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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过去几个月内，上海SNEC展会和德国慕尼黑Intersolar Europe展先后召开，

光伏行业的动态从这两个全球最重要的光伏展可窥见一斑。之后，德国联邦议院
与联邦参议院终于就上网电价补贴达成妥协，新案制定52GW总补贴上限，目前
德国装机量已达28GW，虽然默克尔政府期许每年新增2.5-3GW光伏装机容量，
但如果按此前每次补贴下调前的抢装潮热情及市场的多变性，预计每年装机容量
将超过预期，保守估计，剩下的24GW如按此后5-6GW/年计算，那么仅四年之
后，德国光伏市场将进入无补贴时代。刚刚结束630德国抢装潮的部分中国光伏
企业茫然四顾，下半年的市场在哪？应该怎么做？据了解，欧洲市场上已经可以
买到45欧分的组件，未来预计组件价格还会受上游原材料等因素的影响继续下
降，企业的破产及整合兼并或将继续……

在本期PV-Tech PRO中，Solarbuzz为读者阐述了全球光伏需求的变化
趋势，并指出市场的重心将在下半年从欧洲转向亚太地区；《跌跌不休的硅
片》一文就上游原材料、硅片环节的价格、工艺、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报道与分
析；EuPD Research在《电网平价》一文中指出若想使光伏行业真正获得竞争
力，应将关注点由组件制造商转移至光伏价值链上的其他部分；在美国对中国光
伏电池进行“双反”初裁打击后，这把火或许会延伸至欧洲和印度，我们将聆听
各方声音，试图了解未来走势……

本刊记者考察了宁夏太阳山地区的多座光伏电站，该地区的并网容量已接
近满负荷，《太阳山的光伏路》为您讲述电站的运营状况；热发电也越来越受关
注，五月下旬先后有三个相关的会议在北京召开，不管遇到多少困难，这个行业
在中国已经起步，在“混沌中前行”；除了大型光伏电站，分布式发电的呼声在
中国也日益增加，《中国住宅屋顶光伏发电拐点即将到来》为您介绍日本、中
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多个地区的经典案例。

技术方面，本期PV-Tech PRO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了来自海外科研机构及
企业研发部门的技术论文，其中包括《自动化技术如何助力光伏产业》、《太阳能
级硅——“西门子法”是否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单晶硅制绒领域内的解决方
案》以及《利用可靠性统计模型对加速测试数据的解析来研究晶体硅光伏组件的
寿命》。在此，我们对所有参与技术论文翻译及校正的行业人士表示感谢。

PV-Tech PRO将继续关注海内外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也欢迎读者们随时
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关注产业实时信息。

李霄远  肖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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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equipment and services support the growth of 
the Solar and LED industries and accelerate the 
adop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for a more sustainable 
world. Visit GTAT.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我们的设备和服务支持着太阳能及 LED 行业的发展，并促进了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世

界对可再生能源的应用。请访问 GTAT.com 了解更多详情。

Polysilicon 多晶硅
多晶硅生产技术我们的一系列多
晶硅生产设备与服务可为客户提
供已经得到验证的价值，如业内
最低的每千克硅料生产成本。
 

Sapphire 蓝宝石
高质量蓝宝石材料及先进的设备 
我们的高质量蓝宝石长晶炉可提
供始终如一的晶体质量，并具
有大容量及高生产量之特点，
这有助于降低节能 LED 应用的
成本。
 

Photovoltaic 光伏
多晶硅铸锭生长系统 
我们行业领先的 DSS 多晶铸锭炉，通
过熔化多晶硅原料和铸造多晶硅铸锭，
生产出太阳能电池所需要的重要材料硅
片。我们通过研发晶体生长创新技术，
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材料质量，为我们
的客户提供持久价值，从而帮助推动太
阳能的应用。

 

Growth Begins Here 
增长从这里开始 

www.gt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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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新闻

全球

Jefferies分析：2014年行业将可
能复苏

根据Jefferies分析师Jesse Pichel
的看法，全球太阳能需求至多平缓增
长，导致该公司认为到2013年下半年
甚至2014年整个行业才会有好转的迹
象。2012年下半年欧洲需求会比上半
年进一步下降，2013年还会下降得更
多。

尽管组件的平均销售价格较低对
于整个行业来说比较好，需求的弹性
变化使组件制造商深受其害，因为要
应对收入低于预期的情况。二线供应
商四季度组件价格预计在0.51-0.55欧
元/瓦，从而使项目开发商能够通过更
合理的电力零售价格进行良性竞争。

Pichel说，这样看来，重点转移到
项目本身是比较聪明的举动，因为组
件生产商面对的是又一次两年时间的
少利润甚至零利润的局面，开发商在提
供补贴的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回报。步
SunPower和阿特斯太阳能后尘的是福
思第一太阳能，尽管CdTe公司还有很
多盈利，但是成本上的优势没有c-Si项
目开发那么明显。

在市场方面，德国看起来在2012
年全年和2012下半年相对健康，但是
由于随时可能宣布的补贴变化会稍微
变差。意大利需求大为放缓，预计年
末总安装量为2GW。同行业中真正的
幸存者日本、美国和中国市场将继续
和南美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一起保持
上升趋势。

欧洲地区

德国政府最终确定上网电价补贴缩
减方案

削减上网电价补贴的讨论像一团
乌云笼罩着德国市场，近期这一争论
终于拨云见日，德国联邦议院与联邦
参议院双方达成妥协。默克尔政府表
示政府将为太阳能行业保留“发展空
间”，保证每年新增光伏装机容量2.5
到3GW，总补贴上限52GW。政府
将进一步明确中等规模项目和屋顶系
统的分类标准。所有的补贴计划将从
2012年4月1日起开始计算。

10到40kW的屋顶光伏系统90%
的发电量可以享受每千瓦时0.185欧
元的上网电价补贴，该税率从2014年 
1月开始执行。10MW规模的光伏项目
补贴额度不变。

德国政府还决定投资5000万欧元
开展储能技术的研发项目，预计该研
究计划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

美洲地区

美国能源部斥资5500万美元助力
美国制造业

美 国 能 源 部 于 近 日 宣 布 将 投 资
5500万美元兴建13个项目，利用来
自私营部门的另外1700万美元成本份
额。这些项目旨在开发技术和材料，
帮助美国生产商大幅提升各自业务的
能源效率，降低发电设施所需的成
本。这些项目是奥巴马政府投资新兴
技术战略的一部分，能够催生出优质

的国内生产岗位，提升美国企业在今
天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据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称，这
个选出的颇有竞争力的项目展示出能
源部对于重振美国雄风、保持清洁能
源行业领先投资者地位的承诺。美国
在过去的几年中清洁能源、可再生能
源使用几乎翻倍。

美国能源部表示制造业是美国经
济的基础，工业流程要消耗掉美国全
部能源的三分之一。此次投资是通过
能源节约技术的进步推动美国竞争力
提升的绝佳机会。

亚太地区

中国四月份输美太阳能产品大幅
下滑，CASM暗指中国制造商非法
避税

美国商务部于五月份公布了对华
太阳能产品反倾销初裁结果，美国太
阳能制造联盟(CASM)也于日前在声明
中公布了四月份太阳能产品的进口数
据。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CBP)的数据，美
国四月份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产品价
值7070万美元，较前一个月的2.06亿
美元下降了66%。

CASM称造成这一下滑的原因在于
市场对目前太阳能行业形势的调整，
受中国太阳能产品真实成本、目前的
风险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等多重影响。

日本、美国、中国市场将继续和南美以
及非洲的一些国家一起保持上升趋势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表示：“对于清
洁能源，应该投资于美国，生产于美国
而出售到世界。”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严密监控进口
产品，防止通过篡改原产地避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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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CASM还在声明中指出在中国
大陆进口电池大幅下滑的同时，四月
份来自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和菲律宾
等地的太阳能产品进口额大幅增长， 
涨幅分别为342%，417%和471%。 
CASM暗指以上地区可能被中国大陆制
造商用来转运产品以非法避税，并声
称CBP将采取措施，防止中国大陆制
造商掩盖产品的真实原产地。

印度制定部署路线图，到2017年
预计装机量达到30GW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长Farooq 
Abdullah博士在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
国际和欧洲事务研究所(IIEA)发表讲
话，称一个可再生能源部署计划已经
制定完成。印度的目标是加速提高在
该国的太阳能项目数量，到2017年
达到30GW的目标装机量，到2020年
15%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该计划
的细节尚未透露。

印 度 目 前 连 入 电 网 的 容 量 是
25GW。通过该国的贾瓦哈拉尔•尼
赫鲁国家太阳能计划，预计再安装
20GW电网项目和2GW离网项目。
此外该国预计到2022年开发2000
万平方米的太阳能集热器，还要为
2000万农村家庭送去太阳能室内照
明。Abdullah博士还说，尼赫鲁国家
太阳能计划(JNNSM)使去年太阳能电
力价格从0.35美元/kWh下降到低于
0.17美元/kWh。

非洲及东欧地区

以色列太阳能项目投资回报率降
低50%

以色列公用事业管理局(Publ ic 
Utility Authority)削减了一半的太阳能
股本回报率，从14%到7%。新回购电
价将从90阿格洛(0.23美元)下降到69
阿格洛(0.17美元)每千瓦时。但是管理

局和能源水务部强调该规定仅适用于
高达50kW的非住宅项目，并且要求在
8月1日前联入电网。以色列可再生能
源协会的Eitan Parness曾指责能源部
要求降低费率的举动。

据Jerusalem Post报道，Parness
说：“以色列政府决定为参加和协助
在今夏生产电力的太阳能公司发放补
贴。但是公用事业管理局兴趣在于灭
绝各家企业和整个行业。”在Parnee的
观点中，以色列的电力监管和世界上
的其余国家都不同，管理局“对企业
不公平”，使公众成为“唯一的输家”。
他解释说：“太阳能系统建设成本降低
使政府削减了消费者的一半回报率。
然而当局这样做最大限度的减少了企
业家的投资回报率。通过削减产量，
企业家现在需要14年来回收成本，而
不是最初的7-8年。”

