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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2016年第三季度，各主流光伏上市公司相继发布年中报，受益于中国特

色“630”项目抢装潮，各大光伏上市公司展示了其亮丽的财报数据，从各家陆续
交出的上半年成绩单来看，多家企业表现强劲。以组件市场为例，大多数光伏组件
企业盈利，营收增长超两位数。为了更详细了解这一制造领域的情况，PV-Tech资
深编辑Mark Osborne对此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其观点分享在《2016年上半年
光伏制造产能扩张计划与分析》一文中。

相比2016年上半年火爆的行情，进入九月的中国光伏企业并没有迎来秋天的收
获，而是开始了惨烈的价格“厮杀”。随着630的落幕，整个中国光伏产业陷入一种
迷茫，随之而来的是产能过大、订单减少、需求降低、增速放缓等问题，恐慌情绪
在业内蔓延，价格战不可避免地上演。

八月，在山西阳泉采煤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伏发电示范基地2016年项
目中，协鑫新能源控股率先报出0.61元/千瓦时的价格，成为当时最低价。9月
22日，2016年包头1GW国家光伏领跑者基地项目最终唱标结果出炉，最低价达
0.52kwh，由昌盛、华电报出。

不论是光伏制造商还是电站开发商，低价的背后所显示出来的是对资金及融资
的需求。为了更好的解决融资问题，以“光伏发电绿色能源＋互联网金融”为主体
构建的金融平台在众多一线光伏企业中受到热捧，希望用互联网金融的思路来破解
光伏融资难题，《光伏“互联网金融＋”，他们是怎么做的？》一文以案例的形式对此
领域做了分析。

在电站应用终端，电站投资商、业主对光伏电站的经营管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及要求。2015年中国新增装机量为15.13GW，2016年上半年新增装机约20GW，
持续增长的光伏装机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光伏电站运维市场。《电站运维市场规则更迭
在即，资产管理提上日程》关注了这个话题，随着开发及持有电站的增加，电站投
资商们都在寻找可靠的智能运维平台，他们希望将电站作为一种优质资产进行进行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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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澳洲项目案例分析》、《光伏质量，意欲何求》等，期待大家的
关注。

肖蓓
PV-Tech PRO

编辑推荐季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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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光伏项目进行 
尽职调查与风险管理

无论您身处何地⋯⋯  
我们都是您坚实的后盾。

哪些人群会对尽职调查结果感兴趣？为什么？
完善的尽职调查能够降低财务风险的出现。任何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规划、建造、安全、
物流或技术等方面，所有的问题最终都有可能导致财务风险的出现。当建造大规模光伏电站
时，对于股东来说，利用尽职调查来降低风险并获得资金是极为重要的。

为什么选择 TÜV Rheinland?

TÜV Rheinland以第三方的身份，已经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行业、投资商，以及运营商合作
了数十年之久。TÜV Rheinland在零部件和组件认证，以及研发应用等领域内具有极佳的口
碑，并且在对光伏电站从立项之初，至规划、建造、调试，再到运维和出售的整个流程进行
指导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投资商
业主
出借方
政府部门 
NGOs
EPCs

我们的服务范围覆盖所有领域，从业主/出借方的工程设计、招标开发，到场地可行性评估、生产预估、零件与供应商资格审
核、买方服务、合同审查、现场验收检查、建造监管、财务敏感性分析、定期与质保检查、性能优化，以及资产价值评估等。

TÜV Rheinland大中华区热线电话
+86 4008831300 (大陆地区)
+852 21921022 (香港地区)
+886 2 25287007 (台湾地区)

开发 规划 建造 调试 运行

www.tuv.com/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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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

上网电价降低0.03~0.05元/KWH，
集散式方案竞价投标显优势

9月8日，“首届光伏领跑者先进技
术推介会暨领跑者光伏创新技术推广
协作组成立大会”在京召开。

在大会设置的“领跑基地如何领
跑光伏行业”的对话环节，上能电气
产品规划部经理易强表示，“领跑者计
划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光伏发电持续降
低度电成本，尽早实现发电侧平价上
网。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降低度电
成本，另一个是可持续。通过釆用先
进技术和先进方案来持续降低度电成
本是领跑者计划的初衷。”

在被问到集散式逆变器如何领跑
行业时，易强介绍道，集散式方案通
过技术创新和方案优化，可在提升发
电量的同时降低系统成本，使光伏发
电上网电价降低0.03~0.05元/kWh，
在光伏“领跑者”项目中，竞价投标
优势显著。采用2MW集散式逆变升压
一体化装置更是大幅降低了电缆、变
压器等部件成本，土建和人工成本，
缩短施工周期，再考虑到合适的精细
化容配比设计，系统成本可降低0.45
元/W以上。此外，集散式方案采取器
件、单板维修方式，可大大降低运维
成本。集散式方案还搭载了光伏电池
组串智能PV曲线扫描功能，实现了组
串级的智能监控，大大提高了电站运
维水平。

据了解，集散式逆变方案每1MW
发电系统具备48~96路独立的MPPT
优化单元，在采煤沉陷区、山坡、山
地等复杂地形中，发电量提升尤为显
著。同时，集散式方案直流传输电压
稳定在800VDC，交流输出电压提升到
520VAC，交直流线损降低，逆变效
率进一步提升。此外，集散式逆变器
具有中间直流母线，易于预留储能装
置接口，储能装置的充放电功能与组
件的MPPT功能也完全独立，可根据客
户的需要，升级为光储一体化系统，
不仅成本低，还可以兼容多种电池种

类，被誉为光储一体化的最佳解决方
案。

欧洲地区

德意志银行：2016年全球光伏安
装量将达72.8GW，2017年产能过
剩将达16%

据德意志银行美国市场分析师
Vishal Shah表示，在2016年下半年和
2017年内将强劲的光伏产能扩张增长
趋势，预计可导致该阶段内全球太阳
能组件出现16%的供应过剩。

Shah先生在一份投资者手册中
表示，由于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的强
劲增长、2017年美国市场和印度等
新兴市场的增长预期，他已经提高了
2016/17年全球终端市场需求预期。

但是，中国市场的近期疲软和
美国光伏项目的排挤，以及美国住宅
市场的疲软，使得市场需求疲惫。因
此，德意志银行分析师预计，光伏组
价价格将在全球大多数市场内下跌至
US$0.40/W，而目前的价格范围在
45-50美分/W。

Shah先生还在其分析记录中表
示，预期的“需求暂停”状况将持续
至2017年下半年，并认为此后美国市
场将重拾增长态势，稳定组价价格；
美国市场预期将在2018年之后迅速反
弹。

德意志银行预计2016年全球光伏
安装量将达72.8GW，相较上一年度的
53.7GW有所增长。但是，德意志银行
还表示，尽管2016年出现了增长，全
球光伏安装量在2017年将出现小幅下
调，至71.8GW。

美洲地区

美国赢得针对印度的WTO贸易纠
纷案

美国再一次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审判中获胜，驳回了印度提出
的倾向于国内生产要求(DCR)的规定。

在九月十六日发布的新告令
中，WTO上诉机构维持了其在今年二
月份所作出的决定，认定印度根据其
国家太阳能项目框架所提出的本地生
产要求是对进口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的
歧视。

在印度针对美国八个州的可再生
能源产业相关规定和补贴内容提请新
争议裁决后不久，WTO纠纷处理委员
会判定印度的DCR要求太阳能开发商
使用印度生产产品，而非进口产品，
是对美国太阳能产品的歧视，违反了
国际贸易规定。

“对于美国太阳能产业和美国逾
20.9万辛勤工作的太阳能产业从业人
员来说，此次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印
度)国家太阳能项目所提出的当地生产
要求极不公平地歧视了美国制造商，
而今天的判决将使得整个产业更为公
平地发展。”太阳能产业协会(SEIA)联
邦事务副总裁Christopher Mansour在
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对奥巴马政府及联合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为确保全球清洁能源的
发展而进行的辛勤工作表示赞赏与感
谢。现在，我们终于结束了冗长的诉
讼，我们希望印度能够尽快遵照WTO
的要求开展工作，我们也期待能够寻
求使双方太阳能供应产业同时为太阳
能市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方式。”

WTO在最近的告令中，再次重申
了其在此次案件中对美国的支持，该
案件涉及两国多次相互上诉，可最早
追溯至2013年对贸易协议的争端。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这一令人失
望的结果公告后，印度正寻求其他方
式来保护本国太阳能制造产业。这也
意味着，这一争端也许仍未完结。

市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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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Solar新增72片电池高效组件

产品应用: 本品可用于美国商用和公共
事业规模市场。

相关信息: 改善后的72块电池组件将年
衰减率从-0.7%降低至-0.6%，使得LG
能够将其产品质保期延长至12年。

上市时间: 已在美国市场上市。

LG电子(美国)已经在美国商用和
公共事业规模市场上交付旗舰产品
NeON2的72块电池太阳能板。美国
商用和公共事业规模光伏市场愈来愈
青睐使用72块电池组件配置，以降低
BOS(系统平衡)成本。使用高效双面组
件同时还能够根据不同地面/屋顶状况
获得更高的能源产出。

新系列产品是基于LG备受好评
的60片NeON 2组件产品进行开发，
使用了LG的N型双面电池结构，可在
6.41x3.28英尺的尺寸内实现365至
375的功率。LG的旗舰产品NeON2
使用了N型单晶硅片和电池片，经过
精密的工艺控制、引入半导体工艺解
决方案，从而提高电荷迁移率。在对
温度系数进行改善后，NeON 2系列
72块电池组件不但能够在晴天可以
产更多的电能，在阴天也可以有效的
运转。NeON 2组件体现了LG的Cello
技术，使用圆形导线分散光线，以获
得更好的吸收效率，同时降低电力耗
损、提高功率输出，并通过使用12条
细线，而非传统的三条栅线，来分散
电流，从而提高稳定性。

贺利氏旗下SOL9631前表面浆料为
PERC电池提供新式玻璃化学成分

产品应用: 本品可用于PERC电池和BSF
电池丝网印刷中的超细线印刷。

相关信息: 本品可实现低温烧结。低温
烧结后，烧结指条的微观结构，包括
银-硅界面等，非常致密，可提升电池
的附着力、网格电阻率以及可焊性。
上市时间: 已上市。

贺利氏日前推出了新款PERC浆
料。SOL9631前表面浆料使用了新款
独特的玻璃化学成分，并集成了新式
有机载体系统。

应用PERC太阳能电池来提高转换
率的做法使得低温工艺(烧结)成为流程
中的必备条件，并需同时具备优秀的
附着力。PERC太阳能电池同时需要限
制LID(光致衰减)现象所带来的影响。

SOL9631系列基于新式玻璃化学
成分而研发，并结合了超细线印刷的
有机载体系统中的最新突破性技术。
已有客户证实，SOL9631系列产品可
改善LID性能，并提高电池和组件的可
靠性。SOL9631B拥有较宽的烧结窗
口，并可在较低的温度下进行烧结工
艺，这就使得这一浆料产品十分适用
于PERC太阳能电池。同时，该浆料产
品在常规烧结温度下也显示出了优异
的性能，附着力突出。SOL9631系列
还针对超细线印刷适性而特别设计。
它支持的指条结构在高吞吐量的大规
模生产中，可通过小于30微米的筛孔
实现无瑕疵印刷，从而通过减少遮蔽
面积和接触面积来提高电池转换率。

JRT Photovoltaics推出高吞吐量单
轨电池测试仪和分拣仪

产品应用: 本品可应用于所有高效太阳
能电池的检测和分拣流程。

相关信息: CTS3600系统的吞吐量可达
每小时3600块太阳能电池，并具有超
过99.5%的产出量保证和98%实际获取
率保证。
上市时间: 已上市。

杰锐光能(Jonas & Redmann)集团
旗下子公司JRT Photovoltaics日前对
太阳能电池的测试与分拣流程进行优
化，称其CTS3600单轨电池测试仪和
分拣仪可大幅降低总购置成本(COO)。

系统中所使用的温和的材料处
理方式的创新理念和高精准测量系
统可为持续性的高效性能负责。检
测单元的中央传输系统使用循环真空
传输带和温和的电池处置方式。当电
池被平放在正确位置并固定好之后，
他们将通过专门的检测站。关键传输
或处置流程将被缩到最短。优化后的
转移和程序顺序，以及短程运输等，
均配备了高质量元件。单轨概念可减
少重复测量系统的成本。质量检测流
程通过非接触系统进行以确保最佳的
测量结果。公司称该系统的测量结果
高于平均产出量，且具有最低的破损
率。CTS3600系统能够极快地根据不
同电池结构进行调整，并可处置具有
极薄栅线的电池，在无需浪费时间的
前提下进行精准的接触。

新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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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内光伏市场三分天下， 
新一轮竞赛谁将领跑？

文/肖蓓 

经历火热的630抢装潮之后，企业、业界专家及投资
商们开始思考中国光伏电站的下一步发展趋势。有投资机
构高层这样预判，2017年光伏电站开发将呈三分天下的格
局：领跑者、分布式、光伏扶贫。

其中，地面电站将被光伏“领跑者”取代，而电价补
贴将优先倾斜分布式发电以及光伏扶贫项目。短期来看，
接替地面电站容量的领跑者计划将占据主要市场份额，成
为主角。

如此，谁能掌握领跑者游戏规则，符合该计划的各项
要求，将在接下来的中国光伏终端市场获得先发优势。

领跑者关键词：技术更新与电价下调

光伏“领跑者”计划是国家能源局2015年推出的一项
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光伏扶持专项计划，
希望通过该计划可以引导国内光伏制造业从追求规模扩张
向注重质量效益转变，从而实现从高补贴政策依赖模式向
低补贴竞争力提高模式的转变。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摸索与实施，日前首个领跑者基
地－山西大同采煤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一期
光伏电站项目并网发电。作为第一个获批、建设、完工、
并网的先进技术基地，其整个规划建设过程为其他领跑者
基地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技术参考和相关经验，并起到了良
好的示范作用。

据了解，大同领跑者基地规划建设总装机容量为
3GW(300万千瓦)，分三年实施：2015~2016年起步阶
段，技术标准和电价基本维持在目前水平；2017~2018
年，技术标准逐步提高，电价逐步下降；2019~2020年，
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引领电价补贴下降。

从三个阶段的计划可以看出，大同示范基地紧密围绕
领跑者核心关键词“技术”与“电价”两个环节进行，希
望通过技术更新探索光伏发电电价降低的可能性。

新形势倒逼技术竞赛 高效品牌领跑

政策的实施体现在规则上，在先进技术产品方面，“领
跑者”明文规定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
转换效率需分别达到16.5%和17%以上(表一)，而普通光伏
项目要求仅为15.5%和16%。更高要求倒逼光伏企业越来越
关注度电成本，发展高效产品。

此前行业媒体光伏們公布了大同领跑者基地一期1GW
工程的中标情况，一共12家企业的光伏组件产品最终角逐
成功获得应用，其中晶澳太阳能占据近半份额，其次为乐
叶光伏和晶科能源(参见图一)。

 以“高效”著称的晶澳太阳能目前有五款组件符合并
超过了“领跑者”标准，在其为山西大同光伏“领跑者”
示范基地一期工程提供的420MW高效光伏组件中，有
150MW为Percium高效单晶组件。

据了解，Percium是由晶澳研发的高效单晶组件，其电
池采用PERC(背钝化和局部铝背场)技术，于2013年10月首
次推出，2014年6月20日Percium高效电池正式量产，在业
内率先实现P型电池量产转换效率超过20%。

截至目前，其产品转换效率可达21%，60片组件功率
超过295W，72片组件功率超过345W。据介绍Percium组
件有更卓越的弱光发电性能、更低的温度系数、更低的光
质衰减以及更好的抗电势诱导衰减性能，相比常规单晶组
件拥有每瓦2%以上更多的电力产出。

另一家感到兴奋的企业来自英利，凭借50MW组件供
应量进入大同领跑者榜单，这对于一家近期遭遇财务问题
的企业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英利称其TwinMAX 60片电池
(熊猫n型单晶硅)双面系列玻璃/玻璃组件目前已应用于大同
的电站项目，组件转换效率高达18.8%。

日前天合光能宣布其量产化P型单晶PER C电池
(156×156mm2)光电转换效率平均达21.1%，利用该电池

图一：大同领跑者中光伏组件应用品牌情况

表一：“领跑者”计划部分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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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的组件功率达300瓦。
据介绍，该P型单晶硅PERC电池以大面积工业级硼掺

杂的直拉法(Cz)硅片为衬底，采用背钝化技术，运用量产的
材料、工艺与技术。天合光能副总裁、光伏科学与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冯志强称此次量产将使天合更好地满足
市场对高效光伏电池、组件等产品的需求。

除了晶澳、英利、天合、晶科等“历史级”光伏组件
企业，新晋者乐叶光伏、晋能科技、协鑫集成、日托等企
业的表现亦受人关注。主推高效单晶组件的乐叶光伏于五
月发布了全新产品Hi-MO1，称该产品的初始光衰(LID)比
普通的单晶组件降低50%以上，组件全面积转换效率高达
18.35%，60型功率可达300W。

隆基总裁李振国在接受PV-Tech采访时表示，目前终端
市场的单多晶应用格局已悄然发生变化，为了进一步推动
单晶组件的发展，2016年底，隆基计划推出新一代的高效
单晶硅片，其转换效率较目前提升0.2%，同时将有效降低
单晶组件LID问题，帮助常规单晶电池效率突破20%。

为了赶上新的市场发展形势及技术提升，日前协鑫集
成宣布将使用募投资金16亿元，用于投资1600MW高效差
异化光伏电池项目以及250MW超高效异质结光伏电池项
目。

项目将采用PERC技术(叠加黑硅技术)、N型双面技术
建设高效电池产线，产品转换效率分别可达19.5%-20.5%、 
20%-21%。

大同一期逆变器最大赢家

光伏“领跑者”计划同时点燃了另一个电站重要组成
部件逆变器的战火。根据规定，应用于领跑者项目的逆变
器产品要求企业逆变器年产能不低于200MW，含变压器型
的光伏逆变器中国效率不得低于96%，不含变压器型的光
伏逆变器中国效率不得低于98%。其次具备零电压穿越能
力，而集中式逆变器需要能在1.1倍额定功率下正常工作2
小时以上。

据统计，一共有五家逆变器企业符合要求并入围大
同采煤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一期光伏电站项
目，他们是华为、上能、阳光电源、正泰、特变电工(见图
二)。

在大同领跑者基地一期1GW13个项目中，华为供应了
500MW，占比50%，是此轮领跑者工程中逆变器产品组最
大赢家。其次为上能，以231MW排名第二，第三为阳光电
源，供应184MW。

自2012年进入光伏产业后，华为迅速打开局面并获
得市场认可，成为拓荒光伏的佼佼者。2016年，华为推出
领先的智能光伏解决方案3.0，华为智能光伏解决方案不仅
在全球地面场景进行了广泛应用，同时在农光、渔光、屋
顶、山地、水面漂浮等各类新型场景项目上，也都与电站

开发者进行了深入合作。
据了解，华为逆变器采用其专有的海思芯片和操作系

统，将传功功率变换器转化为会思考的智能控制器，使逆
变器成为电站的大脑。同时采用IP65防护等级，无熔丝自
然散热设计，保证全生命周期内安全可靠运行，同时4路
MPPT最大程度减少组件失配等带来的影响，整体实现电站
整体发电量提升3%以上。

大同领跑者项目建设地点都为地势较为复杂的沉陷
区，存在持续沉降、沟壑纵横、面积广泛等不利于建设和
运维工作的客观因素。华为智能光伏解决方案相比传统方
案，无需建设逆变器房、无需配备直流汇流箱、直流配电
柜配套设备，实现更加快捷简单系统组网。

作为国际顶尖通讯方案厂商，华为4G-LTE宽带无线通
讯技术及逆变器搭载的PLC电力载波通讯技术，可完美替代
电站传统光纤通讯及RS485通讯技术方案，避免由于地面沉
陷而可能带来的通讯线缆断裂风险。此举不但实现通讯线
缆及施工费用的节省，更最大程度帮助降低和缩减了复杂
电站建设场景的施工难度与施工期。

新一轮领跑者竞赛来临

在大同光伏领跑者一期工程中，晶澳太阳能与华为无
疑成为组件产品组的最大赢家。然而，继此前公布的山西
大同领跑者基地后，日前国家能源局再次批准8个光伏领跑
技术示范基地，根据《关于下达2016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
方案的通知》显示，全国新增光伏电站建设规模1810万千
瓦，普通光伏电站项目1260万千瓦，光伏领跑技术基地规
模550万千瓦。河北冬奥会光伏廊道、内蒙古包头采煤沉陷
区和乌海采煤沉陷区光伏领跑技术基地、山东济宁等八个
光伏领跑技术基地纳入建设范围。

其中，济宁、两淮将作为以水面光伏电站为主的创新
基地，安徽两淮煤矿塌陷区规划为100%水面光伏，目标
100万KW。为了更好的参与并建设新规划的领跑者基地，
阳光电源于2016年初专门召开了水面光伏研讨会，与行业
同仁探索下一步的发展，期望在下一轮的领跑者竞赛中拔

图二： 大同领跑者中光伏逆变器应用品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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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先筹。
领跑者已然呈现扩容之势，众多一线光伏制造商卯足

了劲欲争夺这一市场新标的。目前新一批的“领跑者”计
划正在招标中，各光伏企业在高效电池、组件、逆变器研
发制造、功能材料制造、智能运维系统等方面均在积极布
局，市场涌现了系列高效产品。

协鑫集成董事长舒桦表示，“领跑者”计划将有效拉动

高效产品市场需求，有利于推动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质量
提升，促进我国光伏产业转型升级。而受630后降价补贴
政策的影响，将倒逼光伏企业更加关注度电成本，高效产
品的推广应用成为行业发展的重点，同时技术路线更加多
元化。

新一轮的领跑者竞赛来临，谁将赢得下一个大满贯，
我们拭目以待。

您喜欢手中这本《PV-Tech PRO中文专业版》杂志吗?

