍夫研究所的认可，他们的实验证明基于 Tedlar® PVF薄膜

解决背板失效问题

的背板在抵抗黄变和高温老化应力方面有着最优异的表现。

如前所述，光伏市场在高温气候地区和屋顶市场的增
长特别迅猛，其应用环境对组件材料有很大的影响。杜邦
户外调研也证明了背板材料在炎热和干旱地区以及屋顶电
站的失效率明显更高。
背板材料对环境应力特别敏感，当背板处于高温和紫

www. photovoltaics.dupont.cn

外光照射共同作用下时，其降解速率明显增加。黄变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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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O革命性技术实现太阳能资源高品质监测
升级版二级辐射表(MS-40/40A/40M)：
卓越的性价比、多种信号输出、满足
所有小型光伏电站应用需求。

为了满足所有类型的太阳能资源

除了标准电压信号输出(MS-80/0-

EKO升级版ISO9060二级辐射表

监测需求(光伏电站、聚光光伏或聚热

20mV)，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是国际上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具

电站)和科学研究需求，以90余年的

4-20mA工业标准电流信号输出产品

备电压信号(MS-40/0-20mV)、工业标

技术积累与孕育，EKO自2016-2017

(MS-80A)或者Modbus RTU数字信号

准电流信号(MS-40A/4-20mA)和数字

年，发布了国际上最先进的ISO9060

输出产品(MS-80M)。

信号(MS-40M/Modbus RTU)三种输出

辐射表系列。

方式。
升级版一级辐射表(MS-60/60A/60M)：

新一代副基准辐射表(MS-80/80A/80M)：

良好的性能、适中的价格、满足大多

通风/加热单元(MV-01)：

完美的高端产品、前所未有的精度、

数应用对太阳辐射监测的需求。

全新系列辐射表的完美组合，可大幅

世界上最快的响应时间和优秀的长期

提升监测数据的品质。

稳定性。

EKO升级版ISO9060一级辐射
表采用全新的构造设计，性能稳
如果您在寻找一款辐射表，其具

定，结构紧凑，且免去了定期更换

MV-01通风/加热单元采用低能耗

有最高的精度、最快的响应时间(0.5

干燥剂的烦恼。同时，产品具有三

设计，便于野外部署。配置该产品，

秒)和最高的稳定性(五年内误差变化将

种信号输出方式可供选择：电压信

可以延长辐射表的维护间隔，并确保

不超过0.5%)，EKO MS-80新一代副基

号(MS-60/0-20mV)、工业标准电流

辐射表在寒冷地区无结霜或沙漠环境

准辐射表将满足您的需求。MS-80全

信号(MS-60A/4-20mA)和数字信号

下少沙尘附着，从而获得更可靠的观

新的技术架构和创新的光学设计，实

(MS-60M/Modbus RTU)输出。

测数据。

现了辐射表前所未有的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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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分布式光伏迎投资风口
领跑者基地“盼”理性竞标
文/肖蓓

当前东北光伏市场正在快速发展。2016年11月，国务

电模式、全额上网模式、EMC模式。解决屋顶资源限制的

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

问题，同时在项目投资开发建设的过程中，打造一支优秀

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明确东北地

的运维团队。通过我们运维团队，及现有的大数据平台、

区新能源的发展方向，加大对东北光伏产业的支持。

技术团队为客户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和最优质的运维方

与此同时，东北三省出台了地方政策，如吉林省实行

案。”

0.15元/千瓦时省级补贴；辽宁省对2012年前建成项目实行

据悉，协鑫新能源目前在东北并网项目105MW，主要

0.3元/千瓦时补贴之后其补贴年均递减10%；黑龙江省则力

包括农光互补、牧光互补以及分布式项目。电站成本每瓦

求在2020年前完成500兆瓦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

6块钱左右，其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北的西部地区，从投资收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原局长徐锭明在由吉

益看，目前电站营运的效益尚可。

林省风能太阳能学会、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以及世纪新
能源网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东北能源经济转型与光伏产业

领跑者基地初具规模，呼吁企业理性竞标

发展论坛”上表示，东北经济转型，上看中央方针，下看
世界潮流。他提出，未来能源资源多元化，能源来源属地

目前，东北地区正在开展光伏领跑者基地规划申报的

化。东北能源转型需结合实际情况探讨构建适合本地化发

项目包括：黑龙江省四煤城光伏领跑者基地规划(组织申

展路子。

报)、齐齐哈尔市可再生能源综合应用示范区、大庆市可再

对于东北能源转型发展光伏产业，国家发改委能源研

生能源综合应用示范区、白城市光伏领跑者基地规划(组织

究所研究员王斯成表示：“中国光伏之问题。主要表现为市

申报)、松原市光伏领跑者基地规划(组织申报)、锦州市光伏

场空间、补贴资金拖欠、弃光限电以及分布式的问题。而

前沿技术应用依托基地、抚顺市光伏领跑者基地规划(组织

东北光伏发展问题，在于规定的量不大，且补贴问题尚未

申报)。

解决。王斯成建议，不要碰大型光伏电站，光伏+和大型电

据中电建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新能源部主任李钦伟

站是一样的，也需要配额，补贴的配额也是需要排队的，

介绍，光伏领跑者技术的优选标准已经变得更严苛。从征

所以，在国家政策不清晰之前，大家不要盲目地投入。”

求意见稿可以看出其严苛主要集中在五个维度，第一，太

王斯成认为东北光伏需将重心放至分布式光伏，他表

阳能的利用条件，即资源条件。第二，土地使用及成本。

示：“主要是建立屋顶和自发自用，这个没有政策风险，需

需明确用地的范围和类别，本土是主要分为未被用地、一

要我们有工匠精神把质量做好，把成本降低，这是发展分

般农田、草原农田。用地成本，在征求意见稿里明确不能

布式的基础。”

占土地指标，还有不能使用土地使用税和耕地使用税。如

协鑫新能源集团东北公司总裁唐红斌赞同王斯成的看

在抚顺，若是建设用地，基地申报的时候会遇到障碍。

法，他表示：“目前东北地区还算是没有开发的北大荒阶

第三，接入系统建设，省级以上电网公司明确接网工

段，尚处于沉睡期，据我们了解，包括沈阳地区可利用的

程和汇集站全部投资建设。如果省电网公司没有承诺建设

屋顶面积达到1000万平米以上。未来东北地区分布式光伏

是不能参与基地优选的。第四，消纳保障。消纳保障是由

的发展将成为主流趋势。

所在市先或者是省级政府，比如说能源主管部门作出保障

分布式开发，根据企业业主的发展情况及用电需求可

小时数的情况，对未达到发电量有具体的补偿措施。国家

以设计多种合作模式，如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直供

能源局很保护投资企业者的利益，光伏电站，领跑者基地
会竞电价。第五，综合保障体以及金融配置等承诺，提供

协鑫新能源山东聊城协昌20MW光伏电站

一些财政补贴和金融支持。比如无息贷款和农发行相应的
政策贷款。
“关于领跑者竞标，我有几点看法。”李钦伟表示：
“吉林省首年投产的光伏电站利用小时数达到1600小时，
这个远远高出我们当时的设计数。另外，土地使用成本在
吉林省西部地区盐碱地成本很低，据我所知是所有领跑者
基地里排名比较低的几个地区之一。其他地区领跑者竞的
电价都很激烈，在东北地区资源条件好，投资环境更好，
因此，我呼吁投资企业理性投标。东北是还有更进一步的
空间，但是，也请各位投资企业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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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沿线能源市场方面开展更加紧密
的合作。

牙买加电力公司签署37MW项目购
电协议

晶科能源总裁陈康平先生指出：
“贺 利 氏 光 伏 是 我 们 重 要 的 合 作 伙
伴，已经伴随晶科能源走过了三年的

据 牙买加电力公司JPS(牙买加公

成长之路。并助力我们在2016年以

共服务公司)日前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商

6.7GW光伏组件荣膺全球出货量之

司仍旧是表中安装量最多的两家开发

Eight Rivers Energy就一座37MW光伏

冠。出于对可再生能源的共同愿景和

商，Acme公司位列第三。Bridge to

项目签署了购电协议。

坚定的承诺，我们很高兴与贺利氏光

India的太阳能地图指出，目前印度市

Eight Rivers Energy公司将负责该

伏签署了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场上已有7家开发商拥有超过1GW的项

太阳能电站的建造工作，项目位于牙

协议，并坚信双方的合作将结出更加

目组合，其中包括已调试运行的项目

买加天堂园内。作为购电协议的一部

丰硕的果实。”

和储备项目。

分，JPS将在接下来的20年内收购该新
建太阳能系统所产电力。

贺利氏光伏总裁李海德(Andreas

Bridge to India总监Vinay Rustagi

Liebheit)先生表示：“今天是贺利氏

表示：“目前印度太阳能产业正处于极

新光伏项目将在逾80公顷的土地

光伏与晶科能源第三次签署战略合作

为微妙的时期。我们刚刚在过去三年

上开发，建造工作预计可在2018年中

伙伴协议，这为充满变化和挑战的光

内经历了超过80%的不寻常的涨幅。”

期完成。项目在建造阶段预计可创造

伏行业树立了上下游企业成功合作的

“但是，市场的前景看起来有

200-300个就业岗位。

新标杆。相信随着两家龙头企业更为

些疲软，当电价降至INR2.42/kWh

此次协议时JPS在两年内与光伏

紧密的合作，光伏在不久的将来有望

[US$0.038]以下后，太阳能电力的需

项目开发公司所签署的第二份购电

成为最为经济、且广泛应用的能源形

求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太阳能电力成

协议，此前JPS曾通过Content太阳能

式，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长

为印度最便宜的能源方式。公共事业

与WRB集团就位于Clarendon的一处

期的能源解决方案。”

规模太阳能产能增量预计将放慢至每

20MW太阳能安装项目签署了购电协
议。

与此同时，晶科为了实现从

年5GW左右。因此，我们预计投资商

“全球销售”到“全球制造”再到

会将其注意力转移至拥有大量收购/并

项目的招标工作最初在2012年公

“全球投资”的发展战略，响应中国

购交易储备的二级市场。”

布，Eight Rivers Energy在项目完工后

政府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加速了

另有10GW的太阳能项目已被分

将继续持有并运营该电站。

海外扩张的步伐。例如，晶科马来西

配，并已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超过

亚的工厂已经成为光伏行业走出去最

一半的项目储备量(62%)被四个南部邦

早也是最大规模的投资，拥有1.5GW

州收入囊中——卡纳塔克邦、泰米尔

电池产能和1.5GW组件产能，约占公

纳德邦、安得拉邦和特兰伽纳邦。

亚洲地区

司产值的15%。

晶科能源与贺利氏光伏签署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协议

市场上排名前三位的组件供应商均
来自中国，分别为天合光能(16.6%)、晶澳

Bridge to India：印度或将在本财
年内完成20GW太阳能安装量

9月4日，晶科能源与全球领先的

太阳能(9.2%)和阿特斯阳光电力(8.7%)。
Waaree公司是最大的印度国内制造
商，规模紧随其后的分别是Vikram太

光伏行业金属化浆料提供商贺利氏光

据咨询公司Bridge to India在其公

阳能和Tata太阳能。此次排名出现了些

伏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合力打造

布的最新《印度太阳能地图(2017)》

许的变化，印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出

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新一代“超级

中表示，尽管印度太阳能光伏总安装

现了边际增长，但中国厂商仍旧凭借

光 伏 电 池 片 ”，同 时 在 开 拓 “ 一 带 一

量今年将达到20GW，其年度安装量预

超过80%的市场份额主导着供应市场。

计将降至5GW。

印度光伏产业首次感受到的巨大波动

印度光伏安装量在过去四个季度
内增长了逾84%，十二个月内的新增安

是近期中国供应商们在印度市场取消
合同的消息。

装量达7.5GW。这其中有57%来自三

对于投资商来说，ABB凭借26.7%

个南方邦州——特兰伽纳、卡纳塔克

的市场份额问鼎供应商排名，紧随其

邦和安得拉邦。

后的是分别拥有15%市场份额的TMEIC

Greenko与ReNew Power两家公

公司和SMA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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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生命周期管理：
对收益损失的恐惧是否阻碍了太阳能的发展？
Mark Skidmore, Samantha Doshi, Matthias Heinze, and Christos Monokroussos
TÜV Rheinland, Germany

光伏电站整个生命周期中，任何时候收集的不准确数据均会削弱投资核算的几乎各个方面。来自莱茵TÜV集团的Mark
Skidmore、Samantha Doshi、Matthias Heinze和Christos Monokroussos一同探讨了准确数据收集对降低建设方、运营方
和投资方风险的重要作用。

目前，全球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已达到100GW。预计在

DC杠杆效应的“好处”是以过度投资为代价，将固定

未来10年内，装机容量将达到太瓦量级。随着对设备容量

系统投资分摊到更大的瓦特数基础上，同时初始ACPR可能

需求的增长，缩减成本的需求也随之增长。这样的变化需要

大于1。这种DC杠杆效应将产生意外结果，即以超出生产目

有更好的产品品质监控方法。由于老旧的光伏设备进入销售

标或逆变器削波(如图一所示)的方式掩盖性能缺陷。

与再购循环，同时，由于补助金减少且税收优惠缩减，二手
买家必须衡量其资产是否能够满足投资回报(ROI)。
这种情况提升了准确评估光伏系统财务绩效的价值。
在新的能源交易机制下，对精确数据的依赖及其复杂度的
依赖将有增无减。本文介绍了准确数据收集的一般原则，
并特别着重地介绍了EL成像技术。

背景
因光伏电站的资本成本降低和系统效率提升，太阳能
发电量迅速增长。在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新增了2GW直
流光伏电力，在此之前的2016年内，美国的太阳能装机容
量史无前例地超过了15GWdc[1]。光伏发电产业已蓄势待

图一：增加的DC/AC比率掩盖缺陷

发，将以每年7.2％的增长率保持增长，直到2050年[2]。
税收优惠一直是刺激太阳能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税

对第一手短期所有人而言，多余的容量形成了一个

收优惠幅度巨大，使得一手所有人在使用完税收利益后便

“削波银行储蓄额”，这将产生额外容量，从而增宽产量曲

迫切地想要离开该投资项目。

线的凸部(图一蓝色削波曲线)。

这就意味着在出现所有权转让时，系统仍处于较新的

这有利于确保无变化区段(出现削波或合约规定限制馈

状态。在这段时间内，二手买家可能无法发现潜在的故障。

入)尽量平坦，且保持尽可能长时间。但系统随时间流逝而

为使系统产生令人满意的初始性能比，在一般的独立

出现退化后，削波银行储蓄额将逐渐降低。由于大多数电

工程师(IE)报告的支持下，常见的做法往往是安装超过实际

厂并未使用组串监测，且仅能通过AC性能判断DC性能，AC

需要的DC瓦数。在这种情况下的性能比，通常被简化为如

性能进一步隐藏了系统退化的程度。

方程式(1)中所示(即：未按照IEC标准进行VAR和逆可用性

DC性能经常与天气数据相比较，但即使现场气象站可
用，大多数气象站均未经校准，且随时间流逝会变得不准

校正)：

确。值得注意的是，校准不确定度是影响总测量不确定度

uPMAX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方程式(2)中所示：

(1)
该性能比包含与之相关的所有不确定因素(即：不仅限
于P90)，这些因素将对电站造成影响而投资人不易察觉。

20

w w w. pv - t e c h .cn | @ 每日光伏新 闻

(2)
其中：ui = 标准不确定度，不确定度来源i，k = 涵盖因
子(k = 2为95％置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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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手买家而言，准确确定其资产的物理与电气健康
情况可谓势在必行，从而确保其投资可达到收益预期，降
低财政成本并尽量减少资本配置。潜在业主必须有能力通
过良好的IE尽职调查评估来检查电厂，从而在量化性能不佳
情况的基础上，协调降价与保险费。

以资产形式校准
从选定场址那一刻开始，便开始面对数据收集的挑
战。这种挑战在之后的设计和部件选择，直至安装、试运
行和运维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存在。因此，从零部件性能不
当的特性表征，有缺陷的试验和不当预安装，直至定期评
估期间系统有效性的不准确测量，不良数据均可能导致对
不合格零部件提出的担保索赔失效，以及对二次销售系统
的过高(或过低)估价。
例如，莱茵TÜV集团最近接到一个项目业主的业务，
当时该业主正准备向一个制造商提出担保索赔，希望能够

图三：严重缺陷类别的百分比

补足其因系统性能不足导致的资金缺额。该业主已同第三
方分包商完成试验，以便用百分比的形式表明光伏组件阵

图三所示)。

列性能低于担保性能的程度。TÜV集团的任务是在同一

产品品质受到市场竞争激烈、财务资源少、人员变

天、同一时间进行实验，以证明试验结果。通过利用经校

动、试运行时间短、IE责任心不强和供应商情况等因素的影

准的光谱匹配的仪器(不同于分包商使用的未经校准且光谱

响。这些因素可能导致聘用经验不足的分包商简化规划和

不匹配的仪器)再次进行试验，TÜV测得的辐照度级比初始

安装，其结果是直接使太阳能装置存在缺陷，且因上文所

试验所示辐照度级低10％(如图二所示)。如果传感器认为辐

述的削波银行储蓄额而无法发现。

照度高于组件实际吸收的量，表现出的组件性能将比实际
情况更低。

即使是认为自己选用了最佳产品的企业，也注定会
对制造商直接导致或现场不当操作导致的系统缺陷感到失

从实验室到现场意味着更多的、精确且恰当的数据。

望。随着二手市场日趋成熟，当前和未来的系统所有人必

尽管电站参与各方均已付出巨大努力，但电站缺陷并

须了解系统未来的状态和价值。安装承包商必须使用准确

不仅限于缺陷部件，也同样存在于电站本身。许多缺陷肉

数据，使自身免受缺陷零部件所造成不可见损坏引起的索

眼无法发现，或者无法通过简单测量得出。TÜV集团2014

赔纠纷。

年至2015年年第一季度的内部研究结果表明，30％的电站

尤其是光伏组件，归纳光伏组件衰退复杂性的表征至

存在严重缺陷，其中50％以上的缺陷均由安装错误造成(如

关重要。这样即可在性能不佳的光伏组件影响当前输出前
将其移除，或至少可在文件中记录其情况，以避免未来出
现诉讼。由于早期退化均为极不明显的情况，光伏产业利
益相关者均倾向于认为无法通过典型室外监测来发现衰退。
由于现在已存在可用的现场试验服务，可通过恰当
的时间间隔和灵敏度等级检测早期衰退问题，且其测量精
度具有意义，因此市场情况已推翻了这一看法。能在现场
对光伏组件进行试验，意味着无需将光伏组件从原位置移
出，即可获得测量数据。
电致发光(EL)成像是一种预测方法，利用太阳能电池中
励磁电荷载子之间出现的辐射带间复合。为获得图像，试
验承包商将光伏组件用作发光二极管，使其可利用敏感的
Si-CCD照相机检测发射的辐射。对EL图像而言，在摄像机
拍摄发射的光子时，太阳能电池通过金属触点获得规定的

图二：经测量的阵列平面(POA)辐照度对比

外部励磁电流。
一般而言，光伏组件受损区域的顏色比其功能完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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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顏色要深一些(见图四)。通过EL技术提供的分辨率远

补损失(前提是能通过欠佳的性能追踪到具体的制造缺陷)，

高于红外(IR)图像的分辨率，并且还能揭示出许多细节，例

那么投资者将会更倾向于继续投入资金。如果制造商知道他

如：

们不需要对其产品在现场的受损或设计失效而承担责任，那
•

微裂隙；

么他们也能松口气。通过在关键里程碑处引入一道第三方工

•

不良的栅线接触；

序，采用科学的方法在价值链中得出标准化的数据，从而保

•

电气分流；

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

•

连接和焊接故障；

•

电阻故障；

•

破损电池中的碎片；

•

电气开路的电池区域；

•

晶界；

作，那么光伏组件的所有者和投资者的关注重点将首先朝着

•

电池材料中的结晶问题。

计费表数据转移。

长期投资回报管理 ——测量范围的功能之一
一旦在现场全面部署好了光伏组件并且将其投入了运

这些光伏组件所有者多半会与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签订协
议，委託该资产管理公司收集与专案运作性能相关的数据。
这些数据与日常运行相关，也可能是通过定期检查和维护而
收集到。此时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些数据是如何使用的？
是如何收集到的？是谁收集到的？例如，系统试运行工作通
常都是由安装承包商负责执行的，其执行系统试运行的动机
通常并非为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而是为了获得测量值，
从而收取下一阶段的工程付款。有鉴于此，安装承包商并不
会参加精准重复测量的培训，不必遵守适用的IEC 62446标
准，亦不会熟悉校准操作和了解影响精度的各项因素。这样
一来，不仅仅会导致收集的数据不够准确，更糟糕的是，收
集的数据并不具有可比性(例如：所收集数据的准确性是未
知的)。一般来说，交流电流计测量值和粗略直流测量值并
不足以让我们深入了解光伏组件的性能或光伏电站的状态。
图四：现场安装组件的EL成像