一 个 管 理 局 和 能 源 部 联 合 发 表
的回应强调，他们有能力额外调集
30MW来保证今夏的电力供应。

政策时讯

整理/蒋荒野

法国

法 国 能 源 委 员 会 在 六 月 份 公 布
了100kW以下太阳能系统的最新上
网电价补贴政策。补贴额度根据该
能源委员会前三个月接受的新项目申
请装机容量浮动。前三个月住宅和非
住宅太阳能系统分别新增37.4MW和
102.4MW，因此对这两个类别的上网
电价补贴分别降低4.5%和9.5%。

调整后，地面安装项目补贴将降
至0.1079欧元，屋顶系统最高补贴为
0.1934欧元。

德国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德国可能在
今年7月7日通过上网电价补贴紧缩方

案。德国联邦参议院五月份否决了德
国总理默克尔削减可再生能源补贴的
议案，并将其发回联邦议院的调解委
员会进行重新仲裁。

德国去年的光伏系统装机容量达
到7.5GW，默克尔的计划希望将这一
数字减少一半。

德 国 还 曾 在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凭 借
22GW的峰值发电功率打破了日发电
量的记录。

英国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五月末公布
了上网电价补贴审议结果。由于自四月
份以来系统安装量维持低位，政府决定
将新上网电价补贴推后一个月，自八月
一日开始施行。根据补贴新政，4kW系

统补贴标准为0.16英镑/kWh，补贴周
期也从25年缩短到20年。

报告称该补贴政策力争将普通太
阳能系统的投资回报率调整为4.5%到
8%。DECC同时发布了以三个月为周期
的补贴削减方案，根据系统安装量，
每次补贴递减幅度从3.5%到28%不
等，如果安装量维持低位，补贴也可
能维持不变。

意大利

四月下旬，近1500名民众聚集在
罗马下议院前的广场抗议政府新推出
的第五能源法案。大量民众、环保组
织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员工在广场集
会，高呼抗议口号。

新 的 补 贴 政 策 将 取 代 能 源 法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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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利氏光伏银浆。  
让您的利润如日中天。

贺利氏以其独特的配方开发研制的银浆，能在降低每瓦发电成本

的同时，提高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性能及发电量。我们的研发人

员还在继续对现有的正面和背面银浆进行研究,以改善银浆性能

并缩减银浆的含银量，从而降低您的生产成本。

我们还可按照您的特殊需求为您配制专用的正面银浆，并保持每

年开发出若干个主要用于新型电池的新配方，如MWT、高方阻、

选择性发射极和N型电池，以及适于低温生产的新型系列银浆。

另外我们研制的背银浆还具备低成本和高附着力的优势。

贺利氏凭借着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投资设立的生产设备,将随

时随地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以满足您的生产所需。

Heraeus PV Business Unit
www.pvsilverpaste.com
+1 610-825-6050
pv.techservice@heraeus.com



 

IV。新建超过12kW光伏电站获得拨款
前，须向GSE申请备案，每年申请递交
时间仅限3月31日和9月30日。GSE咨
询费用为150欧元，项目注册费将依
据系统大小收取80至2200欧元。

意大利光伏协会确认新的能源法案
最早将于2012年10月1日出台。协会
建议新法案取消注册制度，并通过增加
允许的装机容量来自然降低补贴。

意大利政府于4月24日与地方代
表就补贴计划进行讨论。议会在5月8
日对法案进行审议。

加拿大安省

安 省 电 力 局 曾 在 四 月 初 公 布 了
microFiT和FiT 2.0的草案文稿，以
及修订后上网电价补贴的具体实施
条款。政府计划将上网电价补贴削减
31.5%，屋顶系统和地面安装系统的补
贴价格将分别为0.549加元和0.445加
元。代表了约六百五十家公司的加拿
大太阳能行业协会于五月初向政府提
交了修改建议，希望达成一份政府与
业界共赢的补贴方案。

美国

美 国 加 州 公 共 设 施 委 员 会 在 六
月初公布了该州上网电价补贴的详细
定价机制，可再生能源市场调价补贴
(Re-MAT)。该机制以加州三家电力公
司合同价格的加权平均为基础，补贴
对象包括基底负载(例如地热和生物质
能发电)、峰值负载(例如太阳能发电)
和非峰值负载(例如风力发电)。

定 价 机 制 的 核 心 在 于 每 两 月 一
次、跟据市场情况对补贴的调整。

此外，CPUC还计划将享受该补贴
的系统规模从1.5MW提高到3MW，
小型发电系统将被排除在新的上网电
价补贴之外。

澳洲首特

澳大利亚首都特区工党政府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五月末宣布该地
区大规模太阳能项目招标进入最终阶

段。共有22个项目提案进入复审。
此次项目招标分为两个阶段，预审

通过的公司允许提交项目和申请补贴金
额的最终标书。其中15个预审通过项目
于2012年6月进入复审，剩余项目将于
2013年初进行审查。预审通过的项目
来自10家公司，总装机容量148MW。

中国

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于
五月初公布了2012年金太阳示范项目
目录。根据各地上报的《2012年金太
阳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和专家评审结
果，三部委确定2012年金太阳示范工
程总规模为1709MW。

在补助资金方面， 2012年用户
侧光伏发电项目的补助标准确定为5.5
元/瓦. 财政部据此核定示范项目补助
资金后按一定比例进行预拨，剩余资
金在项目完工后进行清算。

印度

印度政府于五月末公布了一项提
案，计划在2012年到2017年在印度
新建10GW光伏发电设施。根据此前
相关计划，印度在2022年前太阳能并
网装机容量将达到20GW。

日本

日 本 政 府 “ 采 购 价 格 估 算 委 员
会”计划向内阁建议为太阳能发电上
网电量提供每千瓦时42日元(约合3.27
人民币)的上网电价补贴。此次传出的
太阳能上网电价为含税价格，将维持
20年，补贴价格约为目前居民用电价
格的2倍，已经与日本太阳能产业不含
税42日元的呼声十分接近。

随后，日本采购价格估算委员会
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七月之后将实
行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政策。

其中，规模大于10kW的太阳能发
电系统上网电价补贴为税前42日元，
税后40日元/kWh，补贴时间20年；
对于10kW以下的项目，补贴为42日
元/kWh，补贴时间10年。这一补贴是 

德国政策的两倍，中国的三倍以上。
随 后 日 本 采 购 价 格 估 算 委 员 会

主席植田和弘教授于四月二十五日公
布，将于七月开始实施的新上网电价
补贴项目，并补充，如果申请的系统
属于租赁模式的话，该系统将获得所
有的上网电价补贴，而不包含自消费
税。

在 福 岛 危 机 前 ， 日 本 所 制 定 的
能源计划中，2020年核能占总能源
的45.4%、可再生能源20%、热电
12.1%，以及12.1%的混合发电。而
此前日本最为偏爱的核能所占比例
有望降至0-35%的范围内。可再生能
源将取代核能所留下的比例，在总
能源组合中占到20-35%，其中包括
57.2B-120B千瓦时的光伏发电量，相
当于52-110GW的装机量。日本经贸
工业部计划针对石油天然气进行370
亿美元的补贴，并估计电价将会出现
20%的上涨。

但目前关于本地制造产品的相关
规定是否将被执行仍不明了。

这一上网电价补贴将在2012年7
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实施。
委员会将在2013年四月对补贴进行重
新审定。为避免政策混淆，2011财年
申报的项目将在4月至6月间沿用之前
规定的回购价格。

而就在五月份媒体才刚刚报道日
本关闭了最后一座核电站，四十多年
来首次结束了对核能的依赖之后，日
本政府又在六月十六日通过决议，将
重新启动关西电力公司大饭核电站3号
和4号机组。其中，3号机组将在七月
四日开始运行，七月八日实现全功率
运行，而4号机组将在七月二十日重新
启动，七月二十四日全功率运行。

在日本公布重启核电站计划后，
四百名反对者在首相官邸前示威。反
核组织Mayors for a Nuclear Power 
Free Japan 4月份在东京成立，由七十
三位现任和已卸任市长组成。

政府和运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东
京电力公司均承认他们没有应对熔芯
的预案。东京电力公司正在对安全细
则进行审议和完善，防止类似事故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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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D多主栅技术进入最后研发
阶段
 

 
产品应用：替代网印金属化工艺，非
网印电池的电气连接
相关信息：SCHMID称公司的多主栅工
艺与其选择性发射极工艺设备(InSecT)
和40μm副栅线制作技术(HiMeT)配
合使用可以取得最好的效果。生产这
种结构的太阳能电池，其核心工艺包
括：无接触喷墨印刷、湿法化学工艺
和电镀技术。
上市时间：2013年第一季度

德 国 S C H M I D 公 司 日 前 发 表
声 明 称 公 司 的 多 主 栅 技 术 ( M u l t i -
BusbarConnector)已经进入最后研
发阶段，公司使用总结原型设计中
的经验和问题，更好的设计量产设
备。SCHMID称使用该技术可以将电池
效率净提高0.6%。

该技术有别于传统二主栅或三主
栅太阳能电池结构：在完成副栅和背
电极制作后，SCHMID的新工艺将15
条导线铺设在电池正面，采用红外焊
接技术将这些导线与副栅线联接，并
同时将这些导线联接到临近电池的背
面。据称，采用这样的结构和工艺可
以比三主栅丝网印刷电池降低75%的
正银消耗。同时由于主栅间距减少，
电池串联电阻降低，填充因子可以提
高0.3%。SCHMID还声称使用该技术
可以减小主栅宽度，电池正面金属遮
挡也有所减小。