更多光伏产业资讯   
尽在

~

关注官方微博： weibo.com/pvtech (@每日光伏新闻)  ｜  微信ID：PVTechCN

政策
时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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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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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O推出新一代“高端”ISO 9060副基准辐射表

为确保太阳能电站的设计决策
和收益运营均得到有效保障，应对太
阳辐射量进行持续准确的测量。截止
目前，市场上已出现了无数的太阳辐
射传感器。从中选出最佳辐射设备需
要决策人员拥有关于传感器特性的专
业理解，以及现场环境和环境状况的
相关资料：如风力、降雨、降雪、污
染、光谱效应、重新标定等，更不用
提数据传输和兼容性问题了。

如果您认为“高端”的太阳辐射
传感器仅可用于科研目的的话，EKO

的MS-80副基准辐射表将为您带来不
一样的答案。这款新一代传感器打破
了传统的辐射表设计结构。创新设计
在极低的零偏移表现和快速的响应时
间等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新款MS-80副基准辐射表独一无
二的探测器架构和全新的光学设计，
为世界辐射表制造工艺建立了全新的
标准。该辐射表采用单层石英穹顶设
计，避免了零点偏移误差，适应在所
有天气状况下收集最精确的数据。产
品的设计增加了通风/加热单元，旨在

实现长期无人值守。EKO承诺产品五
年质保，在长达五年之久无需重新标
定，五年内误差变化将不超过0.5%。
产品结构紧凑，便于集成在各种应用
场景中，并且无需更换干燥剂，便于
维护。

该辐射表有三种信号输出方式可
供选择，分别是：RS-485 Modbus® 
RTU数字信号(MS-80M)、0-15mV电
压信号(MS-80)和4-20mA电流信号
(MS-80A)。

A
dv
er
to
ri
al

在犹他州锡达市进行测试的MS-80产品(左)；配有MV-01通风/加热单元的MS-80产品(右)

减少测量结果的不确定性

 · ISO 9060副基准等级
 · 无零点偏移误差
 · 超快的响应时间
 · 温度依赖性低
 · ISO17025认证标定

最少的维护，最佳的使用体验

 · 五年质保，五年内无需重新标定
 · 无需对干燥剂进行检查或更换
 · 可选集成4-20mA电流输出或
RS-485 Modbus® RTU数字输出
 · 可选通风/加热单元(MV-01)

MV-01通风/加热单元

MV-01通风/加热单元采用低能
耗设计，可以延长辐射表的维护间
隔，并确保辐射表在寒冷地区或沙
漠环境下，获得可靠的观测数据。

上市时间：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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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不可或缺的全球品牌营销

与全球光伏产业领军媒体通力合作
        ——选择值得您信赖的品牌

 电子周刊广告：每周多期的中英文电子周刊供您选择

 网站广告：中英文网站秉承客观、公正和准确的报道
原则，以全球化视野为读者提供最新、最具影响力的
新闻、最前沿的技术文章以及最权威的产品评论

 光伏企业目录：订购光伏企业目录，将为您的官方
网站带来无限点击率

 平面广告：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及其姊妹杂志是业
内首屈一指的太阳能产业专业杂志

快来免费订阅我们的电子周刊吧！

在社交平台中关注我们：
微博：@每日光伏新闻；微信ID：PVTechCN

突破语言文化障碍、扩大品牌全球效益

Contact: Solar Media Ltd. | 3rd Floor, America House, 2 America Square, London, EC3N 2LU | UK | info@pv-tech.cn | www.pv-tech.cn | +44 (0) 207 871 0122



2016年上半年光伏制造产能扩张计划与分析

文/Mark Osborne, Solar Intelligence

2016年4月

自2015年11月以来，全球光伏制造业产能扩张公告的
规模和密度使得此前首发在《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
姊妹网站pv-tech.org上的初步月度报告引发了无数问询和后
续的更新。

与之前的更新不同，当时仅进行少量的月度更新、后
续的季度更新和半年分析即可，自2016年2月以来的月度
报告经历了重大的改版。

PV-Tech发布的2016年4月产能扩张公告初步分析表
明，有近9GW薄膜组件、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组装产能扩张
计划，高于上一月份的7.3GW，实现了连续第三个月的增
长。据初步分析，总计划扩产量达到了8.935GW。但是，
修改后的数据显示，四月中另有1GW公告出现，使得累计
总量达到了9.935MW。

修改后的太阳能电池专门产量扩张公告在四月份为
4.25GW，高于此前3.75GW的初步数据。该数据比三月份
6.55GW的修改后数据相比有所下降，而三月份时的初步数
据仅为3.1GW。

三月份时出现的数据增长主要是由于日升太阳能与越
南VINA公司所提供的关于扩张计划的信息更新而造成的。
而四月份所出现的数据增长则主要受到了PV-Tech确认到的
关于印度阿达尼集团旗下新兴子公司Mundra公司的相关信
息的影响。

在经历了最开始寻求制造合作伙伴的阶段后，包括与
SunEdison共同设计集成吉瓦级业务，涵盖多晶硅、组件和

下游光伏电站开发等，阿达尼集团目前正筹建自己的相关
业务部门。

第一阶段项目包括1.2GW多晶硅和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和
组件装配产能，其中900MW为多晶硅电池产能、200MW
为单晶硅PERC产品产能，余下100MW为双面电池产品产
能。Mundra公司计划在2016年10月开始首批产品的生
产。相关计划还包括额外1.8GW的电池与组件产能，相关
工厂将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蒙德拉地区建立。

四月份内出现的修改后的组件专门装配产能扩张公告
数量达到了4.85GW，相较此前4.38GW的初步统计数据
有所提高。而修改后的三月份数据为4.88GW，相较此前
3.7GW的初步统计数据同样有所提高，这再一次表明公告
发布的密集程度，但实际的数量却逐月减少。

除了Mundra公司的野心计划外，台湾地区、中国大
陆和印度等地的组件制造商也同样在四月内发布了扩产
公告。但是，四月中第二大的组件扩产计划公告来自语
德国分销商CS Wismar，该公司宣布将在位于德国维斯马
(Wismar)地区的前Sonnenstromfabrik工厂重新开展组件装
配业务。该厂区此前属于Centrosolar公司，该公司与2014
年破产，同年七月被对手组件制造商Solar-Fabrik收购。但
是，Solar-Fabrik公司在2015年2月也宣布破产。

CS Wismar公司表示，该生产厂拥有约525MW产能，
将主要服务于向增长迅速的美国市场提供OEM服务的各家
公司。

激光系统专门企业，LPKF激光电子，打破了连续六
个月的零薄膜组件扩产状况，该公司表示已与某未透露姓
名的客户在光伏薄膜制造领域内签署主要系统订单。由于
目前从事薄膜业务的公司有限，因此该客户仅可能为First 
Solar和Avancis两家公司之一。但是，LPKF订单的规模显示
出该客户应该为First Solar，是对其几年前关闭的德国两处
生产厂800MW的封存产能进行升级。

地域划分
由于“硅基组件超级联盟”(SMSL)成员的缺席，印度

Mundra公司的占到了四月份公告新增产能扩张总量中的
6.1GW。

仅从产能扩张公告角度来看，印度在2015年内凭借
7.8GW的生产计划，成为排在中国之后的第二大市场，同
时，凭借Mundra公司的计划，印度将继续维持其关键潜在
新兴制造市场的地位。

如果First Solar的德国封存设备确实将进入马来西亚市

在本2016年上半年全球光伏制造产能扩张公告季度报告中，就今年第二季度内出现的持续的高水平活动进行可主要分析。
本文同时还包括了一份自2014年初以来“有效”产能扩张的自下而上的新调查，以提供对现有生产环境更好、更准确的评估。

新薄膜产能计划是新一轮产能扩张公告中的热点(First 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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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再加上TS Solartech公司200MW的太阳能电池产能扩
张计划，马来西亚在四月总公告数量中占据了1GW。

在2016年4月前的两年时间内，马来西亚市场的新增
产能公告总量超过了3.6GW，泰国市场为2.3GW，确立了
东南亚市场作为光伏制造中心的重要地位。

中国市场上一片风平浪静，仅有两家公司计划进行产
能扩张，总量仅为600MW。

总体来说，四月份的表现与2016年的前几个月相比
较，相对稳定，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组装扩产量相对平衡，
而2015年内，除了十一月之外，所公布的兆瓦级产能扩张
仍旧具有较高的密度。

2016年5月

2016年5月是全球光伏制造产能扩张公告的一个关键
时间点，不仅仅是由于该月数据修改量极小，同时，仅有
4.04GW总新增计划被公布，与上一月份相比出现了超过
58%的大幅缩减。

SMSL成员的缺席和一些中国制造商在中国市场之外扩
张时所持有的谨慎态度，使得整体的计划产能扩张水平相
较于此前2016年的其他月份要低。

五月份出现了若干投机性公告，包括伊朗和印度市场
上的多个野心蓬勃的计划，尽管相关项目的初始扩产阶段

规模较小，并且并未公布计划执行时间表。如果除去这些
计划，五月份公告数量将会再次减少2GW。

太阳能电池专门产能扩张在五月份中达到了1.14GW，
其中包括韩国Shinsung太阳能的160MW单晶硅扩展计划。
光伏组件专门扩产公告量为1.8GW。

五月内最具影响的产能公告是台湾光伏制造商新日光
(NSP)宣布关闭其台湾60MW组装厂，并在越南新建500-
600MW产能。

随着中国大陆和台湾光伏制造商将实际太阳能电池生
产业务向外转移，越南正迅速成为另一主要组件装配地。

伊朗的完全集成(200MW至1GW)计划新增产能由伊朗
产业发展创新机构(IDRO)与一体化设备供应商SCHMID集团
联合宣布。

由中国企业和西方设备供应商组成的财团在2016年
SNEC上发表的公告，标志着连续第二个月的CdTe薄膜产品
产能扩张(100MW)。该公告是五月内唯一与中国市场相关
的公告。

地域划分
由于中国市场在五月份仅贡献了100MW的扩张计划，

大多数公告均集中在东南亚市场。该地区内三家公司的计
划扩产总量达1.2GW。

印度市场紧随其后，该市场上某公司公布了在2021
年前，五年内累计增加500MW硅片产能、600MW太阳
能电池产能，并将组件产能增至840MW，其初始规划为
120MW组件产能。

但是，中东市场和北非市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平静之
后，在此出现在产能扩张领域，其中摩洛哥和伊朗共同贡
献了近1.2GW。欧洲、北美和拉美州市场在五月份并没有
新增产能规划。

2016年6月

六月成为连续第二个公告总量出现下降的月份。该月

表一：月度扩产公告总量(晶硅电池、组件和薄膜)(单位：MW)

表二：按产品类型和月度划分的产能扩张公告量(单位：MW)

表三：按季度划分的所有产能类型(薄膜、电池、组件、集成)扩
张公告总量(单位：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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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划产能扩张量为3.52GW，相较于五月的4.04GW减少
了12%，而五月份的数据环比上一月份则下跌了58%。

与上一月份不同，五月份时伊朗出现了1GW集成晶硅
产品的投机性计划公告，六月则能更好地反应出产能扩张
放缓的状态。

六月内的太阳能电池专门产能扩张初步统计数量为
960MW。但是，协鑫集成对其初始数据的更新将该数值提
高至2.65GW。六月内其他值得指出的太阳能电池产能扩张
计划来自台湾制造商昱晶能源与茂迪股份，此前还曾有多
家台湾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在四月(元晶太阳能)和五月(升阳光
电和新日光)分别宣布了产能扩张计划。

六月内光伏组件专门产能扩张公告量仅为875MW，与
太阳能电池专门产能扩张公告量差距较大，且该数据在五
月份时为1.8GW。六月份并没有出现任何薄膜产品或集成
光伏制造产能扩张公告。

地域划分
除了协鑫集成所公布的包括250MW n型单晶异质结太

阳能电池生产线在内的1.85GW太阳能电池产能扩张量之

外，中国市场上的扩张计划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东南亚市场(台湾、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此吸引了众多扩

产计划：该地区扩产计划在月度内总量为800MW，而在
2016年5月则吸引了1.2GW的产能扩张计划。市场上另一
个微妙的平衡则存在于俄罗斯、科索沃、巴西和吉尔吉斯
斯坦等地之间。

2016年第二季度数据分析

随着2016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修改数据的完成，很
明显地可以看出，从2015年第四季度开始的产能扩张计划
要远高于2014年第一季度以来的任何季度的数量。

这九个月内的累计产能扩张数量超过了74.5GW。相较
而言，从2014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三季度(21个月)之
间，累积扩产计划量仅为47GW。

2016年第一季度已被证实创下了总公告量的新纪
录，总量达到30GW，而这一数值在2015年四季度时仅为
27GW。

涨幅的减缓状态在2016年第二季度总公告数量上体现
得极为明显，仅为17.5GW，季度环比降幅达40%.

2016年第二季度的总公共量中包括900MW薄膜产品
扩产计划、8.04GW太阳能电池专门扩产计划和7.56GW组
件专门组装扩产计划。集成光伏制造扩产计划量在该季度
内为1GW。

2016年第二季度数据的地域划分

在2016年第一季度内，修改后的数据显示，中国市场
凭借8.87GW的总公告量继续引领产能扩张，而与此相比，
在第二季度内，印度市场凭借8.04GW的总公告量引领扩产
潮流，而中国市场则仅吸引到了不到第一季度一半的产能
扩张量——4.25GW。

事实上，在2016年第一季度内，印度市场吸引了总
量为7.3GW的总扩产计划，排在中国市场之后，与该市场
2015年全年的总量(7.85GW)几乎持平。

正如已经在月度分析中强调过的那样，东南亚市场成
为产能扩张领域内的增长焦点，同时台湾市场成为季度内
第三大扩产市场(1.01GW)，尽管这一数字相较于上一季度
的1.34GW已然有所减少。

2016年上半年分析

2 0 1 6年上半年光伏产能扩张公告总量超过了
47.35GW，计划于2015年全年总量48.76GW持平。

这其中包括18.55GW太阳能电池专门产能扩张计划
和23.58GW组件装配产能扩张计划。太阳能电池和组件集
成产能扩张计划公告量在这一期间内为4.5GW，另外还有

  

表四：按产品类型和季度划分的季度扩产公告量(单位：MW)

表五：2016年第二季度按国家市场划分的总光伏产能公告量 
(单位：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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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MW的薄膜产品产能扩张计划被公布。

2016年上半年地域划分
这一时间内最让人感到惊讶的一点或许是印度市场

在公告总量上超过了中国市场。印度市场在2016年上
半年的公告总量为15.34GW，而中国市场上的数据仅为
13.12GW。

但是，在这一时间段内，越南市场同样吸引了大量的
扩产计划，主要是中国光伏制造商通过两家公司，博威尔
特太阳能(Boviet Solar)和Vina太阳能，设立OEM业务。

与马来西亚与泰国一起，三个国家的市场共在2016年
上半年吸引了8.87GW的新增产能扩张计划。

2014-2016年间产能扩张公告与有效产能间的对比分析

在对产能扩张计划公告进行分析时最为困难、也最具
争议的部分是将这些公告量转化为实际，或“有效”，新增
额定产能。

在理想状态下，这些有记录的公告量均应在一定的时
间内转化成为有效额定产能，并为全球光伏制造产业的发
展状况提供清晰明确的解读。

在2014年至2016年中期，总产能扩张公告量已经超过
了120GW，其中包括6GW的薄膜产品产能、近48GW的太
阳能电池专门产能和逾52GW的组件组装茶能。集成产能扩
产计划总量为14GW。

一项新的自下而上的分析对上述公告进行了逐条分
析，以确认哪些公告确实开展了相关项目的建设，以及是
否能够在2016年底将其归入有效产能的类别中。

笔者对数据库中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的所有列
举产能扩张公告进行了详细核查，以将所有计划分别标注
为“已招标”、“已完成”、“已扩产”等状态。对于2016
年上半年内的产能扩张公告，笔者也进行了对应的梳理核
查，但由于公布的日期较近，因此其中很大程度上都是理
论上的增产模型。因此，主流光伏制造商所具有的确定性
程度要高于小型或处于初创阶段的制造商，因为基于历史
经验，将计划转转哈成有效产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2014年
在2014年，产业内共宣布了26.8GW的产能扩张计

划。截止至2016年底，这些公告中转化而来的有效产能量
预计可达到12.9GW。这一数字代表了约52%的总转化率。

在2014年内，薄膜产品产能扩张公告量超过2GW，但
仅有678MW转化成为有效产能。这一数字所代表的总转化
率约为33%。

太阳能电池专门产能扩张计划公告量在2014年达到
5.6GW，预计至2016年底的对应的有效产能为3.3GW，转
化率接近59%。

2014年所公布的组件装配产能扩张计划总量为
19.2GW，这些计划所带来的有效产将达7.4GW。这一数字
所代表的总转化率为38%。

在2014年内电池与组件集成产能增产计划总量超过
2.3GW，其中1.5GW可在2016年底前转化为有效产能。这
一数字所代表的总转化率为65%。

2015
在2015年，产业内共宣布了48.7GW的产能扩张计

划。截止至2016年底，这些公告中转化而来的有效产能量
预计可达到25.3GW。这一数字代表了约48%的总转化率。

在2015年内，薄膜产品产能扩张公告量接近3.2GW，
但仅有不到470MW转化成为有效产能。这一数字所代表的
总转化率约为14%。

太阳能电池专门产能扩张计划公告量在2015年达到
21.4GW，预计至2016年底的对应的有效产能为9GW，转
化率接近42%。

2015年所公布的组件装配产能扩张计划总量为

  

表六：2016年上半年按国家市场划分的总光伏产能公告量(单
位：MW)

表七：2014年至2016年上半年产能扩张计划量与实际产能间
的对比(单位：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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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GW，这些计划在2016年底所带来的有效产将达
12.6GW。这一数字所代表的总转化率为71%。

在2015年内电池与组件集成产能增产计划总量超过
6.3GW，其中3.2GW可在2016年底前转化为有效产能。这
一数字所代表的总转化率51%。

2016年
正如前文所提及过的，2016年上半年产能扩张公告总

量为47.35GW。毫不意外地，在年底时，由于受项目开始
时间的影响以及增产速度的影响，预期有效产能的转化率要
低于前两年的公告计划转化率。

但是，我们仍预计在2016年底将有20GW左右的计划
转化成有效产能，从而将转化率提高至43%左右。

在2016年上半年所公布的900MW薄膜产品扩张计划
中，预计到年底前并不会有任何有效产能完成转化。相关计
划的执行时间是在2017年及以后。

太阳能电池专门产能扩张计划预计在年底时转化完成的
有效额定产能可达9.6GW，相较于18.5GW的计划公告量，
实现了近52%的转化率。

组件装配领域内的转化率预计可达42%，其计划公告
总量为23.4GW，即在年底时实现约10.2GW的有效组件产
能。

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薄膜组件的有效产能预计在
2016年底将达到1GW以上。太阳能电池专门有效产能可达
22GW，同时组件组装有效产能为30GW左右。电池与组件
集成产能扩张计划在2016年年底前的有效额定产能转化量
预计在5GW左右。

这些数字则代表了从2014年初至今的120GW的产能扩
张计划公告量中，约有58.6GW将在2016年底实现有效产
能的转化，转化率近49%。

全球累计有效组件产能
如果仅考虑光伏组件的有效产能(薄膜组件产能、晶硅

组件组装产能和集成产能)，在2016年底，总量预计可达到
36.7GW。

由于当时长期存在的产能过程状况，导致了多个公
司出现破产、退出光伏业务或是变成僵尸公司等，从而使
得2013年底的实际有效产能数据与预期相差较大，仍有
43GW至53GW的额定产能被认为完成了转化。

凭借自2014年以来约36.7GW的新增组件总产能计
划，组件的而有效产能预计在2016年底达到79.7GW至
89.7GW的范围内。

总结

笔者在本文中展示了在2015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上半
年内出现的产能扩张计划公告量大幅增长的状态。但是，自
23014年起的有效产能转化率却低于50%。

在地域划分方面，中国和印度在2016年上半年内占到
了扩产计划公告量的大部分，但两个市场上的有效产能转化
率相较于其他国家市场来说均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是导致
计划量与有效产能数量不符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印度市场在
其中的倾向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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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

TrendForce：光伏产业下半年面
临需求急冻，价格屡创新低

近日，TrendForce集邦科技旗下
新能源研究品牌EnergyTrend指出，光
伏产业下半年面临需求急冻，导致价
格快速崩落，屡创新低，包括硅片与
电池片9月报价仍持续探底。以目前价
格来看，供应链中多数厂商都处在负
毛利的情况，预计到了2017年，从上
游多晶硅到下游組件供过于求的比例
将呈现18~35%，供需失衡情况恶劣。

2016年第二季多数光伏厂商即便
看到市场趋势向下，但仍抱持乐观的
态度，认为只是短暂的景气循环。然
而，下半年市场需求却是快速进入寒
冬。EnergyTrend在第二季已观察到
市场的需求将在下半年大幅减少，主
要原因就在于全球最大光伏需求国中
国，经过上半年过度的抢装，导致下
半年的需求提前拉完，连带影响下半
年全球市场表现疲弱。
2017年全球光伏市场成长停滞

在展望第四季度与 2 0 1 7 年
时，EnergyTrend指出，2017年的好
消息是印度市场还是维持逐年成长态
势，南美洲、中东等新兴市场也逐渐
形成规模，但2017年整体来说仍将是
令人感到失落的一年。受到补贴政策
的影响，2017年美、日市场的需求都
是略为衰退，中国则仅能维持稳定的
安装量，2017年将是全球光伏市场首
次出现成长停滞的状况。