考虑到所有的环境因素(例如：污物)，设备因素(例如：性能
衰退)，商务因素(例如：IEC 63019中所要求的性能下降)和

总的来说，只要配置正确，基线和定期性EL图像即可允
许系统业主精细地绘制和描述组件性能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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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复杂性，
“发电量或复合性能比”是测量和优化性能以
及维持资产价值所必需的度量标准。

通过该类产品能准确反映出是否发电量的下降是是由产

采用基线资讯(连续的可兼容数据)的目的如下：通过比

品制造缺陷导致的，亦或是产品在安装现场交付后遭受损坏

较，可评估并预测出性能的衰退和未来的性能。对于光伏

而导致的，又或者仅仅是计划性减产。采用EL成像技术，

系统的组件而言，采用基线信息主要是为了监控保证性能。

并结合在制造现场执行的分配检查，即可使得运输问题同样

为实现该目的，就需要考虑经环境因素(例如：温度)和设备

可见。

因素(例如：规定的性能下降)修正后的组件性能比。对于其

在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当中，德国莱茵TÜV集团采用EL

他部件(例如：逆变器)，同样亦须检查其寿命性能，还宜对

成像技术，为EPC客户提供预安装组件测试服务。该测试结

其进行连续和周期性的测量。因此，远程监控就其本身而

果表明，在已经抵达现场的客户组件当中，超过40％的组件

言是不足以满足需求的。必须通过标准化的方法(例如：IEC

都是有缺陷的，而这种缺陷是难以通过其他备用测试方法检

61724)收集可验证的数据和所有的性能係数和准确数据，

测到的。此外，这类缺陷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恶化，并使

并且以里程碑为间隔来记录这些数据。

得预期的系统性能下降提前发生。可以想像到的是，系统性

由于成本高，周期长，任何系统所有者都无法在其整个

能下降将是非线性的。EPC可以选择停止其安装作业，并要

项目(或多个项目)期间对每一个组件均进行测试。因此，统

求制造商更换受损的产品。

计采样就成为了获取优质数据的重要手段[3]。

无论你是零部件制造商、系统所有者或者是系统运营

例如，EL成像技术的进展，使得光伏系统所有者不仅能

商，可追踪产品品质体系的问世，使得保护和问责制成为了

够进行更为精确的缺陷探测，还能更为有效地调查更多的太

可能，从根本上为各方建立起高度信任机制。如果投资者

阳能阵列。EL成像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样本容量，并

知道这个体系能够更早地淘汰掉性能欠佳的部件并且还能弥

最终以更为准确和更高的统计显著性揭示出了设施性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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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成就在前几年还是无法想像的。

运行维护彰显价值

随着可处理数据范围的扩大，市场利益相关者能够制定

最后，在近几年裡，光伏系统的所有者和投资者均放

一整套新的商业目标并实现相应的业务成果。同时，在他们

宽了运行维护服务供应商的要求，转而就该类服务供应商

做出决策时，还能享用到更多的相关信息。

为项目增添的价值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4]。运行维护服务
供应公司不必再去考取证书或参加培训，以满足任何包罗

实时提升电站发电量

万象的主要标准。他们不必负责数据的处理或验证，正如

更优质的数据将保证更佳的运行。最先受益的领域，毫

他们的施工方一样。这些都需要改变。如果光伏系统所有

无疑问将会是运行维护效率的提升，以及运行维护成本可能

者能够通过IEC(或IECRE)标准独立取得这些兼容的实时数据

会降低——通过使用准确，及时的数据为基础，对运行维护

的话，他们就可以节省运行维护的成本。运行维护性能并

成本进行优化而实现，而这类数据则是通过采用成本优先级

不会依照预计性能来进行测定，它是非常灵活的，并且是

数(CPN)等方法而采集到的。这类增强数据和增强的运行效

以精确，充分的数据为基础的。通常都是与修建光伏系统

能，则必然会成为二级市场中的卖点。因为它们能降低新买

的承包商签订运行维护合同的。因此，如果要将运行维护

家的风险，并且还能增加一项在以前无法实现的控制措施。

用于弥补在施工谈判过程中损失掉的收益，就将会产生根
本性的利益冲突。

延长电站的寿命

沟通的关键点在于：运营商是否以及如何对电站性能

随着功能数据量的增加，光伏系统所有者可以更好地

和发电产量造成明显的影响。

识别系统的优缺点。通过单独对关键性系统元件(例如：逆

这并不仅仅是采取措施，提高发电量就能实现的，运

变器、组件等)进行定期性的里程碑测量和持续性的监控，

营商无论如何都需要证明他们有采取实际行动。证明文件

基于CPN的维护成为了降低成本和优化性能的重要工具。随

的品质(证明电站状态而不仅仅是电站性能)已经成为了价值

着数据模式的兴起，以前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已经变得可控

链中一项重要的度量标准。在这个过程中，肩负举证责任

了。

的则正是数据！
通过标准化处理方法，测量方法和精确、兼容的数

您喜欢手中这本《PV-TechPRO中文专业版》杂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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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合格的IE将会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其所需的可信数

坦佩的光伏电站的太阳能组件绩效经理。

据，从而使得这些利益相关者可以持续性地参与到项目的
Matthias Heinzex先生是德国莱茵TÜV集团的

互动中来(包括关键性的寿命里程碑)。

业务拓展主管，他在光伏电站的检定与监控，

在大环境下缓解风险

实验室组件和零部件测试，性能测定和故障分
析等领域拥有数十年的工作经验。他持有工程

为保证光伏系统的投资者，所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学本科文凭，还是IECRE的活跃会员。

能够获得长期收益，我们会一直将重点放在减少造成性能
损失的病因，消除所有觉察到的不确定性和缓解风险等方

Christos Monokroussos先生已经荣获了英国

面。

拉夫堡大学太阳电池专业的博士学位，在光伏
研究领域拥有10年的经验。他的研究领域集中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其所承担的风险也不尽相同。例
如，EPC和安装公司都需要管理短期风险；他们不仅需要防

于光伏电池的特性描述，光伏组件，光伏测量

范初始阶段的性能不足，还需要证明他们针对本产品所做

系统和光伏组件可靠性等。作为IECRE的活跃会员，他目前

的处理并未以任何形式改变本产品的状态。证明文件和不

担任德国莱茵TÜV集团在太阳能电池和燃料电池业务领域

可驳斥的精确数据，减少了疑惑和不确定性。

的研发主管。

再例如，光伏系统的所有者和投资者都需要确保光伏
系统的产出不仅仅能够覆盖和超越规定的待偿付债务，还

参考资料

要保证他们在没有债务牵累时的投资能够产生最大的回报。
可缓解这些预测风险的一个方式为：摈弃已经成为系

[1] 伍德麦肯兹有限公司(Wood Mackenzie, Limited)/美国

统测试规范的“对号入座”式的思维方式。所有的光伏产

光伏行业协会(SEIA)于2017年发布的“美国光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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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综合报告洞察Q2 2017”(U.S. solar market insight

的。另外，值得一问的问题是：如果在测试系统的质量和

executive summary Q2 2017) [http://www.seia.

性能时坚持同一个原则，那么本行业一定能获得的利益是

org/research-resources/solar-market-insight-report2017-q2]

什么？
如果光伏系统的制造商、所有者、运营者和投资者均

[2] 美 国 能 源 信 息 管 理 局 ( U . S . E n e r g y I n f o r m a t i o n

坚持“必须对零部件的寿命测试工艺进行校正，使其成为

Administration)于2017年发布的“2017年度能源展

可追踪的和标准化的”这一观点，那么该产业下各方的信

望”(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7)”第32页，表A16

任和该行业下产品的寿命就能充分发挥其潜能。不良数据

[https://www.eia.gov/outlooks/aeo/pdf/appa.pdf]

对运营、现金流和投资回收率(ROI)的影响，是一种不可承

[3] GTM Media于2013年发布的“光伏组件测试更现实的

受的巨大风险。
光伏行业已经通过SGIP的“橙色按钮™”[6]和[IECRE7]
标准打下了基础。因此，也许已经到了本产业需要启用所
有可用工具的时刻。

利益”(A more realistic take on solar module testing)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AMore-Realistic-Take-on-Solar-Module-Testing]
[4] PV Tech于2017年发布的“运行维护服务供应商需
要 接 替 投 资 者 的 位 置 — — 德 国 太 阳 光 电 展 ”( O & M

作者简介

providers need to "step into shoes of investors" Intersolar Europe) [https://www.pv-tech.org/news/
Mark Skidmore先生在光伏行业领域拥有超过
14年的工作经验，在施工承包商行业领域拥有

om-providers-need-to-step-into-shoes-of-investorsintersolar-europe]

超过18年的工作经验。作为注册电气工程师

[5] GTM Media于2012年发布的“光伏组件测试程序究竟

(PE)，能源管理师(CEM)和NABCEP太阳能专

证明了什么？”(What do solar module test procedures

家，他持有机械工程学本科文凭，并担任德国莱茵TÜV集

prove?)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

团在美国坦佩的光伏电站的服务经理。

read/what-do-solar-module-test-procedures-prove]
[6] S G I P 于 2 0 1 7 年 发 布 的 “ 橙 色 按 钮 S M ” ( O r a n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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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Doshi女士在光伏组件认证，实验室

ButtonSM) [http://www.sgip.org/orange-but-ton/]

组件和零部件测试，现场性能和故障分析等领

[7] I E C R E 于 2 0 1 7 年 发 布 的 “ 太 阳 能 光 伏 ” ( S o l a r

域拥有超过5年的工作经验。她持有机械工程

PV energy) [http://www.iecre.org/sectors/

学本科文凭，并担任德国莱茵TÜV集团在美国

solarpv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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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产业渐入“去补贴”时代：
抢装潮的缘起
文/肖蓓

近日，山东省物价局发布文件《关于2017年二季度风

经历三年大发展，时间来到2016年，新的电价政策

力光伏发电项目电价补贴的通知》，通知对于光伏项目的核

又出来了，根据文件，2016年6月30日起，全国一类、

心内容为停止省级电价补贴。山东省是近年来国内发展光

二类、三类地区光伏电站的标杆上网电价分别下调至0.8

伏走在前列的省份，与其早期地方鼓励政策密切相关。

元、0.88元、0.9元。紧接着2016年底，国家发改委发布

此前，山东省内2010、2011年投产的光伏电站，上网

《关于调整光伏发电陆上分店上网电价的通知》，通知规

电价在国家标杆电价基础上每千瓦时分别补贴0.30元、0.22

定，2017年1月1日之后，
“全额上网”一类至三类资源区新

元；2012-2015年投产的补贴为0.20元；纳入国家2016年光

建光伏电站的标杆上网电价分别调整为0.65、0.75、0.85，

伏扶贫实施方案的“光伏扶贫”项目补贴0.1元。
山东省物价局此次发布的通知规定：除光伏扶贫项目

比2016年电价每千瓦时分别下调0.15元、0.13元、0.13元/千
瓦时，同时明确光伏标杆电价根据成本变化情况每年调整。

外的其他光伏发电项目省级电价补贴于2017年6月30日停

2017年第二季度，有消息传出，分布式光伏补贴也将

止；纳入2016年光伏扶贫实施方案的光伏扶贫项目，省级

有较大可能下调，此前，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已有多

电价补贴至2017年12月31日停止。

年未调整，显然受到成本降低与地面电站电价下调的影响。

电价逐年降低下催生“节点抢装潮”

“去补贴”时代电站如何盈利？

山东省物价局下发的通知一经宣布，引起业内一片热议，

地面电站电价下调实质上是政府对光伏行业逐渐放开

但对一些电站投建者而言，虽感意外但也属意料之中，毕竟

的一种态度，希望通过下调补贴使其逐渐市场化，以实现

从2009年金太阳工程补贴开始，光伏补贴和电价都保持在往

平价上网的发展目标。近两年，
“去补贴”趋势同样影响了

下走的趋势。尤其在2011年7月1日确定西北地区大型地面电

光伏领跑者计划，2016年8月，在山西阳泉“领跑者”基

站电价为1.15元之后，电价下调的曲线越来越明显(见图一)。

地项目中，协鑫新能源投出了每度电0.61元/kWh的低价。

2011年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即抢装潮的兴起，在国

不久，青岛昌盛日电和华电内蒙古又在包头项目中报

家规定1.15元电价截止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12月31日之

出了0.52元/kwh的投标价格。继昌盛华电之后，英利在内

后，中国光伏标杆上网电价迎来一元时代，除了山东省有个明

蒙古乌海领跑者项目中报出低价新纪录：0.45元，在这样

确的地方补贴0.2元，其他地方均受到了电价下调的影响。在

的情况下投建企业赚不赚钱？

政策变化的驱使下，光伏行业迎来了第一波抢装潮，一时间，
各家电站开发商纷纷赶工期，争相在12月31日前宣布并网。
2013年分类电价政策出炉，当年8月30日起全国分一

“让我们来算一下0.45元电价背后电站的收益，以内
蒙古首年有效小时1644小时计算，在开发建设成本5.14
元，系统效率设定为82%的情况下，度电成本0.271元，税

类、二类、三类地区，光伏电站的标杆上网电价分别为0.9

后IRR预计10%，项目需要8.2年回收成本。”江苏省可再生

元/千瓦时、0.95元/千瓦时、1元/千瓦时，截止日期2016

能源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彭冬柳测算道。

年6月30日，于是，令多少人奋斗的熟悉的630抢装潮来
了，他将国内光伏电站抢装的热情推到了顶端。

一位业内光伏公司高层表示，政府看到各家企业的
报价不断创新低，也会有下调补贴额度的考虑。把价格压
低，实际上企业的压力是很大的。在这种压力下，一些企
业硬着头皮建电站，就难免在可靠性的把控上被动地降低
标准，因此呼吁企业理性投标。
对于整个行业而言，未来的补贴额度会继续下降。据
了解，新能源的补贴目前已经达到550亿元，年底补贴缺口
或达600亿元，新能源补贴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彭冬柳表示：“在补贴下降的情况下，我有几点建议给
电站投资者，首先企业要加强规划选址，提高项目决策的
可行性；其次，优化系统配置：优化系统设计，提高系统
效率；同时要改善工程建设质量：告别粗放型建设模式，
精细化施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加强电站运维技改管理：

图一：2011-2017年中国光伏标杆上网电价变化曲线

最后提高发电量，降低度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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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天地公司Ciel & Terre®

法国天地公司(Ciel & Terre®)成立
于法国，总部设在里尔，自2011年开
始致力于开发浮动式太阳能光伏(PV)
发电装置，为商业机构、工业企业及
地方政府部门提供服务。公司团队对
光伏发电装置集成具有深入了解，通
过提供设计、工程、融资、施工、运
营及维护服务，对项目开发进行全面
管理。
起初，Ciel & Terre®专门研究
屋顶及地面光伏系统，后期走上创新
道路，将太阳能发电与水面结合开发
了HYDRELIO®专利技术。作为浮动
式太阳能系统专家及领军者，Ciel &
Terre®借助战略伙伴关系在全球范围
提供解决方案。
Ciel & Terre®的使命是通过研发
投入改善系统，并聘请太阳能市场
领域的专家来提供高质量服务。如
今，公司团队在全球与75家企业合
作，HYDRELIO®生产线遍布四大洲的七

图一：浮动式太阳能系统具体构造

个国家，代理和经销商遍布15个国家。
太阳能是一种可以替代化石燃料

据了解，HYDRELIO®技术，采用

化等特性，适应各站点及当地法规约

的清洁、可再生能源。浮动式太阳能

高密度聚乙烯材料，利用吹塑生产工

束。浮动式太阳能系统具体构造见图

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带来更多效益。覆

艺制成；高度耐久的构造赋予系统20

一。

盖一片水域的表面后，太阳能系统通

年以上的使用寿命；制造30MWp系统

过减少蒸发保存水分。同时，还可限

仅需一个月的时间。

制光伏板下的藻类生长。安装太阳能

该系统结构可方便快捷地安装在

目中，有助于保护珍贵的土地，材料

系统后，不会对野生动物及周围栖息

岸边或平台上，无需沉重地工具，通

环保可100%回收，能很好地控制水分

地构成风险隐患或危险。此外，水体

过滑动固定组件面板。饮用水合规性

蒸发，为电站带来更多发电量。

自带的自然冷却效果有助于光伏板更

经英国独立地水质控制中心测试；经

目前，Ciel & Terre®服务的项目

高效运作，且发电量高于传统的地面

ONERA(法国宇航院)测试，Hydrelio®

分布在世界各地，主要市场集中在日

系统。

技术可承受高达210km/h(130mph)的

本、欧洲、美洲、中国。

Ciel & Terre®公司研发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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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HYDRELIO®技术具有
多项益处，该技术应用到光伏电站项

风速。

这些浮动式光伏项目应用于不同

H y d r e l i o ®是 针 对 多 种 水 体 ( 包 括 水

在与法国ONERA合作的测试

坝、开采场湖、灌溉或污水回用水

中，Ciel & Terre®公司选择了在最极

库、水处理储存池)的理想解决方案。

端地风力场景下测试系统，模拟作用

到2017年底，约有300MW漂浮

此外，这类人造水体一般位于隐蔽

在结构上的最大负载。根据在这项研

光伏项目将采用HYDRELIO®技术，未

处，受太阳直射，靠近能源密集型程

究中的计算结果以及以往经验，Ciel

来，Ciel & Terre®公司将继续致力于

序，因而成为安装太阳能光伏系统的

& Terre®公司设计的所有锚泊系统都

开拓新市场，并通过分公司和合作伙

理想选择。

具备可抵抗最糟糕的情况、经济最优

伴在全球范围提供太阳能解决方案。

w w w. pv - t e c h .cn | @ 每日光伏新 闻

的场景，如工业水池、采场湖/矿湖，
灌溉水库、蓄水池、水处理站等。

韩国500kW

日本13.7MW

英国6.3MW

浮动式太阳能技术专家

日本2.8MW

十年经验，足迹遍布三大洲

集成

设计

融资

cieletterre.cn | 电话: 86 (0)21 52255515 | 电子邮件: sales@cieletterre.cn

运维

Ciel & Terre助力中节能宿州70MW
漂浮式光伏电站

该电站水面原本为采煤沉陷区，

为中节能太阳能的漂浮系统解决方

光伏片区拟占用水面面积约为2,226

案提供商和工程分包商，为后者提供

亩，预计使用约194700块PERC单晶

Hydrelio漂浮系统解决方案，并设计

2017年8月8日，中节能太阳能股

高效光伏组件，520000个浮筒(包括

漂浮浮岛和锚固系统。法国天地公司

份有限公司第一个水上漂浮式光伏电

组件安装主浮筒及过道浮筒)，分布在

目前在全球已经承建了78座大小不等

站建设在安徽宿州市埇桥朱仙庄全面

13个浮岛上。其中，最大的浮岛容量

的漂浮式光伏电站，具有丰富的漂浮

启动，这座装机容量70MW总投资约5

为8.536MW。

电站建设经验。

亿元的电站计划于6个月内完工。在巴

法国天地公司(Ciel & Terre®)作

西、塞尔维亚等国家驻华领事及美国
驻华商会的见证下，第一个漂浮方阵
于当天下水。
此前，日本、韩国、新加坡、英
国等国已建设并使用了水上漂浮式光
伏电站，但中节能安徽宿州漂浮电站
在太阳能板规模和总装机容量上均刷
新了新的世界纪录，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全国单体最大乃至全球技术领先的
水上漂浮式光伏发电站。

右上：中节能宿州70MW项目启动仪式；中图：宿州70MW项目

左：中国·菏泽600kW项目；右：中国·沛县10MW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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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光伏产业中的应用
李阳，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公司

人工智能是最近几年红遍各行业的标签，无论手机上

最大功率点追踪(MPPT)算法是逆变器提供的保持系统发电

越来越复合我们口味的文章推送，电视里Alpha Go与柯洁

效率的功能之一，目前逆变器的MPPT算法主要有扰动法

和李世石的高妙对决，还是无人驾驶汽车的快速发展，都

等，但学界一直在研究使用人工智能算法优化MPPT的效

让人们惊异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不得不开始讨论

果，降低因寻找最大功率点带来的发电波动。此外，跟踪

究竟哪些职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支架公司NEXTracker也在今年推出了据称是业内首款的智