新品发布

ABB 630kW中央逆变器系列具有
提供灵活集成方案

 
产品应用：ABB中央逆变器产品线的
额定功率从100kW到630kW，该系列
产品适用于中大型商用光伏系统或兆
瓦级光伏电站。
相关信息：模块化设计的直流输入端
为系统集成提供了便利。例如630kW
逆变器可以采用8个250A输入端，
兼容16线接线盒。同时，该逆变器
还可采用4个400A或12个160A输入
端。ABB逆变器可满足所有的电网类
型的接入要求。    
上市时间：2012年3月

ABB称其新推出的630kW中央逆
变器PVS800同时兼顾了紧凑型设计和
高效率的特点。PVS800工作温度范围
大，同时模块化设计的直流输入端为
系统集成提供了便利。

该 产 品 是 A B B 占 地 最 小 、 单 位
体 积 功 率 最 大 的 紧 凑 型 中 央 逆 变
器。PVS800降低了对安装空间的要
求，同时可节约运输成本。

A B B 凭 借 系 统 化 的 持 续 研 发 不
断提高中央逆变器的效率。其最高
效率为98.6%，同时在低功率区间的
效率也提高至98.4%。其自身功率仅
为600W，因此逆变器的总效率很
高。在标称功率下，该逆变器的最
高工作温度为45℃，在低功率情况
下最高温度可达55℃。当温度较低
时，PVS800的功率可以超负荷10%，
在25℃情况下最大功率可达700kW。

帝目发布新款STRINGERTT 1200HS
串焊机

产品应用：厚度大于160μm的标准太
阳能电池，2条或3条主栅线
相关信息：帝目串焊机可以选择红外
或激光焊接技术。其中激光焊接工艺
更为灵活，非接触的视频监控系统可
以保证电池对齐，解决材料的差异问
题。
上市时间：2012年4月

帝 目 公 司 ( T e a m t e c h n i k ) 在
SNEC2012上发布了新款串焊系统。
这款名为“STRINGERTT 1200HS”
的串焊机可以2.5秒的周期进行单线串
焊。每小时较上一代设备多完成200
个生产循环，帝目称这是目前市场上
最快的单线串焊机。

提 高 串 焊 机 的 生 产 效 率 可 以 帮
助降低电池板的组装成本。但双线串
焊机又增加了系统的复杂度和人力成
本。

帝目串焊机采用了独特的下压机
构保证焊带与电池接触，并使焊接过
程与电池片移动过程分离。这一设计
使帝目串焊机每小时工作1400个生产
循环，单线工作周期仅为2.5秒。该
下压机构还可以保证工艺精度减少损
失。通过对预热和后热温度的优化，
帝目串焊机可以确保破片率低于0.1%
到0.3%，设备可用性高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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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通常竞争对手之间携手合作一般是在共同利
益受到外部威胁和损害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没有美国发出
的“301、双反”，尚德、英利、天合、阿特斯等光伏业
界领先者很难坐成一排，如此耐心地面对上百家国内外媒
体，并发出一致的声音。

尚德与天合是迄今光伏产品出口美国占比份额最高的两
家公司，分别占比约25%和20%，在此次美国商务部反倾销
调查初裁结果里，这两家公司分别被判定倾销幅度为31.22%
和31.14%。其中，尚德2012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其业绩全
面下滑，毛利润仅为240万美元，该公司称利润下滑主要受
美国“双反”调查初裁结果影响，若根据双反关税计算尚德
一季度惩罚性关税将达到1920万美元，约占营收的4.7%。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光伏企业密集，主要产品也在中
国制造，但目前整个行业都遭遇困难，为应对来自国际的
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联合，一些企
业已经在亚洲其他地区找到了合作伙伴，比如台湾。

外购或代工

事实上，已经有企业对美国“双反”做了后续的应对
动作。尚德表示，将用国际化运作来化解国际壁垒，其实
质就是通过国际化的采购，即采购非中国产的电池来填补
美国市场所需的市场量。尚德高级经理张建敏说：“美国的
订单用非中国产的电池来做，将来取消了或者关税低了，
我们会再自己生产。”他透露一部分电池将采购自台湾市
场，并不倾向代工。

天合的应对则更倾向代工或海外自建工厂，范围更
广，且不选择单一方式。“我们推崇全球太阳能企业之间
应该更好的合作，包括全价值链的企业交给他们代工，用
天合的质量品牌优势为美国客户提供产品。”天合CEO高
纪凡首先提到的是代工，并表示代工地点会多方布局，并
不会就只在台湾，具体看情况，有些靠近市场，有些看政
策。目前代工已在进行中，根据外部环境的情况，用以填
补美国的市场份额。他也没有排除采购的方式，他强调尽
管存在“双反”，但天合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会继续保持。

韩华一直在寻求跟台湾企业的合作，也有跟韩国政府
谈过，不过他们表示，韩华在美国虽然有市场但不大，主
要市场还是在德国。辉伦太阳能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约占公
司总市场比重的10%，辉伦太阳能销售总监袁全告诉笔者，
由于双反，公司四月已经开始放缓对美国组件的出口，剩
余出口量会考虑境外采购。

作为全球最大光伏电池制造商的晶澳，从2011年就
开始寻求方法，降低“双反”对晶澳的冲击。他们想到的
解决办法是，2012年一季度出口美国的大多数光伏组件均
使用了中国大陆以外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因此我们预计双
反对晶澳的影响将低于国内其他太阳能制造商，如果美国

双反措施通过终裁，我们估计一季度出口美国的产品中将
只有10MW受其影响，惩罚性关税约为290万美元。”晶澳
CEO方朋如是说。

上面几家企业基本代表了中国光伏组件企业目前应对
美国“双反”的一个方式，然而，在采购和制造过程的各
个环节中，降低成本的压力都在不断增大，有鉴于此，有
人担心寻找海外代工或者采购会让中国企业增加成本。据
笔者得到的消息，由于这个原因，当前美国市场上的组件
价格已经升了。高纪凡对此有些无奈：“每个地区代工成本
不同，成本自然会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转移给客户，美
国最终产品价格会有一定上扬，但我们尽量不给客户增加
成本。”

搁置竞争 携手应对“双反”

文/肖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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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欣慰的一点是，海外代工或其他地方生产或外
购，的确会让成本有所上升，但在台湾及亚太地区，只要
发展有强大的半导体工业，那么在中国能生产的产品与在
该地方生产的产品成本及价格不会相差很大。

追根溯底地抗辩

与尚德、天合应对态度有些不同的是，阿特斯总裁瞿
晓铧表示：“不能为了短期行为去支持一个具有歧视性的裁
判，阿特斯不打算用简单规避的思路去做这件事情，不会
专门为这个事情去外购或者寻找代工，而是积极抗辩，事
情未达最终定论，双反官司会打下去。” 据了解，双反初裁
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终裁，然后还有国际贸易委员
会的无损害抗辩。

阿特斯在美国市场占公司总市场比重的10-15%，应
该说对其业绩是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查看阿特斯的主营
产品，组件产品占据第一位，这与阿特斯强调倒三角形的
生产模式相一致，这个模式表现为组件产能大于电池片产
能，电池片产能大于硅片产能，也就是说在太阳能电池环
节，其本身有30%左右的电池片是采购自外部，这些电池片
有来自台湾也有来自国内。如果在对美国出口的组件中使
用的是购自台湾的电池片，那么，即使成立的情况下对阿
特斯的影响也不会那么糟糕。

“现在价格这么低，实质上并不是中国企业降下来

的，相反，最近几年对光伏产业价格下降所作贡献最多的
是来自美国的企业们，我们可以从近几年光伏产业价格下
降的三个主要方面来分析：首先原材料方面，美欧多晶硅
企业为代表的大规模降价，已经引起了中国多晶硅企业的
剧痛，他们把成本大幅降下来了，从最初的400多美元/公
斤降至如今的22美元/公斤。还有辅料方面如细栅高栅技
术让银浆越用越少等，美国供应商做的贡献最大。其次海
外设备供应商也做出了巨大成本贡献，比如PECVD，2007
年购进第一条生产线时年产能是25MW，现在可以做到
80MW的年产能，且占地面积及成本也差不多。整个产业
链只有最后的电池、组件主要在中国生产，组件在2011
年第一季度是接近2美元/瓦，2012年第一季度是90美
分/瓦，这么大的降幅而我们在这两个加工段对于成本的贡
献只有10-15美分。相对比而言，反倒要反中国，很没道
理。”除了对于价格追根溯底地分析，瞿晓铧还对美国“双
反”提出指责，呼吁中国企业注重品牌质量服务，最好是
获得双赢。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此次“双反”调查亦并不服众，
即其调查并没有参考中国国内的标准，调查模式立足点在
于，在不考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基础上，用替代国的
标准来比较，这很容易让人归结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政
策，需要一个公正的态度。

阿特斯的做法得到了业内不少同仁企业的支持，大
家认为不能一味妥协，否则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甚

图二：位于美国麻省梅德福的阿特斯50 kWp商业应用项目，竣工于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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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蔓延至其他市场。比如息息相关的欧洲，六月的欧洲也
有“双反”的声音传来，目前来看欧盟“双反”可成立性
不大，相比而言，欧盟比美国聪明，早在2008年时欧盟
也有个别企业想对中国光伏企业的提出“双反”，过去三四
年间，中国企业都在跟欧洲各个方面进行沟通，欧盟到现
在为止并没有对中国提出“双反”。如今，相信他们同样不
会“双反”，德国是光伏行业主要材料、设备供应国，他们
最大的客户都在中国。另外，从宏观方面看，目前欧洲面
临着欧债危机，他们在很多方面需要外部的支持而非挑起
贸易争端，于己无利。