根据EnergyTrend预估，全球光
伏需求量从2016年63.4GW到2017年
63.7GW仅仅有0.3GW的微成长，但供
给却是持续扩张。以供应链中段的电
池片为例，2017年的产能将较2016
年多出13~15GW，严重的供过于求情
景再次浮现。预估2017年供应链中，
从上游多晶硅到下游組件供过于求的
比例将呈现18~35%不等，且产能持续
扩张的影响恐将一路延伸到2018年。

综观未来半年，EnergyTrend认

为，市场仍会有季节性需求，加上
中国市场部分回温，价格有望落底后
稍微回升。然而，由于供给增加，加
上价格一旦下滑要回升的难度颇高。
因此，从2016年第四季到2017年，
光伏市场价格随着需求循环而有所起
伏，但整体而言仍是买方市场。

美洲地区

BNEF预计2017年美国居民太阳能
安装量维持不变

据彭博新能源财经( BN E F )预
期，2016年美国居民太阳能安装量将
会增长21%，而2017年的涨幅只有不
愠不火的0.3%。

据BNEF数据显示，这一涨幅代表
了2016年美国居民太阳能市场总量
可达2.76GW，而在2017年总量仅为
2.77GW。

市场调研公司GTM/SEIA最新的数
据显示，美国市场预计需要在2016年
下半年内完成逾10GW的光伏总安装
量，包括住宅系统、商业系统和公共
事业系统等，才能完成13.9GW的年度
预期总量。

为完成BNEF的2.76GW住宅系统
总安装量预期，则需要平均每个季度
内完成约690MW的新增安装量，但
GTM/SEIA的数据显示，目前年内平均
每个季度的安装量均不超过650MW。

同时，美国光伏市场需求在2017
年的形式也不甚明朗。尽管GTM/SEIA
表示预计2016年将新增7.8GW公共事
业项目，该太阳能领域预计在2017年
出现涨幅下跌。

澳洲地区

澳大利亚完成5.1GW小型光伏系
统安装

截止至今年九月一日，澳大利亚

小型光伏系统累计安装量达5.1GW，
系统数量多达158万。

该国清洁能源管理署(CER)的最
新统计数字显示，在今年一月至八月
期间，新增了72,908套小型太阳能
系统。小型安装系统新增量由2011
年巅峰时期的360,745套降至去年的
141,075套。

今年截止至目前，昆士兰州完成
的安装量最多，达18,884套。排在其
后的是新南威尔士的15,639套和维多
利亚州的14,912套。

上周，有12套系统获得了澳大利
亚政府颁发的公共事业规模太阳能突
破奖金，设计482MW安装量和9100
万澳元。

亚洲地区

晶科能源正式退出欧盟反倾销最低
价格协议

全球领先的“硅基组件超级联
盟”成员晶科能源日前正式宣布退出
欧盟最低进口价格协议，此前已有多
家主流中国光伏制作商和台湾生产商
退出该协议。

根据欧盟反倾销协议，中国制造
商的产品价格须高于指定的最低进口
价格(MIP)，否则将被收取反倾销和反
补贴关税，对于晶科能源来说，这两
项税率分别为41.2%和6.5%。

晶科能源及其他领先中国制造商
退出MIP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企业在中
国境外设立了太阳能电池生产和组件
装配业务，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
如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其他中国企
业在越南境内的OEM供应商，从而规
避了欧盟和美国所征收的反倾销和反
补贴税项。

由于各主流中国光伏制造商是欧
洲组件的主要供应商，他们相继退出
MIP的行为将危及到整个价格协议的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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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上海交通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所、京北投
资、IT桔子联合发布的《2016上半年中国互联网金融投融
资分析报告》正式出炉。报告显示，2016上半年互联网金
融市场投融资规模较去年增长337%以上，约占2015全年互
联网金融市场投融资总额的64.61%。

这意味着互联网金融行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参与的
主体也愈发呈现多元化的格局，而以“光伏发电绿色能源
＋互联网金融”为主体构建的金融平台在众多一线光伏企
业中亦越来越受到热捧，以期用互联网金融的思路来破解
光伏融资难题。

东方日升“光合联萌” B2P玩法

2015年11月，A股上市公司东方日升推出其“新能源 
+ 金融创新 + 能源互联网”平台——“光合联萌”，公司注
册资本一亿元，主要项目是立足优质新能源资产，通过云
计算、大数据将新能源电站与互联网有机融为一体，打造
出一个全新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投资和融资的生态系统。

据介绍，相比当前监管尚未明晰的P2P模式，光合联萌
是一个连接优质光伏电站项目与资金端的B2P理财平台。目

前该平台主要分为电站的收益权转让、针对供应链上下游
的融资产品以及众筹项目，其中众筹项目凭借高达10-15%
的预期收益受到众多投资者的追捧。

该公司透露，自2016年1月1日正式上线对外运营以
来，光合联萌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5.6万余人，并成功为优
质的光伏企业及项目累计募集金额达到1.1亿余元。

在当前互联网金融竞争激烈的态势下，如何有效把
控风控水平则是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要素。中国人
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伍旭川曾指
出，2016年就是规范整治年，强调规范发展，“合规比赚钱
更重要”。

光合联萌运营总监秦正松表示：“在风险把控方面，我
们需要做大量的数据分析，找到行业供应链中特有的风险
因子、权重占比、交易习惯，利用互联网的工具搭建风控
系统，这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优化的过程，供应链金融的
风控系统将会在未来适用更多的场景，产生更大的价值。”

据介绍，目前光合联萌的团队由微软、渣打银行及专
业金融机构的金融人士组成，在行业内拥有丰富经验，以
保证投资者的资金能有最大化的安全保障。同时，作为第
三方中介平台，光合联萌所涉及的交易资金均由第三方支

光伏“互联网金融＋”，他们是怎么做的？

文/肖蓓

 
 
 

meyerburger.com

商业



  

付机构“连连支付”与借款企业对接，即不经手任何项目
资金。

“这或许是此前推出的快牛计划与金牛计划在短时间
内售罄的原因所在。”秦正松表示。

国鑫所通道模式

从1990年到2015年，协鑫集团经历了三次重要的战
略转型，第一阶段(1990-2006)电力创业发展，第二阶段
(2007-2011)电力、光伏发展，第三阶段(2013-2015)电
力、光伏、油气、智慧交通战略发展，三个阶段的发展奠
定了其在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

有人问，2016年，协鑫想做什么？根据2015年底至
2016年上半年协鑫的主要动作来看，答案无疑是金融，其
于2016年初发布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国鑫所，定位 “一
站式综合能源金融服务平台”，深耕能源领域供应链金融，
成为协鑫集团在“能源 + 互联网 + 金融”业务上的延伸。

那么，协鑫转型金融计划怎么做？据了解，他们将重
点放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供应链金融服务商向消费端金
融服务商拓展；第二，由国内金融服务向海外金融服务拓
展；第三，由专业化金融租赁服务商向综合金融服务提供
商拓展。

为了实现规划，国鑫所作为执行平台进行金融运
作，2016年3月24日，国鑫所正式上线并发布首款产品，7
月，国鑫所在资金和资产两方面拓展，形成自己的生态
链，生态链企业达100家，8月11日，国鑫所宣布旗下产品
上线130天，交易额突破十亿元。

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国鑫所可以突破十亿？国鑫所的产
品是怎么运作的？

据了解，新能源行业中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 ，如央
企和上市公司等，向上、下游企业购买产品或服务时，一
般情况下不会立即付款，而是先打欠条，在3-6个月后才付
款给这些供应链企业，财务上叫应收账款。

对于这些中小供应链企业而言，出于对现金流的考
虑，往往存在资金周转的问题，国鑫所看中了此块领域的
发展空间，提出了解决方案。即这些中小企业可以拿“欠
条”抵押给国鑫所，提前得到现金，类似于这些企业向国
鑫所贷款。

国鑫所把这些贷款打包成理财产品，卖给消费者，理
财产品的期限是这些央企和上市公司付款的期限。产品的
风险取决于央企和上市公司现金流情况的好坏，产品到期
即有人兑付，风险就低。用户的投资资金放在第三方支付
平台汇付天下托管，收益率在6-8%。

国鑫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相当于将大企业的信用与
行业内小企业分享，帮助小企业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
题，从而帮助整个新能源行业发展。”

金融机构人士指出，国鑫所的金融模式在金融行业也
存在，被称为“通道业务”，希望这种模式对新能源行业有
所帮助，毕竟目前行业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着融资问题，如
果通过国鑫所能解决部分问题，多开发一些项目，即便交
付了一定佣金，还是有价值的。

据了解，目前国鑫所的产品标的只投向新能源供应链
企业，后续是否有其他变化，PV-Tech将保持关注。

图一：国鑫所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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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机电互联网金融品牌“米宝”

同样于2015年底，航天机电发布了其首款互联网金融
品牌航天米宝(Mibaby)，这款基于航天机电优质资产及相应
服务而设计开发出的光伏金融产品，首创“看得见”理财
概念，即从投资开始，即可通过浏览项目APP，全程实时监
看所投资项目的运行、每日发电量及收益情况。

互联网金融产品航天米宝HT0101在米缸金融网上平
台进行售卖，以已建成发电、具有稳定现金流的航天光伏
电站项目为基础资产，并由航天机电提供优质运维服务为
保障。

据悉，航天米宝以1000元起投1000元递增，每人限额
10万，投资期限为365天，平均年化收益在8%左右，以光
伏电板实际发电量计算收益，根据多年的气象资料所定，
发电量越高，收益也越高，反之亦然，但最低收益不低于
5%。投资者可实时监测到电站实际发电数据。

据PV-Tech了解，目前航天米宝第一期互联网金融产品
正进行当中，等收益分红后即将推出后续产品。

绿能宝：自身建立征信系统向外扩展

近期，一种利用大数据征信解决分布式光伏融资难的
全新方式开始在业内流行。然而，最早一家介入互联网金
融的企业SPI绿能宝对此却持观望态度。

长期以来，面对潜力巨大的绿色能源市场，“融资难、
融资贵”一直是困扰分布式光伏发展的沉疴。因为光伏发
电产业最大一笔资金需要在建设初期投入进去， 但其 收益
却需要用十年乃至二十年来获得。过重的前期资金压力显
然绊住了光伏企业的发展脚步，前期资金难题普遍出现在
整个绿色能源产业的各个环节中。

深入研究，不难发现，若想解决分布式光伏融资难，
还需先解决其征信难。具体来说，征信难体现为两大方
面：一方面是分布式光伏限电、补贴等技术问题，银行对
此不熟悉，而投资分布式的市场主体是中小型民企以及个
人，不在央行的征信系统中，银行对此天然排斥。另一方
面是小项目的投资，银行的房贷成本高，线下工作量大。

为什么需谨慎对待征信？绿能宝方面的意见是，中国
的征信市场中80%是数据提供商，不提供量化和增值服务，
剩下20%是做个人征信，趋同性强，并不需要很强的技术
手段，高度参与技术的数据公司稀缺。而全国6600万家小
微企业的特性千差万别，对数据源的离散性 需求很强的正
是后者。

与此同时，目前国内的征信领域并没有针对小微企业
的专业化服务，传统金融机构对于它们的征信方式也不够
完善。

“因此大数据征信是否能解决分布式光伏融资难题，
还要看这套征信体系是否相比银行现有的体系更为有效，

且成本更为低廉。这也是SPI绿能宝对此方式始终持观望态
度的首要原因。”SPI绿能宝董事长彭小峰说道，并提出其自
身已建立完备的信用保障。

据介绍，“绿能宝”自身拥有的8大信用保障包括：实
物保障：产生租金收益的太阳能发电板所有权归投资人所
有，投资人可实时查询租赁物当前状态和相关信息；来源
保障：根据多年气象数据评估项目发电能力，确保其长期
收益来源稳定；以及信誉保障、国家保障、合规保障(绿能
宝由中国商务部授权正式批准、严格审核与监管)、风控保
障、实力保障、法律保障。

其中法律保障指绿能宝推出的系列产品是以融物的形
式在规定的租期内租赁物只能出租给一个承租方使用，所
签订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充分保障投资人权利。

“虽然绿色融资租赁等互联网金融新模式已获得初步
的成功，SPI也实现纳斯达克上市，但这仅仅是SPI绿能宝梦
想开始的第一步。未来SPI绿能宝将持续创新，我们的目标
是做成中国第一的绿色金融服务品牌，并创造一个可持续
发展的绿色生态家园，让每个人都成为太阳能的生产者、
消费者与收获者。”SPI绿能宝董事长彭小峰总结道。

尽管如此，业内对于绿能宝的发展模式仍持一定怀疑
态度，此前也曾被媒体爆出相关问题。眼下，在美上市后
的SPI虽然继续发展，但相比以往已低调很多，并逐步淡出
光伏行业，向其他传统行业做渗透。在他们看来，互联网
金融需要更广阔的空间才能走的更远，而不是只存在于光
伏行业的游戏。

据了解，除了上述几家公司在尝试光伏“互联网金融+”的
跨界模式探索，行业还有其他企业也在发展各自的商业模
式，如江山控股推出了掌钱、爱康科技创立了爱康金融、
合大太阳能筹建的淘顶网等。

其中江山控股是透过旗下附属公司江山永泰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完成对掌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掌钱公司”)54%
股份的收购。掌钱公司是由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通服”，00552.HK)发起设立，并与长沙银行、中国
银联深度合作的创新型互联网公司，其核心业务为移动互
联网金融服务。

江山控股执行董事刘文平表示，江山控股将以掌钱公
司为平台，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并通过为光伏产业上、
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助力公司核心光伏发电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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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威智能光伏跟踪系统PowerTracker 
100%发电量提升保证！

近几年，随着国外大型电站大量
使用跟踪器，跟踪器市场正在逐步爆
发。据调查，全球光伏跟踪市场规模
2012年达到了2GW，2020年将达到
10GW以上。IHS最新报告也预计，全
球单轴太阳能光伏跟踪器销售额近年
有望出现爆炸式增长，并于2020年超
过20亿美元。

光伏跟踪系统相对于传统的固定支架
系统，最吸引业主的是什么？

相对于固定支架，光伏跟踪系
统的发电量会有显著提升。以保威
PowerTracker平单轴系列为例，在中
国大部分地区最少能提升12%-15%的
发电量，而在低纬度地区，增加的发
电量可以达到20%-25%以上，同时综
合度电成本比固定支架更低，3-4年左
右可收回首期投资成本。

如何理解光伏跟踪系统的效益提升？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来分析

一下：跟踪器发电效率比固定支架要
高出10%-25%左右，如果按最优发

电效果来看，10MW的跟踪系统发电
量和12.5MW的固定支架发电量基本
一致。保威跟踪系统PowerTracker
价格只是略微高出传统固定支架，但
是在这个前提下，跟踪系统可以减少
2.5MW支架。如果考虑到整体电站的
成本，包括2.5MW的组件、逆变器、
电缆等的施工与物流成本，其减少的
费用远远不是固定支架可以比拟的。

光伏跟踪系统需要时刻实现精准对日
追踪，是否会消耗大量的电能？

一个方阵所用的单电机功率小于
2KW，还不到汽车发动机的1/40，可
其所驱动的光伏组件总数相比于汽车
来说，可以说是庞然大物，这其中的

奥妙就在于：
组件板平衡自重：相对旋转轴，

组件板基本上能平衡自重，因此要拖
动它们旋转其实并不需要多大力，只
需克服少许摩擦旋转阻力及一些不平
衡力、风力等。

减速器——增加扭矩，降低速
度：由于太阳运动是一个非常缓慢
的过程，因此组件跟踪时的旋转运动
需要慢如蜗牛。功率的本质是：一定
功率前提下，力与速度成反比；要增
加“力”，就要降低“速度”。这时候就
需要一台减速器了。电机自身额定扭
矩很小，减速器在将其旋转速度大大
降低的同时，也将其输出扭矩(力)大大
放大，驱动整个光伏方阵的同时准确
跟踪，两全其美。

光伏跟踪系统结构较固定支架要复杂，
在安装上会对地形有限制性吗？是否
平整的地形才可以安装跟踪系统？

并无此说法。联轴器在跟踪系统
中作为中间媒介将动力由一端传至另
一端，同时具有角度补偿让跟踪系统
达到非常好的场地适应性。

以保威PowerTracker为例，采用
的是十字万向节联轴器，此款联轴器
对被连接的两端有较大角度补偿量，
调节幅度可达10-30度，这样一来就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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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保威新能源与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达成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此次强强联合，将
整合保威强大的光伏跟踪系统与高度集成的华为FusionSolar智能电站管理系统和智能逆变器系统，在大数据运维，远程监控以
及智能跟踪上形成下一代智能光伏电站系统集成产品，为客户提供先进的一站式智能光伏电站解决方案——PowerTracker。

十字万向节联轴器(左)、回转式减速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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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增强了被连接两端的布置灵活性
和降低了各排之间相对位置的精度要
求，大大提高施工的灵活性。

光伏跟踪系统不同固定支架，涉及的
零部件要精细很多，如何保障这些精
密的机械能够在户外长期作业？

1、防风——回转减速器
回转减速器本质是蜗轮蜗杆机

构，在其速比达到一定值后，它就具
备一项神奇的特性：反向自锁。即电
机推负载，它便全力以赴，反之负载
推电机，它能做到巍然不动。这个强
大特性使得回转减速器只允许沿指定
旋向旋转而不能逆行。

当强风来袭，借着组件大迎风面
积的加持，此刻减速器背负的压力大
于电机所提供的动力，若减速器转过
头来冲击电机，电机就会遭受不可逆
损伤。这时回转减速器的自锁特性就
显得异常重要了，它能做到只传递电
机主动端的动力，而不对外来负载作
出响应，从而隔绝了外界负载对自身
机构的影响，所有可能的伤害都在回
转减速器处止步。

2、防震——阻尼器
保威PowerTracker选择的是双向

阻尼器，在拉伸方向和压缩方向都会
同时起到缓冲、减震作用。不良的震
动(主要是风速过大)会影响机器及设备
的平稳运行，缩短使用寿命。双向阻
尼器正可完美解决此类问题：跟踪器
在正常工作时，阻尼器不会对跟踪器
有任何影响，因为跟踪器运行速度很
慢，阻尼器力很小；组件因外界不可
抗力而产生振动时，才起到缓冲、减
震的保护作用。

3、防雷——电涌保护器
电涌保护器是一个长宽高在

100mm左右的小小电气部件，它连
接在供电线路和大地之间。在正常工
作时，电涌保护器处于高阻态，保证
电源和地面之间的断路状态；而当供
电线路有雷电侵入，出现强大的瞬时

过电压时，它将以纳秒级的响应速度
迅速导通，将强大的电涌电流泄流入
地，从而保护电子设备不因冲击而损
坏，在跟踪系统电气电子装置的雷电
防护系统中举足轻重。

反复的机械运动是否会影响系统寿命？
25年产品寿命在众多行业是一个

难题，光伏行业因其特殊性自商业化
以来就始终被关注产品的寿命长短，
光伏人在产品寿命上倾注了大量精
力。我们可以看到组件从早期的20年
寿命到现在的25年，个别组件厂家甚
至可以做到30年。

保 威 智 能 光 伏 跟 踪 系 统
PowerTracker，从研发、设计、测
试、生产每一个环节都有对产品寿命
的严格把关。通过材料器件的严格选
型、高冗余设计、上万次加速老化实
验、极端严寒酷暑环境模拟测试等、
对每一道生产工序进行质量管控，确
保产品的质量寿命周期。

保威智能光伏跟踪系统PowerTracker
保威旗下的PowerTracker跟踪系

统，在20m/s风速下能顺利进入水平
模式，水平状态下最高可承载55m/s
风速，满足日常运营需求的同时，抵
御突如其来的大风挑战也毫无压力。
强风和夜间自动调平模式，降低风速
对支架的影响，自动除雪功能使支架
与组件免受积雪重量危害，一系列措
施多重保障跟踪支架健康运行。

此外，规避阴影功能能够在组
件发生阴影遮挡的时候，自动调整
角度，避免组件热斑和旁路效应，增
加系统发电量。同时雨天自动清洗功
能，在减省组件的清洗成本的同时，
进一步提升系统发电量。

保威联手华为，“智能”PowerTracker
成最大亮点

PowerTracker依托华为强大的研
发和综合技术能力，通过数字信息技

术、互联网技术与光伏技术的融合，
提供光伏电站从逆变器部件，到电站
管理及运维系统的智能光伏电站整体
解决方案。

简单来说，就是采用最先进的通
信技术构建数字信息高速公路，形成
融合电站信息，语言，视频的高速互
联网络，最终所有的电站信息通过全
球互联网实现集中统一管理。只需要
一台电脑或者一台手机，就可以精准
了解所有联网电站的运营情况，收益
情况，实现远程监控，高效管理。

“智能”的PowerTracker，运维效率
可不止高一点点。

光伏跟踪系统里有上万的组件与
支架，加上逆变器汇流箱各种组串线
路，25年的后期运维投入将是一个庞
大的数字。而这时，PowerTracker的
智能运维优势便突显无遗。

保 威 智 能 光 伏 跟 踪 系 统
PowerTracker会基于简单管理，数字
化运营的理念，融入智能数据采集，
高速通信和云计算技术，帮助电站实
现全球化自动运维。通过智能移动终
端APP，WEB应用程序，桌面应用程
序以及客户端应用扩展接口，可精确
检测各路组串信息，监控关键部件状
态，实现电站可视化管理。