由于人工智能涵盖的内容十分宽泛，所以难以避免

能自适应跟踪控制系统TrueCapture，与根据时间和设定值

的存在一些误用和滥用，而厘清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

进行调整的跟踪支架不同，这一系统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算

不去谈宽泛的人工智能而是聚焦到这一技术的具体应用场

法根据实时的光照情况自动调整支架到最佳的工作角度，

景。下面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些近期人工智能技术在光伏

从而增加跟踪支架在复杂地貌和多云天气时的发电量，同

行业的应用，帮助大家理解其中人工智能技术究竟在数据

时降低安装和部署时间。

的采集、分析和应用方面对光伏行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销售
电池和组件
除了生产之外，人们也在光伏产业链上的其位置
机器视觉是人工智能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基于机器

寻找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美国的一家创业公司

视觉的识别和分类技术在各行业的自动化生产线中都有广

PowerScout试图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分布式光伏安装

泛应用。对光伏行业来说，基于光致发光(PL)和电致发光

商提高销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Attila Toth曾表示“目前

(EL)的检测设备可以提供肉眼难以发现的硅片潜在的问题，

太阳能的销售与上世纪60年代上门推销吸尘器没有什么区

可以在硅片完成电池的生产前对其进行筛选或者分类。其

别，安装商花费在市场推广上的成本可能比购买光伏组件

中各种缺陷或者隐裂等可能影响成品电池性能的问题都会

还要多。零售、交通和金融领域都在经历着激动人心的技

在PL和EL的检测结果图片中显示出来，虽然技术人员可以

术变革，我们也希望将这一技术引入户用光伏市场的销售

通过图像识别出问题，但如果厂家对在线检测设备或者大

中来。”而这里提到的技术就是依托大数据的精准营销，一

批量数据的处理有需求，机器识别技术提供的分类和筛选

方面通过分析潜在用户的屋顶和日照数据，针对屋顶与光

方案就成了这一问题的理想解决方案。通过将人工智能技

照资源匹配好的住户进行营销，提高转化率。另一方面对

术集成在光电检测设备中，我们就可以将原本智能做人工

感兴趣的客户使用算法即时给出的预评估报告，减少技术

检测的设备变为可以用在流水线上的在线检测设备。

人员外勤次数，降低成本。

除了电池的生产方面，随着光伏产品向精细化发展，

另一家类似的公司是Faraday，该公司同样采用机器学

组件也变得越来越智能，数据采集的功能甚至越过逆变器

习的方法识别潜在的光伏客户，Faraday与PowerScout均获

延伸至组件优化器的层面，大量的数据配合人工智能的算

得了来自美国能源局SunShot计划的资助。

法将帮助业主更好的管理自己的光伏电站。

融资
平衡系统
另一个家公司则试图从融资的角度降低光伏系统的成
除电池和组件的生产过程中外，光伏系统的平衡系统

本。通过监控并分析70000多个光伏系统的发电数据，

中也有很多人工智能有潜力或者已经在发回作用的场景。

美国的kWh Analytics公司面向光伏项目投资商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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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ioStats和Kudos两款产品。其中HelioStats是面向投资

不过这仍然增加了调度的难度。此外，考虑到光伏发电预

商的风险管理平台，通过数据整合和分析向投资者智能推

测不准确的情况，为保证应对可能突发的发电波动，就需

荐电站建设和投资的机会，其客户包括Google(目前全球

要一定冗余的传统发电装机保持待机运行，而这也进一步

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商之一)和PNC银行。而另一款产品

提高了传统化石能源发电装机的占比。因此，如果使用人

Kudos则是与保险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光伏发电量担保。

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高发电预测的准确性，首先可以提高

通过这一担保，光伏系统的投资风险将会得到降低，而作

电网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其次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冗余

为风险指标的项目融资利率也会相应降低，从而降低整个

装机，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可上网的占比。

系统的度电成本。目前kWh Analytics已经与怡和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JLT Re)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推出这一产
品。kWh Analytics的首席执行官Richard Matsui表示：“我
们十分高兴将保险业与光伏资产进行了绑定，Kudos可以担
保高达95%的发电量，这可以帮助业主节约资金成本。”怡
和方面则表示kWh Analytics的工作让原本难以估计的不去
定性变为可以评估的风险，而后续对风险的定价也就水到
渠成。

电站
在电站项目的评估，建设，并网，运维和出售全生命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还有许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在

周期中，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发电量计算都是重中之

光伏行业解决问题的实例，比如智能电网和智能家居能源

重。在项目建设初期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历史日照数

管理。Google、微软和IBM这样的人工智能巨头都对这一领

据进行分析，对未来日照资源进行预估。其次在项目设计

域虎视耽。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算法的进步和硬件

建设阶段，研究人员也已经开发出了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

算力的提高，相信人工智能将成为帮助进一步降低光伏发

设计和选型方法，包括离网系统储能容量和光伏装机的匹

电的成本，提高其在所有发电方式中的占比。

配。项目建成后，人工智能方法还能帮助电站的运营和维
护，比如澳大利亚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公司开发

作者介绍

的PVMaster平台，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方法根据气象数据

李阳博士，REL联合创始人，拥有浙江大学光电专业和

计算光伏系统理论发电量，通过监控的发电数据与理论值

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工程专业双学士学位，后获得澳

的对比评估电站安装质量，同时在运营中及时发现电站运

洲政府IPRS奖学金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完成博士研究。博士

行问题并给出可能的故障诊断。

期间的研究课题为光伏器件的建模仿真，解决了太阳能电

光伏电站的发电量预测也是机器学习技术在光伏行

池纳米尺度和微米尺度陷光结构的组合仿真难题，并提出

业的传统应用场景。电网需要将电力的供给和需求进行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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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这对发电量可以方便调控的传统化石能源发电和水电

的方法。

站来说都不是难题。但对于光伏和风电这样的可再生能源
来说，电力的调度则变得困难，取而代之的是发电量的预
测。当电网拥有了可再生能源部分的发电预测后，就可以
对其他发电方式进行调节，从而实现供给和负载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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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重生：性能优化、电厂改造及延长寿命周
期的案例分析
运维：随着全球各地太阳能安装项目的老化、技术成本下跌，以及系统精密程度的提高，对相关系统进行“体检”
并实施电站升级所带来的益处也将逐步增长。作为笔者对电厂改造进行评述的一部分，RINA咨询公司的首席咨询官
Mariano Melero与笔者就维护老旧资产的收益进行了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公共事业规模太阳能光伏产业仍旧是

操作过程中，更换组件可能相较于安装新涡轮机是一项更

一个极为年轻的产业。尽管近些年，产业在全球应用方面

为直接的操作，但其效率并未出现大幅改善，特别是在对

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且与包括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在内

于空间的需求方面，这就意味着这种电厂改造模式在目前

的其他技术相比，真正地成长为了投资级别资产，但其运

来看并非是一个清晰明确、具有经济可行性的选择。

营历史记录仍旧是极为有限的。

然而，随着太阳能光伏项目进入长期运行阶段，还有其他

通常情况下，太阳能电站的预期使用寿命为25年以

因素将会促使产业采取延长使用寿命和优化性能的相关策略。

上，全球仅有少部分已安装资产目前超过了10年的运行时

随着产业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发展成熟，二次收购作为一

间，其中大多数集中在较为成熟的德国、美国和西班牙市

个正在发展当中的市场领域为电站运行早期阶段的性能吸引

场。事实上，即使是目前仍在运行的年纪最大的吉瓦级光

了大量注意力。对于寻求运行中资产的二级投资商及其技术

伏项目——自1996年起运行，位于西班牙托莱多(Toledo)

咨询顾问来说，能够看到包括历史性能在内的详尽的运行历

地区——仍未达到25年的年限边界。

史记录是十分重要的，其他的相关因素还包括运营商性能，

这一状况带来的结果就是，在评估太阳能光伏技术的

以及合约与法律风险等。这一状况可不断促使项目业主确

真正使用寿命，以及项目在运行了十年之后所具有的稳定

保其资产从运行的第一天起即能实现符合预期的运行表现。

性时，仍有许多因素是未知的。对于电站运行问题在何时

在早期阶段之后，项目的长期运行过程中仍旧有极大

何地可能出现的预期是基于其他产业的经验而假设的，并

的空间进行性能改善。很明显，成本下调仍旧是光伏市场最

结合了加速老化测试结果，或是从仅有的光伏项目5-10年

主要的发展促因，位列质量和可靠性之上。延长资产的使用

的运行数据中进行推测，同时，还需要将技术发展的变化

寿命是提高收益的最明显的方式之一，然而，光伏产业在这

因素考虑在内，而后者将进一步增加整个过程的不确定性。

一方式真正实施之前仍需在确保长期稳定性方面更加努力。

考虑到现有条件后——资产仍旧较新、大多数设备运

追求成本缩减的结果之一，是光伏产业内的设备监控

转良好、预期寿命从未被完全测定，似乎对于资产业主来

与运维标准低于使用类似设备的其他产业标准。在提高设

说，现在就开始思考电厂改造和延长使用寿命的问题是一

备可靠性和性能的措施上花费的前期成本，以及其对收益

项十分有悖于常理的举动。

所具有的长期影响之间取得一个更佳的平衡将是资产开始

事实上，
“电厂改造”的理念，与其在风能产业内所代

老化时所需进行的一个关键考量。

表的含义相比，并无法为太阳能资产业主和投资商带来同

较为老旧的光伏电站十分容易面临一些常见的技术

样的商机。在风能产业内，产出最大化背后的促因是风涡

问题，包括组件衰减，组件、逆变器和跟踪器等关键零部

轮机的产能在过去15年内提高了三倍。这就意味着，至少

件的替换产品的可用性等。目前不断出现的制造商破产威

在理论上来说，将旧式风涡轮机全部更换成新型号是一项

胁，及其对替换零部件供应的影响，意味着全面的维护工

较为明智的投资，可大幅促进风电场的能源产出和收益，

作所具有的重要性愈来愈大。

并且无需增加其占地面积。而在光伏产业中，尽管在实际

此外，由于太阳能光伏安装设备开始在新的地域环境
中扩张，不断变化的安装环境可能以为这零部件需要承担
额外的应力，影响到效率衰减速率。例如，中东和亚洲市

图片来源: Wikimedia/NREL

场上的地域环境与北美和欧洲市场极为不同，光伏系统如
何应对长期极端温度和气候环境的问题也进而被提出。
更有甚者，我们甚至开始遇到制造问题或安装问题，
这些问题项目开发阶段并不明显，而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
加剧，从而导致设备事故、故障或运转异常。
因此，在面对这些潜在的问题时，项目运行方目前有
哪些选择能够对项目性能进行优化，并延长其资产使用寿
改善监控室发掘并弥补光伏资产性能的最快速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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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改造的四个意见

行的加速衰减测试是针对组件长期性能进行评估的有效方

Mariano Meleroˈ⭏ݸRINA䈒ޜਨ俆ᑝ䈒ᐸ

式。在电站运行期间进行包括老化测试在内的整套测试项

ѪݹԿъѫǃ䘀㩕ᯩ઼ᣅ䍴ᯩⲴᢰᵟ亮䰞ˈᡁሩҾ⭥
ㄉՈॆ઼ሯભઘᵏᔦ䮯Ⲵ㿱ᱟ˖

目，可使项目运营方能够在检测出异常衰减趋势时及时与
性能质保方进行沟通。这在二级市场上是一个极大的优势。

Ь ൘ᶑԦݱ䇨Ⲵᛵߥлˈ᧒㍒֯⭘⧠ᴹݹԿ䍴ӗॿ਼ᇊսۘ
㜭㌫㔏 (66 Ⲵਟ㹼ᙗǄ⎉⊏ᴹࣙҾᴰབྷॆӗ㜭ˈᒦӾሩ
⭥㖁Ⲵ䖵ࣙᴽ࣑ѝ㧧ਆ仍ཆⲴ᭦⳺⍱Ǆ
Ь ൘䘎᧕⛩༴᭩ழ㜭Ⓚ䗃ࠪ᧗ࡦǄ֯⭘䘲⭘Ҿ⭥㖁䘀㩕ᯩᡰ
ᨀࠪⲴᯠ࣏⦷㾱≲Ⲵਸ䘲Ⲵ⭥ㄉ᧗ࡦಘǄ

优化器
功率优化器是DC/DC转换器，可替代每个光伏组件中的标
准接线盒。优化器跟踪每个组件的最大功率点，以提高整体功
率输出。他们可对性能数据进行监控并传输至中央系统。

Ь ᰾⺞ᒦⴁ᧗൪൰ࠪ⧠Ⲵ⢩ᇊⲴ㜭Ⓚ㙇ᦏ䰞仈Ǆሶ䀓ߣ

尽管在整个电站内加装优化器的前期成本因素需要

ޣ䰞仈Ѫⴞḷˈֻྲ⊑ḃ䙐ᡀⲴᦏཡㅹˈ䘉⌅ڊӾ䮯

被考虑在内，但是这种做法能够实现对维护工作更高的掌

ᵏᶕⴻ∄ӵӵⴁ᧗ᮤփᙗ㜭ᴤާ㓿⍾᭸⳺઼ᡀᵜ᭸⦷Ǆ

控程度、采取预防措施，从而实现在长期角度实现性能提

Ь ᴰਾˈሶ⭥ㄉⲴ䘀㔤ъ઼࣑ⴁ᧗〻ᓖ㔤ᤱ൘ާᴹ㓿⍾ਟ㹼
ᙗࡽᨀлⲴᴰ儈ḷ߶кǄᖃᙗ㜭ޣ䰞仈ࠪ⧠ᰦˈቭᘛሩ

升。优化器的使用可在更换组件的时候实现全面模块化作
业，并具有明确的延长寿命周期的潜在收益。

ަ䘋㹼䇶࡛ᒦ㕃䀓䰞仈ˈ㜭ཏ䱢→ӗ㜭н䏣ˈᒦ⺞؍䍴ӗ
Ⲵн䰤ᯝ䘀䖜઼㛑ьⲴ┑ᓖǄ

先进的监控
通过使用如上文所提及的先进系统来改善监控质量是

更换逆变器
在光伏系统的25年寿命周期中，通常会对逆变器或逆变
器零部件进行更换。逆变器产品的寿命周期预计为10-15年
之间，因此，这是长期资产业主通常需要考量的一个因素。
作为一种规律，逆变器效率通常不会出现大幅改善，
其性能的提升通常也会受到特定项目中典型组串配置的限

资产运营方和维护服务供应商尽早发现并解决问题或异常
运转趋势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先进的监控同时还对再融资
业务过程中的独立性能评估具有极大助益。
常见的监控解决方案包括使用网页界面和标准协
议、IED(智能电子设备，包括仪表、保护器等)监控、在通
信故障或其他故障发生时提高数据缓冲能力等。

制，或受到遮蔽问题的影响。然而，由于这一市场的潜在

但是，在监控程度及其成本之间取得平衡总是十分复

规模，当逆变器到达其寿命周期尾声，需要对相关项目进

杂的。适用于某一电站的监控解决方案可能在另一电站内

行定期零部件更换时，或是当逆变器产品出现故障时，通

并不具有长期经济可行性。

常会有全新的同类产品可供选择。

整体来说，常见的理念是，目前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性
能优化和寿命周期延长解决方案。上文中所提及的每个选

电势诱导衰减迁移
PID(电势诱导衰减)通常是由于离子从组件的玻璃表面迁移
至活跃材料上而导致，分流了太阳能电池上的p-n结(PID分流衰
减机制)，通常会在短期内导致电池产出出现40%以上的缩减。
PID现象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逆转，不断有相关维护方
式被开发出来，并用来恢复组件产品的性能。这些方式包
括将电池负极接地(适用于p型太阳能电池)，从而消除组件

择，若实施得当，均可获得长期受益，而每个方式的经济
效益也须经过详尽的、基于项目本身的研究分析来评估。
作者简介
Mariano Melero先生是RINA咨询公司的首席咨询
师。他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为光伏电站提供技术咨询
意见。

电厂改造经验

对地负压，周期性地反转组串极性，或在夜间对组件施加
正向偏置电压以加速恢复过程。

电厂改造市场仅在项目开始老化后兴起。但是，年限

但是，一些PID修正方法会对组件长期衰减率造成影

较长的电站运行经验，甚至是屋顶安装商的工作经验，均能

响，从而导致组件质保失效，因此，在作出任何决定前，

够给我们带来宝贵的经验教训，并有助于整个产业为即将面

需根据每个电站的状况对其经济收益作出谨慎的评估。

临的问题做好准备。PV-Tech内容总监John Parnell就项目

还有其他许多方式能够进行PID衰减迁移，包括改变电

投资商、开发商和制造商在减轻相关问题风险过程中，以及

站电力配置、更换受影响组件，或是在实验室控温控时条

与现场工作人员的沟通中均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进行了调研。

件下恢复部分初始功率，不同的方式可实现不同水平的功
率恢复。将电站中的一根直流杆进行接地连接是较为常用
的方式，但此方式相较于其他方式，在未来对组件衰减所
造成的影响仍处于评估调研阶段。

改造前，先敬老
自从2009年起，光伏产业内年度联网项目规模达到了
两位数吉瓦规模以上，大多数电厂改造的合适机遇均存在
于较为老旧的资产之中。此类资产目前供应短缺，且产业

组件衰减测试
由获得IEC 17025标准认证的实验室或同等效力机构进

对此类老旧电站的知识储备与处置经验极为有限。目前全
球光伏产业内仅有不到10GW的电站运行年限超过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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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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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站“寿命普查”

Credit: SolarPower Europe/Global Market Outlook 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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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公司是众多退出光伏逆变器业务的企业之一

屋顶项目经验
屋顶太阳能在改造和改建
方面的发展超前。尽管大多

50

数工程与技术经验无法言传，
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有些却并非必须身教。
Ryan McShea先生是英国安

在2020年前，这一数字将超过40GW。

装商Empower Energy公司的总监。
公司已为户用系统客户完成了多个重装项目，并拥有多个

逆变器置换
在近期拜访一处控制着近1GW欧洲光伏资产的主要
光伏监控基地控制中心时，其中一些问题很明显地能够获

示，在同一系统中，不同组件的性能在经过一年的运行后
最大可相差5%。

得“最让人头痛的问题”称号。满屏幕的令人眼花缭乱的

“这种状况完全是由于组件的不匹配而导致

视觉化标识正实时地标记出所有的问题，基本上每个单独

的。”McShea先生解释道，
“就像我们人类变老的速度不同

标注出来的问题均来自于逆变器。

一样，组件间的老化速度也存在差异，随着时间增长，其

置换逆变器并非仅仅为了偶发或独立的故障。其中很多
都是产品本身到了使用寿命期限，另有一些是由于制造商破

中的差异也会进一步增加。”Empower公司坚信，在电厂改
造领域中十分重要的工具是微型逆变器与优化器。

产或退出该领域而使得其质保失效。在其他情况下，还有可

“几年前，我们的一位客户在八个屋顶上拥有0.5MW

能企业退出太阳能产业，但仍为业主提供有限的后续支持。

的项目。这些项目的逆变器产品制造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逆变器制造商SolarMax已经从系统改造中获得了一定

质保问题。我们为其安装了SolarEdge逆变器和优化器。之

成功，公司最初在户用市场上得以发展，但预计将可在大

后，这位客户又安装了1MW的项目，现在他们在自己的

规模电站领域内获得相同的关注。

项目中只安装SolarEdge的产品。我们还在日常操作中身体

“SolarMax公司已成功完成了多项改造项目。由于目

力行，公司目前拥有两处250kW的项目，同样全都使用了

前许多系统正在老化，有必要逐步对过时的逆变器进行更

SolarEdge的产品。”McShea先生坚信，这一方式同样能够

换。”SolarMax公司销售与服务业务总监Pierre Kraus表示。

为更大型的系统带来助益。

“许多电站运营方希望他们的系统能够适应未来的

Mc She a先生表示：“这种操作方式具有可扩展性。许

发展，即在当前的若干年内具有技术优势，从而确保其营

多公共事业规模电站的监测手段十分原始。如果我拥有一处

收。因此，整个市场对于我们的业务兴趣浓厚，因为我们

20MW的太阳能电站，我会希望即使小到螺钉这种零件也都

的业务模式在寻求客户方面具有极大潜力。”

能正常工作。”他还表示，由于投资商很少在整个项目寿命周

在2016年7月，Fronius宣布在希腊设立业务基地。

期中持续持有相关投资，因此大型项目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直至2012年前，希腊始终都是主流光伏市场，”时任