为了进一步防止欧洲发生和美国一样的“双反”，有
企业建议广泛联络因中国光伏受益的全球企业，联合专业
媒体、协会、展会机构等，在慕尼黑InterSolar和七月北
美展会发放是否支持双反投票问卷、放置投票箱、展开网
上投票，用数据来说明双反的弊端和害处，反映民意。除
了一致态度应对“双反”，对于挑起贸易争端的始作俑者
Solarword，不少企业自发组织联合起来抵制其产品及合
作。还有一些光伏企业表明，通过这次“双反”，他们会
把眼光看向更多的新兴市场。

上游的反击

六月中旬，中国商务部接到了中国光伏产业链上游核
心企业如保利协鑫、赛维LDK、大全新能源等联合发出的申
请，这些企业向商务部递交相关数据资料，要求中国政府
对进口美国多晶硅产品征收关税。目前，该申请尚未得到
商务部的正式受理。

据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从美国进
口20多亿美元的多晶硅、EVA、浆料等原材料，中国生产
企业在2010年从美国进口的设备及支付的技术转让费不少
于30亿美元。其中，美国拥有Hemlock、MEMC等全球光
伏界产能最大的多晶硅企业，是中国光伏企业进口多晶硅
的主要国家。

2011年多晶硅版块的产品价格直线下降，海外的多
晶硅巨头们在降价竞争中卯足了劲，势均力敌地上演市场
瓜分争夺战，这样的价格下跌以及不乐观的光伏市场配合
下，给中国多晶硅产业造成很大冲击。2011年年底天威保

变、乐山电力、川投能源等公司相继发布公告，这些公司
下属参股或控股的硅业公司纷纷进行调整宣布停产技改，
另外一些小型多晶硅生产企业则直接破产。

没有了中国其他中小多晶硅企业的原材料供给，2012
年中国多晶硅进口量处于增加状态，而美国则成为最大的
进口国。

正如阿特斯瞿晓铧所言，下游光伏组件产品价格的大
幅下跌，上游的多晶硅贡献了很大的成本。从最初的400
多美元/公斤降至如今的22美元/公斤，期间几百美元的下
跌，相比电池组件加工段几十美分的下跌，可谓小巫见大
巫。据了解对于如此大的价格跌幅，业内有光伏企业对其
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的确存在不实，不少美国多晶硅
生产商的产品售价低于实际成本，且美国相关补贴政策也
存在不当之处。

一旦中国商务部受理申请，此次“双反”很有可能将
演变成一场“双输”的贸易战，这并不是大家所乐见。归
根溯底，美国是最终赢家，如果“双反”，反而将对美国的
光伏市场产生不良影响。

在欧盟或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双反”调查一事上，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太阳能光伏产品分会秘书长孙广
彬表示，欧盟内部对案件态度不一。在今年二月，中国曾
派出代表团赴欧洲交涉，欧盟委员会能源司并未表明立
场，而意大利经济部则表示如果申诉符合立案标准将予
以支持。欧洲光伏工业协会(EPIA)、德国太阳能工业协会
(BSW)、意大利光伏工业协会(GIFI)等产业协会对立案持中
立态度，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Enerpoint等意大利分销
商则强烈反对立案。孙广彬表示，“欧盟各国正在开展上网
电价改革，部分国家正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区别对待国内外
企业，如意大利近期颁布的关于本地含量的电价补贴就意
在排挤国外企业。”

近几年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数百起贸易救济中，案值占
中国在全球受贸易救济调查资金规模的65%，回顾了这些
后，孙广彬表示，“我们有理由做最坏的打算，美方的表态
可能‘惠而不实’。”机电商会太阳能光伏产品分会的下一步
工作重点中有一点是开展符合WTO规则的出口自律工作，
或许从中国光伏业内部能找到新的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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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中的热情 
——SNEC创造了新的参展热情和规模，但市场与观众并不领情

文/王超

第六届SNEC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上海)展览
会在参展企业数量和展览面积上再次创造了新的纪录，可
见全球光伏企业对中国光伏市场的兴趣丝毫没有受到“双
反”初裁的影响。而在此“辉煌”的数字背后，却是市场
不景气所带来的低于预期的“失落感”。

电池、组件的新卖点

推出新品是所有重要展会中各个企业吸引眼球的主要
手段，SNEC也不例外。参展的企业中组件厂商的比例最
高，以各种代号命名的新组件也层出不穷。纵观各家推出
的新组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效率的提升，另一类是提
供新的概念。

在过去的一年中，组件的功率正不断增加，功率240W
以下的组件在市场上越来越被冷落。在各种提升效率的方
式中，类单晶是最为流行、便捷的方式之一。一年前凤凰
光伏率先推出量产类单晶硅片后，已经有陆续十多家中国
光伏企业推出了相关的产品。因此，在这次展会上展出类
单晶产品并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但如果没有类单晶产品
也似乎会有种落伍的感觉。光为展出了290W的常规类单晶
组件，海润则展出了效率18.1%的类单晶硅片。昱辉阳光在
推出VirtusTM硅片后，将这款硅片的电池效率提升至18.2%，
此次在上海发布的VirtusTM组件也试图给出一个新的定义。
昱辉阳光宣称希望寻求单晶和多晶之间的最佳效益平衡点。

阿特斯并没有将效率提升放在类单晶技术上，MWT使
其高效组件别具一格。阿特斯在展会上推出的双子星CS6P-
245多晶组件，亮点在于其半片增效技术，组件效率为
15.23%。赛维LDK的高效多晶硅片M2也是建立在传统的基
层之上，所制成的电池平均转换效率达到17.1%-18.5%。纵
使运营业绩并不良好，赛维LDK还是选择将M2高效硅片的
产能提升至总产能的70%。

英利的高效电池主推N型单晶产品，代号“熊猫”的N
型电池量产转换效率为19%，组件转换效率为16.2%。此次
在上海，英利又通过其研发的透明背板将“双面发电”作

为新的亮点，同样规格的组件发电量继续提升3%。
聚恒也急于展示其效率的提升：其青海格尔木项目的

实测数据显示，其组件效率达到32%。聚恒的屋顶系统T12
和地面系统T48在展馆内引起了很多观众的注意。但观众最
担心的还是高倍聚光系统的价格。Solaria把低倍聚光直接
应用到传统单晶组件中，再加入单轴追踪系统后，系统效
率比传统的固定安装及传统组件的发电量提升28%-35%。

另一类靠概念吸引眼球的组件中，比亚迪的TOP5
组件看起来更有意思。比亚迪副总裁何龙解释了“5”的
含义：POP技术、TJB技术最佳的电缆线接盒、铝合金背
板、类金刚石的涂层玻璃以及寻求成本效率最佳平衡的
NES技术。中盛光电则从细节上寻找噱头：防眩光组件、
双接线盒组件和ETFE组件。防眩光组件采用了低铁钢化玻
璃以提升其防反射性能和透光度；双接线盒组件可以不再
用传统的串联方式安装，以此对抗阴影对组件发电量的影
响；ETFE组件在表面做了文章，采用了具有凹凸纹理的组
件表明设计结构，提升陷光能力和防眩光能力，并且可以
做成透明设计。

力诺光伏围绕着边框做文章，分别推出了U型不锈钢
组件、17mm超薄组件以及胶带无边框组件等。U型不锈
钢组件可以采用压块式安装，更容易与建筑结合，耐腐蚀
性比传统产品有所提升，力诺宣称边框的成本可降低30%
左右；17mm超薄组件的重量从之前的20.5公斤降至18公
斤，运输成本有所下降；胶带无边框组件据称其重量下降
了20%，成本降低6%，但是仍然能满足25年的使用需求。

设备、材料供应商的逆袭

对设备和材料供应商来说，推出新品之余还要考虑大
幅缩减资本开支，以应对制造商的产能过剩影响。对于拥
有全球超过50%的硅片、电池片、组件制造产能的中国来
说，上海成为了这些厂家展示其创新技术的最佳场地。

我们并不失望，因为贯穿SNEC会议内外的主题就是
制造成本的降低，其中主要渠道之一就是提升电池转换效

图一： SNEC第六届(2012)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上海)展览会(拍摄于E1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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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新的生产设备和材料是提升效率的关键。降低成本的
材料创新在去年的欧洲PVSEC上已经被广泛讨论了，而今年
的上海展会上另一些进步吸引了很多客户。MERCH性能材
料部门结构解决方案主管Hans-Juergen Lemp在一次视频采
访中重复了这个主题：采用如isishape产品程序的湿法化学
制程可以提升电池的效率。

杜邦在上海展会上表现得很积极，其光电氟部门全球
业务主管John Odom表示，Tedlar PVF膜将获得2.95亿美
元的业绩扩张，其订单来自于尚德、英利、天合光能等。

金属浆料在电池效率和稳定性上也起到重要作用。杜
邦的Solamet PV17x浆料的产能也将进一步提升，来满足量
产后的强劲需求。其微电路材料事业部太阳能产品全球营
销经理Peter Brenner在PV-Tech视频采访中强调，“PV17x
系列产品正在继续完善，目标是帮助客户实现20%的转换
效率。”PV17x的直接应用可以帮助电池提升0.2%的转换效
率，如果用在低表面浓度扩散发射极电池上，效率提升可
达0.4%。

另一个浆料巨头贺利氏新发布了SOL9600系列前表面
金属浆料。这款为传统晶硅电池设计的新产品将有助于降
低接触电阻(最大可降低35%)，扩大烧结工艺的温度窗口，
电池效率净提升0.3%。

围绕着类单晶的流行，设备厂商也在做工作。GT 
Advanced Technology副总裁兼总经理Vikram Singh表示， 
“新推出的MonoCast铸锭炉已经使其业绩得到了提升，并为
业内提供了经济效益。”BT Imaging则为类单晶硅片提供了
专门的新一代光致发光(PL)检测系统iLS-W2和在线类单晶
晶粒检测系统iS-G1。iS-G1根据类单晶硅片中单晶区域所占
比例对硅片进行分级；iLS-W2通过对缺陷计数对准单晶硅
片进行分级。两款设备可在硅片生产线末端或在电池片生
产线起点对硅片进行即时检测，并根据其电性质量与价值