无人机高效巡检，PowerTracker可以
实现得更多⋯⋯

“关于PowerTracker的智能运
维，我们并不止步于此。”广东保威
CEO吴克耀先生表示，“我们希望把运
维做在前面，及时发现电站的问题隐
忧，提前维护。100MW规模的电站拥
有40万块组件，靠人工很难实现精细
化管理，但采用搭载GPS导航系统的无
人机协助日常巡检，并通过红外成像
和图像分析技术，就可以精确定位组
件故障，如热斑、隐裂和污渍，及时
进行维护，实现对每块组件的精细化
管理。因此，我们目前正在与行业内
的著名无人机企业接洽，将无人机运
用到电站运维中，这个想法，将很快
得到实现。”

从左至右分别为PowerTracker三大系列：PowerLink、PowerFit、Power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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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技术规范即表示已达到了某种质量。作为一个广
义术语，质量在口语中是使用的最宽泛的一个词，通常来
说，它代表着客户的满意度。

目前，太阳能组件的数据表尚不够详细，而现有的技
术规范也常常模糊不清。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只能参考
各种认证，由此留下了产品可以满足例如25年以上日常需
要的印象。

一种流行的方法是，在一段时期内为最大功率损耗提
供“担保”。

图一显示了典型的担保曲线，同时表现出会有更多收
益。但事实是否如此？

首先，对于客户来说，准确证明某一组件出现功率下
降是一个极为复杂而昂贵的过程。客户需要将这个组件拆
下，然后送交到指定的实验室进行测量。在此期间，还必
须考虑到标签上的功率公差以及实验室的测量公差。当前
的组件费用为0.5美元/Wp(峰值功率)，而每组件的拆卸
费用在50美元以上，实验室的检测费用最低为每块150美
元，因此，如果担保条款里还包括了其他条件，那么申请
担保服务就几乎得不偿失。当然，人们也可以指出收益上
的损失，但仅当误差显而易见时，人们才能作出反应。而
客户并不会故意使故障设施一直运行到质保期终止，然后
再指出收益损失。从另一方面来讲，出于对安全隐患的考
虑，不建议出现在较长时间内无监控的“盲飞”状况。

不过，上述情况也显示出，太阳能组件必定会在预期
范围内发生功率下降。在这里排除了脏污造成的影响，组
件在测量之前已被清洁干净。当然，玻璃表面会出现轻微
乳化现象，但这不会直接导致超过几个百分点(1%到3%)的
功率损失，在某些情况下仍处在测量公差范围之内。

图二中的曲线显示在相同条件下对3个设想场景中现金
流和平准化电力成本(LCOE)的影响：a)呈阶梯状老化组件的
最坏情况；b)在25年内均匀老化的组件；c)在30年内均匀

老化的组件；d)可在40年以上最大程度消除影响的组件。
重要的是：越来越短的投资回收期同时降低了投资者的风
险，因为从该时间点开始，设备成本已收回，之后便开始
获得盈余产量。如果在预计成本之外还包括诸如利息等通
常与投资成比例的软性成本，那么在情况d)和情况a)、b)、c)
之间的差距将会更大。

此外，谈及组件功率时也值得玩味。没有人是为了获得高功
率而使用太阳能组件，而是都希望从组件中获得更多的电能。
对此，关键参数包括温度系数、弱光性、PID/LID衰减、热斑损
耗、耐久度、组件设计(电气和机械)以及组件生产。

图三显示了一个典型的组件数据表：这种数据表大多
不包括任何有关衰减度或耐久度的参数，也没有统计数据。

如果现在对各种影响能量生成的因素进行相关性研
究，可以看到，除了Wp功率之外，其他因素都可能或多或
少地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问题在于：这些因素并未在数
据表中详细列示，因此专业用户必须在一般组件上自行测
量。对于针对试点项目和认证支持而自己生产组件的Meyer 
Burger公司来说，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影响研发的关键
要素。为了达到最大能源收益的整体目标，需要优化制造
工艺、材料和系统，从而在减少投资的情况下实现明显的
收益增长。

图四显示了能源收益影响因素的大小排序。其中以三
角形重点标示的影响因素根据技术、生产方法和应用的材
料而有所不同。此外，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也有相应表示。

很明显，双面性、衰减度、耐久度和弱光性等因素产
生着巨大的影响。根据所在地点的不同，这些因素带来的
影响将会千差万别。但是，对各类情况应当如何处理，用
户在数据表上却找不到任何提示。PV-Syst和PV-Sol等相关
模拟程序通常依据数据表上的IV曲线图计算后台数据，但图
四所示的影响因素却极为粗糙。这些数值的正确输入只能

光伏质量，意欲何求？

文/Meyer Burger

图一：担保曲线

图二： 现金流和平准化电力成本关系

图三： 模块数据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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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用户本身。
但是，用户应当从哪里获取这些值？这对于小用户和

大部分安装人员来说要求过高。而诸如公用设施或大型EPC
等大客户可以在制造商处完成评审，并对组件进行长达几
个月的测试和比对。这样，产品的基本缺陷可被排除，但
用户尚未发现针对应用情形的最佳技术方案。

现在，大部分光伏设备均通过购电协议(Powe r 
Purchasement Agreement，简称PPA)控制能源供给。PPA
最重要的特征点是每千瓦时的回报，以及该回报的持续时
间。组件制造商提供的Wp质保在这里不再体现出任何决定
性作用。关联点在于组件的质量，也即，客户是否能够信
赖组件的性能。对此还包括，例如，客户为一个组件上所
增加的10%性能投入10%的额外花费，同时还可以按比例获
得更多的能源收益。

当前PPA中的回报率越来越频繁地体现在招标中，在这
种情况下，投标方不断压低要价。在阳光充足的区域，中
标合同已降到每千瓦时7美分以下，并且长达20年。由安全
边际和盈利所组成的总利润越来越少。图五显示出较小的
性能变化对收益所造成的较大影响，在应用现代技术的条

件下：预估生产成本上的细微变动能够决定30%甚至50%的
收益。作为比较，所展示的内置有安全机制的新研发技术
已达到了很高的性能。

Meyer Burger 公司很早就已将这种机制作为研发的
方向：减少光伏系统总成本，提高年能源收益，增加耐久
性。这些优化的实施必须非常精密，同时还需要有对抗主
流方向、组合已知技术的勇气。

图六显示的是Meyer Burger公司利用成熟技术组合而
成的整体优化方案：
 · 使用能够在技术上避免衰减的材料，例如将n型晶片或
TPO作为组件中的封装材料
 · 薄晶片，在每晶柱上可生成更多晶片，同时提高了HJT
电池的效率
 · SWCT电池连接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组件的耐久度，使组
件能够适合其应用条件
 · 双面HJT电池具有优异的弱光和温度性能
 · 借助MES和物料跟踪系统实现生产优化
 · 通过在生产过程中显著降低能源和水消耗使运营成本减小
 · 在装配和运行中已优化的光伏系统

如果将图五所示影响因素的作用归结到一起，可以得
到图二中所示的现金流。实现这一点并非天方夜谭，但必
须将正确的技术结合起来：

1)成熟的硅基异质结技术(HJT)，目前首先适用在每线
路100兆瓦的大规模生产中

2)N型单晶硅片，市场的价格差异已变得极小
3)成熟的SmartWire Connection连接技术(SWCT)：已

获得多个证书，并从2007年开始大规模使用。该技术最为
适用于双面型HJT，可适应全球任意光照条件，并且无需更
换电池。由Meyer Burger公司开发的SWCT+HJT工艺已在
测试中显示出极高的耐久度。

4)高效率和低物料耗费可减少组件生产以及光伏系统生

图四：能源收益影响因素

图五：能源收益的影响因素

图六：Meyer Burger的整体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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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的运营成本。

从迄今为止尚未受到重视的第3)点中可以发现：除了在
基础技术上完整而成熟的优势外，SWCT首次实现了以电气
化方式将组件优化用于各类光照区域：

图七(a)显示了与其他组件比较下的弱光性能。由此，
图七(b)SWCT-HJT组件可优化用于更多区域：所显示的三
个不同的最佳运行条件是：700-800W/m2(大部分组件
已优化达到)、800-950W/m2(用于阳光充足地区)、950-
1050W/m2(用于太阳带地区上的双面追踪系统)。显而易
见，当组件针对该区域优化后，收益可达到最高。

此外，SWCT耐久度极高，这一点还表现在微小龟裂公
差上。Meyer Burger公司开发的技术工艺可使玻璃/玻璃组
件保持40年的耐久度，且老化迹象最小。

本篇报道旨在介绍显著降低发电成本的现有技术及其
具体工艺。不仅如此，缩短的投资回收期大大降低了投资
者的风险。需求的不断增加促使市场上出现针对区域的优
化技术，而不再“仅仅”是按照标准测试条件生产标准产
品。如果数据表上对“太阳能组件”产品的介绍能够更为
详细，即不只是按照标准测试条件，而是根据区域性能做
出说明，客户便能够因地制宜地挑选正确的产品，也即，
依照其应用条件获得最高质量的产品。

  

图七：(a)组件弱光性比较(上图)；(b)SWCT-HJT组件在不同运行条件下的性能比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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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23 500 1000 1100 26 76 8.7 10.4 9.5 11.4 0.0% 19.0% -0.5% 18.3%

Albuquerque 35 90 1000 1250 15 65 8.6 10.4 10.8 12.9 0.0% 19.0% -1.3% 17.1%

Ulaanbaatar 48 55 1000 1200 10 60 8.6 10.3 10.3 12.4 0.0% 19.0% -1.0% 17.5%

2

Phoenix 33 120 930 1110 30 77 8.1 9.7 9.6 11.5 0.0% 19.1% -0.9% 17.9%

Recife 8 85 920 1150 28 74 8.0 9.6 10.0 11.9 0.0% 19.1% -1.1% 17.5%

Bangkok 14 62 900 1080 30 75 7.8 9.4 9.4 11.2 0.0% 19.2% -0.8% 18.0%

Chennai 13 70 900 1090 28 73 7.8 9.4 9.4 11.3 0.0% 19.2% -0.9% 17.9%

Sacramento 39 92 900 1100 18 63 7.8 9.3 9.5 11.4 0.0% 19.2% -0.9% 17.8%

AbuDhabi 24 125 880 1050 33 77 7.6 9.2 9.1 10.9 0.0% 19.2% -0.8% 18.1%

Antofagasta 23 80 880 1140 16 60 7.6 9.1 9.8 11.8 0.0% 19.2% -1.2% 17.5%

Fortaleza 4 80 850 1120 28 71 7.4 8.8 9.7 11.6 0.0% 19.3% -1.2% 17.5%

1 Munich 48 40 800 1050 10 50 6.9 8.3 9.0 10.9 0.0% 19.4% -1.1%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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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光伏市场新增装
机容量达到53GW，累计光伏容量超过230GW，其中中
国新增装机量为15.13GW，同比增长42.7%，累计装机
43.18GW，连续三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光伏应用市场，2016
年上半年新增装机大约20GW，增长趋势明显。

持续增长的光伏装机背后是庞大的光伏电站运维市
场，此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做了一个测算，以装机容量
50GW进行计算，运维成本按0.08元/瓦/年(初投资的1%)，
每年光伏运维费用将达到40亿元，其中商业化的运维市场
规模占50％，展示出巨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行业对运维市场的逐渐重视，各企业纷纷瞄准这
一潜力市场，一系列智能化、大数据等运维概念及解决方
案相继登场，推动了整个运维市场的发展。

运维背后所揭露的问题

罗马非一日建成，如今电站运维的热捧也不是一时兴
起，尤其在中国，近年来运维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经
过几年的大规模发展，在国内建设一座光伏电站已经不是
一件难事，但要保证其建成后的正常运行及收益却不是人
人可以做到。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多种，从宏观层面看，限电、
补贴拖欠与融资难是如今国内电站开发商面临的三大“拦
路虎”。据统计，2015年我国西北地区弃光率达17.8%，其
中，甘肃弃光问题突出，超过30%，新疆的弃光率也达到
22%。

虽然2016年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了《国家能源局综
合司关于调查落实光伏发电相关建设条件的通知》，作出落
实基地电力送出和消纳条件并作出全额消纳的承诺(建成后
弃光率不超过5%)，但通知指定目标为已申报光伏领跑技
术基地的有关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基地所在
地。对于广阔西北部地区而言，政策的下达实施显然受益
有限。

再看补贴拖欠问题，据了解受可再生能源附加费不
足、补贴发放的程序及周期冗长等影响，大部分光伏公司
均受到拖欠困扰，光伏亿家智库数据显示，2016年实际所
需补贴金额将超过900亿元(增量)，缺口达300亿，而2013
年-2015年待进入补贴项目的历史亏空超300亿元(存量)，
累计缺口达600亿元，如果未来不上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费，此后每年新增的缺口规模还将扩大。

融资难、融资贵也制约着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国内
融资成本较高，多数企业融资成本在8%左右，部分甚至高
达10%。

除了宏观方面的问题，光伏电站本身也存在问题，由
于电站建设初期设计不合理、建设期施工不规范、建设后
期验收不到位、电站设备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电站后期的

运维困难重重，电站发电量达不到设计水平，电站存在安
全隐患，电站寿命低于预期，电站运行数据存在不稳定和
不准确性等问题，这些都使得先进专业的运维变得越来越
重要。

然而，先进专业的电站运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普通的
运维工作，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秘书长吴达成认为，全面
的运维解决方案不仅应注重电站异常情况的排查、定期巡
检、保证光伏电站的正常运行、减少因电站异常影响发电
量，同时还将更注重资产管理，未来光伏电站的运维工作
将兼顾运营、维护和资产管理。

更注重资产管理 挖掘潜在价值

据了解，目前光伏电站运维的功能通常包括定期
检修、异常排查、组件清洗、数据采集、远程监控、
电费结算、补贴申请等(如图一)，涉足这块业务的公司
来自不同的领域，其中有软硬件设备供应商如华为,第
三方大数据分析和资产管理平台阿波罗光伏云，以及
Meteocontrol、TMEIC、木联能、晖保智能等；各大主流光
伏公司及电站开发商都在寻找智能运维的软件平台，要么
自己开发要么与人合作，如First Solar、juwi、Solarcity、
南瑞、爱康科技等。每家公司拥有自己的定位，比如远景
能源定位为第三方大数据分析 + 风险评级，木联能定位为
方阵监控 + 生产运行管理 + 电站运维，Meteocontrol定位
为远程监控运维 + 数据托管类。

其中，远景优势在于第三方独立身份，延续风电领域
的积累，拥有强大的大数据分析能力，依托大数据计量模
型，帮助开发商、投资商实现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
包括数据的稳定采集、安全存储、严格审计、准确分析以
及深度挖掘，以大数据驱动光伏电站资产的精细管理，让
电站资产保值增值。

木联能优势在于进入并开发电站运维领域最早的服

运维市场规则更迭在即，资产管理提上日程

文/肖蓓

图一：当前运维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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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商及软件开发商之一，项目接入量大，电站运维经验丰
富，侧重于集中式地面电站。

据PV-Tech调研，越来越多的电站项目接入智能光伏
系统，这些项目持有企业包括国电投、联合光伏、顺风光
电、晶澳、中利腾辉、山晟新能源、爱康集团、绿巨人、
黄河上游水电、浙江同景新能源、珠海兴业、京运通科
技、内蒙古庆华集团、天合光能、晶科能源、特变电工、
国电、中广核、大唐、中民投、上汽、中节能、SPI、中国
电建、十一科技、华北高速集团、英利、江苏旷达、天华
阳光等。

光伏电站装机容量的累计增长，加之电站业主对电站
运维管理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使得电站的后期运营管理
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蛋糕。与此同时，随着各家运维公司
技术及专业度的不断完善，各目标客户对电站运维有了更
多的要求。

在吴达成看来，电站运维将逐渐成熟，朝着四个方向
发展，首先运维将更加智能化，表现为拥有完善的光伏电
站远程监控、无人机＋红外异常排查、光伏组件智能清洗
机器人、智能电表等数据采集装置、环境气象数据检测设
备、手机APP实时查看。

其次运维将趋于专业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为大数据，通过光伏电站多种设备的物联网及数据采集，
将会形成大量的电站数据信息，通过对有效数据的分析，
其结论可以指导后面的运维使其更加专业化。

第二人工智能VR教学，人工智能一些底层技术已经相
对成熟，如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通过人工智能＋大数
据，利用VR教学将会在很低的成本下使运维人员提高自己
的运维能力及操作安全性，使运维更专业。

第三个趋势是运维社会化。据了解，出于对第三方运
维公司能力的质疑以及担心自身电站数据外泄等原因，现
在很多电站业主不愿将自己的电站交给第三方运维机构进
行运维管理，而是自建一支运维队伍负责自己电站的运维
管理工作，这是目前光伏运维市场发展的壁垒。

尽管如此，一些有远见的公司已经开始了电站数据
公开化的操作，通过专业的第三方专业公司对电站进行运
维，获得最大收益，同时可以通过公开的数据证实电站资
产的价值，有利于电站交易，增加潜在收益。而自建运维
队伍的资金还可以投放到收益更高的项目中去，因此，运
维社会化将成为未来光伏电站运维的趋势。

他们关注能源互联网，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全球化，运
维业务的大数据专业化，未来光伏运维还将走向国际化，
进行跨国家跨区域的电站运维。

除此外，专业的运维公司可以就光伏电站限电或避免
光伏电站限电给业主提供方案，对电站融资及电站证券化
提供建议等，这些都是将电站运维从简单的“运行维护”
提升到“资产管理”的价值体现与挖掘。

据了解，目前有不少专业的公司已经走在了前列，如

华为、远景能源等。今年五月，远景能源旗下阿波罗风险
评级产品——阿波罗评级™分别与江苏银行、无锡金控、平
安产险、珠江金融租赁等多家国内领先的金融机构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并发布了阿波罗电站运维管理产品Apollo 
OM™、阿波罗气象™解决方案、阿波罗气象辐照数据精准
优化以及光伏电站系统效率(PR)矫正算法等创新产品和技
术。

对此，远景能源光伏业务总经理孙捷表示，大数据驱
动的资产管理是大势所趋，阿波罗光伏云™运用大数据及云
平台实现电站的智能监控；通过神经网络算法准确计算电
站指标，进行电站及设备能效评估及健康度体检，并进行
电站发电量损失分析；通过数据分析进行故障智能预警，
数字化管理人员、物料、工单及设备台账，实现数字化运
维管理，极大降低了光伏运维和资产管理难度。阿波罗评
级™作为国内首个针对光伏电站的风险评级产品，将通过阿
波罗光伏云™提供贷后电站绩效的实时监控，帮助金融机构
管控分布式项目的投资风险，让资本真正进入到光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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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Q Cells拟公布重大产品升级，
推出首个单晶PERC半切电池组件

硅基组件超级联盟(SMSL)成员韩
华Q Celsl日前推出其首款适用于PERC
电池技术的单晶组件。

对于韩华Q Cells来说，发布单晶
PERC组件是一项重大产品调整，此前
该公司始终专注于高效多晶硅组件产
品，近期才转向PERC电池技术。

新款单晶PERC组件系列产品被
称为“Q.PEAK”，产品规格为60块
电池和72块电池两种，效率分别高达
305Wp和370Wp。

新产品系列涵盖了住宅、商用和
公共事业规模市场。Q.PEAK BLK-G4.1
产品基于使用了Q,ANTUM(PERC)技术
的单晶硅片制作而成。60块电池全黑
组件可达到300Wp输出功率，并且还
将同期推出305Wp的白色背板规格。

Q.PEAK L-G4.2产品基于单晶硅片
制作而成，使用了72块黑色太阳能电
池、白色背板、银色边框，并可实现

370Wp输出功率。
Q.PEAK-G4.2/MAX产品结合了

电池组串优化器的优势和Q.ANTUM
技术，同时Q.PEAK-G4.1/H和Q.PEAK 
BLK-G4.1/H产品原型还具有黑白两种
外观。但是，两款产品均为Q.PEAK组
件系列添加了半切电池技术，将60块
电池组件功率提升至315W。

最后，The Q.PEAK-G4.2/GH原型
产品在Q.ANTUM (PERC)电池技术基础
上结合了半切电池和双玻技术，从而
增加了严峻气候条件下耐久性，并将
输出功率提高至380Wp。

英利全面推出新一代“熊猫”组
件，称综合发电效率达24%

英利绿色能源日前宣布，全面推
出基于离子注入技术的新一代熊猫高
效N型单晶电池，以及双面发电双玻组
件——TwinMAX Bifacial系列产品。目
前该系列产品已通过严苛的可靠性验
证并实现大规模量产。英利计划在未
来1-2年时间内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驱
动完成现有800MW熊猫电池生产线的
离子注入技术升级。

公 司 与 离 子 注 入 设 备 制 造
商-Kingstone Semiconductor(凯世通)
的密切合作，通过创新的设备设计
将该工序的综合使用成本大幅降低至
0.25美分/瓦，使新一代熊猫技术更具
成本竞争力。新一代熊猫电池正面效
率可达到21.5%，而且背面发电效率可
达到正面的95%以上。采用新一代熊猫
电池生产的TwinMAX系列光伏组件(60
片电池)正面发电功率可超过300W，
在优化后的系统安装现场，组件背面
可贡献最高30%的正面发电量，实际发
电功率超过380W，等效组件效率超过
24%，可降低25%以上的系统成本，对
加快实现太阳能光伏平价上网有着非
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介绍，相比常规组件来说， 
TwinMAX Bifacial系列产品具有其独特