“很遗憾的是，许多人是追着低价进行投资的。许多

区域销售经理的Hannes Wendeler先生表示。
“其中一些光

系统价值在当时就已经缺失了，并且坦白来说，对于公共

伏系统的质保已开始失效，当年很多逆变器制造商已经退

事业规模项目来说，最重要的是投资商几乎每三年就会出

出了相关产业，或不在为产品提供任何技术支持。这种状

脱手中的项目，因此，对于这些投资商来说，这一切问题

况对于Fronius公司的改造服务来说具有极大的潜在机遇。”

就与自己无关了。无论所安装的组件产品是否会在将来为

另外一种促进逆变器更换的新发展状况是储能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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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屋顶项目组合。公司对自身业务所进行的分析结果显

整个项目造成问题，他们都将拥有相同的资产价值。”

不断增长。新版逆变器产品和能源管理系统能够为电站带

Mc She a先生表示：“我们出售的是 质量，但这是因为

来新的收入流，这种收入能够颠覆具有让人畏惧的硬件投

我们拥有组件层级上的监控能力，在出现问题时，系统将直

资和物流梦魇的规模经济。英国和美国市场已完成了许多

接显示出问题所在。公司拥有350个项目场址，所有的监控

大规模储能项目的招标工作，并且还有更多规模此种类型

都能一目了然[……]如果你的运维服务供应商仅能进行逆变

的储备项目，储能系统能够带来稳定的收入来源，以用于

器层级的监控，那么投资商所能拥有的数据就只是整 个电

现有场址上所能出现的任何空闲联网规模。但是，这些古

站的电表读数而已。这样就会使得许多问题成为漏网之鱼。

董逆变器产品却在这里拖了后腿。

但是，后续第二位或第三位接手的投资上将为此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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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技术新闻
隆基乐叶刷新纪录，PERC电池转
换效率达22.43%
隆基乐叶收到国家太阳能光伏
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CPVT)测试报

件企业的认可。此次和IEC TS 627882:2017标准的完美融合，不仅满足了

协鑫集成相关技术人员介绍，凭

业内对背板测试标准统一化的诉求，

借广泛的应用环境、优异的耐候性能

同时也使得背板测试认证的方案变得

以及高可靠性等优点，双玻组件一直

更加全面和完整。

是业内普遍认可且寄予厚望的产品。

告，隆基乐叶单晶PERC单面电池转换
效率最高水平已达到22.43%。
这是继2017年4月22.17%的纪录

但双玻组件同时也存在着成本高、单

Lumeta推出高效组件，安装成本
降至最低

量产技术，电性能参数如下图：

TÜV南德为中天颁发全球首张光伏
背板产品IEC TS 62788-2:2017及
PPP59060A:2017认证证书

占比一直不高。

加州光伏组件制造商Lumeta太阳

面双玻组件有效改善了普通双玻组件

能在今年的SPI展会上推出其“Lumeta

的上述劣势。在降低成本方面，经测

Lynx”系列太阳能组件产品，无需使

算，P型多晶双面双玻组件单位效率比

用边框，从而可实现快速安装、零屋

传统单玻组件降本10%以上，比N型

顶穿透，并改善了产品的美学设计。

双面双玻降本30%以上。在安装方法

低调、背对背式无边框单晶组件

上，P型多晶双面双玻可垂直安装，无

产品可直接粘在屋顶，大幅降低了组

需朝南或设置特定角度，避免在使用

件在瓦片、砾石和商用屋顶上的安装

过程中积雪、积灰，降低了对产品的

时间。

载荷要求，可应用场合更加广泛。

Lumeta Lynx 60产品一款高效
300W产品，组件效率可达18.1%，专
为屋顶瓦片和砾石屋顶而设计，在前

韩华Q CELLS推出使用了半切PERC
电池技术的Q.PEAK DUO产品

近日，TÜV南德意志集团为全

者的安装条件下在垫高的表层上进行

球领先的光伏背板制造商中天光伏

插入式安装。Lumeta旗下Lynx 72产

PERC电池制造商韩华Q CELLS日

材料有限公司ZTT-KPO系列产品颁发

品是一款360W组件，效率达18.3%，

前在今年的SPI展会上推出其Q.PEAK

全球首张光伏组件用背板IEC 62788-

其设计可适用于几乎所有商用屋顶安

DUO系列新组件产品，该系列产品结

2:2017及PPP59060A:2017认证证书。

装。Lumeta Lynx产品可从2017年

合了半切电池技术、6栅线配置和公司

此次中天ZTT-KPO系列背板产品

四季度起面向选定客户出货，并可在

旗下专利Q.ANTUM PERC技术。

通过IEC TS 62788-2:2017的测试，是

2018年一季度内在美国市场推出。

基于TÜV南德制定的PPP59060A:2017

Lumeta Lynx系列组件产品据称可

标准进行评判的，在行业内被公认是

比带边框的玻璃组件轻一半，并在制

对该类产品的权威认可。

造过程中使用了杜邦旗下ETFE来替代

太阳能光伏背板位于太阳能电池

玻璃前板，可实现散热并通过FRP(纤

板的背面，对电池片起保护和支撑作

维增强聚合物)半刚性背板保护太阳能

用，具有可靠的绝缘性、阻水性、 耐

电池。

是针对太阳能光伏背板的全面技术规
范，该技术规范从背板长期使用过程

因此，该系列单晶组件产品效率
可逼近20%，120块半切电池组件产

老化性等特征。IEC TS 62788-2:2017

协鑫集成P型双面双玻组件通过
TÜV产品认证测试

品的输出功率可高达330Wp，144块
半切电池组件产品的输出功率可高达
395Wp。

中对寿命影响的诸多因素出发，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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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效率低、安装难度大等劣势，出货
此次通过T Ü V认证的P型多晶双

五个月之后又一次刷新公司新纪录，
并持续保持在行业前列。该电池基于

国和欧洲得到广泛的接受。

板的结构性能、机械性能、耐热性

近日，协鑫集成研发的P型多晶双

“韩华Q CELLS将在晶硅太阳能组

能、电气绝缘性能、长期环境可靠性

面双玻组件产品顺利通过德国T Ü V莱

件产品在实际应用环境中的高端性能

等多方面规定了测试要求。

茵的产品认证测试。

与可靠性领域内再次打造新标准。”韩

但由于IEC TS 62788-2:2017并

P型多晶双面双玻组件在实现双

华Q CELL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南晟宇

未对背板的各项性能定义具体的评判

面发电的同时，功率更高、成本更

(Seong Woo Nam)先生表示，
“美国市

标准，T Ü V南德凭借多年的背板领域

低、安装难度更小，未来有望在“领

场上的客户与投资商寻求的是从具有

测试经验，制定了背板评判标准PPP

跑者”及优秀电站项目中得到充分应

银行可贴现性的合作伙伴身上获得最

59060A:2017。其标准自2012年首

用。T Ü V标志是德国T Ü V专为元器件

高的产出与可靠性。”

版颁布以来获得业内各大背板厂和组

产品定制的一个安全认证标志，在德

w w w. pv - t e c h .cn | @ 每日光伏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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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

兼具多主栅、半切片电池和陷光焊带设计的光
伏组件及其详细功率损失/收益表征
Jai Prakash Singh1, Yong Sheng Khoo1, Cai Yutian1, Srinath Nalluri1, Sven Kramer2, Axel Riethmüller2 &
Yan Wang1
1Solar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ingapore (SER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Singapore;
2teamtechnik Maschinen und Anlagen GmbH, Germany
本文原载于第三十七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季刊中

摘要:
与传统的3主栅(3-BB)全尺寸电池设计相比，创新的多主栅半切片电池设计能够有效减少电阻损失，从而提高电池
和组件效率。与此同时，这种设计还能降低太阳能电池电极所用的银浆消耗量。除了上述两种改进设计之外，陷光焊
带(light-trapping ribbon：LTR)也同样具备提升光伏组件性能的潜力。本文详细介绍了多主栅、半切片电池和LTR设计
对功率提升影响的仿真与实验研究结果。其中，电池和组件性能的仿真是采用由SERIS开发的2D有限元网格建模软件
包(Griddler)实现的。此外，我们还制备了一批单电池和大面积组件，并对比了几种组件类型的性能表现。根据实验和
仿真结果的对比，确定了最优的电池/组件设计(主栅数量、主栅宽度和细栅数量等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广泛
使用的3-BB全尺寸电池组件设计，兼具多主栅、半切片电池和LTR设计的组件性能提升了5%以上。最后介绍了对这些
创新设计的经济分析。

前言

件功率[7,8]。而半切片电池组件也同样具备在最小成本提
升的情况下提升组件性能的潜力。半切片电池组件可以降

为了保证光伏行业的长期竞争力，必须持续降低光伏

低焊带的阻抗功耗损失，并通过对来自背板的散射光的静

发电成本($/kWh)。降低成本的途径有两种: 1)提升光伏组

态聚光效应增加电流大小，从而提高填充因子(FF)并提升组

件性能(包括效率、年度发电量和可靠性)；2)降低生产成本

件性能[4,9]。

($/Wp)。

本文探究了使用多主栅、半切片电池和陷光焊带设计带

为了提升组件发电效率和功率，可以采用将多种先进

来的电学效应和光学效应对组件性能的影响。通过详细的仿

技术，例如多主栅[1,2]、半切片电池[3,4]和陷光焊带[5,6]

真和实验研究量化了相比于传统广泛使用的3主栅(3-BB)全

等，组合使用的方式。这些技术已经被证明能有效地提升

尺寸光伏组件设计，上述创新设计的组件功率收益。

组件的性能。其中，多主栅技术同时影响着组件性能和成
本；1)通过缩短有效细栅长度和降低银消耗(使细栅宽度更

理论背景

窄)提升电池效率；2)通过降低互连焊带的有效电阻提升组
多主栅组件
众所周知，太阳能电池金属化对电池和组件的光学和
电学性能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光学性能主要是受金属
覆盖率对光线遮挡的影响，这直接影响太阳能电池和组件
的短路电流(Isc)。与此同时，电池金属化主要从金属细栅网
格、半导体-金属接触电阻和二极管电阻这几方面影响电学
性能。对于组件层面，电学性能主要是受焊带有效串联电
阻的影响[3]。因此，为了提升电池和组件的功率，应该优
化前表面金属电极以尽量减少遮挡和降低阻抗损失。而多
主栅设计便是其中的有效途径，因为它具备以下几种优势：
1.

缩短金属网格细栅的长度，从而降低有效细栅电

阻，因此可以使用更窄的细栅(如图一，底部)。
2.

随着主栅数量的增加，在每个主栅和焊带之间流

过的电流也会相应降低；这能降低焊带阻抗损失，因此可
图一：半切片电池与多主栅电池的示意图。

以使用更窄的主栅(和焊带)，从而减少光线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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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银浆和铜焊带)消耗量的降低能显著降低成本。

因此，在考虑组件级别的性能优化时，需考虑太阳能

Parameter

Value

Emitter sheet resistance

80:/sq.

宽度和焊带的宽度等因素。这些参数可以使用仿真软件进

Finger/busbar sheet resistance

3:/sq.

行优化，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介绍。

Contact resistance

2.0m:·cm2

Finger width

45μm

J01 (passivated area)

460fA/cm2

J01 (metal contact)

960fA/cm2

为这能将流过每条焊带的电流大小降低一半。目前已经有

J02 (passivated area)

20nA/cm2

数家研究机构和光伏生产商报道过半切片电池组件。并且

J02 (metal contact)

50nA/cm2

该方法已经应用在一些主要的光伏组件生产商(三菱、REC

Busbar width

variable (0.2mm–1.5mm)

Ribbon width

variable (0.3mm–1.7mm)

Ribbon thickness

0.2mm

Ribbon resistivity

1.728×10-8:·m

电池和组串在细栅宽度/高度、细栅数量、主栅数量、主栅

半切片电池组件
另一种提升组件性能的方法是采用半切片电池组件。
将电池切成两半是降低光伏组件阻抗损失的有效方法，因

和BP solar)的主流光伏组件产品上[10,11]。
图一展示了两个串联在一起的半切片太阳能电池示意
图。半切片电池光伏组件不但有着更优的电学性能，还有
着更优的光学性能，从而比全尺寸电池组件有着更高的电
流。正如Guo et al[4]和 Singh [9]所述，组件电流的提升主
要是得益于组件内相邻电池之间区域入射光的静态聚光效

表一：使用Griddler仿真工具优化前表面细栅电极的参数。

应的影响；不过，现有的研究并未将该效应纳入其中。
Griddler[13]对不同主栅数量下的前表面金属网格进行了优
陷光焊带

化 。该软件可以通过计算电池内部电压的分布来仿真电池

在硅基光伏组件中，大多数入射光在照射到传统平坦

和电池串的I-V曲线(例如复合特性和阻抗部分)；每种主栅数

互连焊带后将被反射并透过前表面玻璃逃逸到组件外面。

量下，对各种金属化参数，例如主栅宽度，细栅数量和宽度

经过计算，对于具有3-BB结构且焊带宽度为1.5mm的标准

进行优化，以获得最高组件功率。通过与主栅宽度为1.5mm

光伏组件，假设焊带反射率为100%，则所有平滑焊带反射

的标准3 -BB 参考组件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所有的金属化条

入射光累积造成的光损失为2.88%。如果将焊带设计成制

件下的功率提升大小。另外，细栅宽度保持在45u m不变。

绒表面(例如V槽结构)，则被焊带反射的光线将以一定角度

作为参考的3 -BB电池，其参数Voc、I sc、F F和效率分别为

照射到组件表面上。如果对V槽结构的高度和间距进行优

632.9mV、8.99A、79.53%和18.61%。表一显示了在Griddler

化，则入射光可能以比玻璃-空气界面处的总内反射角更大

软件中用于优化电池和组件设计所使用的仿真参数。

的角度反射回来。在本文的研究中，在焊带上反射的光线
将在前玻璃-空气界面处完全反射回来，并射到太阳能电池
表面，从而提高组件光生电流。这种焊带被称为陷光焊带

多主栅和半切片电池组件的功率增益和电学性能
图三给出了以3-BB全尺寸电池组件为参考，不同主栅

(LTR)或集光焊带(LHS) [5,12]。图二展示了在具有制绒焊带
(V槽)的组件内的光线路径。

测试和仿真结果
本文使用了由SER IS开发的二维有限元网格建模软件包

图二：在光伏组件上使用LTR技术的陷光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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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分别采用全尺寸和半切片电池下的多主栅组件仿真结果
(其中3-BB全尺寸组件作为参考组件)

光伏组件

Module type

Cell busbar width

Ribbon width

Simulated 60-cell

Performance gain

[mm]

[mm]

module power [W]

[%]

Baseline (3-BB full-cell)

1.5

1.5

264.4

–

4-BB full-cell

0.9

1.0

266.4

0.77

5-BB full-cell

0.7

0.8

267.4

1.13

6-BB full-cell

0.6

0.7

267.9

1.32

4-BB halved-cell

0.5

0.6

273.9

3.60

5-BB halved-cell

0.3

0.4

275.0

4.00

6-BB halved-cell

0.2

0.3

275.6

4.24

表二：采用多主栅和半切片设计的组件功率与性能仿真结果

数量下的组件效率/功率的仿真结果：对于全尺寸电池组

为267.2W(相比于表格中的267.4W)。因此，焊带宽度可以

件，采用6条主栅(6-BB)结构的功率增益可以达到1.3%。如

根据最接近可用宽度的大小进行选择。

果将多主栅结合半切片电池设计一起使用，该增益可以提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图三显示的功率增益并未包括

升更大: 总的来说，结合这两种方法最高可以获得超过4%的

由于将全尺寸电池改为半切片电池后带来的背板聚光效应

功率增益，如图三和表二所示。

的影响。如理论背景部分所介绍的，在多主栅和半切片电

除此之外，表二还显示对于不同组件/电池结构的优化

池方法下功率增益主要来自组件FF和Isc的提升。这部分增

焊带(和主栅)宽度。主栅和焊带的最终优化值还要考虑焊带

益是由于开路电压被降低到了最小；这主要是因为金属覆

的可利用性和成本。不过，宽度的细微变化组件功率的改

盖面积减少后半导体/金属复合减少了。需要注意的是，对

善很小。例如，在5主栅(5-BB)全尺寸电池组件设计中，如

于5和6主栅结构下的半切片电池设计的功率增益与0.4mm

果使用0.9mm焊带代替0.8mm焊带，组件功率的仿真结果

和0.3mm焊带宽度下的相当。然而，实际上这一窄焊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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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使用点-面照射光谱响应测试系统分别对使用LTR焊带和标准平坦焊带的小型组件进行测试的示意图 。

实现决定于多主栅串焊机的制程能力，并且有可能降低可

测试结果(包括标准焊带和LTR)。而焊带的EQE测试则是使

获得的功率增益。以现有的德国帝目串焊机为例，目前可

用小型组件的Jsc进行归一化(使用EQE进行计算)。计算结果

以实现最小焊带宽度为0.5mm。考虑到这一限制，最优的

显示LTR能重新捕捉超过75%的入射光，而普通焊带则只有

半切片设计将为5-BB电池结构(0.5mm焊带宽度)，此时优化

~4%。对于焊带宽度为1.5mm的标准3-BB组件，这相当于

的组件功率为274.9W。

电流静收益达到2%。
通过使用Griddler软件和所测得的LTR光学特性，对电

使用兼具多主栅、半切片电池和LTR技术的光伏组件性能

池设计下进行建模和优化。仿真时，我们假设这些电池都

合，则电池和组件也将因此进行重新优化。为了得到采用

是以同样的硅片制造的(差别限于金属化)；因此，这里所使

LTR技术后的最优性能，这一类焊带的光学性能将需要首先

用到的电池/组件参数与前面所提到的3-BB参考电池和组件

进行测试和量化。该数据将随后用在Griddler上以仿真太阳

是相同的，图六给出了不同组件设计下的仿真组件功率和

能电池和组件的最优参数。为了测试和量化LTR的性能，将

性能增益。

分别测试用LTR和标准焊带制造的单电池小型组件的外量子

表三给出了相应的LTR宽度和电池主栅宽度。从所得

效率(EQE)。如图四所示，EQE测试将在组件区域(而不是焊

到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到，如果6-BB全电池结合LTR一起使

带上)的一系列点上进行。

用，可以获得约3.6%的性能增益。如果再加上半切片电池

图五显示了在不同焊带区域和组件工作区域得到的EQE

图五：分别在使用LTR和传统焊带下的组件工作区域(焊带之外
的区域)测试E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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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在特定主栅数量(4、5和6)以及在全尺寸电池和半切片电

如果将LTR与前面讨论的多主栅和半切片电池技术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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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则可以获得超过5%的增益。

图六：对采用多主栅、全电池和LTR设计的光伏组件的功率收益和
组件功率进行仿真的结果(其中3-BB全尺寸组件作为参考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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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type

4-BB full-cell

Cell busbar width

LTR width

Simulated module

Performance gain

[mm]

[mm]

power [W]

[%]

1.4

1.5

272.5

3.06

5-BB full-cell

1.2

1.3

273.5

3.44

6-BB full-cell

1.0

1.1

274.0

3.63

4-BB halved-cell

0.7

0.8

277.2

4.84

5-BB halved-cell

0.6

0.7

278.2

5.22

6-BB halved-cell

0.4

0.5

278.6

5.37

表三：不同电池/组件类型下使用LTR技术的组件功率和性能收益仿真结果。

实验结果和讨论

为了制造半切片电池组件，我们使用SERIS太阳能电
池实验室的纳秒级激光切割机将太阳能电池切成两半。制

为了能够通过实验确定采用上述讨论的几种创新大型

造所有这些组件所用的材料和工艺都是相同的。然后使用

光伏组件的功率增益，我们制备了4种不同类型的光伏组

SERIS太阳能电池实验室的h.a.l.m.太阳模拟器(A+A+A+级别)

件。在此次研究中使用的太阳能电池的金属化都是根据仿

来测试这些光伏组件I-V特性。全尺寸电池组件的电池间隙

真优化结果制备的。需要说明的是，所有金属化设计使用

和电池串间隙分别为3mm和5mm。而半切片电池组件的这

的同样批次的预金属化电池。随后采用目前在SERIS光伏组

两个参数则分别为2mm和5mm。此次研究使用了Schlenk

件实验室中最先进的帝目串焊机对不同设计的电池进行焊

[12]的LTRs；这些设计还分别同时在单电池小型组件样品

接，分别为全尺寸和半切片电池的3、5和6主栅设计，如表

上进行EQE测试，如前面所述。图七给出了样品组件的照

四所示。该串焊机能够制造焊带宽度为0.5mm的电池串，

片。

并将焊带以高精度对准在太阳能电池的主栅上。

表四给出了四种类型组件的I-V参数测试结果，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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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type