进行分选，其中ILS-W2的处理速度达到每小时3600片，比
其上一代iLS-W1的速度提高了一倍。iS-G1与iLS-W2相互配
合，能够为类单晶硅片提供一套完整的分级解决方案。

针对N型电池的流行，Amtech推出了新的离子注入设
备，以提升N型电池的制备效率。得可太阳能的Apollo丝网
印刷平台通过自动化技术使堆叠式印刷(Print-to-Print)和选
择性发射极工艺的精度得到提升。Manz推出了新的出量更
快的湿制程设备IPSG CEI 4800，这款用于去除晶片背部及
边缘高掺杂层并进而产生化学边缘隔离(CEI)的设备，还能
去除之前扩散过程中在硅片正面生成的磷硅玻璃(PSG)。其
最新研发的海绵滚轮工艺实现了更快的直进式输送，不仅
能平稳地传送硅片，同时还能确保更高的制程稳定性。这
台新设备的产出量每小时最高可达4800片，将会与用于装/
卸载硅片的Manz SpeedPicker进行捆绑销售。Manz还将在
今年9月份相继推出新式真空镀膜设备和制绒设备，致力成
为全制程设备的供应商。Manz位于苏州的新工厂已于5月
15日启用，其IPSG CEI 4800在该工厂正式投产。

价格厮杀

在光伏业普遍缺乏资金的大环境下，上海展会的商业
会谈中价格成为了讨论的重点。PV-Tech记者从多个采购方
处了解到，他们对组件价格的“接受上限”只有5.5元/瓦，
用于中国市场的产品价格会更低。一个试图为其金太阳项
目采购组件的业主只能接受4.5元/瓦的产品，而他对产品质
量的宽容度也更高。

逆变器领域成为了新的杀价战场。上百家逆变器企业中
有超过一半是在过去两年内涌现出来的，虽然他们不具备大
的项目竞争优势，但在分布于中国各地的小型项目上具备价
格竞争力。微型逆变器也开始获得更多的关注，如浙江昱能
光伏等。中国逆变器市场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国外品牌逐
渐加强了售后服务并提供了新的价格下降空间。艾默生在中
国国企投资的电站中的份额比其他大多数竞争者都要高，虽
然其逆变器的模块经常出现质量问题，但是艾默生的售后服
务响应以及为业主提供的备件还是为其赢得了市场。艾默生
在上海推出了高度集成的“SmartShine™ SSO系列预装式光
伏并网逆变站”系统，一站式设计，工厂预制化，环境适应
能力有所加强，以适合光伏荒漠电站的建设。

山东朝日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双轴追踪系统的售
价也远远低于传统的同类产品，每瓦售价低于2.5元/瓦，并
且还有进一步的降价空间。在目前的光伏组件价格下，传
统跟踪系统的应用将因为其高昂的价格而难以具有性价比
的竞争力。

从上海展会来看，中国制造将不仅仅局限于多晶硅、
硅片、电池和组件，浆料、EVA甚至设备都将开始向中国转
移。当下光伏业的寒冬已经成为共识，2014年的回暖成为
期望。或许明年的上海SNEC将成为一个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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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2012年上海SNEC展会中的Manz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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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行业的2012：走出欧洲

廉锐 博士，Solarbuzz

2012转眼已至年中。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2011年之
后，光伏行业曾一度降低了对2012年的期望值，然而上半
年的市场表现告诉我们，全球光伏需求的增长仍将继续，
只是市场的重心将在下半年从欧洲转向亚太地区。

欧洲的政策博弈

年初时，最令行业担心的是欧洲市场。在欧债危机的
阴影下，德国、意大利等传统核心市场的电价补贴如果急
剧降低，可能导致全球下游需求总量的不足，从而让产能
过高的上游制造企业雪上加霜。

然而，德国政府的政策调整可谓一波三折，严厉的补
贴削减计划先是遭遇了光伏企业的强烈抗议而做出妥协，
其后又被上议院驳回，至笔者截稿日仍然没有定论。虽然
德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终端的安装进
度，这一拉锯战还是稳定了上半年的市场需求。德国上半
年的组件需求量预计将达到4GW，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单一
市场，而整个欧洲市场在2012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
占据了全球需求的69%和58%。

在意大利，新一版能源法案(Conto Energia V)的初稿中
也建议大幅削减补贴总金额，但自从初稿在4月10日公布以
来，当地光伏企业与政府仍然在进行协商。双方的博弈很
可能导致对削减方案作出调整，但欧洲危机导致的融资困
难仍然是制约意大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些政策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法国、比利时、西班牙
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光伏补贴政策调整，2012年全年欧洲市
场的需求总量预计仍然将比2011年出现下滑。光伏行业在
2012年增长的动力必须来自欧洲以外。

亚太市场的兴起

以中国、日本和印度为代表的亚太市场在今年被寄予
厚望。虽然这一区域在上半年表现平平，但其下半年预期
中的爆发将改变全球光伏市场的结构。在2012年第三和第
四季度，预计欧洲市场占全球需求的比例将分别下降到仅
有41%和30%，这是过去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局面。

亚太地区最有爆发力的莫过于中国市场。虽然上半年
中国已有的光伏安装量并不算高，但扎实的各项准备工作
已经为下半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国家上网电价每度1元至
今没有变化；金太阳工程新增1.7GW示范项目且要求年内
完工；青海省总量1GW的多个地面电站即将开工；甘肃、
新疆等省份进行了大量项目的审批；江苏省正式公布了每
度1.3元的地方上网电价 ……

随着中国光伏优惠政策的不断向好和项目储备的持续
攀升，对中国光伏市场规模的预期也越来越高。预计2012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光伏市场，全年光伏需求将接近
6GW，而且其中5GW以上将集中在下半年。

日本是另一个热点市场，每度42日元的超高上网电价
政策自七月一日起生效，引发了日本企业集团开发光伏项
目和国际光伏企业进军日本市场的热潮。预计日本市场在
2012年将超过2GW。

同属亚太区域的印度、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市场的规模
和潜力也不容小觑。预计2012年全年亚太区市场需求总量
将接近10GW，占全球市场超过32%的份额，有效地降低了
光伏行业对欧洲市场的依赖度。

光伏需求的新高

除了欧洲和亚太市场之外，稳步增长的北美市场也备
受瞩目。在美国，联邦现金补贴计划虽然已于2011年底到
期，但仍有大量获批的项目将在2012年逐步建成，再加上
联邦投资税收减免和各个州的优惠项目，预计美国光伏市
场将在2012年达到接近3GW水平。加拿大的新上网电价政
策仍然有待明确，目前预计2012年需求约580MW。

除以上三大区域以外，光伏应用的推广还带来了更多
的新兴市场，例如南美洲的智利、巴西和非洲的南非。根
据目前Solarbuzz的预测，这些新兴市场的需求将占到2012
年全球总需求的9.8%，远远高于2011年的仅仅2.3%。

综合对各区域的预测，2012年全球光伏需求总量将突
破30GW大关，并且在未来几年里将保持增长态势，不断挑
战新的高度。由于光伏系统成本的迅速下降，越来越多的
国家和地区将在未来几年中迎来用户侧甚至是发电侧的平
价上网。光伏行业从而可以逐步摆脱对政府补贴的依赖，
改由电力市场的需求所驱动，持续提高光伏发电在世界能
源组合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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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2012年全球主要光伏区域市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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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游企业的影响

上述光伏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变化，都将直接影响到上游
供给端。一方面，受益于需求总量的增长，自2011年以来
困扰产业的供需失衡状况将在下半年得到缓解；另一方面，
随着终端市场地理分布的改变，需要不同的光伏产品组合。

受益于亚太市场的放量，2012年下半年的全球需求总
量预计将比上半年增加约34%，从而将为光伏制造企业的出
货量奠定基础。然而，由于来自于中国市场的需求占比较
高，而国内市场对于价格和付款条件非常敏感，可能会对
企业的利润率和流动资金构成较大的压力。

这样的市场特性，要求上游提供性价比高的组件产
品，普通效率的多晶组件目前是国内市场的主流。随着最
近欧洲市场需求的放缓，单晶组件及上游的单晶电池和单
晶硅片已经开始承受压力。

事实上，基于单晶、多晶和准单晶这三类硅片的光伏
技术自2011年以来都有各自的进步，彼此之间相对的竞争
优势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进入2012年以来，随着高效多
晶硅片的推广和准单晶硅片技术的改进，单晶产品也需要
有进一步的提高以保持自己的溢价。

危险的贸易壁垒

在市场供过于求的阶段，上游制造企业为了争夺市场
份额或消化库存，不得不降低销售价格，导致光伏产品的
价格迅速走低。企业利润纷纷缩水，部分成本较高的企业
亏损严重，甚至破产。为了保护本地的生产企业或获得政
治筹码，多个国家的政府试图将贸易壁垒这一危险的方式
应用于光伏产业。

美国对中国大陆产光伏电池进行的反补贴和反倾销
调查也是上半年市场的热点之一。高达31.14-249.96%的
反倾销初裁税率迫使中国大陆光伏组件企业外购电池，或
者寻求在境外设厂，从而进一步压低了国内的电池产能利
用率，减少了国内电池生产企业的收入来源。此外，目前
的“双反”仅仅是经历了初裁阶段，几个月后出台的终裁
结果中，不能排除增加其他限制条件甚至扩大“双反”的
覆盖范围的可能性。

美国的硝烟还未散去，关于欧洲也会对中国光伏产
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推测又已经出现。虽然目前事态的
发展尚不明朗，在多家欧洲光伏企业纷纷破产的背景之
下，SolarWorld和德国环境部长先后提及此事，需要引起
国内光伏产业警惕。一旦这一传言成真，由于欧洲仍占据
全球光伏市场的半壁江山，其后果也将极具破坏力。