优势：1、具有双面发电特性，组件背面
可有效利用环境中的反射光，最高可
比常规组件提升30%的发电量；2、良好
的弱光性，比常规组件有更长的有效
工作时间；3、与铝背场电池的双玻组
件相比，有更低的工作温度，显著提
升晴天发电能力；4、具有顽强抵抗盐
雾、氨气等腐蚀性气体侵蚀及PID(潜在
电势诱导衰减)风险的能力，有效保证
客户的系统发电量与投资收益；5、满
足远高于IEC标准的测试要求，具有优
异的耐久性；6、无边框设计，保证最
优的自清洁性能，节省运营成本；7、
提供30年线性质保，比25年常规组件
线性质保提升23.1%的额外功率增益。

合众创能推出新一代无网结浆料

合众创能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日前
推出新一代应用于无网结网版的太阳
能电池正银浆料——Tysol90X系列
产品。目前该系列产品已在多个电池
厂商通过测试验证并实现了大规模量
产。

相比传统浆料，Tysol90X系列产
品具有其独特优势：1、率先量产实现
25μm超窄开口的流畅印刷；2、优良
的塑形，量产实现了宽35-40μm、高
20um、高宽比0.5的细栅线形貌；3、
极佳的表面平坦度，栅线顶部高低点
差异小于5μm；4、细栅无拓宽及毛边
现象，细栅宽度与网版下开口相当。

据介绍，Tysol90X系列产品是
为国家“领跑者”计划量身定制的一
款高效产品，它突破了40μm的细栅
印刷量产难题，电池效率绝对值提升
0.1%-0.2%，结合高阻密栅设计，可
将普通多晶电池效率提升至18.5%以
上；组件功率提升2-3W，主流档位提
升至268-270W。Tysol90X无网结印
刷技术将是低成本替代、超越Double 
Printing，达成国家“领跑者”计划指
标的完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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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Schulte-Huxel, R. Witteck, M. R. Vogt, H. Holst, S. Blankemeyer, D. Hinken, T. Brendemühl, T. Dullweber, K. Bothe, M. Köntges, and 

R. Brendel

Institute for Solar Energy Research Hamelin (ISFH), Am Ohrberg 1, D-31860 Emmerthal, Germany

摘要:
钝化发射极背面接触太阳能电池(passivated emitter and rear cells：PERC)效率以及组件工艺的不断提升和优化大

幅度提高了其组件功率和效率的极限。太阳能电池前表面金属电极和电池互联技术的优化是获得最高组件功率输出的
关键因素所在。笔者通过实验验证分析模型并结合辐射跟踪模拟探究了太阳能电池前表面金属电极以及各种电池互联
的焊带图样，包括它们的截面积、数量和光学特性等对组件功率输出的电学和光学影响。根据模拟结果，笔者制造了
一块60片电池规格的标准光伏组件，这块由120块被切成半块的PERC太阳能电池组成的组件产生了303.2W的输出功
率，相当于采光区域效率达到了20.2%。笔者根据光学和电学模拟分析了这块组件的性能，并计算得到由于电池片互
联造成的太阳能电池效率损失达到了1.5%。这部分损失可以通过将电池封装在组件内弥补回来，相比于空气中的光学
环境，可以使光生电流增加1.8%。

电池工艺

减少PERC太阳能电池光伏组件的电学和光学损失

前言

采用p型多晶硅片制造而成的钝化发射极背面接触太阳
能电池(PERC)是未来几年光伏市场中最具有竞争力的电池技
术[1]。在过去的几年里，商用丝网印刷PERC太阳能电池的

效率突破了22%的电池效率记录[2, 3]。
此外，由PERC电池封装成的标准60片规格组件，其

性能也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到目前为止，已报道且经
过第三方独立证明的最高组件效率为19.5%，输出功率为
294W[4]。之后，这类组件功率又持续提高，目前功率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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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35.2W[5]。然而，为了从电池之间的空白区域采集更多
额外的入射光，功率优化型组件通常采用更大的组件面积。
因此，335.2W组件的实际效率其实只有19.1%[5]。然而，
增大组件面积将导致耗材的增加，从而提升系统成本[6]。

为了获得最高的组件效率，笔者分析了相关组件部件的
影响，并改进电池在层压型组件的光学环境下的工作特性。
因此，笔者关注了丝网印刷设计、电池互联焊带图样，包括
它们的截面积、数量和光学特性，电池间隙导光结构的影
响，以及采用增强型UV透光率封装材料。笔者使用了一种分
析模型来研究阻抗和电学效应[7]。笔者采用辐射跟踪模拟[8]
来分析焊带结构、电池金属电极、电池间隙、封装材料以及
前表面玻璃光学特性对组件输出功率的影响[9]。

基于笔者的优化，笔者制造了一块大面积60片电池规格

光伏组件，这块组件由120块平均效率为20.8%的半切片6英
寸PERC电池组成。这块组件在入射光面积为1.5m2(1592mm 
x 943mm)的情况下发电功率达到了303.2W。相当于组件发
电效率为20.2%。据笔者所知，这是目前p型丝网印刷PERC
硅太阳能电池标准60块电池组件所达到的最高效率。笔者
分析了电池到组件的损失，包括电流错配效应造成的电学损
失、电池串联造成的阻抗损失以及光学增益和损失。

电池前表面金属电极和互联的优化

前表面金属子栅和CIR的影响
笔者根据文献[7]给出的理论模型对前表面金属子栅的数

量以及电池互联对组件功率输出进行了模拟。模拟参数也来
自同一篇文献。在笔者的模拟中，电池组件由60片全尺寸且
间隙为2mm的PERC太阳能电池封装而成。电池之间通过互
联焊带(cell interconnection ribbons: CIR)实现电学连接，这
种焊带的光返回概率kcir为0.1。kcir为0.1意味着入射到焊带表
面的光中能有10%被太阳能电池收集。在所有模拟中，CIR
的厚度都被限制在200um以降低机械应力，避免电池碎裂。

图一展示了在不同CIR数量下改变CIR宽度wcir大下得到
的组件输出功率。在光伏组件厂，电池串焊机可以实现5条
CIR的串焊。考虑到未来的技术进步，笔者在模拟中将CIR数
量增加至7条。而CIR宽度wcir则在控制在0.6mm到2.5mm之
间不等。笔者不将更小的CIR宽度纳入其中，是因为受到目
前串焊机技术位置精确度的限制。对于每种CIR数量，笔者
优化同等宽度的前表面金属子栅的数量nf以最大化组件功率
输出。笔者将输出功率最高的组件所对应的前表面金属电极

电池工艺

图二：太阳能电池互联结构：(a)使用标准CIR的全尺寸电
池，(b)使用标准CIR的半切片电池，(c)使用白颜色CIR的半切片
电池，(d)使用结构化CIR的半切片电池。内置图显示了组件内互
联结构对光的散射示意图。K值代表有效入射光的比例。

图一：对不同焊带数量下60片PERC电池规格组件输出功率模拟
结果。在模拟中笔者考虑了多种CIR宽度。通过优化子栅数量以
最大化组件功率。在模拟中笔者假设全部为正方形电池，使用
kcir = 0.1的标准CIR。

图三：结构(a)到(d)的组件功率输出与CIR数量的变化关系模拟
结果。在所有方向上，电池间隙都是2mm，前表面金属子栅的
数量经过优化以最大化组件功率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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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作为特定CIR数量，如图一所示。
笔者发现随着CIR数量的增加，组件功率在2.5mm到

0.6mm的金属电极宽度wcir范围内，随着wcir的增加而提升。
然而，在主栅数量为4到7根的条件下，得到的组件功率为相
近的287.2±0.4 W。最佳CIR宽度的减小是根据前表面CIR
阴影损失和其阻抗功率损失之间的折衷平衡实现的。如果
CIR变宽，则阴影损失将成为主导，从而降低功率输出。提
高CIR的数量将增加前表面金属子栅的电流通路并因此进一
步降低阻抗损失，从而使减少子栅数量成为可能，甚至可能
影响银浆的消耗量，后者还受到CIR数量增加的影响，这需
要数量更多但宽度更窄的丝网印刷主栅。不仅如此，CIR的
对准技术将更有挑战性，而串焊机的位置精确度也将成为关
键。另一方面，串焊机将变得更加复杂，在每瓦电池需要更
多CIR的情况下，产线也需要更多串焊设备来焊接焊带。此
外，提高CIR数量将提升组件可靠性，使组件功率输出更加
健壮，降低碎裂风险[10]。结果，针对每道工序和每种电池
设计，都需要单独评估CIR的最优数量。

减小CIR的电学和光学损失
通过改进CIR光学特性，可以实现在限制电池被CIR遮光

程度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串联电阻损失。在组件内，基本所
有被CIR反射的光都会在玻璃-空气界面上被反射回组件内，
从而有助于提升电池电流。这种现象将降低CIR的实际光学

宽度wcir,eff，该参数可以通过光返回概率kcir计算得到。另一
种降低串联电阻损失的办法是通过采用半切片电池来减小电
池的光生电流。图二示意了四种目前最新的电池互联结构，
也是本文模拟所用的模型结构。对于(a)结构，笔者采用标准
CIR，其kcir = 0.1，电池规格为全尺寸。而在(b)结构中，笔者
使用与(a)相同的CIR结构，但电池规格为半切片电池。需要
注意的是，当使用半切片电池时，组件电池数量变为120片
(半切片)。在(c)图，笔者使用半切片电池，并提升光结构，
即使用kcir = 0.45的白色CIR[11]。在结构(d)中，笔者使用的
是LHS(light harvesting string Schlenk AG)焊带。在这种结构
下，入射到焊带表面的光线将会以固定角度被反射出去，从
而提高其成为有效入射光的几率。因此，这种结构光返回几
率可以达到0.65到0.75[7, 9]。为了保守估计，笔者在这里使
用kcir = 0.65。

在图三，笔者给出了结构(a)到(d)的组件功率输出与CIR
数量的变化关系模拟结果。每种模拟结构，其CIR宽度wcir和
前表面金属子栅数量都是经过优化的，从而使组件功率输出
最大化。

从模拟可以看到，使用全尺寸电池和kcir = 0.1的组件(a)，
在采用7条0.8mm宽的CIR时，输出功率达到最大值286W左
右(如图三的黑色曲线所示)。而使用相同CIR，但组件电流
降低了50%的半切片电池结构组件(b)则比(a)的功率高出了
6W。另外，使用白色CIR(kcir = 0.45)表面的组件(c)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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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CIR(kcir = 0.65)的组件(d)分别比前者增加了3.5W和
6W。

对于kcir = 0.1的半切片电池结构组件，CIR的最优数量
是6根，当增加至7根的时候，CIR的实际光宽度将降低。相
反，CIR最优光宽度从标准CIR (kcir = 0.1)的0.8mm增大至结
构化CIR的1mm。然而，对于(b)组件到(d)组件，通过对比
5、6和7根CIR下的功率输出结果，发现增益大约为1W。为
了找到最优的CIR数量，需要考虑到制造设备所增加的成本

以及少子栅和多主栅之间的折衷平衡。因此，受所使用设备
决定的实际最优值将受到最高组件功率所对应的CIR结构的
影响。考虑到电池间隙宽度非常小，提高由背板反射带来的
内部反射率将有助于提升组件电流，但需要更多和更宽的
CIR。使用半切片电池也同样有利有弊。一些研究人员[5,12]
认为使用半切片电池所带来的电池错配效应非常严重，是普
通电池的两倍。不过，使用经过分档的电池(正如许多电池制
造商经常做的那样)，其错配影响却并不显著[13,14]。而由
激光切割工艺所带来的产能和效率损失[12,15]可以通过调整
激光参数来降低。在某些例子中，笔者甚至观察到在切割工
艺后电池性能反而有所提升了[16]。然而，在使用半切片电
池情况下，串焊机的效率将减半。

电池和组件的光学特性

在光伏组件内部，除了硅电池之外，光生电流还将受到
组件部件，例如玻璃和封装材料对光的寄生吸收的影响。不
仅如此，入射光的反射也会导致光损失，例如空气-玻璃界面
对入射光的反射。不过，反射有时也能带来好处，例如光在
背板被反射后经过玻璃-空气界面又回到了电池表面。首先，
笔者将讨论实验结果，对比各种背板的光学性能。然后笔者
将探讨所有组件部件入射光分布。

来自电池间隙的返回光
笔者将电池间隙/背板的光返回概率的定义为：从电池

间隙背板反射出去的光线中，被太阳能电池收集到的比例
[17]。图四显示了各种背板材料的光返回概率kbs。通常，白
色背板的光返回概率为50%左右，但会随着电池间距的增大
而减小。图四显示了两种白色背板的数据，可以代表7种所

电池工艺

图四：不同背板材料的光返回概率kbs与电池间隙大小d的关系
(实验测试结果)[17]。

图五：在额定入射光强下，标准组件(左)以及在额定入射光下的高效率PERC组件(右)的光损失分析。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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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商用背板的光返回概率范围。为了进一步提高电池间隙
区域入射光的收集概率，可以使用结构化和金属化的薄膜背
板材料，从而有望将kbs提升到75%，如图四所示。

标准组件与优化组件的入射光分布比较
笔者基于多域方法[ 1 8 ]使用辐射跟踪框架结构

DAIDALOS [8]进行模拟。从而笔者可以在三维空间上模拟
整块太阳能电池组件，将前表面金属电极、电池间隙和超过
1010个植绒硅表面的金字塔结构带入到模拟模型中。此外，
笔者将使用到基于Sentaurus软件模拟得到的收集效率数据作
为笔者模拟所用的电池特性，从而可以区别电池的光生电流
和短路电流的差异。笔者使用的数据与文献[19]中展示的电
池和组件测试结果Jsc高度匹配。金属子栅和CIR的样式和特
性分别由文献[11]和[9]给出。介质层厚度以及背面朗伯体反
射因子则通过反射测试得到。低铁钠钙玻璃的复折射率参考
自文献[20]，而封装材料数据则来自参考文献[19]。组件其
他部件材料数据和测试过程则来自[21]。

图五分别显示了采用全尺寸PERC电池的标准组件以及高
效率PERC组件在300nm和1200nm波长段之间(每10nm测一
次)的入射光转化成短路电流或损失掉的比例。对于高效率组
件，笔者设想了三种提升光吸收效率发方法：
 · 在电池间隙设计陷光结构代替白色背板，能有效降低电
池间隙区域(淡绿)的光吸收和并降低整体反射率(深绿)。
 · 使用具有陷光结构的互联电极代替标准CIR，这可以有
效降低前表面金属(红色)的吸收以及反射。
 · 传统EVA被UV透光增强型EVA所取代，这可以减少封装材
料的光吸收率(蓝色)，从而提高组件短路电流1.4% [19]。

至于高效率组件其他剩余部件造成的光损失，电池背面
的金属电极红外光波段最主要的损失来源，在该区域Si的吸
收效率会降低[22]。而在UV段，表面玻璃的寄生吸收作用是
主要因素，这部分可以通过降低玻璃中Fe3+离子浓度来优化
[20]。最后是可见光波段，反射是主要的损失机制。

制造高效率组价
为了将上述优化方案运用于实际组件，笔者制造了一块

由120片半切片电池组成的组件。这些PERC太阳能电池由笔
者SolarTeC技术中心的工业化生产线制造而成，与文献[23]
提到的相似。前表面金属电极经过修改以兼容半切片电池设
计，而子栅数量也经过优化以适用层压技术[11]。该电池采
用4条1mm宽主栅设计，这是在降低功率损失和减少焊接步
骤之间的权衡选择，因为笔者采用手工焊接电池片。

半切片电池通过截面大小为0.2×1.5mm2的LHS焊带连
接在一起。6串每串包括20片PERC电池的电池串通过互联
焊带(0.2×6mm2)串联在一起。为了减小组件面积，笔者使
用相邻组件串间距的电池间隙ds2s(串到串间隙)为1mm以及
组件串内相邻电池距离dc2c(电池到电池间隙)为1.5 mm的设
计。相比于全尺寸且间隙为2mm的电池组件，笔者的组件
面积减小了2.6%。更重要的是，电池覆盖的区域占实际组件
面积的比例从93% 增加至97%以上。通过采用上面提到的陷
光结构金属箔，入射到电池间隙的光线被捕捉到电池表面的
概率得到了提升。电池阵列使用乙烯醋酸乙烯(EVA; 450μm 
厚, EVASKY S87, Bridgestone)，3.2mm厚前表面玻璃以及

电池工艺

表一：分别给出了实际测试和模拟得到的互联电池和组件在标准测试条件下 (AM1.5G, 100 mW/cm2，25℃) I-V特性曲线。太阳能电
池面积为121.67 cm2，而组件实际面积为150.08 cm2。

行  Isc [A] Voc [V] FF [%] Pmpp [W]  [%]

A Measurements of 120 half cells 4.80† 79.4§ 79.6† 303§ 20.8†

B Simulation of mismatch effect 4.79 79.4 79.9 303 

C Simulation of interconnected cells (resistive effects) 4.79 79.4 78.7 299

D Simulated module (incl. elec. and opt. effects) 4.87 79.4 78.7 304 

E Measured module# 4.86* 79.1* 78.9* 303* 20.2

Σ表示所有电池之和， Ø表示电池平均值

# 采用实际面积下的组件测试结果 (ap.)(不包括框架)

* 经过位于德国科隆的TÜV 莱茵的独立证明

图六：由120片半切片PERC电池组成的ISFH高效率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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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反射膜(f|solarfloat HT, f|solar)，白色背板 (PYE 3000, 
Coveme)进行封装。图六显示了组件的前表面图案。

电池到组件损失分析
在互联和层压之前，笔者对120片电池的I-V特性曲线

分别进行测量，并将测量结果列在表一的A行中。为了避免
电池发生电流错配，笔者通过导入每块电池的独立光生I-V
特性以及叠加120片电池的电压分析了错配对组件性能的影
响情况。所得到的I-V特性表明组件不存在互联损失，如B行
所示。对比A行与B行，发现短路电流Isc受错配的影响较小
(0.01A或0.3%rel)，并通过填充因子FF的增大得到补偿。由
于开路电压Voc不受错配影响，所以120片电池的总功率保持
不变。

在C行中，笔者将CIR(太阳能电池本身和它们之间)和
组串之间的串联焊带(SIR)的串联电阻大小归到组件外部电
极中。笔者通过分析计算得知，CIR和SIR的电阻分别为
0.14 cm2和0.08 cm2。相比于初始电池的平均值，这些电
阻造成了填充因子0.9%abs (1.1%rel)的损失。相对应的填充
因子为78.7%，并导致功率损失4W。除了电学损失，还存在
光学损失，这部分笔者采用辐射跟踪模拟来计算。

在图七中笔者分析了电流损失，这部分损失是通过对
在标准AM1.5光谱的入射光分布在所有波长下的光速电流
大小进行积分(如图五所示)。对于入射到界面但不通过而是
离开组件的辐射光，笔者称之为光学损失。在这里笔者还
模拟了电池封装之前的电池，其短路电流为4.79A±0.002A 
(光辐射模拟蒙特卡罗算法的数值偏差)。该模拟结果与笔者

的实验所测半切片PERC电池达到的4.80A±0.08A(电池测量
偏差)非常吻合。

通过对比电池封装前后的数据，笔者发现在铝背金属区
域和电池减反射层(ARC)区域的吸收损失的变化并没有显著
影响。即便在CIR比主栅更宽更长的情况下，前表面金属的
吸收只从0.02A上升至0.03A。在使用标准CIR时，这一影响
会更大些，但笔者组件使用的是陷光结构[9]，所以影响程度
很小。在电池ARC层方面，由于使用了反射率比空气更高的
EVA材料，所以反射降低了二分之一。由于存在内部反射，
子栅、主栅/CIR的反射损失分别降低了63%和74%。这表明
了优化电池金属电极对层压后组件转换效率的重要性。此
外，组件内还存在玻璃、EVA和电池间隙的光吸收，以及空
气到玻璃和玻璃到EVA界面产生的反射损失。由于在组件封
装前电池只在一个小区域(等同于电池面积大小的区域)内收
集入射光，而层压封装后的受光面积将变大(电池区域+电池
间隙)，因此笔者将这一面积效应纳入到对比中。

组件模拟结果显示短路电流为4.88A，相当于电池到组
件的Isc增益为1.8%。电流值的相对变化展示在了本文第三章
节的D行计算结果中。1.8%的电流增益使Isc增加至4.87A，而
组件功率则增加至304W。这一结果与TUV莱茵对组件进行
独立测试得到的303W非常吻合，其结果在E行显示。

总结
笔者在本文展示了多种组件工艺改良所带来的效益，以

及它们对组件性能的影响。笔者讨论和分析了几个因素，着
重讨论CIR的数量和特性、半切片电池的使用以及在电池间
隙和CIR表面设计的增强型陷光结构。相比于使用5主栅全尺
寸电池和传统焊带组件的285W，半切片电池和陷光结构CIR
将组件功率增加至297W。不过，增加主栅数量只对组件性
能的影响微不足道。

笔者还展示了通过在电池间隙和焊带上使用金属化和结
构化材料可以大幅度增加组件电流，其中入射光返回率因此
分别提高了50%和700%。

基于上述组件的改良方法，笔者设法制造了一块最好
的120块半切片规格的PERC电池组件。其组件效率达到了
20.2%，并且没有发现任何电池错配损失。对组件采用CIR进
行电池互联和SIR进行电池串互联后，其填充因子 FF相比于
电池平均水平降低了0.9%abs，而功率则损失了4W。组件的
光学过程是通过辐射跟踪方法进行模拟的。笔者发现由于电
流净增长了1.8%，最终组件模拟功率达到了304W。相比于
实际独立组件测试得到的303W，表明了笔者模拟模型是相
当准确的。

辐射跟踪模拟结果显示大部分吸收损失源自于电池背面
金属化。这一缺陷可以通过使用双面PERC或者PERT电池来
避免，如相关文章《BiCoRE：n型硅片与PERC电池工艺的结
合》中所示。这些电池还有助于提高单面组件，例如本文所
探究的组件的性能。