Front-side BB width

Ribbon width

[mm]

[mm]

Isc [A]

Voc [mV]

FF [%]

Power [W]

Relative power

3-BB full-cell

1.5

1.5

8.922

37.82

76.72

258.9

–

5-BB halved-cell

0.4

0.5

9.184

37.97

78.13

272.5

5.25

5-BB full-cell with LTR

1.1

1.2

9.152

37.89

77.35

268.2

3.6

6-BB full-cell

0.5

0.6

9.013

37.95

76.91

263.1

1.6

gain [%]

表四：四种大型光伏组件的测试电性能参数。

则展示了这些组件相对于3-BB全尺寸电池型组件的性能增

可以提供所需的组件性能提升，并且不需要许多投资和对

益。从图中可以看到，样品组件的实测数据与前面所讲的

组件生产设备进行大幅度改动。

相应仿真结果相匹配。全尺寸电池和半切片电池组件与仿
真结果的差异主要是由背板的静态聚光效应造成的，因为

成本收益分析

我们在仿真研究中没有考虑这一因素。
从所得到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到，如果6-BB全电池结合

前面的章节介绍了多主栅和LTR设计对组件性能收益

LTR一起使用，可以获得约3.6%的性能提升。半切片电池设

上的影响。不过，组件制造商最终关注的是组件成本；因

计可以结合多主栅和LTR设计，从而可以获得超过5%的性

此，需要对技术进行成本分析以评估其经济可行性。本章

能提升。不过，在生产相同功率的组件时，这些设计需要

节将介绍采用不同金属化设计对节省银浆消耗以及采用LTR

额外增加的电池切片成本，以及可能需要更多的串焊机。

设计对降低成本的分析结果。分析的目的是得到光伏组件

因此，半切片电池概念的可应用性需要通过考虑额外的固

的最低$/Wp成本。

定资本投入和成本。

在进行成本分析的时候，需要知道标准大型光伏组件

将上述设计与文献中的多线技术对比功率提升大小

其各项结构的相对成本。根据SERIS的市场调查结果，以及

时，可以得出另一个有趣的结论。相比于标准3-BB组件，

来自组件材料制造商的信息，我们对标准60片电池光伏组

多栅线组件可以获得约1.76%[7]。但是制造多线组件需要

件的各项结构相对成本分布进行了评估，并在显示在表五

一套完全新的串焊机，另外线材也将提升组件成本。因

中。根据成本分布估算，银材料的成本约占到了总电池成

此，更倾向于将LTR与6-BB串焊机结合使用，因为这种组合

本的4.4%。
如今，通过估算不同电池设计所需金属成分以及计算
大型组件所需焊带数量，就可以评估出不同组件设计相对
于参考组件(3-BB)的成本变化。图九给出了不同数量多主栅
和LTR增强组件设计相对于标准3-BB组件的成本变化。有趣

图七：展示了光伏组件制造样品(5-BB LTR、6-BB、5-BB半切
片、3-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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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在SERIS制造的不同光伏组件的仿真和实验功率收益结果

技术

光伏组件

Cost contribution [%]

Solar cells

Glass

EVA

Backsheet

Ribbon

Busing ribbon

Frame

Other

70.8

5.1

3.3

7.8

1.5

0.4

6.8

4.3

表五：60片硅电池光伏组件的材料成本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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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晶硅线锯工艺的优化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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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金刚石线锯工艺成为日益重要的多晶硅切片技术，有必要对影响线锯性能的材料特性进行基本的了解。我们
分别对硅块在多晶硅锭的位置、杂质在微米范围内产生的影响以及硅块在线网上的方向进行了详细研究。研究结果表
明，在切成硅片之前先对硅块进行筛选有助于优化金刚石线锯工艺的参数，从而提高产能或降低线损。

引文

硅片可以将转换效率提升至21.9%[2]。虽然HPM-Si表现出了
较优异的电学性能，但其材料内部仍然存在与标准mc-Si类似

在现今的硅太阳能电池市场中，单晶硅和多晶硅占据着

的杂质沉积，这影响着线锯的工艺。

几乎相同的市场份额。其中单晶硅材料的标准制备工艺是切
克劳斯基法生长(Cz-Si)法。而高效多晶硅(HPM-Si)则成为了

线锯技术

多晶硅材料的标准。虽然目前金刚石线锯(DWS)工艺已成为
单晶硅行业的标准(芯线直径甚至有望减小至70um以下)切

总的来说，目前多晶硅存在两种多线切割技术。第一种

割技术，但要将DWS应用在多晶硅(mc-Si)切割上仍然充满挑

是游离磨料线切割(LAS)技术，该技术采用镀铜钢丝线结合切

战。这是由mc-Si的材料特性所决定的，首先是其杂质浓度比

割液的形式，其中切割液由承载液体(通常是PEG-200)和用

Cz-Si的更高；其次，采用DWS切割的mc-Si不适用于标准的

作游离研磨颗粒的特定晶粒尺寸(F600或F800)的SiC组成。

酸性制绒工艺，因为刻蚀工艺在磨光的DWS硅片表面上的刻

而切割线可以是直的或者有结构的，其中后者可以支持更高

蚀进度太慢。

的切割推进速率。LAS的主要磨削切割过程是硅锭与SiC颗
粒、钢线之间的三体相互接触造成的硅材料脆性碎裂[3-5]。

高性能多晶硅(HPM-Si)

第二种是固结磨粒金刚石线锯(DWS)工艺，该工艺的原
理是通过镶嵌在镀镍或树脂钢丝线上的金刚石颗粒对晶体硅

通过采用晶种定向凝固生长工艺可以显著提高多晶硅材

材料进行磨削。DWS的原理图如图一所示。在进行切割时，

料的质量，从而大幅度降低位错密度[1]。这种被称为高性能

锯丝通过在硅料上往复移动(向前/向后)的方式进行切割，锯

多晶硅(HPM-Si)的材料是目前用于生产太阳能电池的标准多

丝每向前移动一步，就有一定数量的新金刚石线加入作为跟

晶硅基础材料。最近已有实验显示采用n型衬底掺杂的这种

进。位于锯丝上面的喷嘴是用于输送水基冷却液的。硅块在z
轴方向上以一定的磨削速率穿过锯丝。由于磨削速率与材料
移除速率不完全一致，因此需要在切割期间在磨削方向上施
加压力Fz使锯丝弯曲，如图一所示。
在该技术中，可延展磨削工艺控制着材料移除的过程，
使之获得比FAS技术更光滑的硅片表面[6,7]。得益于支持更
高的切割推进速率、采用更廉价的水基冷却液，DWS可以
有效提高工艺效率，并且通过使用更细的锯线进一步降低截
口损失。如今，工业制造领域已经可以使用70um芯线直径
的锯丝。图二展示了这种锯丝的SEM图。此外，DWS可以支
持切损材料的循环利用，这也是目前业界广泛研究的课题。
我们在早期切割液切割工艺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在多晶
硅锭不同位置的切割效率存在差异。出人意料的是，硅锭中
心位置的切割效率比硅锭边缘和角落位置都要慢。这可以通
过切割过程中线锯法向力Fz的差异来确定。图三展示了3处
mc-Si硅锭位置的切割法向力Fz分布，其中每处位置各切两个
硅块。通常，硅锭边缘和角落区域聚集着更多的杂质，因为
杂质是从坩埚扩散至硅锭的。但某些特定杂质却是在硅片边

图一：金刚石线锯和线网的弯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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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芯直径为70um和颗粒尺寸为8-12um的金刚石线SEM图

图三：在进行切割液切割时，来自不同硅锭位置的多晶硅块浆
切工艺的法向力Fz分别情况

能的主要因素。接下来，我们将探究DWS工艺在不同硅锭位

边缘和中心(如图四)处的硅块。此次实验室级别的的切割实

置的表现，以发掘工业化硅片生产的潜在优化因素，并确定

验在金刚石线锯设备上使用了梅耶博格DS 264线锯。实验过

影响线锯性能的主要因素。

程中使用一块单晶Cz-Si硅锭作为参考。该实验的条件如下，
硅荷载长度295mm，切割线直径120um和金刚石颗粒尺寸

不同HPM-Si硅锭位置的金刚石线锯结果

8-16um，切割线线速18m/s，切割线张力28N，切割推进
速率0.55mm/min。整个切割过程在三维方向的力则通过3D

本次研究选取了某一指定制造商的HPM-Si硅锭作为研究

压力测试计进行监控。其中切割推进方向的力(也称为法向力

样本，并分别切割了G5 mc-Si硅锭中不同区域，包括角落、

Fz)被用于评估不同硅块的切割过程。Fz的大小是通过切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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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295mm硅载荷长度的硅块，也是使用相同切割工
艺参数进行切割的。因此，法向力Fz就是反应材料切割效率
的测量值。从图七可以看到的，在相同的切割过程中，中心
区域硅块的Fz值最高，而角落和边缘区域硅块则明显更低。
中心区域硅块的Fz最高值比角落区域硅片的高出大约55%。
另外，所有HPM-Si硅块的Fz都比参考Cz-Si硅锭的高。这些结
果证实了早前我们使用切割液工艺对同一家多晶硅制造商的
硅锭进行切割研究时发现的规律。只不过，中心区域硅片和
边缘或角落区域硅片之间的差异在DWS时表现得更加明显。
图四：来自G5 mc-Si硅锭的不同位置的硅块示意图

其中原因很可能是因为DWS工艺的切割推进速率更高，也可
能是由于金刚石的磨损机制与切割液中的SiC存在差异。
图八统计了每个硅块切割到的硅片厚度分布情况。厚度
与FZ相关，Fz越大得到的硅片厚度越薄。此外，切割线磨损
(即Fz越高)越高，有效的切割线径(等于芯线直径加上两倍的
平均金刚石颗粒尺寸)就越小。因此生成的切割槽也更小，使
得硅片厚度更厚。结果，作为参考的Cz硅锭得到的硅片厚度
是最小的。
总厚度变动(TTV)是衡量硅片质量的重要测试数据。切
割过程中，应力越大TTV也越高(如图九所示)。从图中可以
看出HPM-Si硅块之间的关系，而参考Cz硅块的TTV则分布在
较高的区域。我们认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切割四方

图五：标准200um分辨率的mc-Si硅块IR透射图

倒角形状的Cz硅块时切割线较少出现变形效应，而此次的线
锯工艺也没有进行优化。另外，我们还使用四线弯曲测试法
对硅片都进行了应力稳定性测试。测试没有发现HPM-Si硅块
之间在应力稳定性上存在差异，无论是切割状态还是刻蚀损
坏状态。不过，作为参考的Cz硅片正如所预想的那样表现更
加稳定。

不同材料特性的影响
在发现上述HPM-Si硅锭不同位置的硅块在切割效率上的
显著差异后，需要了解清楚哪种材料特性对切割工艺起到了
图六：硅块底部载流子寿命分布图可分辨硅块所在硅锭的位置

主要影响。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测试，我们发现Fz的大
小与间隙氧原子和替代碳原子浓度之间不存在联系。此外，

网在硅块下面的弯曲程度测量得到的，也因此反应了切割过

我们还通过X光衍射(劳厄扫描仪)测得了平均晶粒尺寸以及

程的效率。

相关晶粒边界数量随着硅块高度变化的情况。同样，从测试
结果中没有发现硅片晶格结构特性的差异与硅块的Fz存在关

硅块的预特性表征

系。
最后，我们通过硅块底部和顶部的IR显微镜观察结果，

在切割成硅片之前，先使用标准分辨率为200um的红外

发现材料中氮化硅(Si3N4)和碳化硅(SiC)的沉积是影响切割效

透射设备对硅块进行检测。如图五所示，在该分辨率下，没

率的主要因素。图十展示了在硅锭角落区域的硅块拍到的针

有发现硅块杂质；因此可以认为硅块达到了工业硅片生产链

状Si3N4图样。针状Si3N4的主要源头很可能是坩埚。而另外

的检测标准。另外，这些HPM硅块的电阻率都在3-10Ωcm

一种沉积物SiC则很少观察到。

范围之内。硅块在硅锭上的位置可以通过从硅块底部到其顶

通过自动计算不同HPM-Si硅块从底部和顶部平面的沉积

部的载流子寿命分布图清楚地知道，也可以通过低载流子寿

物面积和的杂质数量，可以得到平均沉积面积，我们发现不

命红区的扩展区域分辨得到(如图六所示)。

同硅块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中心区域硅块的平均沉积面积几
乎是边缘和角落硅块的两倍。这与在线锯过程中的最大法向

硅片切割工艺特性及其硅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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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整个切割工艺期间的法向力Fz

图八：得到的硅片的厚度分布，每一个盒子包含大约830块硅片

采用70um直径芯线的工业规模HPM-Si线锯
我们使用目前最先进的梅耶博格DS288金刚石线锯设
备对来自前面实验所用硅块制造商的HPM-Si硅块进行大规
模探究。首先在该设备的整个承载长度上连着放置了两块硅
锭。此次的实验条件如下，芯线直径70um，金刚石颗粒尺
寸6-12um，总操作时间150分钟，线速30m/s，线损为大约
1.8-2.0m/片。

硅块的预特性表征
切割完成后，使用一台空间分辨率为18um的高分辨率红
外透射系统对硅块进行检测。图十二展示了HPM-Si硅块内点
状和针状杂质的红外测试结果。我们在图中使用了从红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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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变化来表示这些杂质的不同颜色带。
在清楚分辨硅块的底部和顶部之后，我们测试了不同的
硅块放置方式在工业DWS工艺下的满载切割结果。我们发
现，所有硅块的顶部区域都存在一定量的杂质，第二硅块底
部附近区域都分布着第二颜色带。表一显示了从固定设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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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硅片总厚度变化(TTV)，每一个盒子包含大约830块硅片
图十一：不同HPM-Si硅块底部和顶部的平均沉积物面积与Fz的关系

总结
多晶硅块的检测和特性表征在优化金刚石线锯工艺方面
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实验结果来看，解析力为200um
的标准红外透射系统并不足以检测所有杂质，而这些杂质则
对材料的切割效率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通过在实验室规模的DWS实验中对比来自不同硅锭位置
的硅块，从整个工艺过程的切割行进方向的应力的检测结果
可以发现这些硅块的切割效率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本次研
究工作中指定的晶体硅制造商来说，来自HPM-Si硅锭边缘
和角落的硅块比于硅锭中间的更容易切割。这主要是因为在
硅锭内存在不同尺寸的氮化硅沉积物，这可以通过IR透射显
图十：来自硅锭角落的硅块，其底部的IR透射显微镜图显示针
状Si3N4杂质的沉积

微镜观察得到。如果是其他制造商的硅锭，则情况会有所不
同。如果通过调节晶体生长过程中的熔融对流，将硅锭边缘
的沉积物数量变得更大，那么硅块边缘和角落的切割效率将

座(FB)到可移动设备基座(MB)的硅块放置方式。其中FB面是
切割线网的新线进入面。

这一发现为有助于通过工艺优化来降低成本。因此，在

从表一可以看到，第一种放置方式的最大切割面积为每

已知沉积分布的情况下，可以在切割成硅片之前先通过区分

米线长156cm2，相应的平均TTV为6.4um。而后面3种放置

中心和边缘/角落硅块对硅块进行分档。在分档之后，可以对

方式则是使用最大切割面积为每米线长185cm2使得杂质对

这两组硅块分别施加在推进速率或线损方面更合适的工艺。

硅片产生更显住的影响。从硅片的平均TTV结果来看，似乎

相关沉积物分布可以通过空间分辨率高达18um的高分

是从FB侧的第一个硅块底部开始的方式，以及第二个硅块底

辨率IR透射测量系统对硅块进行检测。这套系统可以用于分

部向FB侧前进的方式是最佳选择。另外，切割痕迹的大小与

辨HPM-Si块内点状和针状沉积物的颜色带。沉积带的位置影

TTV值相关。

响着硅片TTV值以及硅片外表的切割痕迹。

图十三详细展示了第二种方式的硅块内沉积带对硅片质

当在目前工业生产领域最先进的70um直径切割线的金

量的影响。从新线进入方向看到的第一条沉积带(在硅块#1

刚石线锯下使用满载硅块长度，则硅块底部和顶部位置的硅

的顶部)对TTV或切割痕迹没有影响。硅块#1和#2的底部区

块放置方式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一系类从固定设备基座到

域沉积带严重影响着硅片质量，正如图中观察到的更大的硅

移动设备基座的方向看过来的硅块底部到顶部图带顺序，更

片厚度(红色)和更明显的切割痕迹。硅块#2(MB边)顶部区域

适合于本文研究所使用的硅锭类型。总的来说，进一步降低

的沉积带也同样不会影响硅片质量，正如图中观察到的标准

沉积物特别是针状氮化硅和SiC团簇的尺寸，可以提升金刚石

的硅片厚度(绿色)和不明显的切割痕迹。总的来说，硅锭底

线锯切割多晶硅块的效率。

部区域的硬度更大，对硅片质量的影响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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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FB to MB

Maximum cut area [cm²/m]

Mean TTV [μm]

Saw mark depth [μm]

Bottom → Top / Top → Bottom

156

6.4

12.6

Top → Bottom / Bottom → Top

185

9.5

15.8

Top → Bottom / Bottom → Top

185

11.2

19.0

Bottom → Top / Bottom → Top

185

6.9

13.9

表一：在满载切割下HPM-Si硅块的放置方式，以及得到的硅片TTV和切割痕迹大小

[3] Möller, H.J. 2004, “Basic Mechanism and Models of Multi-Wire
Sawing”, Advanced Engineering Materials, Vol. 6, No. 7, pp. 501-513.
[4] Behm, T. 2011, “Challenges of the wire saw wafering process”,
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 No. 11, pp. 36-47.
[5] Schumann, M. 2009, “The solar cell wafering process”,
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 No. 5, pp. 53-59.
[6] Buchwald, R. 2013, “Analysis of the sub-surface damage of mc- and
Cz-Si wafers sawn with diamond-plated wire”, Energy Procedia,
Vol. 38, pp. 901-909.
[7] Würzner, S. 2017,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iamond Wire Sawing
Process for Monocrystalline Silicon by Raman Spectroscopy and
SIREX Polarimetry”, Energies, Vol. 10, 414.
图十二：高分辨率IR透射设备探测到的点状和针状缺陷图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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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繁为简: 正确测试双面光伏器件的方法
Radovan Kopecek & Joris Libal, ISC Konstanz, Germany
本文原载于第三十七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季刊中

摘要:
双面化技术正有力地冲击着目前的光伏市场。不过双面化技术的前进之路依然任重道远，除了通过技术研发进一
步提升电池、组件和系统的成本效益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有待解决。其中最急迫的是尽快实现双面电池和组件测
试的标准化。本文总结了双面化技术标准化相关的工作和进展。

前言

2013年建造的1.25MWp双面系统为例，该电站在已运行的
三年时间里平均双面化收益达到了将近20%的水平[7])，但

隆基绿能、苏州中来和许多其他大型光伏制造商都

还很难推进和销售双面组件和系统。首先，双面系统的可

同时表达了双面单晶硅c-Si技术具备乐观发展前景的看法

融资能力依然很低，其中一个原因是目前市场上可用的商

[1,2]。从2015年开始，双面光伏系统安装规模已经达到了

用光伏系统仿真程序(例如 PVsyst)不能正确地模拟真实的双

MW级别的水平[3]，并有望在2018年突破GW级规模。与

面系统收益。例如，组件背面与地面的距离对双面系统的

此同时，多家印度公司，例如Adani、Vikram Solar和Tata

背面部分发电能力的影响往往被低估了。PVsyst软件将当

Power Solar等也正在或者准备引进该技术路线[4]。除此之

地表距离超过0.25米时的双面化收益设定为一个常量，而

外，许多大型电力供应商，例如EDF、Enel和Imelsa也正朝

实际上，受到地面反照率的影响，当高度达到1.5米时双面

着该方向发展，其中EDF目前正在墨西哥建设一座90MWp

化收益仍然有显著的提升[8]。

的双面光伏电站[5]。

此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 I-V 测试和其他方面

这些公司一致看好该技术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

的认证标准。首先是因为双面应用场景非常多，而且地面

因为采用双面系统的收益足以抵消因此而增加的额外成本

反照率的变动非常大，因此要定义出足够标准的测试条件

[3,6]。一座建设在智利St. Felipe附近额定功率为2.5MWp

(STC)是非常难的。此外，双面发电收益也受到不同地理位

的光伏电站——‘La Hormiga’(‘BiSoN Farm’)便是最好

置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散射光的可利用性，而不

的证明。

是直射光。因此双面组件比单面组件更难预测总发电量数

在对电站地面进行处理之前，La Hormiga光伏电站的

据。但是该数据对于许多大型公司的双面化路线图来说却

双面化收益为15%，而在采用了白色石英石铺设电站部分

是相当重要的，因此目前标准化制定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地面之后，该收益提升到了27%。如果进行全面的石英石铺