即使是在中国，对海外光伏原料或设备进行反倾销调
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11年中国进
口的多晶硅总量接近6.5万吨，而今年前四个月就超过了2.6
万吨，其中近1.2万吨来自美国，0.6万吨以上来自韩国。为
此，几家国内多晶硅企业已经向商务部提交了相关数据，
希望进行反倾销调查。不过，如果这一要求被采纳，虽然
对国内的多晶硅企业是利好消息，但对硅片到组件生产企
业却很可能意味着额外的成本。

除此之外，许多国家和地区还对光伏安装提出了各种
各样的本地化生产要求，或者对本地产品提供额外的优惠
补贴，抑或利用特殊的认证要求延缓国外产品进入本地市
场，以支持当地光伏制造业的发展。

这些有形和无形的贸易壁垒都会扭曲市场的供求关
系，保护竞争力弱的企业，推迟产业整合的进展，最终对
光伏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构成威胁。

作者简介

廉锐先生是Solarbuzz在中国的高级分析
师，负责研究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太阳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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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光伏企业一季度财报分析

刘文平 博士，弘亚世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一季度延续四季度的亏损

表面看起来，除个别厂家外，各大厂家的亏损程度都
有所下降，净利润率有所提高。但事实上情况却不容乐观。

去年四季度的亏损，主要归咎于各家的库存减记。即
使四季度没做，大部分厂家也在三季度做了库存减记。一
季度除了英利和昱辉，其它厂家都没有做库存减记。轻装
上阵的情况下，仍然全线亏损，只能说明市场情况太差和
价格方面的激烈竞争。

美国双反则是雪上加霜。一季度英利、尚德和天合在
应对美国双反方面的拨备分别达到了销售额的2.7%、4.7%
和7.5%。

成本还有多少空间

面对价格的急剧下跌，各家纷纷提出控制成本的路线
图。其中几家大厂的成本构成对中小企业极具参考意义：

英利仍然是成本方面的排头兵。其非硅成本在一季度
达到了$0.57/W。而天合也只高了一分钱，为$0.58/W。
两家的成本下降均较快。去年四季度时天合的非硅成本还
是$0.64/W，并且预期年内低于$0.60/W，这个目标仅在
2012年第一季度就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仅在一季度就已经
实现，主要还是受益于辅材价格的大幅下降。现在天合的
目标已经调整为年内降到$0.50/W以下。配合现在的硅料
价格，预计年内可以做到组件总成本0.6美元。

阿特斯的成本结构也还不错。买硅片$0.25/W，加上15
美分的电池加工成本和20美分的组件加工成本，也可以逼近
$0.6/W。当然现在看来组件做到$0.2/W还有一定的难度。

连南京中电的成本也降下来了。电池加工成本已经到了
$0.19/W，组件$0.25/W，同比四季度每瓦分别降了4美分
和2美分。

然而随着辅材价格的大幅下跌，未来的下跌空间也越
来越有限。未来继续降低成本，只有提高转换效率一途。
而且只有保持技术上的领先性，才能真正在成本结构上领
先于行业平均水平，从而在别人不赚钱的时候仍然有10%
的毛利。

事实上在前不久结束的欧洲Intersolar光伏展会上，各
家厂家各显神通，纷纷推出了各自的高效组件：

·· ·天合的主打产品是蜜糖二代“Honey·Untra”，宣称其
60片多晶组件的最高功率已经达到了284.7W。其量产
平均功率尚未透露，据估计至少在250W-260W之间；

·· ·尚德也推出了255W多晶组件，并称将在短时间内达到
260W；

·· ·韩华推出了专为屋顶设计的260W高效组件，并准备在
今年下半年推向欧洲市场；

·· ·晶澳更是推出了Cypress系列电池，平均转换效率
19-19.5%；

·· ·昱辉则主推VirtusTM硅片和VirtusTM组件。其组件的平
均输出功率为245W-255W。

这些高效电池和组件，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去年还
是230W为主流，转眼间就来到了250W甚至260W的时代。
但这并不表示低效组件以后无法销售，而是高效组件不仅成
本低，还能卖高价，使得留给低效组件的空间越来越小。

当然，一些一线企业由于会计准则方面的原因，其多晶
硅成本与现货价格之间始终有着较大的差距。英利的多晶硅
成本是$0.31/W，即使不考虑库存减记也达到了$0.26/W。
比现货$20美金/公斤换算成的$0.11/W还是高出很多。当
然，这也意味着英利二季度在硅料成本方面具有较大的下降
空间。

利息成本和负债率

太阳能企业目前普遍负债较高，在美国上市的这十几
家企业中，即使是负债率最低的晶澳也有60%，最高的是赛
维LDK，达到了90%。

在销售额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利息成本在总销售中占
到的比例显得越来越高。从一季度的情况来看，最高的是
LDK，当期利息占到了当期销售额的30%以上。除非该企业
能够大幅变卖资产清偿负债，或者大幅提高销售额，否则
以往过度举债带来的超高利息成本，将成为压死LDK的最后
一根稻草。

尚德、中电以及英利的利息成本也比较高。这需要企
业有更高的毛利率才能达到正的净利率。

在利息成本控制上，天合无疑是做得最好的，只占到
其销售额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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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美股光伏主要厂家净利润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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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成本也需要控制

光伏制造类企业往往都注重控制制造成本，而对生产
制造之外的运营成本——包括销售和管理成本等方面，缺
乏有效的控制。几乎每家光伏企业都在赞助球队、赛车等
体育项目；到全球各地去参加展会、拓展市场、建立分支
机构。

在市场火的时候，这些钱往往不算什么。而当市场不
好、销售额下滑的时候，企业就不得不把“一分钱掰成两
瓣儿花。”

从图三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企业运营成本都超过
收入的10%，尚德、晶科和南京中电甚至超过了25%。赛维
LDK因为去年四季度的一笔计提在一季度被写回来，使其获
得了一笔4380万美金的运营收入，所以运营成本偏低。但
若没有这笔收入的话，其运营成本也达到了收入的24%。

光伏企业的盈利之路任重而道远。以目前这种状况来
看，10-30%的运营成本和5%以上的利息成本使得企业根本

无法盈利的。30%毛利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未来理想
的情况是：一线企业有13-15%的毛利，扣除6-7%的运营成
本、3%左右的利息成本，以及其它税费，最终获得5%左右
的净利。

上市公司点评

英利：低价不低，多晶太贵。公司创造出出货量历史高
点，库存却在持续增加，估计二季度要做减记。另有分析
表明，英利一季度的平均产品售价达到$0.94/W。相比
CSUN的$0.86/W、晶科的$0.82/W和韩华的$0.84/W，还
是有很高的溢价。看来英利在中国市场推行的低价政策并
没有影响到企业的平均售价。但是英利的硅料成本似乎有
点高，不包括库存减记也有$0.26/W。
尚德：价格最高，成本也最高，负债率仅次于赛维，
利息和管理费用都偏高。尚德的平均产品售价达到了
$1.07/W，比英利还高出十多美分，可见尚德的品牌溢价
还是很高。
赛维LDK：被利息压死。需对其债务重组进行进一步观望。
天合：各项指标都靠前的公司。管理费用再低点就理想
了。上市公司里最有希望实现盈利的公司。
阿特斯：电站业务成为新的增长点。尽管公司施行了轻资
产模式，但由于扩张较快，负债率不低。
晶澳：向组件业务转型很成功。随着组件业务的增加，外
销电池片会越来越少。买不到高效电池片的中小组件厂日
子会更难过。
韩华：降本之路还很长。
昱辉：有故事的公司。且看年底多晶硅成本到22美元，新
厂低于20美元。其硅片加工成本比起竞争对手来说还有一
定差距。
晶科：一季度业绩平平，二季度预期不高。可重点关注下
半年的国内销售。
南京中电：利息和管理费用都高。重回一线企业压力很大。

作者简介

刘文平博士现任独立研究机构弘亚世代副总裁，负责太阳
能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分析。在加入弘亚世代之前，
刘博士供职于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任太阳能行业
分析师。刘博士在北京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在中国
科学院获得微电子学博士学位。

垂询方式

电子邮件：dylen.liu@pacificepo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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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美股光伏企业2012年一季度利息成本占销售额比重

数
据
来
源
：
弘
亚
世
代
公
司
数
据

数
据
来
源
：
弘
亚
世
代
公
司
数
据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YGE STP TSL CSIQ HSQL JASO JKS LDK SOL CSUN

图三：每股光伏企业2012年一季度运营成本占销售额比重

19

市场



商业新闻

全球

汉能控股正式收购Q.CELLS子公
司、CIGS电池制造商Solibro

汉 能 控 股 集 团 在 其 北 京 总 部 与
Q.CELLS于六月初正式签署协议，汉
能将收购Q.CELLS子公司、CIGS薄膜
电池制造商Solibro。汉能控股计划在
完成收购后会将Solibro位于德国泰尔
海姆(Thalheim)的工厂年产能提升至
100MW，以供应其欧洲客户。

在 布 局 了 多 个 薄 膜 电 池 生 产 基
地 后 ， 汉 能 控 股 在 2 0 1 1 年 就 开 始
关注铜铟镓硒(CIGS)电池的共蒸镀
(co-evaporation)技术，而Solibro已
经在该技术领域从事了25年研发工
作。Q.CELLS在评审了多个希望开
发CIGS薄膜技术潜能的合作伙伴，
以 最 好 的 利 用 位 于 泰 尔 海 姆 的 工
厂。Solibro的技术以及制造能力，再
结合汉能的光伏战略，便达成了这个
快速而看起来“成功”的交易结果。