笔者通过缩小总的组件面积并提高有效工作区域(即太阳
能电池部分的面积)以降低电池到组件的功率损失。相比于标

电池工艺

图七对比了电池在封装成组件前后在AM1.5G光谱标准入射光下
的模拟电流和光学损失。笔者只计算被组件反射出去的部分。
由于电池暴露在空气中(未封装)时的受光面积(等于电池面积)比
经过层压封装后的小(等于电池面积+电池间隙面积)，因此笔者
将在对比分析中将此面积效应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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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组件，笔者将间隙面积降低了2.6%，并将有效工作区域面
积比例提高至97%以上。通过增加有效工作区域面积以及降
低组件内的性能损失，目前60片标准规格PERC电池组件功
率达到了破纪录的20.2%。据笔者所知这是采用标准丝网印
刷p型PERC硅太阳能电池的标准60片电池规格PERC组件所能
达到的最高效率。

采用工业自动化丝网印刷p型PERC硅太阳能电池制造的
高效组件依靠更低的制造成本和布线材料消耗，进一步有效
降低了系统成本，从而降低光伏发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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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到光伏行业对更高效率硅太阳能电池不断追求的推动，硅块材料的质量逐渐成为了关键因素。对切成块状的硅

锭进行先进的硅锭表征可以实现早期质量控制并对晶体生长工艺的效果进行及时反馈，从而缩短大规模制造的研发周
期、提升效率和提高产品质量。基于光致发光成像技术的硅块和硅锭检测技术已经开发了数年时间，经过持续的优化
改进如今已经是快速而可靠地检测材料参数，例如硅块少子寿命的重要途径。本文将展示目前已经用于商用检测设备
的量化方法是如何实现对最先进商用高性能p型多晶硅硅块和高少子寿命n型CZ硅锭进行检测的。

材料

硅锭级别的表征：日益重要的硅块材料质量

进行硅锭级表征的理由

过去十年间，商用太阳能电池制造在效率提升和成本
降低方面的突破令人瞩目。最近Sunpower公司发布了他们
最新一代高效太阳能电池的制造统计数据，其中平均效率
超过了24%，而全尺寸组件的实际效率也达到了24.1%[1]。
天合光能公司最近也推出了效率破纪录的6英寸单晶和多晶
硅型PERC太阳能电池 [2, 3]。高效率PERC太阳能电池是目
前大多数太阳能电池制造商量产或试产的电池类型，而其
他制造商则将目光集中在其他高效率电池概念，例如异质
结太阳能电池中。这股不断提升电池特别是结构更加传统
的电池的效率的势头将会持续许多年。

太阳能电池的性能从根本上是由一系列损失机制决定
的。对于目前仍然是行业标准设计的传统丝网印刷型全尺
寸Al-BSF太阳能电池而已，损失机制与器件设计密切相关，
例如金属背电极表面的复合制约着电池的性能。而设计更
加先进的电池类型，这些与复合源头相关的物理工艺或者
器件结构已被大范围减少甚至消除。如此一来，属于硅片
本身的硅体质量则变成日益重要的关键因素。其中一个表
征电子吸收效率的关键参数是体过剩少子寿命或是短体寿
命τb，这一参数决定着过剩光生载流子(电子-空穴对)在吸收
体内被复合之前存活的时间。体寿命越高表明电池电压和
电流也越高，从而效率也越高。硅锭和硅块的检测是唯一
可以在早期工艺阶段就能可靠检测出体寿命的方法，因为
这些信息会在硅片切割过程中大量损失，而切割之后硅片
的少子寿命将会受到表面复合的严重制约。

在晶体硅内，我们发现对τb影响最大的是类似于过渡金
属元素、轻元素(O, C, N)和晶格缺陷(微缺陷以及扩展缺陷)
这些杂质。而采用定向凝固法(DS: directional solidification)
生长的多晶硅硅锭则主要存在扩展缺陷，例如晶界和位错
团；后者通常是由析出或溶解的点缺陷玷污造成的。生长
态体寿命的大小在硅锭体内分布迥异，通常受到例如种晶
体纯度、坩埚和底料类型、以及结晶生长条件(例如温度曲
线)的影响。掺杂硼或磷的高性能多晶硅(high-performance 
multicrystalline ：HPM)硅锭晶内寿命可以达到几百微秒，
并且可以通过扩散辅助吸杂方法进一步提升[4], [5]。

直拉法(Czochralski：CZ)生长硅锭通常不存在扩展缺
陷，但会因为内生微缺陷或点缺陷(空隙、氧沉淀等)和杂质
例如碳等的存在而影响体寿命[6]。直拉单晶的体寿命比定
向凝固生长硅锭的要高许多(高达数十毫秒)。在p型直拉硅
中，体寿命还经常受到硼-氧化合物的复合影响[7]。

对体寿命以及其他缺陷参数进行硅锭级别的早期检测
有助于尽可能提升转换效率和产能，例如：(i)立即反馈到
硅生长工艺制程，(ii)在早期阶段就放弃不合适的材料，(iii)
硅片材料的分类和(iv)硅块和硅片进行质量分档以用于不同
工艺。

上述的第(i)点尤其重要，硅锭级别表征可以缩短研发周
期并提升产能，减少DS铸锭的位错密度，开发和评估种晶
技术，跟踪金属杂质，测试新的坩埚材料，提高晶体一致
性，跟踪热施主生长等等。在缺乏对硅锭进行综合表征的
情况下，上述工艺反馈工作只能在太阳能电池生产工序进
行，并涉及到整个太阳能电池生产工序，包括硅片切割、
电池加工以及对这些工序的详细跟踪，这些都是非常耗时
且容易出现错误和需要大量资源的工作。

光谱PL成像：一种快速检测体寿命的技术

能用于在大规模产线上表征硅锭和硅块质量的
技术包括微波探测光电导衰减(microwave-detec ted 
photoconductance decay ：PCD)技术和准稳态光电导
(quasi-steady-state photoconductance ：QSSPC)技术。
这两种技术在用于检测非钝化硅块上时都有各自的不足之
处。其中PCD只能用于检测表面有效寿命。这些只能在高
注入水平(>1x1015cm-3)下检测到的数据无法代表太阳能电
池的实际工作水平。此外，这两种方法通常需要几分钟的
测量时间才能获得相对粗糙的载流子寿命空间分布图(例如
2mm的光栅扫描)。QSSPC或涡流探测PCD检测技术能提供
硅锭级别的实际体寿命，但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分米范围
内的空间解析度，这无法检测和量化结构缺陷密度。在某
些严重情况下，PCD和QSSPC技术都会受到人工操作的干
扰，这限制了其在太阳能电池实际工作相同注入水平的可
靠体寿命分析[8, 9]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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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成像是替代上述检测技术的有力选择。在过去几
年，UNSW开发了一系列基于PL成像应用的量化分析技
术，如今已经发展成熟并可以应用在商用设备中。其中一
项相当成功的技术是发射光谱的量化分析。厚块样本，例
如硅块或厚状硅片的PL光谱包含着重要的体寿命信息。后
者能用通过使用名为光谱PL强度比(spectral PL Intensity 
Ratio：sPLIR)的方法，包括对样品进行两次成像，即通过
两种安装在相机镜头前面的滤光器提取出不同的信息。这
两种不同的滤光器改变PL探测器的感知深度，从而探测到
硅块内不同深度区域的载流子密度的信号。sPLIR背后的技
术原理，是由Würfel [10]首次提出的，它用于表征硅太阳
能电池的完整扩散长度，[11], [12]有详细提到。更重要的
是，该技术能获得任意硅块长度(BT Imaging LIS-B3 能达
到40cm)的高分辨率(大约150um每像素)体寿命图像，而总
的探测时间只有一分钟不到，并且不受硅块阻抗的影响。

该技术的另一个关键优势是它能检测到从大约10um到
10mm的大扩散长度范围，如图一所示。图一在坐标轴顶
部给出了P型材料过剩少数载流子寿命范围，以方便比较。
根据sPLIR技术对非钝化硅块的体寿命变化非常敏感，可以
探测到从几微秒到几十毫秒这一完全能覆盖实际光伏应用
的范围。

根据我们的理论分析，使用Si而不是InGaAs等其他感
光器件，对sPLIR应用有着独特的益处，特别是它对低寿命
尺度下的寿命波动更敏感，正如在mc-Si硅锭顶部和底部所
发现的那样[13]。不过，Si相机的PL成像会出现图像模糊的
现象，这是由于Si发光光子[13-15]吸收能力较差并导致在
CCD芯片内发生横向散射的缘故。正如我们最近提到的，相
比于传统的面域扫描[16]，使用线性扫描PL成像法可以有
效抑制实验人工干扰的影响，从而显著提升该方法的准确
度。实际上，使用线性扫描原理可以方便地检测任何长度
硅锭，并且不需要拼凑单个图像。

体寿命和铁浓度：两种关键的体材料质量参数

我们已经在广泛的样品中应用并验证了光谱PLIR技
术。图二a展示了一块目前从G6炉得到的最新高性能多晶硅

(HPM)掺硼硅块体寿命图像(使用BT Imaging LIS-B3系统测
量得到的数据)。从图像中我们发现这块硅块的体寿命从不
到1μs到140μs之间大幅度波动。此外，从图像中还能看到
结构性缺陷例如晶界和位错团簇等。

图二b显示了从一块高寿命n型CZ硅锭的sPLIR图像提取
的体寿命样本。从图像中看到了由氧原子引入的层错出现
在了硅块的大部分区域并引起了严重的体寿命衰减效应。
而在质量较好的硅锭区域的体寿命值可以达到6毫秒，表明
可探测寿命变化范围之广。

当应用到硅块和硅锭外表面时，sPLIR方法给出的体寿
命信息只有到表面几微米距离的位置区域。因此，为了表
征硅锭体内的寿命变化，我们可以将sPLIR方法应用在特殊
准备的垂直平板[17]或者是被切成硅片状的厚片上(如图二c
所示)。我们最近在一块2cm厚高寿命n型厚垫上测试到高达
20微秒的体寿命数据，体现了该方法对高寿命非钝化样品
的强大检测能力(数据在文章其他部分中由提及)。

铁原子是硼掺杂硅材料中的有害杂质[18]。除了种晶之
外，这些铁原子主要从坩埚和切割钢线中扩散出来[19,20]，

材料

图一：光谱PLIR信号在非钝化和无限厚硅块的过剩少数载流子
体扩散长度的理论机理。顶部坐标轴代表着p型硅的等量过剩载
流子体寿命。

图二：使用sPLIR方法测得的 体寿命成像(a)p型HPM硅块(μs尺度)(b)n型CZ硅块(ms尺度)。(c)在n型CZ硅锭的顶部附近观察到的原始光
谱PL密度比例。所有样品都是在未进行表面钝化的情况测得的(数据由BT Imaging LIS-B3测得)。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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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成为DS硅锭内的主要复合中心(如图四(c)所示)。铁原
子通常出现在整个定向凝固硅铸锭的周边(顶部、底部和四
边)，产生机理主要是向内扩散、偏析以及冷却期间的固态
回扩散。在DSmc-Si中，铁原子可以以析出态或溶解态的形
式出现，而CZ-Si 中通常只发现有溶解态铁原子。而DS硅锭
的边界区域同时存在溶解和偏析铁原子，但DS硅锭中心区
域的复合主要是由溶解铁主导或者(间隙原子或FeB)，因此
在生长态期间或电池加工期间可能会引入纳米尺度的偏析

铁原子[21]。
基于检测体寿命空间分布的能力，sPLIR成像方法还

能够量化检测掺硼硅块或硅片(定向凝固或直拉)的铁原子
浓度。在该方法中我们利用高强光源使铁原子处于间隙原
子和FeB态之间的溶解态，后者为硅在室温状态下的平衡
态[22, 23]。体寿命的波动与FeB化合物的分离有关，这种
关系可以提现在铁原子浓度的量化数据上。因此，该方法
包括了以下顺序，首先利用sPLIR方法得到第一张体寿命图

材料

(a)  (b)

图三：(a)一块HPM硅块在对数刻度下的偏析铁原子浓度[cm-3]。(b)同一块HPM硅块的太阳能电池效率预测图像[%](主文部分有详细描
述)。受到体寿命变化的影响，电池效率在整个硅锭高度范围内的波动为0.6%abs左右。



像，然后是使用高强度闪光灯照射使FeB化合物分离，最后
在拍摄第二张体寿命图像。我们将该技术应用到HPM硅块
上，如图二a所示。图三a展示了沿着同一个硅块面波动的
溶解铁原子浓度(显示在左图的硅锭底面)。此外，在中心高
寿命区域测得了5x1010cm-3数量级的低间隙铁原子浓度，
又在底部低寿命区域观察到了高达1013cm-3量级的铁原子
浓度，其中铁原子是主要的复合中心，是导致体寿命降低
的主要因素，如图三(a)所示。

除了单纯的杂质分布图，铁原子浓度还能用于区分
生长态硅片材料的性能档次。例如，根据对生长态体寿命
以及生长态溶解铁原子浓度的理解，我们能预测出背景寿
命，例如可以测量和展示在没有溶解铁原子的情况下的体
寿命。我们认为背景寿命比生长态体寿命更加能代表最终
硅块质量，因为许多传统电池工艺都有磷扩散工艺，这是
一种能有效降低硅块铁原子浓度的吸杂工艺。

通过光谱PLIR成像得到的硅锭检测数据，结合从器件
仿真中得到的电池性能曲线(CPC)，可以根据预期的太阳能
电池性能对硅材料进行划档。我们从图三(b)中分析了HPM
样品。从“可预测效率”图像结果可以看到在整个硅锭高
度内效率变了0.6%abs，当然，这只与体寿命的变化有关。

这些预测的效率变化未考虑扩展缺陷密度变化。

生产期间材料质量变动

在过去的几年，通过将上述方法应用在商用硅块生产
线中，我们发现不同批次、厂家和时间生产的硅锭的材料
质量有着显著差异。例如，图四对比了四种商用硅块的体
寿命、铁离子浓度和空隙铁原子复合比例(例如铁原子相关
复合占总复合的比例)。样品批次包含了两种在2011年生产
的标准mc-Si硅块和两种最近生产的HPM硅块(详细信息请参
考文献[24])。

我们发现，相比于几年前生产的传统硅锭，现有HPM
硅锭的体寿命并无优势，但在高度分布上却有巨大的差异
(见HPM1与HPM2的曲线)。在溶解铁离子曲线方面，所有
硅块都有着相似的高度分布规律，传统硅块和HPM硅块之
间并无明显差异。然而，HPM1的浓度却明显低于HPM2，
虽然体寿命并不高。这表明HPM1受到溶解铁原子的影响比
HPM2的小。从中也可以意识到，一定是其他某种缺陷在
HPM1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是生产中的具有决定性的信
息，而这些信息只能从太阳能电池制造和其他表征中观察

材料

图五：(a)HPM硅块的PL图像；(b)使用PL成像检测到的扩展缺陷结构；(c)硅块质量与扩展缺陷的密切关系

(a)  (b) (c)

图四：4种商用DS硅锭(两种标准mc，两种HPM)的(a)体寿命，(b)溶解铁原子和(c)溶解铁原子复合比例随着硅锭高度的变化曲线。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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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总的来说，复合部分曲线显示大多数硅块中间隙铁原
子都是限制生长态材料体寿命的关键因素。其影响程度在硅
锭顶部附近达到最高，该区域的铁原子作为扩展缺陷很难被
有效吸杂。显然，通过快速且有效测试系统得到的量化信息
对研发工程师提高和改进结晶工艺有着巨大的帮助。

扩展缺陷分析

相比于早期DS硅块，HPM硅块的主要提升处是大幅度
降低了结构缺陷密度，特别是位错簇的密度。后者被认为是
降低mc-Si 太阳能电池效率的主要因素[25, 26]。

BT Imaging LIS-B3提供了高空间分辨率和卓越的成像
质量，能够提取多种与质量相关的参数，其中包括使用自动
化成像算法检测上面提到的结构缺陷密度。为了展示这一能
力，图六给出了来自于UNSW的特性分析结果。LIS-B3可以
提取更多丰富的指标，包括为商用PL成像硅片检测设备开
发的图像处理算法，已经成为将结构缺陷密度降低至目前水
平从而提升mc-Si质量的关键因素。在硅块应用上，PL成像
分析和相关量化参数能够加快工艺反馈并将因此成为未来提
升mc-Si质量和高产能产线工艺监控的关键方法。

总结

基于线性扫描技术的硅锭和硅块PL成像技术是一种相
当有竞争力且能替代现有产线和实验室所用表征方法的技
术。它有着测量时间短、无接触、高空间分辨率以及能屏蔽
各种人为测试干扰等关键优势。通过成熟的实验方法，例
如由UNSW开发的sPLIR方法，可以对多种关键材料参数例
如实际体寿命和溶解离子浓度等进行先进的量化分析，从而
揭示电子材料质量等隐藏在发射光光谱分布上的重要信息。

通过高效率可靠检测设备，将这些方法系统地应用在研
发和生产中，有助于未来提升晶体质量和产量，从而最终降
低光伏产品生产成本，这一目前行业仍然孜孜追求的目标。
近期最直接的应用包括从通过产线工艺控制实现结晶工艺的
优化到使用PL成像指导切割工艺。而不远的将来，通过PL
成像中提取的体寿命信息还能用于原材料的分档，实现通过
优化特定硅片工艺来实现整块硅锭内所有太阳能电池效率的
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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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同时存在于p型直拉(Czochralski：Cz)单晶和多晶硅太阳能电池上的光致衰减(Light-induced degradation ：LID)效

应是目前光伏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未来几年需要开发出低廉的解决方案并将其应用到工业产线上。重中之重
是尽早将解决方案应用到钝化发射背接触太阳能电池(passivated emitter rear cell ：PERC)上，因为这种电池结构受到
光致衰减效应的影响最为严重。在这种迫切的形势下，光伏界的研究人员已经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
办法。本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针对商用太阳能电池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概述。对于Cz型硅电池，目前已有大
量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在处理工艺加快至数秒量级的情况下得到完全稳定的PERC效率。对于难度更大的多晶硅衬底，
也同样涌现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虽然目前为止这些方法比前者的效率要更低一些。

电池工艺

商用硅太阳能电池光致衰减(LID)效应的减轻措施

硅太阳能电池的LID

太阳能电池制造商们力图最大可能提升电池效率以及
制造出能在户外发电期间性能始终保持稳定的光伏组件。
然而，几乎所有组件都会遭受损失机制的影响，致使组件
长期发电效率受到重大影响；鉴于这些无法消除的机制，
制造商们通常将组件的使用担保年限设置为25年。其中一
种损失机制便是产生在硅太阳能电池并且是由光，确切讲
是由光生载流子引起的损失机制。光致衰减(Light-induced 
degradation, LID)效应对太阳能电池性能有严重影响。图
一举例显示了p型Cz硅太阳能电池的衰退曲线，可以看到
在100℃环境温度下用光照射不到50分钟，效率便降低了
0.6%abs。

LID主要是由各种杂质引起的，电池效率因此造成的
损失可以超过10%[1]。金属杂质便是其中之一，例如铜和
铁，通常是在晶体生长过程引进硅体内部的。尽管如此，

由于这类杂质的扩散率较高，其造成的相应衰退效应可以
通过吸杂工艺较轻易地处理掉[2,3]。

另一种影响更加严重的的光伏LID源头主要出现在p型
Cz生长硅晶体中[4]。在这种材料中，LID机制由硼-氧(B-O)
化合物形成的缺陷占据主导[5]。这是太阳能电池中影响最
显著的LID机制，也是当我们谈起“LID”一词时其背后实
际所指。然而，尽管对这种衰退现象的研究已经超过二十
年，但目前业界对其内在实际缺陷机理仍然缺乏共识。

至于多晶硅(mc-Si)，另一种显著的LID机制最近已经得
到明确[1,6]，其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比p型 Cz型太阳能电
池的B-O相关衰减影响还要严重。虽然人们已经证实这种缺
陷与B-O化合物或铁-硼对无关，但实际缺陷来源却仍然不
明确。

结构不同的太阳能电池的衰退程度也有所不同。例
如，p型Cz铝背表面场(BSF)太阳能电池的LID就可能达到
3–4%rel [7]，而钝化发射极背接触太阳能电池(PERC)则可
以达到更高的4–6%rel [8]，甚至突破10%rel [9]。这主要是
由于高效太阳能电池效率对体寿命的依赖性更强的缘故，
虽然这有可能并非造成PERC电池高敏感性的唯一原因。类
似的，mc-Si PERC电池也被发现存在比mc-Si BSF电池更严
重的衰退现象[10]。UNSW的研究团队挑选了来自多家制
造商的商用PERC电池，并对它们的LID现象进行研究。研
究所观察到的最严重影响分别来自Cz的1.8%abs和mc-Si的
2.1%abs。可以想到，目前行业普遍采用的PERC这一预计未
来行业的主流电池技术，以后受到LID影响的程度将会越发
严重。

国际专家们预测，到2040年光伏行业投资将达到3.7万
亿美金规模[12]。假设50%的光伏设备是基于硅片制造的，
并遭受10%rel的LID性能损失，就相当于行业损失了1850
亿美金。效率损失对温室气体排放也有重大影响。到2025
年，预测结果指出全球累计光伏安装量将达到1TW，每年
光伏发电量将达到1500TWh[13]。LID导致的发电量损失
相当于需要从其他发电来源引入额外的75GWh电力。如果

图一：举例显示了p型 Cz 铝背场太阳能电池的效率衰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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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的这部分电力是由化石燃料产生的，这大约需要排放
66M吨CO2(按照煤炭发电平均每GWh排放888吨CO2进行计
算)，只要消除LID效应，这部分损失将可以避免。