据报道，亚洲地区的相关标准化工作已取得可观进展[4]。

设，则可能达到30%甚至更多。如果将这些初步测试结果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太阳能电池主要厂商晶科太阳能

添加到图一(b)的散点图上(红色标点处)，与其他许多光伏系

与德国测试、检测和认证机构TUV莱茵——这家在光伏业界

统的双面化收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处在预测平均收

备受尊重的机构——正在合作制定双面组件的测试标准。

益值水平附近。当前，该电站正进一步收集和评估发电情

不过，晶科并不是第一家开始行动的企业，在中国建设了

况，从而将更详尽的收益数据标注在该图表上。

全球最大的50MW双面光伏项目的组件供应商英利也正致

虽然现在已经可以观察实际的发电数据(以PVGS在
(a)

力于制定室内测试标准，而苏州太阳能则与TUV Nord合作
(b)

图一: (a) La Hormiga 光伏电站，根据观察其双面化收益达到30%。(b)展示了多项已安装的双面光伏系统受环境反照率的影响规律；其
中红色的点代表La Hormiga 光伏电站的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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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二: 展示了可供选择的双面光伏组件安装方式: (a)倾斜安装；(b)水平安装；(c)垂直安装

开发户外测试标准。

伏系统不仅需要同时考虑组件两边的发电量，还需要以不

由Pasan领导的欧洲双面化协会在2016年10月向IEC提

同的方式安装组件以应对各种应用场景。图二展示了三种

交了标准测试条件。IEC委员会计划将在2017年8月对该条

最主要的安装模式：(a)朝向太阳倾斜的经典安装方式；(b)

件进行评审，并对该程序进行详细的调整。本文的重点将

水平安装方式；以及(c)垂直安装方式。上述这些安装方式

放在该提议上；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将先在下一段落简单

在双面电学收益水平上有着不同的表现；不过它们都有着

介绍双面组件在大型光伏系统市场上的不同应用方式。

各自的最佳应用场景。可以通过不同的双面安装方式来调
节电站发电峰值从而实时匹配电力需求，这将有效降低对

双面光伏系统: 多种应用场景
不同于单面组件的有限应用场景，双面组件可以应用
在许多不同模式下，使得其相关标准要复杂得多。双面光

储能设备的需求。
朝向太阳倾斜的经典安装方式
这种安装方式可以最大程度产生电力并带来最高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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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这种方式可以应用在大型地面电站以及平坦屋顶系

此，不同机构得到的I sc 、V oc 和FF以及最终的效率会有轻

统上。图一(b)展示了这种最优安装方式的双面化收益随着

微的差别。最明显的是，不同电极接触方法下FF会有所差

地面反照率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不过，考虑到风载(例如

异——假设导电夹子被放置在背面，或者使用了剪式系统

平坦屋顶系统)的影响，需要保持较低的组件安装高度，这

(装有弹簧梢的双面接触电极)。

样会降低双面化收益[6]。如果假设反照率为60%，则当组

而双面太阳能电池的测试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其背面

件高度从1米降至0.15米的时候，双面化收益将从25%降到

是向外敞开且需要产生电能的。双面电池背面的技术比标

15%。

准Al-BSF技术更为先进，目前其效率完全超过了20%，对
于相同的PERC+和PERT电池甚至达到了22%。电池背面产

水平放置安装

生的电能同时提升了电池整体的Voc，从而增加了太阳能

水平安装方式可以应用在车棚顶部或整合于建筑平坦

电池的发电容量。因此，需要比 Al-BSF电池使用更长的光

屋顶本身的情况下。这种安装方式属于前面所说的特殊情

脉冲来测试双面电池的I-V曲线：因为标准的5ms光脉冲长

况，即倾斜角度为0度。

度并不足以正确测试效率。对于660-670mV电压(丝网印
刷PERC、PERT)，需要大概50ms的脉冲长度，因此对于

垂直放置安装

720mV(钝化电极HJT)的情况就需要200ms之多。

对于双面组件来说，垂直安装(90度倾斜)方式是非常

图三展示了几种可行的双面电池测试方式。这些方式

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其中最有趣的场景是组件的两面分别

的差异只在于前表面和背表面的接触模式，以及是否只照

垂直朝向东面和西面：该应用场景对组件两面的效率都要

射前表面还是先照表面再照背面。在随后测试标准章节将

求较高，因为在早晨，其中一边面向太阳，而在下午尾

会看到，只使用单面光照源也同样可以测试双面电池及其

声，则是另一边面向太阳。这种安装方式的应用场景非常

双面化收益。

丰富，包括地面安装、平坦屋顶系统、建筑外墙安装和声

对于图三(a)的方式，光源只能照射表面，而背面电极

障光伏系统等。由于发电峰值与朝南向安装的时候不同，

则是通过可反射光和可导电的测试夹进行接触。如果使用

因此需要考虑更多与这一特殊发电曲线相匹配的场景：即

该方式测试双面组件，则会导致得到的电流偏高，因为夹

更多的电力是在早上和下午尾声产生的，而不是在中午时

子会反射额外的光线照到太阳能电池。此外，夹子还将增

分，从而只需要更少的储能。

加额外的横向电导率从而导致填充因子偏高。解决这一偏
差的方法是使用黑色非导电夹，如图三(b)所示。

双面太阳能电池测试

图四展示了使用这些不同电夹时所测得的电性能参数
差异。在位于FhG ISE的CalLab对PERT太阳能电池进行测试

单面太阳能电池的I-V测试非常简单: 有多种夹头和电极

的结果，在2012年康斯坦市首届双面光伏会议bifiPV上进

接触方式可以选择，并都能得到相近的电学结果。尽管如

行了展示[9]。其中，绝对效率的差异在0.2%abs.左右，这

Illumination

(a)

1 sun

(b)

1 sun

(c)

(d)

1 sun
Albedo

Front contacts
Solar cell
Chuck

Mirrors
0.x sun

图三: 展示了可供选择的双面太阳能电池测试方式

图四: 展示了在使用不同夹盘下的电学参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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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llumination

1 sun

(b)

(c)

1 sun

Module
Junction box
Rear wall

(d)

1 sun

1 sun

Albedo
0.x sun
Reflectors

图五: 展示了可供选择的双面光伏组件测试方式

(a)

1 sun

(b1)

(b2) 1 sun

1 sun

(b3)1 sun+x

0.x sun
图六: 展示了可供选择的标准化双面光伏组件测试方式

主要是由更高的电流和填充因子导致的。

2.

通过光伏生产工厂进行测试

另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剪式电极：该方法不但

这两种测试的可能性和需求是不同的，但产生的测试

在测试结果上能做到与黑色非导电夹的一致，而且还能实

结果是可以补充的。在合理的成本和复杂度下，实验室和

现对电池背面进行照明。实现方法之一是在背部使用额外

工厂测试结果的结合可以收集到更好的关于双面化和预测

的光源，如图三(c)所示，或者使用反光镜阵列作为代替，

双面功率收益的信息。

如图三(d)所示。对于后者，背部照明相当于反照率，可以
通过使用过滤器进行模拟。在标准化条例中将会指出为什
么图三(b)(通过黑色电夹进行单面照明)和图三(c)(采用剪式
电极的双面照明)都可以用在双面组件的STC测试上。

双面光照测试
目前已经可以使用能同时照射组件两面的太阳模拟器
(图六(a))。这种太阳模拟器可以为两面提供不同水平的光照
辐射，通常是使用两面光源或单面光源但结合了反射镜和

双面组件测试

灰色滤光板。对于表征双面器件所使用的辐照水平，正反
两面的非统一性必须低于5%。新的IEC标准规定如下：

如图五所示，双面组件可以采用与上面所述的双面太
阳能电池相似的方法进行测试。图五(a)显示双面组件在STC
下采用单边照明，即从前表面照射并反射至背面的方式。
而图五(b)显示了另一种方式，即背面没有照明，用于计算

· 背面至少需要三种不同辐照水平(GRi)，而前表面的辐照
强度则为固定的1,000W/m2。
· 至少需要两种特定的Pmax值，即GR1 = 100W/m2和GR2 =
200W/m2下的PmaxBiFi10和 PmaxBiFi20必须给出。

与单面电池类似的STC下前表面Pmax。图五(c)和(d)则显示了

· 如果背面的辐照水平不等于 G R1 和 G R2 ，则必须通过

两种对双面组件进行双面照射的可选方式，其中背面辐照

P max 与 G Ri 数据关系图得到的线性关系计算 P maxBiFi10和

水平经过设定，包括通过使用背面反射器和额外光源对组

PmaxBiFi20。

件背面进行照射。
单面光照测试
双面组件测试标准

为了计算组件的双面化效率，必须测试组件前表面和

的双面I-V测试标准中最重要的一个章节[8]，并由IEC委员

背表面在STC下的I-V特性(G = 1,000W/m2)，图六(b1)(b2)

会在2017年8月对该标准进行评审。这部分内容摘自于

所示。在测试其中一面时，须使用无反射背板遮住另一

Fakhfouri的部分精简内容[10]。

面，即非外漏的一面。只有当非外漏一面随机选取的两点

作为未来潜在IEC标准的双面I-V表征程序，有两种测试
情况定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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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分内容将包括在2016年10月呈送到IEC委员会

通过光伏实验室测试

w w w. pv - t e c h .cn | @ 每日光伏新 闻

所测得的辐射强度都低于3W/m2时，才能认定非外漏面无
光照，同时还需要满足前面和背面的光照非统一性均低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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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路电流双面化率φIsc(通常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定

(4)

义为单单由双面器件的背表面产生的短路电流与单单由前
其中φ取φPmax和φIsc中的最小值。例如，一个最大功

表面产生的短路电流之比：

率双面化率φPmax = 80%的器件，其前表面的辐照水平必须
(1)

为GE2=1,160W/m2 ，这相当于GR2 = 200W/m2的水平。在
辐照水平GE2下测得的Pmax必须相当于PmaxBiFi20的量化数值。

其中 I SCx 为在STC的单面照射时的短路电流，而因子

双面器件的实际I-V特性表征

x=‘f’表示前表面，而‘r’为背表面。这两种电流都是

在表征双面器件的I-V特性时需要考虑两种情况。第一

在STC条件(1,000W/m2；25℃；参照太阳光谱辐射分布的

种情况是当测试样品的双面化率不清楚的时候(这种情况在

IEC 60904-3)下进行测试的。

新研发和改进设计的器件上经常出现)，或者是在光伏实验

此外，应该根据IEC 60904-7对ISCf和ISCr的测试进行光

室或认证机构进行测试的时候。第二种情况是已知测试样

谱适配校准，除非已知前表面和背表面有着相同的光谱响

品双面化率，这通常是在光伏制造环境下，使用了与测试

应。

样品相同技术的参考器件。
另一个双面效率应该报道和根据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在光伏实验室，测试程序如下。首先，在STC下对所测
器件两边分别进行I-V测试。从这些I-V曲线可以确定这些测

(2)

试器件的双面化率。当这测试器件被用作参考器件时，会
报道在STC的单面照射下的双面关键数据。为了报道双面功

(3)

率收益，需要计算PmaxBiFi10和PmaxBiFi20，或者直接根据测试
或从测试的线性内插法，在其他平衡辐照水平下。
为了计算产线产品的双面功率收益，可以使用参考器

其中φVoc是开路电压的双面化效率，φPmax是最大功率

件，光伏板是在前表面的辐照水平为1,000W/m 2 的STC

的双面化效率，Vocx是开路电压，Pmaxx则是最大功率。其中

下，产生类似单面的值。为了报道双面功率收益，PmaxBiFi10

最后两个都是进行STC单面光照的，因子x则同样表示前表

和PmaxBiFi20的值需要计算，在合适的平衡辐照水平下，通过

面(f)或背表面(r)的照射。光谱错配矫正应该参照上述提及

实行参考器件的双面画率。表一总结了主要差异。
除了这里提到的室内测试程序，新的双面组件I-V测试

的IEC 60904-7标准。
在平衡辐照水平下的测量

标准建议也提到通过户外测试和合适外推法获得 P maxBiFi10

为了能在室内进行发电收益的测试，可以采用背面辐

和PmaxBiFi20的可能性。

照水平可调的标准太阳模拟器。背部需要至少三种不同的

重要的是，不仅要对I-V特性所得到的参数进行标准

辐照水平。必须报告两种特定的 G R1 = 100W/m 2和 G R2 =

化，还要根据TÜV等质量保证机构要求，标准化认证程序。

200W/m 2下的 P max、 P maxBiFi10和 P maxBiFi20值。再一次，如

对于后者，在标准化程序上更难达到统一，因为双面化电

果背部的辐照水平不能与 G R1 和 G R2 相匹配，则 P maxBiFi10和

池和组件的生产商(上面提及的)均在与不同的机构合作[4]。

PmaxBiFi20必须通过Pmax与GR的数据系列的线性内插法获得。

一些将要达成统一(与传统的双玻组件不同)的最重要的

PmaxBiFi10和PmaxBiFi20的量化必须通过在平衡辐照水平GEi

程序包括在最大电流下(必须定义清楚)的测试旁路二极管，

下的前表面；这些水平决定于前表面在1,000W/m 2下双面

以及测试电致衰退(PID)，这种衰退同时影响两面。在特定

化效率，加上不同的背面辐照水平GRi(如图六(b3))。因此，

应用下(例如垂直安装的情况)，还需要对背面进行冰雹冲撞

平衡辐照水平为：

测试。因此预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定义质量认证标准。

PV laboratories

PV production

I–V measurements

STC front
STC rear
Possibly front @ GE
Calculate ĳ
Measurement or calculation:
Pmax = f(GR or GE)
Key data at STC
Pmax = f(GR or GE)

Bifaciality coefficients
Bifacial gain
Reporting

表一: 实际双面光伏组件I-V表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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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 front

Use ĳ (reference device)
Calculation:
PmaxBiFi10 and PmaxBiFi20
PmaxSTC
PmaxBiFi10 and PmaxBiF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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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销售双面化技术

set to alter the game” [http://m.thehindubusinessline.
com/specials/clean-tech/bifacials-solar-solar-energy-

直到今天，销售双面太阳能电池和组件仍然非常困

india-solar-panels/article9775926.ece].

难，因为安装商并不擅长于使用该产品。目前的大型光伏

[5] pv magazine 2016, “EDF wins 90 MW solar project in

系统都是由电力公司(EDF, Enel, Imelsa, Yingli, etc.)建造

Mexico’s second auction” [https://www.pv-magazine.

的，这些电力公司有着小规模的双面光伏系统安装经验，

com/2016/10/04/edf-wins-90-mw-solar-project-in-

也正是这些经验让他们看到了双面光伏技术的前景。

mexicos-second-auction_100026345/].

双面化技术推广的瓶颈在于市场上缺少可靠的商用

[6] Kopecek, R., Shoukry, I. & Libal, J. 2016, “Cost/kWh

双面仿真程序，并且缺少双面测试的标准。到目前为止，

thinking and bifaciality: Two allies for low-cost PV of the

暂时还没有双面组件制造商使用了前面提到的建议测试标
准。但目前已有大量报道的关于双面化收益的室内测试数

future”, 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 30th edn, pp. 88–97.
[7] Nishiyama Sakata Denki Co. Ltd 2017 [http://www.

据，这对消费者来说非常困惑。
在召开双面光伏会议期间，专家们讨论到是否需要

nishiyama-s-denki.co.jp/].
[8] NREL internal communications on ISC’s comparative

为双面系统设定一个保证的额定双面化收益来促进双面
组件的销售。从这些讨论来看，将双面化收益保证设置在

simulations/comparison with experimental results.
[9] Lossen, J. 2012, Presentation, 1st bifiPV Workshop,

10-15%比较符合实际，因为这是在满足基本安装规则之后
的最低收益值。

Konstanz, Germany.
[10] Fakhfouri, V. (IEC project team) 2016, “IEC 60904-12: Measurement of current-voltage characteristics of

总结与展望

bifacial photovoltaic devices”, 3rd bifiPV Workshop,
Miyazaki, Japan.

双面技术在光伏市场上的份额正快速上升。ITRPV甚

[11] ITRPV 2017,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至预测到2024年双面化产品的市场份额将达到20%左右

photovoltaic (ITRPV): 2016 results”, 8th edn (Mar.)

[11]。然而，正如本文所讨论的，双面技术人员和机构仍

[http://www.itrpv.net/Reports/Downloads/].

然需要解决许多难题，例如标准化、认证、仿真和可融资

[12] bifiPV Workshop [www.bifiPV-workshop.com].

能力等。所有这些题目都将在2017年10月于康斯坦举行的
2017 bifiPV峰会上进行讨论，峰会的所有与会者将共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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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硅异质结光伏的金属化技术和互连设计
Jonas Geissbühler, Antonin Faes, Agata Lachowicz, Christophe Ballif & Matthieu Despeisse, CSEM PV-center, Neuchâtel,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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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有望成为下一代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主角的晶硅光伏技术——硅异质结技术已成为许多重要电池和组件制造商的关
注焦点，原因是其同时具备了高转化效率、易于制造成双面组件以及较低温度系数和制造难度等优势。由于这种太阳
能电池的结构和材料异于传统电池技术，因此需要使用特定的金属化技术和互连设计。本文将对这些工艺技术进行了
探讨，其中重点研究目前市场上低温固化银浆技术的发展，包括其在大幅降低体电阻率方面取得的成果。另外，组件
的互连设计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太阳能电池金属化的材料选择。例如，多线互连设计和超细线丝网印刷工艺的结
合可以有效降低电池表面银材料的使用量。而对于需要超长子栅金属电极的这类更特殊的互连设计，可以采用镀铜工
艺来实现高导电金属电极网格。最后将探讨如何将这些金属化技术应用在背接触硅异质结太阳能电池上。

前言

规模生产高效SHJ组件的生产设备也已经推出市场[9]。
值得注意的是，MPERE European协会正在建立一条用于

自从日本三洋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转化效
率高达18%的晶体硅异质结(SHJ)太阳能电池[1]以来，

SHJ器件如此受人关注的重要因素是其令人印象深刻

这种电池结构已取得了快速且长足的进展，包括卓越的

的简单结构，以及因此带来的制造工艺步骤上的简化。图

科学成果和效率突破[2,3]。最值得提及的是日本松下公

一展示了这种器件的简单结构和制造步骤。首先，在制绒

司在2014年通过采用叉指式背接触硅异质结(IBC-SHJ)结

硅片表面连续分别涂覆一层本征和一层掺杂非晶硅材料，

构使电池效率突破25.6%，成为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硅

为的是获得优质的表面钝化(尤其适合于薄硅片)效果，同时

太阳能电池[4]。最近，在超高效率电池的追求道路上

促进电荷载流子的有效分离。然后在表面镀上一层透明导

再次取得了成果，首先是双面接触SHJ结构的电池效率

电氧化膜(TCO)，这层材料可以同时起到减反射光线、收集

达到了25.1%[5]，而IBC结构则再一次突破晶体硅太阳

并横向导通电流的作用。最后，通过金属化工艺，例如丝

能电池的效率，达到26.7%[6,7]。在商业化生产领域，

网印刷银浆[2]进一步增强电极性能。除了制造工艺简单之

这种技术也同样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这其中就包括高效

外，SHJ技术在光伏系统安装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应用优势：

SHJ电池光伏组件的成功商业化应用[8]，以及可用于大

首先，SHJ电池本身就具有双面结构，其次，它的效率温度

图一：双面硅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的制造步骤及其结构的截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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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J电池和组件的新型全自动化生产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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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金属网格线电阻率和子栅长度引起的光学和电学损失，包括18线(18W)、2BB或4BB以及二或四切片电池(2Sh或4Sh)互连设计

系数可以稳定控制在-0.23到0.3%/℃的低水平[11,12]。不仅

钝化层的设计使其对金属化工艺的温度有所限制，通常为

如此，SHJ还能应用于叠层电池这类高效器件上[13]。

200℃左右。这就基本上限制了原本用在同质结器件上的传

SHJ太阳能电池异于传统的结构以及使用掺氢非晶硅

统银浆金属化工艺，因为后者的烧结温度高达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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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数量进行优化的过程中，都假设TCO的表面电阻为常量
100:/sq.、子栅宽度为50μm。子栅长度与网格设计有
关，从只有2条主栅的H图案设计(子栅长度为3.9cm)到超多
栅线设计，后者的子栅长度可以缩短至10mm[15,16]。图
二还分别给出了三种金属化技术: 1)细线银浆丝网印刷；2)
粗栅线银浆丝网印刷和3)电镀铜技术的线电阻率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 Namics公司