此次出售Solibro是Q.CELLS重
组的重要一步，汉能控股未透露此次
收购的价格。据消息称，此次收购的
价格“非常合理”，汉能没有花太多
的资金即拥有了一项新的技术，而对
Q.CELLS来说也比几个月前的价格看起
来更合适。PV-Tech将继续追踪报道此
次收购的价格和Solibro的未来发展。

广东爱康太阳能收购荷兰组件制造
商Scheuten Solar

荷 兰 组 件 和 B I P V 系 统 供 应 商
Scheuten Solar曾在数月前宣布破产，
但有消息称公司已经找到了新的合作
伙伴。有报道称，广东爱康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已经接手Scheuten Solar的
主要资产。

此外，广东爱康还拥有另一家子
公司广东保威新能源有限公司。保威
新能源计划通过这一合作在欧洲开发
地面和屋顶太阳能项目。Scheuten 
S o l a r 预 计 组 件 的 年 销 售 量 将 达 到
200MW。

美洲地区

阿特斯太阳能为Potentia Solar提
供17MW光伏组件

Potentia Solar宣布和阿特斯太阳
能(Canadian Solar)签署了一份供货协
议。根据此项协议，阿特斯太阳能将
为Potentia在安大略的屋顶光伏项目
提供17MW的CS6P组件。这些组件将
用在一系列建筑上的100多个光伏系
统中，包括商业建筑、工业建筑和学
校。项目预计在2013年完工。

P o t e n t i a 的 首 席 运 营 官 C h r i s 
Asimakis说：“Potentia始终致力于成为
安大略领先的太阳能电力生产商，交付
最好质量、最高性能的太阳能系统。我
们非常高兴和阿特斯太阳能合作，该公
司以生产业内最具成本效益、最高能源
效率的太阳能光伏组件著称。”

GaN Systems完成第二轮融资

重 点 放 在 光 伏 逆 变 器 业 务 上 的
GaN Systems公司，在第一轮融资结
束六个月后表示现已完成了第二轮融
资。在现有投资商Chrysalix Energy 
Venture Capital和RockPort Capital的
带领下，该公司指出此轮融资是初期
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该公司没有透
露第二轮融资获得的具体金额。

GaN Systems的首席执行官Girvan 
Patterson说：“此轮重要的融资是我们
现在的投资者对于我们工程卓越能力
的证明。这使我们可以加速氮化镓电
力设备的商业化，这种技术是在我们
的突破性平台上开发而成。”

GaN Systems的氮化镓晶体管已
经推向市场应用于下一代高效电力
转化应用中。其中包括太阳能逆变
器、服务器群和混合动力汽车等应
用。Chrysalix的总经理Mike Sherman
说：“公司进行首轮融资以来，氮化
镓作为可靠的硅替代品用于电力设备
的市场势头增长强劲，成为主流比我
们预期的要快。这意味着实现商业化
会比预期更快，我们非常高兴GaN 
Systems能利用这一投资机会。”

Recurrent Energy出售100MW加
拿大光伏项目

Recurrent Energy公司宣布将出
售200MW项目中的100MW给三菱
集团(Mitsubishi Corporation)和大阪
煤气公司(Osaka Gas)。这些项目位
于安大略，是为安大略电业局建设
的，项目完工后即可完成交易并开始
商业运营。三菱和大阪煤气将平等投
资，Recurrent Energy仍为次要股东。

三菱集团新能源和电力生产部的
总经理Masao Ikeya说：“三菱集团目
标是到2015年将电力生产能力从现在
的3.7GW扩大到6GW，其中1GW来自
可再生能源，5GW来自热力资源。我
们在海外有超过20年的IPP业务经验，
我们相信和Recurrent Energy以及大阪
煤气这样可靠的伙伴合作，这个项目
将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亚太地区

中利腾晖与招商新能源签署
300MW光伏电站开发收购协议

中利腾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与招
商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圳签署了
光伏电站开发及收购协议。中利腾晖
与招商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于今年3
月28日已签署的三年内合作开发及
收购1GW光伏电站协议。此次在其基
础上，双方约定了首期位于青海、甘
肃、新疆等省区300MW光伏电站进行
开发及收购。

GaN Systems完成第二轮融资，助其开
发氮化镓晶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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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协议，中利腾晖在青海、甘
肃、新疆等省区开发建设光伏电站，
并由中利腾晖在项目当地注册项目公
司，电站并网发电及验收后招商新能
源收购项目公司股权。在项目申报过
程中中利腾晖负责申报光伏电站项
目，并对项目进行建设期融资，办理
各项行政审批手续及并网事宜，招商
新能源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助推进。

在 具 体 项 目 方 面 ， 双 方 约 定 在
2013年6月30日前，中利腾晖向招商
新能源分批交付300MW光伏电站，并
办理产权交割手续。电站产权交割之
日，招商新能源向中利腾晖支付电站
总价的70%，电站交付半年内，支付
到总价的90%，余额10%作为质保金
在交付一年内付清。本月初，中利腾
晖曾宣布与青海省签署协议，中利腾
晖将在未来六年内每年在青海省开发
150MW以上光伏电站项目。

中材国际与东营光伏合作投资东营
10MW光伏项目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日前宣布其子公司中材天华国际光伏
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拟出资3600
万元与东营光伏太阳能有限公司合资
成立中材东营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中
材天华占注册资本90%，东营光伏投
资400万，占注册资本10%。合资公司
将投资建设运营东营10MWp光伏电站
项目。

中材国际在公告中表示为积极实
施有限、相关、多元的发展战略，推
进光伏工程业务的发展，中材国际控
股子公司中材天华拟出资3600万元与
东营光伏成立合资公司。其中自有资
金2600万元，剩余1000万元通过贷
款解决。

东营10MW光伏项目位于东营区
郝纯路，项目计划总投资额1.03亿元
人民币，全部资金由合资公司自有资
金、贷款解决，贷款总额预计为6000
到7000万元人民币，建设周期预计3
个月。中材国际在公告中表示，目前
核定项目并网电价为1.2元/千瓦时，
但后续上网电价在持有过程中有下调
的风险。预计合资公司2013年形成营
业收入1316万元，利润总额88万元。

焦点订单：西屋太阳能和CBD 
Energy为澳洲Harvey Norman提
供5MW光伏设备

西屋太阳能(Westinghouse Solar)
和CBD Energy共同宣布已经达成协
议，为Harvey Norman的商业部门
提供光伏系统。两家公司从澳洲零售
商Harvey Norman处获得的订单量为
5MW。购买这5MW产品还需获得澳
洲认证证书，获得证书后六个月内即
可正式交付。

西屋太阳能首席执行官Margaret 
Randazzo表示：“我们非常高兴看见同
CBD在营销产品方面如此快速的取得
重大成果。从长远来看此次合作，此
次订购能将我们的出货量比去年提升
两倍以上。另外，此次成功展现出我

们是如何利用CBD提供的全球模型和
国际市场接轨方法的，从而为我们在
不实施报复性关税的前提下有机会在
美国市场以外实现利润增长。”

非洲及东欧地区

Energy City Qatar和Qatar Solar 
Technologies签署未来发展备忘录

Qatar  So la r  Techno log ies 
(QSTec)和Energy City Qatar (ECQ)
于近日签署了一份备忘录，ECQ会把
太阳能电池板和技术加入到发展规划
中。Trade Arabia指出此项协议将帮
助ECQ满足国家建设标准，其中包括
QSAS，以及LEED金级和银级认证。此
备忘录指出，QSTec将首先生产高质量
的太阳能级多晶硅。

ECQ的主席Rashid Nasser Sraiya 
Al Kaabi表示：“Energy City Qatar是
首个在卡塔尔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建筑
概念的公司。拥有LEED和QSAS双认
证，ECQ的概念和创新需要可持续发
展的牢固基石。成为首家和QSTec签
约的房地产公司是一种荣誉，他们和
我们在我国建筑上有着可持续发展的
共同看法。我们是卡塔尔2030国家远
景规划的倡导者，我们会抓住每个机
会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城市
广泛的使用太阳能最初旨在实现6MW
的目标，但是和QSTec合作，我们的
目标是将Energy City的太阳能提升到
9MW，这相当于ECQ总能源使用的
15%。”

目前核定项目并网电价为1.2元/千瓦时

双方约定首期位于青海、甘肃、新疆等
省区300MW光伏电站进行开发及收购

QSTec和ECQ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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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跌不休的硅片

文/肖蓓

事情回看到2011年第一季度，光伏行业终端需求受经
济危机及2010年整个产业链生产线产能扩张的影响导致光
伏市场供需出现失衡，自2011年第二季度始，因产品平均
销售价格承受压力和库存量高于预期，制造环节特别是太
阳能电池、组件产品价格松动下降，随后国内多晶硅价格
也开始震荡，硅片制造环节也随之逐渐呈现出持续走低状
态，不少硅片厂商因市场低迷抛售库存不断压价，此后每
月每周价格都均匀地下滑。截至2011年年底，156单晶硅
片价格已在1.5-1.7美元/片左右波动，而156多晶硅片价格
则在1.1-1.2美元/片附近徘徊，虽然每周的下滑幅度较低，
但连续十多个月份的下滑，让硅片制造商们的利润遭受严
重挤压。

以156单多晶硅片为例，我们跟踪其自去年3月至2012
年5月的市场均价，可以更直观地看到价格下降的趋势及幅
度，如图一所示。

2012年第一季度，硅片环节仍在下跌，期间偶有略微
回升，但各主要型号产品的报价与去年年初最高点相比，
下降幅度超过70%，硅片企业盈利压力极大。Solarbuzz分
析师表示，由于2012年对太阳能发电系统需求约与2011年
相同或略低，硅片价格预计将继续面临极大的压力，因此
可以推测这个环节的营收会萎缩，硅片将减少47%。