目前已有多种技术显示了具备降低硅太阳能电池LID程
度的能力。本文概述了几种从原材料阶段到电池和组件生
产阶段的LID消除方法。这些方法表明消除Cz和mc-Si的LID
效应不止在技术上可行，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实现，以后
的工作重点是探究哪种解决方案是最适合制造环境。

选择避免LID的原材料

基本上，产生在单晶和mc-Si 硅片的LID都是由材料质
量不高造成的，所以避免LID的途径之一便是改进太阳能电
池的原材料。降低硼和间隙氧原子的浓度可以减弱B-O相关
LID效应的影响程度。

降低间隙氧原子浓度
对于单晶硅材料，Cz硅内间隙氧原子浓度可以通过使

用带有涂层的坩埚进行控制，涂层材料可以是氮化硅[15]，
或在晶体生长期间使用磁场[16]。另外，还可以使用浮区硅
(FZ)，实际得到的间隙氧原子浓度通常比Cz材料低两个数量
级[17]；然而，这种技术的比Cz硅更昂贵，所以制造商们通
常不采用。另外，FZ硅还存在一些其他的缺陷，例如与氮
相关的缺陷，这对体寿命参数有严重影响[18]。

铸造工艺是降低硅体氧浓度的另一个机会。同样，坩
埚壁通常镀上氮化硅以阻止氧化合物的引入。然而，铸造
工艺可能会将另一种杂质以及结构缺陷引入硅中，降低材
料质量。由BP Solar开发的铸造单晶硅工艺是一种极具应用
前景的单晶硅制造工艺，该方法可以制备低氧含量铸造硅
体，因此LID也相应较低。然而，受到晶体生长过程中产生
的大量错位的影响，铸造单晶硅的材料质量非常不稳定[20]；
结果，目前行业已经不再采用这一材料[11]。直到最近才开
发出的“高性能多晶硅”也采用相似的种晶铸造法，但晶
体内的晶界尺寸和错位密度却大幅较少[21]。

改进硅片掺杂工艺
作为替代性方法，可以采用高体电阻、低硼浓度的硅

片。这种硅片有着特定缺陷下低Shockley-Read-Hall (SRH)
复合速率的优点。然而，由于多数载流子(空穴)需要横向流
动穿过硅体至p型电极上，这一特性对于PERC太阳能电池结
构来说不是理想选择。即提高电阻将提高串联电阻并降低
器件的填充因子。

硼还能被其他施主杂质所代替；如果保持p型衬底，
通常是使用镓作为施主。然而，镓比硼的偏析系数要低得
多，这可能会导致Cz硅锭中的硅片电阻分布非常不稳定，
从而可能降低硅锭可用比例。

磷掺杂n型硅片还能用于完全消除硼-氧缺陷，假设该材
料为非补偿硅的情况下。目前最高效率商用太阳能电池是
采用n型衬底制造的[22]；然而，n型硅片的使用通常会导

致产线上大量工艺和设备的变动。而且所使用的工艺非常
耗能，反应温度也非常高，所以比p型所需工艺更加复杂。
不仅如此，高温处理会形成氧相关缺陷，例如氧析出，从
而导致严重的材料寿命衰减[23]。这些缺陷跟B-O缺陷一样
有害，并使性能降低超过10%[24]。通常，n型材料的使用
对象仅限于单晶硅衬底，因为mc-Si的体寿命无法达到n型
结构所需的高水平，而且也无法承受所需的高温环境。与
镓类似，磷的偏析系数也同样比硼小，导致硅锭内体掺杂
分布的严重不稳定性。

改进多晶硅材料
在研究消除mc-Si PERC太阳能电池LID效应的方法时，

有文献报道了衰退现象受硅片原材料的影响机制[1,10,25]，
文献作者指出衰退机制受到晶体或杂质浓度影响。因此，
制造商在生产mc-Si PERC太阳能电池时会小心选择硅片以
兼容他们的太阳能电池工艺，从而降低衰退程度。然而，
这些影响衰退的因素以及对晶体或硅片需要做出的改变，
并没有具体公开披露。

生产PREC电池的制造商也在避免使用mc-Si衬底。在该
例子中，使用的是p型Cz硅片，因为其与B-O缺陷相关的LID
通常低于mc-Si PREC太阳能电池。

在电池/组件制造过程中消除B-O相关LID

在无法通过细心挑选原材料的方式完全消除B-O相关
LID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在电池/组件制造的多个阶段减少
或消除LID效应。

光照退火
虽然光照可以通过产生缺陷的方式引起太阳能电池性

能的衰减，但这种条件却也可以复原性能参数。2006年康
斯坦茨大学的Herguth等人提出在高温下进行光照退火可以
使掺硼Cz硅片的体寿命趋于稳定[26]。但目前为止这一物理
机制仍然没有被完全了解；另外，几个小时的复原时间也
无法适用于大规模生产。

之后，对于这种机制的理解有了突破，并帮助缩短消
除B-O相关LID所需的时间。首先，Centrotherm在2009年
首次注意到了氢元素的重要性：对太阳能电池制备采用等
离子增强化学气象沉淀(PECVD)氢化氮化硅层的太阳能电池
出现了衰退，并在经过光照退火了恢复了体寿命水平，而
非氢化氮化硅太阳能电池则未出现复原现象[27]。这说明了
可能以后氢钝化机制在主导着复原过程。最近，几项研究
已经回溯早期发现，并排除了在早期试验中出现的其他可
能影响因子[28-31]。

另一个突破是UNSW将氢电荷态理论应用在解释光照在
缺陷钝化的作用机制上[33-35]。氢电荷态可以影响硅内部
氢的迁移[36]和反应[37]。在p型硅中，氢本能的处于非最
佳充电态。只有通过添加额外载流子为电荷态提供补充，
最后与B-O缺陷进行反应[33]。这一解释随后被多家研究团

电池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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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所采纳和扩展[30,38,39]。不值得将氢电荷态应用到晶体
硅内所有缺陷的钝化上，包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不为人所
知的mc-Si缺陷。

高效率产生缺陷形态(过去的缺陷钝化工艺通常效率低
下)方法以及大幅度加速方法得到了UNSW的认证，这是的
最为关键重要的最后突破[40-42]。为了提高效率，缩短消
除缺陷时间，必须加快成型速率[41,42]。特别是如果采用
更高温度可以加速整个反应速率。当太阳能电池采用Cz硅
片丝网印刷技术时，电池晶体尾端的B-O缺陷浓度相对较低
(缺陷还未形成)。因此，在商用太阳能电池上有必要首先
快速形成缺陷，之后它们便能被永远的钝化。最初的研究
结果显示，通过观察缺陷最大形成速率，可以推出形成稳
定硅片的温度和时间理论极限。然而，之后的工作显示，
尽管使用了高强度光照射，但因为受到总空穴浓度的影响
[45,46]，还是可以突破这些极限并大幅加快缺陷形成速率
[43]。

研究表明，只需8秒就能完成使商用太阳能电池的B-O
相关LID完全稳定[40]。表一显示了UNSW的快速处理B-O相
关LID的先进氢化工艺，实验使用的是从几家供应商刚刚从
产线出来的商用p型单晶硅PERC电池。使用高强度激光照
明(>100个太阳能，938nm波长，准连续波模式)形成和钝
化缺陷。结果来自七家制造商的电池平均提升了1.1%abs的
效率，其中最高的一家是1.8%abs(制造商G)。图二展示了制
造商B的电池在有做和未做先进氢化处理的情况下的样品效
率分布；该图显示对B-O缺陷的钝化处理带来了1%abs的效
率提升。

将B-O 相关LID消除工艺整合在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过程中
在户外发电期间消除LID效应是可以实现的：户外发电

工作条件提供了驱使钝化反应的温度和光照[8]。但出于反
应时间上的考虑，这对组件来说并不是一项可行的选择，
因为高温下几百小时的光照反应相当于在实际户外工作几
年的时间。另外，由于钝化反应受温度影响非常大，所以
钝化反应时间还将严重制约于组件所安装的地理环境[47]。

因此，最可行的选择是在实际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过
程中进行LID消除处理。但要将LID消除工艺整合进太阳能
电池/组件生产工序中存在几项难点。由于B-O缺陷钝化在
高温下可能存在不稳定[26]，所以先进氢钝化处理必须在最
后的高温步骤进行实施；而对于丝网印刷太阳能电池，便
是金属电极烧结步骤。

不过，在金属化之后有几种处理工艺可选。首先，先
进氢钝化处理可以整合进金属化快速烧结熔炉中的冷却部
分中；这样便不需要额外的加热步骤，但处理时间会受到
金属电极烧结时间的限制。第二种是将处理工艺单独放置
在金属化步骤之后的设备中，这有利于避免金属化工艺受
到LID消除处理工艺的影响。第三种是在组件封装过程中进
行的[8]。在封装过程中进行氢钝化处理的好处之一是可以
避免缺陷钝化过程在焊接和封装过程(如果这两项工序是先
进行的话)出现的不稳定现象。另一个好处是组件封装时间
相对较长，从而可以相对降低LID消除的光照强度。不过，
整合LID消除工艺是否会影响封装特性目前仍不得而知。

在电池/组件制造期间消除mc-Si PERC 电池LID

电池/组件层次的工艺也能够大幅度降低mc-Si PERC电
池的衰退程度。韩华Q-CELLS报道了他们Q.ANTUM组件在
75℃温度下照射1000h发生的衰退低于1%rel，而LID敏感组
件的这一数据则超过了10%rel[1]。但未看到对这一工艺细
节的介绍。

Q CELLS报道的mc-Si衰退结果引起了光伏行业的巨大
兴趣。在过去的两年里，陆续出现了几种类似消除LID效应
的方法。

光照退火
光照退火也同样能用于减弱mc-Si PERC电池的LID效

电池工艺

Manufacturer  Stable efficiency enhancement with 
hydrogenation [%abs]

A 0.8

B 1.0

C 0.7

D 0.9

E 1.5

F 0.8

G 1.8

Average 1.1

表一：使用8s先进氢化工艺处理商用p型单晶硅PERC太阳能电
池的B-O缺陷得到的效率提升结果

图二：在对制造商B的电池进行UNSW 8s先进氢化工艺处理B-O
缺陷后得到的效率提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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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48, 49]；然而，无论是衰退还是恢复所需时间都远高
于B-O相关LID。总的来说，这将导致所需光照时间要长很
多，例如至少需要30分钟处理时间才能将LID降低至2%rel 
[48]。报告强调了温度、光照强度和工艺持续时间对LID消
除效果的影响[48-50]。例如，有研究人员通过增强光照强
度来降低LID[48,49]；最近的一些研究工作使用了高强度光
照，结果显示了在经过30秒的处理过程后，LID得到了大幅
度降低(高达60%)[51, 52]。

图三显示高强度光照退火工艺对mc-Si PERC LID的影
响。在制造工序尾端并进行了250℃下几组时间的高强度激
光处理(44.8kW/m2，波长938nm， 准连续波模式)后得到
的商用mc-Si PERC电池的PL图。如下图所示，激光处理能
显著降低LID程度。

低温烧结
mc-Si PERC电池的缺陷主要由制备金属电极时的高温

烧结工艺产生。衰退程度可以通过改变烧结条件进行调节
[10,48,52,54]；而低温烧结则可以抑制后续的衰退效应。
虽然不同电池制造商的最佳烧结温度有所不同，但Chan等
人[52]报告的数据指出将烧结温度降低100-150℃就足以消
除大部分后续少数载流子寿命的衰退现象，并且同时保持
有效氢钝化。

图四举例展示了不同烧结温度对光照后寿命衰退程度
的影响，并给出了不同烧结温度下在衰退过程中的最小寿
命值。至于UNSW用于制造丝网印刷太阳能电池的硅片样
品和使用的工艺，其中烧结温度大约为100℃，低于标准烧
结温度。

不过，降低烧结温度可能需要改进丝网印刷浆料特性
以保证获得合适的接触电阻和粘附力。对于PERC太阳能电
池，铝浆料还起到形成局部BSF场的作用，而该步骤对温度
非常敏感。

二次烧结工艺
在无法进行低温烧结的情况下，则可以使用二次烧结

工艺来降低衰退程度。二次烧结工艺可以采用和普通烧结
工艺相同的烧结时间，从而可以整合进具有多个不同温度

曲线的反应区域的在线设备上。用于降低LID 的二次烧结工
艺是在低温下进行的[52]。结果表明，通过采用这种方法，
可以将衰退程度从12.7%rel降低到4.3%rel[52]。

虽然该工艺能快速并有效地降低衰退程度，但该工艺
可能会引入与银/硅界面处接触电阻相关的串联电阻问题
[52]；因此，避免LID的工艺窗口非常小。此外，该工艺无
法对B-O缺陷进行有效钝化。

综合方法：结合烧结和光照
采用两种处理方法相结合的方式也是一种选择，这包

括将二次烧结工艺和后续光照烧结工艺结合一起。该方法
综合了烧结的工艺的快速处理以及钝化剩余缺陷，包括B-O
缺陷的能力。不仅如此，综合方法还可以通过简单增加反
应区的方式整合进金属电极烧结设备内。结果显示综合方
法在进行500小时的光照后可以将开路电压的衰减从5.6%rel
到0.1%[52]；不过，这种方法却会带来填充因子问题，据
猜测可能是由二次烧结引起的，具体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
究。

电流注入或光照注入的选择
虽然消除LID通常采用光照的方法进行载流子注入，但

也可以采用电流注入的方法代替。这两种方法在不同应用
场景下都有着各自的优缺点。在要求加快缺陷形成的快速
处理方面，光照是更佳的选择。虽然电流注入也同样能注
入浓度相当于弱光照射下的载流子浓度，但串联电阻效应
却限制了获取足够载流子浓度的能力，即便是在通入大电
流下。光照方法允许在开路状态下进行，从而避免了串联
电阻的影响，从而可以加速缺陷结合。然而，所需光照强
度在现有工业环境下是个挑战，并需要高功率LED或激光系
统。不仅如此，安装如此高强度光照系统到生产设备中需
要面对其他风险，例如安全因素和能耗因素等。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电流注入法消除LID比光照法更有

电池工艺

图三：商用mc-Si PERC太阳能电池的PL成像(具备点扩展功能
去卷积[53])：这些图像分别来自完成制造后的电池初始图像，
以及在250℃温度下使用44.8kW/m2激光照射几组不同时间并
随后放置在70℃温度下使用0.46kW/m2强度光照射100小时后
的图像

图四：在不同烧结温度和光照处理后得到的最大少数载流子寿
命相对衰减值。图中还给出了在最大衰减是的少数载流子寿命
绝对值。图中黄色区域表示测试样品/工艺所使用的最佳烧结温
度。(数据参考自Chan et.al.[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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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其中一个是可以同时处理大量的电池，例如将电池
堆叠起来后直接通入电流，不需要多大的处理面积。这种
方法可以在低电流密度下实现大批量输出(相当于不到2个太
阳能光照强度值)，但该工艺需要接触电池并引入额外的硅
片处理步骤。不仅如此，电流注入是一种有效载流子注入
方法，并开启了灵活并准确控制注入条件，并不受光学和
电学特性影响的方法。电流注入法在设备/工艺整合方面的
优势是避免了光照法所需的大幅度改动设备设计的麻烦。

消除LID的设备

上述各种处理工艺方法如今都能找到相对应的
设备。其中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是光照烧结法。例
如，Centrotherm, Despatch 和Schmid推出的设备就整合了
快速烧结和LID消除区。这种方案广受欢迎，例如Despatch
就声称目前已有多家来自中国和台湾的领先制造商下订了
该系统。

数家设备制造商也同样推出了用于消除LID效应的
独立设备，包括Asia Neo Tech Industrial(科峤工业)、 
Folungwin和DR Laser(帝尔激光)。许多其他设备可能也正
在为市场开发类似设备，一些太阳能电池制造商也同样如
此，因为对太阳能电池施加高温和光照的先进氢化工艺相
对比较容易实现。虽然这些设备的上一代版本使用的是相
对低光照强度(<10个太阳)，而新一代设备已经将光照强度
大幅度提高(>20个太阳)，促使缺陷形成加速进行，从而实
现快速LID消除。

LID消除工艺所带来的显著效率提升也为缩短能量回收
时间带来了可能。例如，通过使用价值300,000美金的设
备将效率增强1.1%abs(如表一所示)，其能量回收时间就只有
一个月。

总结

LID严重影响着p型硅太阳能电池的性能，但消除的方
法也有很多种。首先，所挑选的硅片必须是低硼和氧浓度
的，为的是避免B-O相关衰退。

对于多晶硅，研究报道称只需严格控制结晶工艺就能
实现衰退工艺的降低，但处理细节并未公布。在电池/组件
制造期间，光照烧结可以用于消除B-O缺陷。Sub-10s工艺
已经实现完全消除太阳能电池B-O相关的LID。电流注入也
同样能用于消除LID；但这种方法所需耗时相当长，这是由
于通过期间的电流所产生的载流子浓度无法满足加速缺陷
形成所需的水平。

对于mc-Si PERC电池，改变烧结条件可以降低衰退的
程度。还可以进行后续处理，例如光照烧结或二次烧结。
然而，采用光照烧结处理B-O缺陷通常比其他方法需要更长
的时间。目前商用LID消除设备已经被广泛使用，所需能量
回收时间非常短。这些新的处理设备为p型硅太阳能电池技
术带来强劲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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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

使用强烈喷沙法对比不同种类背板的耐磨性

介绍

特别是在开阔地带的组件安装时，组件背面直接暴露
于空气中，尤其在强风的情况下，强风带来的沙子的撞击
造成冲击，并非常可能在长期的类似情况下形成磨损。另
外，必须要考虑到的是，不同沙漠的沙子可以有很大的不
同。约尔格奥尔索斯，德国莱茵TüV光伏组件全球竞争力中
心主管就提到：例如，在撒哈拉，几乎所有小沙粒都像玻
璃一样[2]。因此，需要一个苛刻的测试，以便能够快速筛
选和评价。

不仅如此，候选材料的耐磨性也是非常不同的。
现在有一种方案使用玻璃作为背板，但是，如果从

重量、零部件价格、组件制造方法以及组件效率的角度考
虑，并不有利。另外，双玻组件的工作温度(OT)总体上是高
于传统的玻璃面板/聚合物背板的，这点在沙漠地区的高辐

射条件下尤其明显
另一种可选方案是为背板设计一种非常耐磨的聚合物

外层。已知的橡胶和弹性物质都具有非常良好的耐磨性。
引入白色填充物的弹性体聚合物复合材料，可以在具有优
良的耐磨损性的同时，具有白色反射体特有的优异的漫反
射性能。而后者对于更高的功率输出是有益的。

此文中，两种已广泛使用的背板以及一种尚处于实验
阶段的聚烯烃背板将被用来研究并评定他们的耐磨性。

耐磨性测试方法

使用不同背板制造的一个电池片大小的迷你组件
(20x20cm2)被用于喷砂实验。因目前并无对在模拟沙漠
条件下太阳能系统各部件磨损测定的统一方法，军用标准
MIL-STD-810G被用作指引[3]。实验采取类似柯里等喷砂设

图一：非磨损TPT背板剖面显微图像(200x)和使用1500克沙子喷砂实验后磨损TPT背板剖面图(200x)

摘要:
越来越多的光伏(PV)电站计划建在沙漠地区。在干旱地区的光伏发电潜力是巨大的[1]。然而，传统的晶硅组件背

板并不能有效对抗如此严苛的环境。除了强烈的温度和热辐射，在干旱地区特定的土壤和风力环境下，组件背板必须
还能对抗不寻常的严苛的磨损。刚度较高但脆无弹性的聚合物，耐候性佳的外层以及即将面世的顶尖的镀膜技术也许
都无法抵抗风沙的侵袭从而导致组件的性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破坏。在外层或外部镀膜被磨损之后，对紫外线敏感
的背板内部核心PET层将直接暴露于紫外线下并随着环境的恶化而受损。即使在普通的风、热和应力条件下，背板也
可能会开裂并使组件的电绝缘性能受损。

克服此的一个策略是使用硬的、相对较厚的、具有较高的抗裂性能(当和小的、锐利的坚硬物体接触时)但同时也
是成本较高的外层。在成本和性能方面，对于提高背板的耐磨性，弹性体聚烯烃复合物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在此
篇文章中，采用喷砂法对不同种类的背板进行评测。评测中使用两种经典的基于PET技术的背板以及一种新的基于聚
烯烃-聚酰胺的技术的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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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

备，使用以下对于磨损测试的参数。下列实验数据为固定
不变的：
• 喷砂速度：29m/s
• 样品温度：25°C
• 沙子质量：m1:500g，m2: 1500g。每次测试。
• 喷砂实验时间：t1: ~ 17 min; t2: ~ 50 min.
• 测试耐磨点：直径50mm

喷砂实验及相关目测由第三方实验机构Fraunhofer ISE
进行。

相关的目测及显微测试在背板的表面(带有及去掉磨损
区域)进行。对背板磨损区域的横截面进行显微观察(带有及
去掉磨损区域)。在显微观测前背板横截面被人为嵌入2K树
脂处理。

使用材料

层压PVF-PET-PVF (TPT)
一个对称的，水解稳定的，透明的聚乙烯对苯二甲酸

酯(PET)的核心层由粘合剂夹在两个白色半不透明聚氟乙烯

(PVF)层之间，称作“TPT”，参见图一(a)。
PVF层典型厚度为25或37.5微米，根据不用的应

用，PET层典型厚度可以从150微米范围至300微米。在这
项研究中所选择的TPT具有大约350微米的总厚度。 PVF层
是37.5微米。在图一中，非磨损TPT膜的微观截面，毗邻于
磨损于1500克沙子TPT膜。