在图二中，子栅造成的功率损失与长度L2成比例关
系；显然，如果使用多线设计代替传统的主栅设计，对线
电阻率的限制将得以缓解。相反，当子栅保持较大长度，
则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保持非常低的线电阻率。其中一
个方法是将电池被切开并通过直接互相叠放的方式连接在
图三：低温固化银浆相比于纯银(水平线)的体电阻率变化进展。
其中，实线代表在200℃下固化30分钟厚的银浆，虚线则代表
在180℃下固化30分钟厚的银浆

一起[17]。在该方法中，每块电池切割子电池的数量应保持
尽可能低，以将激光切割损失控制在最小，并避免对大量
的子电子片进行手持操作，减少因重叠引起的损失面积。
例如，当切成4片子电池时，其子栅长度相当于2主栅设
计的值，这意味着线电阻率可以至少保持在1:/cm。接下

图片来源: CSEM

来，我们将分别探究不同的金属化技术以及互联设计。

低固化温度银浆和丝网印刷技术
最近几年，专门用于SHJ太阳能电池的低温固化银浆技
图四：涂覆了ITO层的制绒硅片上制备的丝网印刷电极线的光学
图像(左)和3D图像(内插图)，以及丝网和开孔的SEM图像(右)

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此之前，高性能的低温银浆
对其存储条件非常敏感，而且工艺条件需要很长的固化时
间以及高于200度的固化温度。从这方面来看，固化步骤
对电池先驱物有显著的影响，这就要求在先驱物性能和银

图片来源: Meyer Burger

浆电阻之间取得平衡。不过，得益于近十年来这些产品所
取得的进展，如今这种银浆已经可以环境温度下或者标准
冰箱内进行存储，从而大幅降低它们的存储和运输条件要
求，最终有效降低成本。至于固化工艺，目前已经可以使
用红外加热炉来加快反应进度，从而降低产线上电池的热
图五：无栅电池、GridTouch测试、SWCT概念和破记录双面组件

预算和锅炉占用空间。
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在只有150℃温度条件下使一定量

因此SHJ太阳能电池必须使用特殊的低温固化银浆，这一变

的银浆材料获得优化的体电阻率。得益于由碎片和颗粒

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电极电阻比传统高温金属化工艺的高

多组分组合而成的银纤维材料的研发进展[18]，该材料的

出2到3倍；这对整套电池和组件的金属化技术和互连设计

最佳体电阻率已经从2009年的18μ:•cm降低到现在的

都有着巨大的影响[14]。本文将介绍如何通过最近在SHJ金

5.5μ:•cm，如图三所示。甚至有些原型浆料的电阻率都

属化和组件封装上的技术突破来解决这一瓶颈；同时还将

已降到了5μ:•cm以下，这几乎只有纯银体电阻率的三倍

介绍如何选择合适的金属化技术和电池互连设计。

(1.58μ:•cm)。此外，这些产品的印刷适性有了显著的提
升，可以防止浆料溢出细栅边缘以外；这将有助于降低光

金属化技术、网格设计和互连方案之间的联系

线遮挡和提升栅线导电性能，这是因为使用同样分量的银
材料就可以获得更顺滑子栅。随着印刷适性的提升，在大

金属化技术的选择对在组件制造时所选用的互连设计
方案有着重要的影响，反之亦然；最终影响着金属网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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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生产中和研发中已经可以分别使用30um和20um小的
丝网开口[19-21]。

设计。网格设计的一个关键参数是子栅长度，它被定义为

如图四所示，通过使用零角度偏向的特殊丝网材料以

电流沿着子栅需要流过的最大距离(例如在标准的H图案网

及只有12um宽的网孔尺寸，在一片涂有ITO层的制绒硅片

格电极中，该参数数值等于主栅到主栅距离的一半)。

上得到了破纪录的16um印刷线宽[22]。使用高反射率的银

图二展示了不同线电阻率和不同子栅长度下的金属化

浆和三角形子栅形状，可以使子栅的遮光率降低50或60%

网格设计引起的功率损失评估结果(在这里不考虑TCO和子

[23]。最后，可使用产品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专用于焊

栅内部的功率损失以及主栅对子栅的遮挡效应)。在对子

带互连、多线互连和主栅印刷的特殊银浆[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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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双面电池总的银浆消耗量减少至60mg以下[36,37]。
通过使用SWCT技术将每块双面电池的总耗银量控制在只

最初，SHJ太阳能电池采用与标准扩散电池相同的互连

需要60mg，金属化和互连成本将因此大幅降低，使得SHJ

图案，并使用主栅和焊带互连的方式实现金属化设计。然

技术成为比标准扩散结电池更有竞争力的技术[26]。最

而，低温固化银浆的有效烧结工艺要求在主栅处的最小厚

近，Zhao et al.通过GridTouch证明了量产产线上的一个批

度为20um，以避免浸银的发生。对于3主栅设计的6”电

次电池转换效率超过23%，并录得黑色背景下的双面组件功

池，通过在背面使用溅射银工艺可以减少双面电池1g的总

率达到320Wp，白色背景下的功达到330Wp，在背面反照

银消耗量(相当于主栅用银量的40%)，或者单面电池0.5g的

率为20%时的功率达到379Wp[19](如图五所示)。

总耗银量。当使用5主栅设计时，以上数值要降低一半。而

尤其是最近几年，SWCT线箔技术的栅线成本已经大幅

如果使用目前最新的高导电率银材料可以将每面银消耗量

度降低。此外，通过使用新一代高性能、高可靠性和成本

降低至200mg。尽管如此，在使用标准焊接工艺时，显然

效益的多线解决方案，其产品多次通过在T Ü V莱茵进行的

SHJ金属化是限制成本的因素[26]。

所有IEC加速寿命测试[38]。因此，这类多线方法在可制造

如今，焊带互连可以通过使用导电粘合物或导电薄膜
粘合到硅片上完成，在可靠性方面并不逊于焊接工艺[27-

性和低成本方面是表现最好的，并同时保留了电池工艺的
优势。

31]。粘合技术主要有两大优势，首先可以省略掉主栅丝网

SWCT具备成为未来太阳能行业新金属化技术的可能

印刷步骤，也称为无主栅电池设计，然后通过粘合剂直接

性，因为对线电阻率的需求在减少。在这方面，在实验室

将焊带粘贴到丝网印刷子栅上[24,25]。最终结果，在4条和

层面已经将该技术应用到了铜浆丝网印刷[39]、银纳米粒

5条焊带情况下双面电池总的银消耗量可以分别降低到0.3g

子喷墨打印[40]和柔性有机材料打印上[41]。SWCT甚至能

和0.2g。对于5主栅的情况，银成本可以降低到$0.1/硅片

直接与SHJ太阳能电池表面的TCO连接；这就使得电池生产

和$0.018/Wp(假设银材料价格为$500/kg和电池效率为

线完全消除了金属化步骤。已证明通过使用该方法可以制

22%)。粘合工艺的第二个优势在于不需要焊接步骤，因此

造出效率高达20%且可靠性能力超过200次热循环的组件

可以使用制绒焊带，使落入到焊带上的光线重新照射到电

[42]。

池表面，将组件功率相对提升2%[32,33]。

铜电极
多线互连
另一种能提升SHJ金属化的方法是使用电镀铜技术代
线基互连技术目前正成为流行的焊带替代性技术，只

替银浆丝网印刷技术。虽然已经有文献报道将该技术应用

因它能降低金属化网格的功率损失，提升组件可靠性(避免

在了单结电池上，但应用在SHJ电池却是最近才开始的，并

电池碎裂和相对提升组件功率输出3到4%)[15,34]。

且因为器件结构的不同，需要重新改进工艺[43,44]。实际

来自梅耶博格公司的智能栅线连接技术(SmartWire

上，SHJ电池和传统扩散结电池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前者表

Connection Technology: SWCT)通过聚合物箔将一种低熔

面的导电TCO薄膜，这种材料不能作为电镀掩膜，而扩散

点合金涂覆在铜线上；该技术最初是由Day4 Energy公司

结电池所使用的介质减反射膜则可以。不仅如此，如果在

开发的[35]。SWCT能完美匹配SHJ太阳能电池的金属互连

TCO直接进行电镀，铜材料的粘附性将成为问题，因此需要

设计，只因其焊接步骤是在层压步骤期间进行的[16,36]。

在电镀之前进行特殊处理[45,46]或者先电镀一层镍金属层

栅线之间的距离只有8mm，从而使子栅线的线电阻率达到

[44]。尽管如此，即使是增加额外的镀镍粘附层，还是存在

10:/cm之高；在大规模生产中，线宽可以降低到50um，

微小空洞，降低子栅的黏附性[44]。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物理气相沉积(PVD)制备一层导电种
子层[47]。除了与下面的TCO形成粘附层之外，该薄膜还
拥有较高的横向导电能力(只有几:/sq.，相比于TCO层的几
百:/sq.)。因此，铜电镀工艺下的电流可以均匀地分布在整
个太阳能电池表面上，而电极接触则可以直接做在种子层

图片来源： CSEM

图片来源: Meyer Burger

上。这就可以在n型或p型表面上进行电镀，而不需要使用

图六：双面SHJ电池的铜电镀工艺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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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诱导镀，并简化双面电池两面同时电镀的步骤。

大，但在6”太阳能电池中约15cm的长度需要使用大量的

根据TCO薄膜的导电特性，需要一种图案技术，使得在

金属才能避免子栅产生过高的电损失。这可以通过由CSEM

除了种子层之外的区域都要形成绝缘层。虽然传统的影印

开发的特殊电镀化学物实现，该化学物在电镀铜上产生超

技术通常用于研发目的，可以将超窄图案缩小至15um，但

低应力，从而在6”硅片上实现几十微米高度的子栅的同时

其应用在工业化生产的潜力依然不确定，因为其高昂的化

不引起硅片弯曲[54]。

学成本以及需要非常复杂的工艺流程[44]。出于这种考虑，

不过，避免IBC电池背面金属化的最优解决办法是使用

提出了几种替代方法：

双层多线互连设计。该设计只需要两到三道丝网印刷步骤

· 使用低成本的干式感光膜[47]

来制备印细栅线、导电盘和隔离盘(如图七所示)。每一条单

· 使用丝网印刷制备绝缘掩膜[48]

数和偶数线都将分别接触P和N型电极，而相邻电池的顺序

· 介质掩膜和和激光转化[49]

则是刚好相反。该方法的另一个值得称道的优势是可以制

· 使用功能性油墨进行喷墨打印(阻止下面阻挡层的交联

造成双面背接触太阳能电池。在Next-Base项目中，欧盟坚

反应)[45]
· 热熔薄膜喷墨打印[50]

定支持这类用于IBC-SHJ太阳能电池的先进金属化和互连概
念的研发和应用[55]。

通过使用热熔薄膜技术，Hermans et al.取得子栅宽度
低于20um的成果。正如本文所提到的，降低工艺成本的

总结

重要一点是确保热熔掩膜油墨的低消耗量；这可以通过两
个步骤完成，其中使用薄的掩膜油墨，并且只增厚子栅附

不同工业成熟度的材料和技术都可以用于SHJ太阳能电

近区域，以正确地界定边界，使得掩膜油墨的使用数量降

池的金属化上。特别是低温固化银浆在过去几年实现了长

低70%以上[50]。图六给出该工艺的图示，其中SHJ先驱物

足进步，使之能获得三倍纯银电阻率的最小体电阻率。更

涂在金属种子层的两边。油墨印刷的第一步为沉积一层薄

重要的是，在组件制造期间使用的互连设计在对线电阻率

的热熔薄膜，随后进行第二次油墨印刷，此时子栅形状便

的需求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方面，多线方法放宽

可以正确控制。随后通过电镀工艺生长子栅。需要注意的

了子栅电阻率的限制，允许使用细栅丝网印刷；该技术大

是，这一步电池两面需要同时进行操作。最后，将热熔电

幅度了降低银浆的消耗量，以及光线遮挡的影响，最终提

镀掩膜和过多的种子层通过化学方法移除。

升组件发电性能。为了采用更广范围的互连技术和方法，

铜电镀金属化技术有着多种优势。首先，完全避免

还需要考虑使用其他的金属化技术。其中，铜电镀技术是

了丝网印刷期间发生的银浆扩散现象；这意味着如果结

非常适合于原本用于制造低主栅数量或小组件的互连设备

合合适的图案技术，便可以大幅度缩小子栅宽度以及由

上的；由于能够获得较窄但导电率更高的子栅，因此可以

金属网栅引起的遮光效应。第二，由于电镀铜的电导率接

尽可能地降低金属的遮光效应。

近于纯铜，所以可以得到高导电性能的栅线。因此，通过

总的来说，得益于其固有的双面结构和低温度系

使用铜电镀金属化SHJ电池可以取得非常高的效率——例

数，SHJ技术已经证明了其在降低发电成本(LCOE)上的

如，Kaneka取得了25.1%，Silevo取得了23.1%，其中后者

潜力。如今，通过目前在金属化和互连领域的发现和进

在2014年被SolarCity(如今属于特斯拉)收购[5,51]。

展，SHJ技术的生产成本正逐步降低，使其成为最有竞争力

同样，铜电镀工艺还能有效提升组件的效率，例如

的光伏技术之一。

Sunpreme公司的72片SHJ电池双面组件功率便取得破纪录
的402Wp[52]。如图二所示，铜电镀技术可以将线电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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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内的100GW光伏组件出货量，质量与
数量之间的平衡点在何处？

尚德组件产品测试

文/ Finlay Coville，Solar Intelligence, PV-Tech.org

太阳能产业内的年需求量水平将比第三方观察机构和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对太阳能光伏

各领先零部件供应商所预计的，更早地达到100GW。在

市场需求和组件产品供应的追踪，并展示能够预计出2017

2018年，太阳能产业将实现100GW以上太阳能组件出货

年产业内组件出货量超过90GW、2018年超过100GW的出

量，同时在2017年，这一数字将轻而易举地超过90GW。

货量的方法论。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笔者将关注组件产

但是，随着年度组件出货量的迅速增长，随之而来的

品质量问题，以及当下需要进行了解的下游活跃领域，以

一个问题是：为满足更高的出货量目标而使用的新组件概

为公共事业规模应用项目发展领域做出关于组件供应及技

念是否牺牲了组件产品的质量？因为新的产品理念常常意

术设计的正确决定。

味着需要使用新的材料及太阳能电池类型。
此外，随着在2018年将组件生产混合成本(产品出售成

太阳能组件供应：2018年实现100GW？

本)压低至30c/W以下的浪潮，以及对徘徊在三十几左右的
平均产品销售价格的适应，如果材料单的重点在于迅速进

太阳能终端市场在过去几年内的实际需求量均超过了

行成本下调，并将其作为盈利的短期指标，这种状况是否

各家机构在年初时所给出的预测值。事实上，即使在年内

会为组件质量和长期稳定性带来潜在的维护？

进行的预测值也远低于市场在第二年统计出来的前一年的

这些是切实存在的问题，也是场地资产所有方与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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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数量。

方运维企业之间协定了电站性能比之后，或根据电站超额

在每年对过去十二个月的市场需求与供应状况进行汇

发电量支付奖金时，相关合约讨论过程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总对比时，总是能清楚地找出预测值过低的原因，以及哪

本文将对2018年市场成长至100GW级别背后的促因进

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导致了实际数字的上涨。但更大的一个

行详细谈谈，并为过去几年市场预期均低于实际太阳能安

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第三方观察机构每年给出的预测值

装水平这种状况提供相应的解读。

均会出现偏差，且总是低于实际值？

距离PV ModuleTech 2017研讨会召开仅剩不长的时间

看起来，许多机构仍旧执着于在第二年内花费六个

里(2017年11月7-8日，吉隆坡)，本文同时还阐述了此次

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将上一年度的实际数值进行相加

为期两天的行业活动具有为EPC企业、开发商及资产所有方

汇总。尽管历史数字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有可能具有极大价

提供关键信息的潜力的原因，帮助上述各方理解太阳能组

值，但其对于当下状况、对于未来3-6个月的时间来说助益

件产品向前发展的关键指标，并最终在场址设计、建造等

甚微，更不用说对未来2-3年时间里的参考意义了。实时追

过程中转移风险，同时优化项目现场逾20年内的整体投资

踪供需状况似乎在太阳能产业仍未实现，笔者在下文中将

回报。

就此状况的原因加以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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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多晶硅产品的供应状况却在此
处显示出了较高的价值。
相较于半导体行业，太阳能产业消耗更高比例的多晶
硅产能，而多晶硅供应商的数量就竞争力而言，目前仍旧
是最为集中的。然而，行业对于中国政府公布的多晶硅进
口历史数据仍旧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尽管如此，假设我们
能够获得正确的g/W数据，且能够根据开工率和库存控制
对各领先多晶硅制造商的生产趋势进行评估，那么这将成
为未来3-6个月内组件供应状况的最佳指标。
图二显示出我们当前对2018年底前组件年供应趋势的
预测，以及可追溯至2013年的历史数据，以作比较之用。
将其与此前提及的需求预期图表相叠加后，即可得出
两个产能关键指标。这其中显示了自下而上的现有有效年
图二： 由于供需动态的复杂多变、政府/全球市场环境政策、贸
易限制、维持国内制造业就业岗位的需要、不断增加的基于场
址资本支出/投资回报率的太阳能经济案例，以及后补贴时代市
场对机构投资商信心造成的影响等因素，太阳能光伏组件供应
量预计在2017年将超过90GW，并在2018年达到100GW

化多晶硅(太阳能级)和太阳能电池(包括晶硅和量产薄膜类
型)的产能。尽管对有效产能按照区域、技术和竞争力等标
准进行分类汇总会增添额外的复杂性，但该模型已然能够
在供应侧提供足够数据以支撑2018年终端市场上100GW需
求量的预期。

目前产业仍旧十分依赖于政府所公布的数据，相关
数据通常会出现数月的延迟，并且缺乏任何形式的独立验
证；此外，由于政府各类数据通常会相互作为产能增加的

中国市场与中国以外的市场：两个不同的世界，却有
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参考值，供应侧相关数据的阶段划分通常与实际状况间有
着较大偏颇。
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产业经历了多少次由于中国政

低估了该市场的影响力。事实上，笔者认为在中国大陆和

府公布了国内太阳能季度安装数字后，市场预期值在一夜

台湾地区之外的市场并没有完全理解中国市场所具有的庞

之间出现大幅上调的状况？

大规模。

当纯粹地考虑组件供应状态时，大多数市场观察机构

中国市场主导着多晶硅生产、硅锭生产、硅片生产，

存在的最大问题仍旧是市场上1GW及以上规模水平的活跃

甚至是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同时，中国市场目前占到了

企业数量极大，且许多企业在中国开展的业务尽在中国市

全球组件供应和安装量的近一半比例。这一比例几乎产业

场内存在。如果太阳能产业拥有3-4家组件供应商，占到全

所能见到的最高的主导比例。

球总出货量的90%以上，那么对于市场需求状况最佳的跟踪

在产业上游，由于中国市场出口至无贸易限制区域的

方式就是着重关注这些企业的月度或季度区域市场出货状

组件数量的水平，以及总部位于中国的各组件供应商在东

况，此种方式将能够获得对需求状况的最佳解读(尽管其中

南亚市场上所拥有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产能规模等，生产因

存在着较强的供应驱动因素)。

素影响着全球所有制造计划、技术路线图和产品销售均价/

PV-Tech在过去若干年内所建立的模型方法是对占到市

成本目标。

场组件出货量90%左右的50余家领先组件供应商进行分类

近期出现的关于此论断的一个例子是阿特斯阳光电力

汇总(包括内部自产组件和第三方外包组件)，并将这些企业

在2017年实现30c/W以下全组件混合全球制造成本而立下

按照季度出货量和区域市场出货量进行分类汇总。这其中

的标准；公司在去年底宣布将要达成这一成就，在本文截

包括对未来12-18个月的预测。这些数据随后与终端市场预

稿时的八月份，阿特斯阳光电力在这一目标上进展良好。

期值交叉验证，后者是政府数据及终端市场促因跟踪数据

另一个例子与组件配置(60/72块电池)及功率(如PERC/非

的结合。此时得出的结果相较于第三方观察机构通常所得

PERC类型等)相关，同时也取决于非中国企业的技术规划如

出的终端市场供应数据更为乐观，但我们可以看到，此时

何参考了领先中国组件供应商的规划。

的结果更符合期后对需求数据进行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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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是太阳能产业发展的推动力量这一论断严重

产业下游却是另一番模样。我们仍旧可以认为中国的

其他的参考因素包括关键零部件的供应状况，并从中

终端市场属于中国制造商和EPC企业及资产所有方，同时，

找出能够通过原材料或零部件产品的状况对组件供应状况

企业中的国有份额影响着项目安装渗透率和每个项目价值

进行三角定位的方法。但不幸的是，通过背板产品、逆变

链上合作伙伴的选择。在这里，全球组件供应商可被分为

器产品或支架系统等进行此类计算的方式，在近几年内并

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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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位于中国，供应业务主要来自于国内业务

带来的影响，以及下游各渠道(EPC企业、运维方和资产所

•

总部位于中国，拥有国际品牌、良好的产品供应记录和

有方)在规定组件供应和项目性能比的时候所应注意的指标

发展愿景

有哪些。

•

总部位于中国境外，所服务的市场范围中不包括中国

所有的这些主题组成了PV Tech最新活动——PV

市场，且该区域的太阳能产业终端市场规模更接近

ModuleTech 2017的基础，此次研讨会将在2017年11月

50GW，而非100GW

7-8日召开，在此次研讨会上，各领先组件与材料供应商将
阐述与下游EPC和公共事业规模资产所有方及投资方相关的

只有总部位于中国并面向全球开展业务的组件供应商所

问题。

拥有的服务市场规模能够解决总市场规模，将此类别中的中
国企业继续进行细分，只有少数企业真正在中国境外拥有精
通当地状况的全球销售与市场营销团队。
对于在中国之外的市场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来说，拥有
契合的全球销售与市场营销策略仍旧是一个较大的挑战，目
前，此类企业名单仍旧局限于晶科能源、天合光能、阿特斯
阳光电力和晶澳太阳能等几家企业之中。其他中国企业均或
多或少地存在不足，而且这些企业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仅
单纯地模仿上述多吉瓦级供应商的业务模式，其中大多数公
司在中国境外并没有任何制造业务，从而无法参与美国和欧
洲这两个(从品牌角度来说)十分重要的市场业务。
而在上文所提及的企业名单上，仍需添加的一个名字
是韩华Q-CELLS，该公司是名单中唯一一个总部位于中国境
外(韩国)的企业，但其前身是中国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商
(林洋新能源)，并且有能力同时满足中国市场需求(通过其中
国境内业务)和国际市场需求(通过其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
的业务)。
有趣的是，笔者列出的名单中，五家企业均来自于硅基
组件超级联盟(SMSL)成员，这并非是一个巧合。SMSL中余

图三：晶科能源在2016年曾是领先组件供应商，其他对手与其
之间颇有些差距，实现了与目前50-100GW全球终端市场规模
所带来的市场需求紧密相关的商业模式。在将去年面向中国市
场的出货量摒除后，我们能够看到包括SunPower、SolarWorld
和REC太阳能等排名在前十名之外的其他企业的状况；这些
公司所开展业务的潜在市场占到目前总潜在市场(TAM)规模的
50-60%

下的两家成员企业为隆基太阳能和协鑫集成，这两家企业目
前均筹备了大量资源，希望在国际光伏舞台上成为新的领先
中国组件供应商。
然而，中国太阳能产业中的不确定性并非来自组件供应
商，或是SMSL成员在全球组件供应市场上的市场份额，而
是来自中国市场上今年及未来的应用类型。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重点放在了跟踪太阳
能光伏市场需求与组件供应状况的问题上，并为读者展示
了一种新方法论，从而得出2017年组件产品出货量超过
90GW、2018年超过100GW的数据结论。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将主要关注组件产品的质

我们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政府对各类指标毫无

量，以及市场下游活跃领域内当下所需要注意的事情，以在

意义的修辞，即该国市场每五年公布的一次太阳能安装五年

为公共事业规模系统应用发展过程中选择组件供应商和技术

发展计划：上文中提到的全球供应预期认定在中国市场上维

时做出有理有据的决定。

持太阳能产业内的就业岗位最终会赢过对其他因素的考虑；
并且在短期内，对就业的支持会促进终端市场供需动态的增

2016年组件供应趋势概况

长，同时会促进投资涌入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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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接下来的3-5年内将发生怎样的发展又是另外

在我们研究2017年和2018年组件供应状态之前，先来

的一个问题了，但是首要的问题是对2017年余下的时间和

看一下去年内哪些公司的组件出货量最大。在延续了本文第

2018年12个月的市场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在这种条件下，

一部分中对于中国市场/非中国市场的分类模式的同时，我

已有多种迹象表明2017年的出货量将超过90GW，并且

们还将研究范围扩大至了仅针对中国市场的领先组件供应

2018年将达到100GW的水平。在此期间，中国市场和非中

商，以及对于对于需对读者都极为关键的，哪些组件供应商

国市场的问题将保持现有的相关性。

主导了中国市场之外的全球市场。

在本系列文章中的第二部分，笔者将就本文中所提到的

在2016年的排名与PV-Tech网站在2017年1月份各企

各类问题对全球组件供应、组件智利和第三方审计/认证所

业公布其2016年四季度出货水平前发布的市场调研结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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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些许出入，但该类别内的冠军，晶科能源，在我们调整

但本节文章所要探讨的问题对于需要依赖组件性能长达

出货量数据后仍旧遥遥领先。

20-30年的项目现场来说，确实价值连城。尽管无论是2kW

在组件出货量排名中，除了晶科能源处于领先位置之

的住宅业主，还是对吉瓦级投资组合的资产业主都是具有

外，从2017年直至2018年期间，关于表中涉及的其他企业

相同的风险，但很明显，后者在收购含有性能不佳的组件

的在中国市场和非中国市场上产品出货量的关键信息也在

产品是所噪声的损失风险最大。
质量、可靠性和第三方认证等相关问题的最佳解决方

文中有所阐述。
在2017年出货量预期中，全球排名前十位的企业与

式是通过可靠的数据和有理有据的分析与讨论进行解决，

2016年几乎完全相同。主要的变化是隆基绿能上升至第六

而这些内容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在本文接下来的

位，排在协鑫集成前面。事实上，这些企业也是“硅基组

内容中，笔者将重点放在了造成市场担忧情绪的原因、相

件超级联盟”(SMSL)的组成基础，包括晶科能源、天合光

关因素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在市场从补贴导向市场向后补

能、阿特斯阳光电力、晶澳太阳能、韩华Q-CELLS、隆基

贴时代转型且具有强劲年度增长趋势时，相关因素所具有

绿能和协鑫集成；这些企业均是笔者认定将能够在2017年

的重要性等问题上。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详尽内容、获得相关数据、聆听

内时限4GW以上组件出货量的，远高于其他组件供应商。
笔者在这一问题上最初的预测是在18个月之前公布
的，目前来看与事实符合度较高。
笔者首次将面向中国市场的出货量单独分类，列出了

相关企业关于组件质量和性能的看法，欢迎报名参加PV
ModuleTech 2017会议。我们希望大多数的事实及数据届
时将能够得以证实。
最后，笔者将在接下来的文章中阐述目前被产业广泛

2016年中国市场出货量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和去年产业内
非中国市场上出货量排名前十位的供应商。

认可并理解的质量标准中的关键壁垒；组件供应商与资产

我们将中国市场上进行出货量排名的企业数量限定为

业主之间所使用的不同专业词汇所带来的信息不匹配，以

五家，因为后面的排名大多是只有若干兆瓦项目零星分布

及这种情况是如何在外部投资商在评估太阳能在全球能源

在整个市场上，并不会对当前的情况造成任何影响。排名

组合中的可行性时，对整个产业的可信度造成影响。

中最为显眼的是隆基绿能与协鑫集成两家企业：这两家企
业均出现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并且与其他五名SMSL成员

产能扩张、技术升级与成本下调仍旧是主要促因

一样，正在寻求在全球供应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如果你不是一家中国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商(这里包括

目前，对于大多数光伏组件供应上来说，其背后的发

了台湾地区太阳能制造商和韩华Q-CELLS)，那么你基本上

展动因众多，并且均对各自的内部业务部门施加了较大的

只能在太阳能产业内的非中国市场(即全球其他市场)上开展

压力以期能够迅速应对各种状况。其中一些因素在本节标

业务；在这种情况下，表中右栏的排名则能够很好地衡量

题中有所体现，而另一些对于太阳能组件应用十分重要的

各家的竞争力与供应强度。

因素则是组件产品质量、可追溯性和长期现场运行稳定性。

2017年非中国市场上排名前10位的组件供应商仍旧由

同时满足所有这些标准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并且对

美国、印度和日本市场所主导，欧洲市场紧随其后，最后

于大多数组件供应上来说，增加新产能(当前通常都是以吉

是新兴市场上拍卖招标中标商的批量项目。这一领域是诸

瓦级计算的)和为PERC等技术理念进行工艺流程升级，并

如First Solar、SunPower、SolarWorld和REC Solar等企业

同时保证不在组件质量上进行妥协，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领

开展业务进行竞争的领域，同时也解释了之所以First Solar

域。事实上，中国市场上许多太阳能电池/组件供应商在过

和SunPower两家公司在今年加大力度提高中国市场出货

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在研发领域内取得的成绩极少，如果

量。

PERC升级是目前仅有的项目，那么光就这一点就足以引起
最后，当我们向前展望2018年市场的时候，我们得出

产业对执行满意度的预警了。
尽管上述问题的性质较为投机，下面的两个问题则必

的排名仍旧由同样的7家SMSL供应商组成(并且与其他企业
之间差距较大)，同时，规模在2-2.5GW的第二梯队中的企

然会影响终端市场上所供应的组件产品的质量与稳定性：

业之间目前差别不大，仍不足以作出判断。SunPower公司

•

在内的亚洲市场交付非IBC类型组件的这个摆动因素，具有
重新进入名单的潜力。

将组件外包给包括越南和泰国等新兴制造国家在内的东
南亚地区的第三方合同制造商；

凭借实现其p系列产品技术发展路线图并向包括中国和印度
•

极度依赖来自APAC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太阳能电池供
应商的第三方太阳能电池。
当大多数组件供应商在谈论对OEM供应商执行严格的

出货量批量增长，那质量呢？

质量控制流程时，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也能够知道，制造
质量已被高高地亮起了红灯。

尽管组件供应商整体的标准基准仍旧保持十分坚实，

直至目前，仅有少数领先光伏组件供应商能够自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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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零部件的100%内部自产，使得当销售订单储备占主导

是，仍旧让人感到十分惊奇的是，零部件和材料的内部自产

地位时，每家供应商都或多或少地在某种程度上均有着外包

质量控制并没有更多地作为关键性产品差异化因素被应用在

太阳能电池生产或组件装配的情况。这一结论在研读中国各

产业内。

家企业所发布的关于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上获得相关业务的公
告时在事实上被进一步印证，因为这些企业在中国之外并没
有任何太阳能电池或组件制造产能存在。几乎已经是产业默

单晶还是多晶、PERC还是黑硅、LCOE还是电网平
价：感到困惑了么？

认的形式，我们能够假设组件产品事实上是从东南亚地区内
众多低成本合同制造商中的任意一家手中进行贴牌而来，并
且越南市场在目前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多。
如果对当前占据了太阳能产业95%以上规模的100家光

链的上下游两端通常对哪些标准是十分重要且需要关注的、

伏组件供应商进行检视，并将中国制造/中国供应的组件产

需要在市场营销中提及的，或是从定位的角度来看会影响项

品排除在外，那么几乎没有几家领先供应商能够真正地宣称

目可靠性的等问题毫无头绪。

旗下100%的产品均是在自我监管、严格控制的厂区内完成
的内部自产。

养老基金们并不了解什么是单晶PERC产品，而组件供
应商们也不大知道什么是杠杆式投资回报率的相关性，而

首先是由于技术差异化所带来的结果，其次是核心企

在两者之间还有项目开发商、EPC企业、运维方和资产管

业使命对生产质量的控制，使得First Solar或可成为太阳能

理方等需要连接起来，而这些孤注一掷的决定均基于对某

产业中排名前十位的组件供应商中唯一一家能够宣称做到每

100MW太阳能电站在20余年时间内的运转性能的相关组件

个交付至终端市场的组件产品具有100%可追溯性的公司，

供应商、技术选择和材料清单的前期假设之上。

无论该组件产品是用在公司旗下自有项目中或是第三方客户
项目中。
晶硅产品供应商所供应的组件产品中约有高达50%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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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只要他定期地与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和下游太阳
能投资组合业主进行沟通，就会很快滴意识到，太阳能价值

本文中所提及的顶尖组件供应商中，仅有少数几家有能
力完成这些。而当从太阳能投资组合业主的角度来看待整个
过程时，问题同样存在。

阳能电池来自于不同的第三方来源，而组件完全在自有厂房

目前对太阳能产业年出货量何时超过100GW，或是单

实施中制造的情况也极为少见。在SMSL成员中的晶硅企业

晶产品市场占有率何时超过晶硅市场的50%进行预测仍旧为

中，晶澳太阳能和韩华Q-CELLS能够宣称其所用来制造组件

时过早，但太阳能组件产品安装的投资回报确实对整个太阳

的太阳能电池来自内部自产太阳能电池的比例最高。这一点

能产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与晶澳太阳能及前德国/马来西亚企业Q-CELLS的企业均以

为吉瓦级全球市场的上游组件供应商和下游投资股东们

单纯的太阳能生产角度发展业务成长为光伏产品制造商的状

创造一个共济一堂的机会是我们举办PV ModuleTech 2017

况之间并非巧合。

的动机，如果最终的目标是在相关问题标准上达成共识，那

就在今年八月，韩华Q-CELLS提及了其使用内部自产太

么我们将在解决上下游沟通障碍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这一障

阳能电池来满足组件产品供应，其所提及的内容主要是强调

碍目前在为大规模商用和公共事业规模项目终端市场进行最

公司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完全无LID的PERC组件产品供应；但

终组件供应选择的整个过程中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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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 Expo 2018见证MENA地区繁荣发展

第三届Solar Expo展会将于2018
年1月15-18日与世界未来能源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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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1GW Al-Dibdibah光伏项目的规划

此背景之下，WFES Solar Expo可为太

招标。

阳能产业提供专门的发展平台，将全

(World Future Energy Summit)同期举

Solar Expo可为企业提供与MENA

球的制造商及分销商汇聚一堂。此次

行，MENA(中东北非)地区的太阳能产

地区内大型项目的关键购买方和具有

活动内容包括光伏系统应用、组件、

业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项目储备量

影响力的相关机构进行会面的绝佳

太阳能热能电站、商用及公共事业规

已超过5.7GW。

平台。此次活动由Masdar(马斯达尔)

模电站、独立系统及其他相关解决方

在 阿 拉 伯 联 合 酋 长 国 ，

主办，并邀请到了阿布扎比水电局

案和服务等。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ADWEA)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此次活

Solar Expo 2018将是业内专业

(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

动包括大型展览和同期会议，会议中

人士了解最新太阳能创新发展的必去

姆)太阳能项目三期工程在去年启动，

还包括与沙特阿拉伯、非洲和东南亚

活动。MENA地区内的各产业发展态

计划在2020年前分三期交付800MW

等地区市场相关的高端投资论坛。此

势喜人，见证着光伏产品价格不断下

项目。阿布扎比水电局(ADWEA)在

外，在活动期间，我们还将同期推出

降、电力价格增加、能源市场改革、

Sweihan地区一处太阳能项目进行了招

Energy Storage and Battery Expo (储

补贴政策调整，以及海水淡化及冷却

标，该项目规模在350MW以上。

能与电池展)行业展会，该展会将是中

市场需求的不断上涨。

沙特电力公司目前正为沙特阿拉

东市场上首个将拥有储能技术的企业

Solar Expo和World Future

伯北部al-Jouf地区内的一处300MW光

与该区域内的项目所有方及咨询机构

Energy Summit(世界未来能源峰会)

伏项目进行招标，同时，阿曼预计将

汇聚一堂的活动。

将在阿布扎比可持续发展周期间同

在年内发布其首个200MW公共事业

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Frost &

期举行，此外在阿布扎比国家展览中

规模光伏项目的需求建议书。在科威

Sullivan)预计在2020年前，GCC(海湾

心内，还将有其他四个展会活动同期

特，科威特石油集团旗下子公司，科

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区域内的太阳

举行，主题分别为未来能源、能源效

威特国家石油公司在今年七月份开始

能项目安装量将达到76GW，为该区

率、可持续发展交通，以及水力可持

其位于Al-Shagaya可再生能源综合区

域内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再添助力。在

续发展和废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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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动由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纳哈扬阁下、阿布扎比王储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赞助
战略合作伙伴：

主办机构：

战略赞助机构：

即刻预定展位
30,000+
175
630+

与会人员

国家和地区

企业机构

Solar Expo是成功进入GCC(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区域主流太阳能投资领域的重要参展活动之
一。在此活动中，您可与MENA(中东北非)地区市场上的关键从业人员会面，并将您的品牌打造成太阳
能技术领域内的领军品牌。Solar Expo是与该区域政府部门和电力企业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绝佳机遇。
以下是出席2017年展会上的买方议程的部分高级决策制定机构的名单:
y Abu Dhabi Water & Electricity Authority
(阿布扎比水电局)

y Emirates National Oil Company
(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

y Dubai Electricity & Water Authority
(迪拜电力水利局)

y Holy Makkah Municipality (圣麦加市政府)

y Al Ain Distribution公司

y Saudi Electricity Company (沙特电力公司)

y GASCO (阿布扎比天然气工业有限公司)

y Moroccan Agency for Solar Energy
(摩洛哥太阳能代理机构)

y Saudi Aramco (沙特石油公司)

y Dubai World Central (迪拜世界中心)
y Dubai Municipality (迪拜市政府)

欢迎以下列方式垂询2018年Solar Expo展会展位预定及活动赞助等相关事宜
Amanda Hu 胡立风

同期会议

+86 135 6710 6572

feng2263@gmail.com

同期活动

承办机构

服务

行业展览及会议预告
时间

名称

地点

官方网站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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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日

All Energy Australia

澳大利亚墨尔本

www.all-energy.com.au

会议 & 展览

10月1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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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日

迪拜太阳能展会(Dubai Solar Show)

阿联酋迪拜

www.dubaisolarshow.com

会议 & 展览

10月25-26日

第四届双面光伏研讨会(bifiPV workshop)

德国康斯坦茨

bifipv-workshop.com

会议

10月30-31日

太阳能金融与投资大会(美国)

美国纽约

financeus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11月02-04日

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中国无锡

www.crecexpo.com

11月07-08日

PV MODULETECH技术峰会

马来西亚吉隆坡

moduletech.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11月12-17日

PVSEC-27研讨会

日本

www.pvsec-27.com

会议

11月20-21日

BGS太阳能峰会

突尼斯

bgs-solar.com

会议

11月20-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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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曼谷

seasia.solarenergyevents.com

11月21日

伊朗太阳能峰会(Intersolar Summit Iran)

伊朗德黑兰

intersolarglobal.com/en/summits/iran

12月03-05日

埃及太阳能展览会(Solar-tec)

埃及开罗

www.solartecegypt.com

12月05-06日

非洲太阳能与离网可再生能源大会(EAC & SADC)

坦桑尼亚

seasia.solarenergyevents.com

12月05-07日

印度太阳能展 (Intersolar India)

印度孟买

www.intersolar.in

12月11-12日

储能峰会: 中东与印度(Energy Storage: Middle East & India)

阿联酋迪拜

storagemei.solarenergyevents.com

1月15-18日

世界未来能源峰会(Solar Expo 2017)

阿联酋阿布扎比

worldfutureenergysummit.com

会议 & 展览

1月30-31日

太阳能金融与投资大会(欧洲)

英国伦敦

finance.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2月27-28日

储能峰会(Energy Storage Summit)

英国伦敦

storage.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日本东京

www.pvs-expo.jp

会议 & 展览

会议 & 展览

会议 & 展览
会议
会议 & 展览
会议
会议 & 展览
会议

2018年：

2月28日-3月2日 PV SYSTEM EXPO
3月0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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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8日

中东太阳能展会(Solar Middle East)

阿联酋迪拜

www.solarmiddleeast.ae

会议 & 展览

3月14-15日

PVCELLTECH技术峰会

马来西亚槟城

celltech.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3月13-14日

爱尔兰太阳能研讨会(Solar Energy Ireland)

爱尔兰

ireland.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3月2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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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4-5日

清洁能源峰会(非洲)(Clean Energy Summit-Africa)

加纳阿克拉

africa.solarenergyevents.com

5月2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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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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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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 展览

会议
会议 & 展览

*上述数据更新至2017年9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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