镀膜PET(CPE)
作为第二种背板，选择具有白色外涂层的透明PET

片材。此背板还具有粘合剂内层和EVA层，因此被称
为“CPE”，参见图一(b)。

顶部涂层的典型厚度一般在10微米的范围内。 PET厚
度设定为150微米。EVA层约100微米。在图二中，显示出
被1500克沙子磨损CPE膜及非磨损CPE膜的微观横截面。

PP-PA-PE共挤出背板(一步到位的复合背板)
第三种背板是尚处于实验阶段的共挤出法复合背板，

第一层为可调配的柔性聚丙烯，210微米(FPP)，第二层
为60微米的聚酰胺(PA)层和60微米的聚乙烯(PE)作为第三
层。这种结构引自一步到位的复合背板(OSBS)，因其是在

图二：非磨损CPE背板剖面显微图像(200x)和使用1500克沙子喷砂实验后磨损CPE背板剖面图(200x)

图三：非磨损OSBS背板剖面显微图像(200x)和使用1500克沙子喷砂实验后磨损OSBS背板剖面图(2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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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一的生产步骤制成，参见图一(c)。
第一FPP层是由三个不同的子层组成。第一子层是FPP

白色层，配制以匹配于接线盒的密封胶。该层可以进一步
微调以具有更高等级的耐磨损性。第二FPP层是本体层。第
三FPP层配制为可以更好的结合到PA面。

在FPP层含有玻璃纤维，保证了尺寸的稳定性，还含
有二氧化钛(TiO)，用于保证优良的白色漫反射性，并具有
非卤素阻燃体系和聚合物稳定化包。在FPP层更含有橡胶成
分，提供冲击改性，柔韧性和耐磨性。PA的中间层，保证
了机械强度。它也含有二氧化钛。 封装层由一层二氧化钛
着色的官能PE层，朝向PA层，以及一层透明PE层，朝向PV
组件的的封装材料。该封装层在图中仅显示为单层。参见
图一(c)。

在图三中，显微断面可以在磨损实验之前及之后显示
出上述结构。然而，由于缺乏在各层白色颜料的对比，光
学显微镜照片没有揭示上述所有层。

实验结果

图一、二和三显示出使用1500克的沙子做喷砂实验之
前和之后，样品横截面的结果。

图四、五和六显示出三种不同的背板，在使用500克的
和1500克的沙子做喷砂实验后， 磨损区域被去掉之前和之
后的结果。图像显示出三种不同种类背板磨损区域的边界
区域以供对视觉比于非磨损区域。

图七、八、九显示200x的经过500克的和1500克的沙
子喷砂实验后的三种不同种类背板的显微图像。

结论

在29m/s的速度下进行500克和1500克的喷砂实验，
似乎是一个快速而有效的测试，来测定此结构是否具有抗
拒磨损的潜力。

实验初步结果显示，一步到位的复合背板对比于传统

图四：TPT背板，使用500克(左)和1500克沙子喷砂实验，在磨损及非磨损区域的边界

图五：CPE背板，使用500克(左)和1500克沙子喷砂实验，在磨损及非磨损区域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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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TPT背板，使用500克及1500克沙子喷砂实验后，磨损区域放大200x，PVF层严重恶化(缩进/塑形变形)，但PET层仍然被覆盖

图六：OSBS背板，使用500克(左)和1500克沙子喷砂实验，在磨损及非磨损区域的边界

图八：CPE背板，使用500克及1500克沙子喷砂实验后，磨损区域放大200x，镀层损害严重，在磨损区域不再存在，PET层暴露。使
用1500克喷砂损害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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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压PVF-PET背板和镀膜的PET背板在耐磨性上有显著的
提高。

根据横截面显微观察及顶部目测，PVF结构似乎很快的
就变形并快速的被磨光。同时也发现，PVF层会和粘结层分
离并在磨损区域边缘形成小气泡带。

CPE背板被证实并不适合用于干旱的环境。薄的涂层证
实其并不够坚硬并很快的被磨损。在使用500克的沙子的喷
砂实验中，PET层很快的暴露于空气中，在使用1500克沙
子的喷砂实验中，在喷砂区域，涂层甚至整个的被磨去直
到PET层。

基于FPP结构的背板，实验结果表明，在外层FPP层部
分磨损及/或可塑性变形的情况下，由于整体FPP层的着色
及对紫外线的稳定性，即使在外部有部分磨损的情况下，
整体核心层仍然受到可靠的保护。

一步到位复合背板(OSBS)的耐磨损性的潜力得到了展
示。即使在要求更苛刻的耐磨性的环境下，OSBS技术也提
供了可选择性的继续发展外部耐磨性表层的可能。

为了联系实验和现实，我们已经受托进行长期的
实地研究，来比较实验结果和真正的实际磨损。在接下
来的几个月，我们还将继续实验对比其他种类的背板如
APA，PET/PET/PE及单层着色PET背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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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OSBS背板，使用500克及1500克沙子喷砂实验后，磨损区域放大200x。不清楚在表面是否有塑形变形或磨损。在使用1500克
喷砂实验后，背板剖面显示FPP层外层有缩进及表面有些粗糙。此表明在喷砂实验后涂层也许经历了塑形变形及/或磨损。底层大部分
没有露出。以及裸眼观察在毛糙表面并无可见变化，仅仅表面微粗糙度可能有改变。此点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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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闻

美洲地区

Enel在智利并网97MW太阳能项目

意大利公共部门Enel旗下子公司
Enel Green Power Chile日前在智利完
成97MW Carrera Pinto太阳能光伏电
站。

该价值1.8亿美元的电站由Enel
资助，距离智利阿塔卡马地区科比
亚波市六十公里，每年可以产生逾
260GWh的电力，并已入智利中央电
网Sistema Interconectado Central 。

Ene l已经在阿塔卡马地区运营
76MW项目。

亚洲地区

IBC Solar拟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建造
22.5MW电站

德国光伏企业IBC Solar日前与
印度财团LN Bangur Group签署EPC
合约，拟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帕罗迪
(Phalodi)地区附近建造22.5MW太阳
能光伏项目。

电站的建造预计在2016年10月
开始，并与2017年4月调试运行。IBC 
Solar将提供工程服务和技术监督，同
时其印度分公司将负责现场的建造工
作。

帕罗迪项目是IBC Solar在印度的
第六个EPC项目。

旻投智能科技为18MW日本光伏项
目提供监测系统

顺风国际清洁能源旗下子公司

旻投智能科技(meteocontrol)正在为
Advantec在日本开发的一个18MW太
阳能园区提供监测系统。

该公司还负责该建设在日本南部
鹿儿岛湾北端的雾岛市的项目的项目
管理、监测设计及投产。

该项目将包括十个监测站，采用
blue’Log X-6000数据记录器和三
百个组串汇流箱，接口连接逆变器和
传感器。Advantec还将能够使用旻投
智能科技的远程监控平台“虚拟控制
室”来运营该电站。

澳洲地区

Conergy拟在澳大利亚建设大型太

阳能加电池项目

Conergy计划在澳大利亚Lakeland
附近建设一座10.8MWac太阳能光伏
电站，结合1.4MW/5.3MWh的锂离子
蓄电池。

该电站获得了总部位于墨尔本
的矿业公司BHP Billiton的兴趣，这
是世界最大的矿业公司，该公司通过
知识共享指导委员会，为自己的偏远
地区业务考虑太阳能加储能应用。同
样，Ergon Energy正寻求通过技术结
合，规避在昆士兰的网络升级成本。

此Conergy电站将为超过三千户家
庭提供能源，在建设期间将创造六十
个就业岗位。Origin Energy将从该电
站购买电力。

预计该价值四千两百五十万澳元
的项目将于2017年四月竣工，澳大利

亚可再生能源局(ARENA)正在提供一
千七百四十万澳元资金。

AR EN A表示，该项目将是世
界首次测试“孤立于”主电网的概
念，Lakeland镇将完全由太阳能和电
池供电数小时。

一个详细的电池测试计划将在运
营前两年实施，晚高峰“孤立模式”
的测试达到峰值。

欧洲地区

SMA为丹麦60MW光伏农场提供运
维管理

8月17日，SMA太阳能科技公司
正式接手丹麦最大的光伏农场项目，
实施技术上的全权管理。Lerchenborg
附近的这个光伏农场在2015年12月就
已经投入公共电网使用，输出容量为
60兆瓦。SMA为电站提供了1750台 
Sunny Tripower 25000TL逆变器。

据悉，该项目的经营管理协议包
括连续远程监控、定期维护、地面光
伏系统的修理和维护。SMA还计划与
WIRCON公司其他项目上进行合作，
从而作为专家继续支持该项目的开发
商和能源服务供应商。

在哥本哈根西部的B a l t i c 海
岸，WIRCON公司在面积超过80公顷
的区域安装了248730个光伏组件和
1750台SMA系列组串式逆变器，从
而构建了Scandinavia.最大的太阳能农
场。lerchenborgpv的光伏农场每年约
产生6000万千瓦时的电力，这足够供
应近30000个家庭的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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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澳地区的中心地带，DeGrussa 铜金矿矿区与最近
的城镇相距150公里，通过连入电网来实现对其密集的产业
活动进行能源供应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一件事情。因此，
该矿区极为依赖柴油能源，对其需求量极大，并需要从很
远的地方进行运输。这些状况都意味着该矿区是清洁能源
技术展示自己在离网应用方面所具有的优势的绝佳机会。
澳大利亚中等规模矿产公司Sandfire资源公司负责该矿区
的运营，该公司召集各开发商共同打造一套太阳能电站，
同时在其现有柴油电站旁再加建一套公共事业规模储能系
统。这套位于山顶矿区(Peak Hill Mineral Field)的新建成的
项目展示了最新的技术优势，被认为是全球矿区内所建成
的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系统之一，同时也是澳大利亚境内最
大的矿区内可再生能源系统。

DeGrussa太阳能项目耗资4000万澳元(约合3000万美
元)，由法国可再生能源公司Neoen所有，德国太阳能公司
juwi集团负责开发、EPC和运维业务。

此前，太平洋电力能源有限公司(Pacific Energy)旗下
子公司KPS在该矿区内运营一座19MW的柴油电站，是这
座2009年发现的亚太地区内首屈一指的高等级铜矿矿区内
唯一的能源来源。该矿区不仅需要为自己所使用的电力向
太平洋电力支付相应的流量费用，同时还要支付每周三次
的相当于三量拖车负载量的柴油及其运输费用——这是一
项极为昂贵的操作。通过安装10.6MW太阳能光伏系统和
6MW电池储能系统，柴油的消耗量可在白天以及日落的过
程当中得到一定量的缩减。

juwi公司总经理安德鲁·德尔格(Andrew Drager)先生
表示，该项目旨在提供通过减少20%的柴油使用量，以及将
往返于矿区的运输需求降至最低，来实现碳排放量和运营
成本的大幅削减。预计该矿区的柴油年消耗量将减少500万
升，从而降低柴油采购方面的成本。尽管具体的燃料价格

仍旧取决于市场的波动，但德尔格先生预计在这一方面可
以为矿区节省约400万澳元。储能设备的添加可为矿区带来
一些额外的益处，包括提供各类配套服务、重复性支持、
旋压储备以及改善能源质量。

所有的这些新增系统并不会抵消原有的柴油电站的使
用，该柴油电站将继续为DeGrussa矿区提供基础负荷能源
供应，从而能够迅速地满足矿区运营过程中产生的能源需
求，并在夜晚的时间内为矿区提供能源。但是，预计新建
成的联合系统将每年减少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尽管混合发电项目在澳洲并不少见，由于低成本可再
生能源在全球许多离网环境下和矿区应用中，相对于传统
化石燃料来说具有极高的竞争力，项目所具有的规模也在
其调试运行当天吸引和极多的注意力。

环境与地点

据德尔格先生表示，对于环境的考量是大多数基建
项目遇到的首个障碍，但是，由于该场址与最近的城镇
Meekatharra之间的距离非常远，且仅有800左右的常住人
口，因此这一项目在进行环境考量阶段几乎没有收到任何
投诉。事实上，距场址最近的主要城市珀斯位于其南面900
多公里。

项目进行过程当中最困难的考量是光伏电站的选址，
需要避免与矿区的露天开采区域发生冲突。由于开采过程
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开发商同时还不得不将由此而导致
的光伏电池板发电耗损考虑在内。

“当涉及到环境方面的因素时，很多此类矿区均拥有
相关许可，可以对一定量的土地进行使用，”德尔格先生解
释道，“因此我们能够获得矿区土地，并在该土地上安装光
伏电站，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这

封面项目： 澳洲西部矿区Degrussa混合项目

文 / Tom Kenning，PV-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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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时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守采矿领域内的特殊要求并使用
特殊的采矿设备，而这在法律上来说是极为繁琐的。”

但是，对于矿区来说，所能从项目中的到的益处是更
多的，因为Sandfire公司已经拥有许多关于相应土地的拓扑
结构和日照辐射的信息，以及详尽的场址图片，因此，无
需对场址进行重新详细分析。此外，相应土地结构十分平
坦，也使得开发商能够使用较为简单的光伏安装结构。

布局

国家测绘与基建公司OTOC负责对光伏电站进行建造，
其中工使用了34080块单独太阳能电池板。尽管最理想的
场址应该是尽可能地靠近现有的柴油电站，以减少电缆的
使用，德尔格先生表示，但光伏电站的最终场址向外挪了
大约1.5公里，以应对当地的动植物分布状况并避开洪区。
太阳能阵列目前占地20英亩。

太阳能电池板均连接至NEXTracker公司的单轴跟踪系
统，共使用了4700根支柱，产出量相比其他高日照辐射场
址高出逾20%。开发商使用标准化组块作为其光伏安装模
式；但是，他们不得不使用地面电缆托架。

“由于当地地质十分坚硬，这种方式其实对于我们来
说更为合适。”德尔格先生表示，“所有的支柱均需进行提前
钻孔。整个地面事实上都是软混凝土类型。”

储能系统

加装储能电池是在季节波动期间，对太阳能电站的
使用和质量进行优化的有效方式。储能电池制造商三星
(Samsung)为储能解决方案提供了锂离子电池。

“储能电池容量为1.8MWh，使用2C解决方案，这就
意味着可持续以3.6MW状态运转，或在一段时间内以4C状

态运转，即可实现7.4MW。”德尔格先生表示，“但是，储能
电池系统还受到电池逆变器的限制，目前的上限为6MW。”
瑞士电子巨头ABB为该项目提供逆变器设备。

光伏电池板通过一系列低压、高压和通信电缆与储能
电池设备，以及现有的柴油电站，进行连接。

挑战

很明显，该项目偏远的地理位置是其遇到的主要挑
战，需要涉及到人员和设备的往返运输。“最近的具有一定
规模的城镇与我们之间也有着几百公里的距离——工作人
员是无法轻易地就到达施工现场的。”德尔格先生表示。

同时，项目还遇到了许多与采矿业相关的要求，而传
统的联网光伏项目通常并需要满足这些要求。矿区的直属
经理需要100%确保项目安装商所进行的任何行为都是安全
的，并且其每一步的行动均需得到批准。标准的光伏开发
商通常仅需与单一机构打交道，而该机构的日常工作通常
是与能源相关的，而矿区的管理人员很显然地有其他需要
优先考虑的事情。

第三，公共事业规模光伏系统与公共事业规模柴油发
电系统的集成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其所具有的
风险更大，也需要考虑到比小规模系统集成更多的方方面
面的因素。“我们并不能只是将设备连接起来，然后希望一
切正常。”德尔格先生表示，“在项目的而设计和任务分配阶
段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考量。”

集成

由于矿区场址上共有三种不同的能源技术同时工作，
这就需要有一套控制系统平衡柴油电力、太阳能电力和储
能电力之间的平衡，以确保在云层遮蔽太阳能照射时，场

  

本文所有图片来源：juwi可再生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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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仍有足够的储备能源以供使用。如果光伏电池板受到了
云层的遮蔽，一部分能源需求就不得不通过备用的柴油电
力进行支持，以弥补太阳能电力的缺失。但是，发电机的
启动和运转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云层厚度较大且移动速
度很快，储能电池可有助于切换过程的平稳过渡。”德尔格
先生表示，“这样就使得柴油发动机有更多的时间启动和运
转。”

在切换期间，储能电池能够满足能源需求的平衡，
直到新的发动机正常运转。一旦云层过境，电站将逆向切
换，将电力供应任务转回至太阳能系统上，并关闭不在需
要的柴油发电机。

随着时间的推进，在每天下午时分，日照辐射逐渐减
少，柴油发电机可稳定地上线运行，逐步提高发电量以满
足矿区的能源需求。

在夜晚期间，当太阳能系统无法在提供能源时，储能
电池将有能力继续提供相应的辅助服务，如频率控制、功
率因数矫正，以及旋压储备等，从而提高电站的整体稳定
性。

财务

项目所有方Neoen公司负责为项目提供资产，并从负
责在澳大利亚境内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国有企业澳洲
清洁能源财务公司(CEFC)处获得了1500万澳元的债务融
资。CEFC日前宣布，尽管联邦政府多次为其可再生能源扶
持政策设限，在2015/16财年内，该国可再生能源领域内
的投资增加了一倍，从2014/15财年的1.89亿澳元增长至
3.79亿澳元。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局(ARENA)还以扣款补助资金的方
式提供了2009万澳元的资金。

运维

Juwi公司同时负责太阳能电站和储能系统的运维工
作。

“毫无疑问地，我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了储能
系统的管理上。”德尔格先生表示，“我们必须要保证储能电
池的温度，因此对于环境控制的要求就更多。从运维的角
度来看，所做的事情并不是特别困难的，只是储能电池是
我们需要考虑的额外的因素而已。”

同时，光伏电站的清洗通过人工方式进行。

未来

在对未来进行规划时，juwi公司已经将目光放在了其他
类似的柴油供电地点。

“我们与PE签署了关于澳大利亚市场的联盟协议，他
们在澳大利亚境内的20块棕地上拥有共230MW的柴油发电
站。”德尔格先生表示，“我们也正同时寻求在待开发地区进
行合作的机会。我相信未来会开展多个相关项目的。”

德尔格先生还表示，混合项目确实遇到了很多新的
挑战，这一特殊的项目仅获得了六年的购电协议期限，因
此项目需要政府资助来承诺支付后续的购电协议费用。因
此，整个项目的开发共涉及了九家不同的律师事务所和四
家技术顾问公司。

“在整个项目过程当中涉及到和许多不同实体，而混
合项目中所具有的复杂性也不仅仅存在于技术上，同时还
存在于商业领域。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还没有见到
更多(类似的项目)的原因。在较短的购电协议期限条件下做
出足够有吸引力的商业数字，总是具有相应的承购风险要
高于常规公共事业规模项目的挑战。”德尔格先生表示。

太阳能电站正在愈来愈广泛地应用在矿区旁边，从
非洲的多个地区到智利的多个铜矿，应用遍布全球，但
是，Degrussa项目不仅显示出储能设备对可再生能源系统
功能的优化能力，同时还向开发商显示了项目规模上的潜
力。

10.6MW太阳能系统 

6MW储能系统
19MW柴油发电系统
34,080块太阳能电池板
20英亩占地面积
4,700太阳能系统支柱，

 使用NEXTracker组件跟踪系统
逾70km电缆长度
每年可节省约5,000,000升柴油使用量
每年可减少约12,000吨CO2排放量

项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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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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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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日 台湾国际太阳光电展览会 (PV Taiwan) 中国台湾 www.pvtaiwan.com 会议 & 展览

10月19-21日 印度太阳能展 (Intersolar India) 印度孟买 www.intersolar.in 会议 & 展览

10月24-28日 PVSEC-26研讨会 新加坡 www.pvsec-26.com  会议

10月25-26日 太阳能金融与投资大会(美国) 美国纽约 financeus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11月03-05日 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中国无锡 www.crecexpo.com 会议 & 展览

11月14-15日 BGS太阳能峰会 法国尼斯 bgs-solar.com  会议

11月15日 伊朗太阳能峰会(Intersolar Summit Iran) 伊朗德黑兰 intersolarglobal.com/en/summits/iran 会议

11月16-17日 爱尔兰太阳能研讨会(Solar Energy Ireland) 爱尔兰都柏林 ireland.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11月29-1日 东南亚太阳能展览会(Solar Energy Southeast Asia) 泰国曼谷 seasi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 展览

12月4-6日 埃及太阳能展览会(Solar-tec) 埃及开罗 www.solartecegypt.com 会议 & 展览

2017年：

1月16-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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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7-9日 太阳能金融与投资大会(英国) 英国伦敦 finance.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2月14-16日 中东太阳能展会(Solar Middle East) 阿联酋迪拜 www.solarmiddleeast.ae 会议 & 展览

2月28-3月1日 储能峰会(Energy Storage Summit) 英国伦敦 storage.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3月1-3日 PV SYSTEM EXPO 日本东京 www.pvs-expo.jp 会议 & 展览

3月7-9日 英国伦敦国际建材展暨节能环保和未来建筑大会 英国伦敦 www.ecobuild.co.uk 会议 & 展览

3月14-15日 PVCELLTECH技术峰会 马来西亚槟城 celltech.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3月29-31日 中国国际光伏产业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 中国北京 www.cipvexpo.cn 会议 & 展览 
  新设备展览会 (CIPV EXPO)

4月4-6日 清洁能源峰会(非洲)(Clean Energy Summit-Africa) 加纳阿克拉 afric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4月19-21日 SNEC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上海)展览会暨论坛 中国上海 www.snec.org.cn 会议 & 展览

4月25-27日 清洁能源峰会(英国)(Clean Energy Summit) 英国伦敦 summit.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在线日历查询国际展会信息，请访问：www.pv-tech.org/events/list-calendar  *上述数据更新至2016年9月末
展会媒体合作洽谈，请联系蒋女士：hjiang@pv-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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