检验成绩

亚洲是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主要生产区域，得益于
此，中国、台湾成为太阳能硅片的主要集中地，中国则引
导了硅片生产的方式，有一些公司专注向国内电池片生产
商供应硅片，随着过去几年光伏产业太阳能电池、组件的
大量扩产，几家主要的太阳能硅片制造商赛维LDK、保利
协鑫、昱辉、晶龙、特变电工、卡姆丹克、阳光能源、江
苏顺大、西安隆基等，在过去几年中，也表现出惊人的增
长，但每家的优势与发展侧重点又有不同特点，在2011年
他们均交出了各自的成绩单。

保利协鑫在硅片业务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在2010年，当
年其硅片产能达到3.5GW，超越赛维LDK的3GW成为全球
最大硅片生产制造商。与此同时也引发价格争议，其展开
的硅片降价一度吸引业内强烈关注，甚至有同行企业质疑
该公司是价格的“破坏者”。

2011年保利协鑫的硅片产量为4488MW，产量增加了
2.2倍，其该年硅片销量4.451GW。售价方面，2011年保
利协鑫硅片平均售价为0.54美元/瓦，比2010年0.82美元/
瓦的平均售价下降了34.1%，在2011年第四季度时其价格
亦远低于0.54美元/瓦，对于一些重要合作伙伴以0.5-0.3美

图一：2011年3月-2012年5月156单多晶硅片市场均价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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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瓦区间价外售。2012年第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保利协
鑫硅片平均销售价降至0.28美元/瓦(见表一)。

保利协鑫快速占领市场得益于其产品平均售价的下
跌，而价格下跌的背后则受益于他们的成本控制。另一家
硅片制造商昱辉阳光却在价格上偏高于市场价格，2011年
该公司投资上亿美元将硅片产能提高至1.9GW，当年总体
太阳能硅片出货量1.0141GW。从价格上看，2011年太阳
能硅片的市场平均售价为0.54美元/瓦，虽然2011年昱辉阳
光每个季度的硅片产品售价随市场下降幅度颇大，但其硅
片价格仍比市场均价高几个百分点(见表二)。

即便硅片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但价格持续的走低让昱
辉的毛利还是受到威胁，其2011年净利润的增长远低于其
2010年同期274%的增幅，但有一点让他们欣慰的是，其硅
片的品质口碑不错。相比而言，曾经的“一任冠军”赛维
LDK，受到的威胁更大，今年该公司状况有些混乱，因一直
下跌的硅片价格该公司备受压力，其财务状况也表现糟糕。
然而赛维表示，2012年硅片生产预计将达2.7GW-3.3GW，
外销1.5GW-2GW，但是否能达到预期，还需要验证。

除了混合硅片制造商，还有单独专注单晶硅片的生产
商，由于业内使用选择性发射极太阳能电池和背接触设计
能来提高电池效率的需求愈演愈烈，对单晶硅片的需求量
也逐渐增加。上海卡姆丹克因为低调很少进入大众视野，
但其中国区几大主要客户尚德电力、晶澳太阳能、阿特
斯、中电光伏、茂迪、昱晶及新日光的市场比重及对于菲
律宾的市场开拓让其受到本刊的关注。2011年卡姆丹克收
益10.167亿元人民币，毛利为9250万元，中国大陆及台湾

客户收益约占总收益的68.2%，其中中国大陆收益6.59205
亿元，台湾收益3452.2万元，其余销售额主要来自菲律宾
的货运量，收益达3.18785亿元，而SunPower在菲律宾有
125MW的产能。德国及其他地区则占到很小比重，而其中
国最大客户2011年占总收益达31.4%。

与卡姆丹克直线竞争的西安隆基股份，主要客户有尚
德、SunPower、三星、三菱等，单晶硅片产品同样是该
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近几年平均占比全部收入在70%以
上浮动，目前该公司硅片产能700MW。据隆基财报显示
2010年及2011年销售总收入分别为16.52亿元和20.18亿
元，毛利分别为5.73亿元和4.79亿元，隆基表示2011年
上半年其毛利水平达到36%，然而综合2011年下半年的毛
利水平却没有那么乐观。中国单晶硅片生产商同期竞争的
还有河北晶龙、阳光能源、江苏顺大等企业，均各自拥有
1GW、1.2GW、400MW的硅片产能。

“抠”出来的加工成本

每家企业对于成本的控制都着力于不同方面，加工成
本是其中一个“抠”的环节，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投资的
环节，特别是设备。从产业链各环节的竞争力来看，多晶
硅环节在于工艺，硅片-组件环节在设备，电站环节在资
源。硅片-组件类的企业，没有新设备的投入，原有设备价
值会越来越低，工艺质量与竞争力也是如此。为进一步降
低成本，昱辉表示在现有设备上进行优化以及工艺流程，
当前(2012年5、6月)昱辉阳光的硅片混合加工成本已降至

表二：昱辉阳光2011年四个季度硅片产品售价及当年均价

企业 2011年Q1硅片均价 2011年Q2硅片均价 2011年Q3硅片均价 2011年Q4硅片均价 平均售价

昱辉阳光 0.87美元/瓦 0.69美元/瓦 0.54美元/瓦 0.36美元/瓦 0.615美元/瓦

表三：卡姆丹克2011年单晶硅片出货量及销售额

卡姆丹克 出货量 销售额 售价(人民币) 收益总额占比

156单晶硅片	 120.1MW	 5.716亿元	 4.8元/瓦	 56.2%

125单晶硅片	 96.8MW	 4.039亿元	 4.2元/瓦	 39.7%

合计	 216.9MW	 9.7546亿元	 --------	 95.9%

企业 2010年硅片产量 平均售价 2011年硅片产量 平均售价 2012年Q1硅片产量 平均售价 
  (美元/瓦)  (美元/瓦)  (美元/瓦)

保利协鑫 3.5GW 0.82 4.288GW 0.54 1164MW 0.28

表一：保利协鑫2010年-2012年第一季度硅片产量及平均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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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美元/瓦，该公司预计Q2末将降至0.17美元/瓦，2012
年硅片加工成本的目标是年底降至0.15美元/瓦。

保利协鑫则在2011年扩充了其内部硅锭和硅片制造设
备，并通过供应内包、砂浆回收及其他措施来降低成本，
该公司预计在2012年第二季度将硅片加工成本控制在每瓦
0.13美元以下。同样赞同砂浆回收控制成本的还有隆基，
其下面的西安通鑫半导体辅料公司就是专门为其服务的；
另外，该公司处在中国西部，在电价成本上存在一定优
势，该公司计划一至六月的主要光伏产品单位成本下降约
40%。2011年始卡姆丹克则加强了风险及现金流的管控，
着重注意客户的信贷风险，并对授予客户的付款期严格监
控，也因此放弃了若干销售订单。在现金流方面，该公司
原计划扩充产能的资金改为回购已发行的可换股债券，于
2011年底保持净现金结余5110万元人民币，使其保持在低
债务水平以避免2012年内违反借贷契约的风险。

2012年上海卡姆丹克决定实施成本缩减策略，合并
创新产品、更新硅片技术、改善制造工序及提高转换效
率。该公司管理层认为，在越激烈的太阳能市场竞争中，
他们选择提供性价比高质量的产品，将力推可以使高效
太阳能电池平均转换效率达23%的超级单晶硅片。据介绍
目前卡姆丹克全部产能600MW均用以生产超级单晶硅片
(125mm×125mm)，预计将目标由传统P型太阳能硅片转
至新推出的超级单晶硅片。

拥“低价硅”为王

硅料在硅片生产成本的占比无法忽视，硅片的价格
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最上游原材料多晶硅的供应与价格，因
此，上游多晶硅的供需状况对硅片制造商有显著影响。国
内多晶硅货源方面，中国多晶硅当前形势并不乐观，中国
曾经兴起过多晶硅的扩产热潮，但真正完全抓住这个环节
让其为我所用、贡献了有力成本的寥寥可数。当前国外技
术先进的多晶硅大厂生产多晶硅的成本一般在20美元-25
美元/kg之间，相比而言国内多晶硅企业能将成本做到与国
际同步的企业很少，国内大多数公司的生产成本在30-40美
元/kg之间，有些技术落后的甚至接近50美元/kg。2011年
下半年以来多晶硅价格下跌得厉害(如图二)，除保利协鑫、
亚洲硅业、永祥多晶硅、大全新能源等少数企业外，此前
中国国家发改委培养的40多家多晶硅企业如今已停掉一大
半。从长期价格及成本看，多晶硅价格再高于30美元/kg的
机会并不大，而国内大部分多晶硅企业都高于30美金，如
果工艺无法改革成本无法做下来其前途堪忧。

很显然，国内多晶硅企业尚无法撑起国内硅片、电
池企业对于硅料的需求，据了解，目前国内排名前十位
的太阳能硅片、电池企业跟世界大型多晶硅企业如德国
Wacker、美国Hemlock、韩国OCI，包括中国保利协鑫
(GCL)都签订长约，长约比重大小不等，少为20%，多则

图二：2011年中国多晶硅市场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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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中国三大硅片制造商硅片混合加工成本比较

混合成本  2011年Q1 2011年Q2 2011年Q3 2011年Q4 2012年Q1
 硅片加工成本 硅片加工成本 硅片加工成本 硅片加工成本 硅片加工成本

企业

保利协鑫 0.23美元/瓦 0.21美元/瓦 0.17美元/瓦 0.15美元/瓦 0.135美元/瓦
赛维LDK 0.27美元/瓦 0.26美元/瓦 0.21美元/瓦 ------- 0.18美元/瓦
昱辉阳光 -------- 0.24美元.瓦 0.23美元/瓦 0.20美元/瓦 0.19美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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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比例达到70-80%，在市场流通的都是长约价格，只
有小批量很少的量是在零售市场上以低于成本价格在卖。
也正是因为如此，直接导致中国多晶硅进口量一直增加。

以硅片作为主营业务，同时自身生产多晶硅的赛维、
昱辉、隆基等均面临价格压力，而此前自身生产部分硅料	
以电池、组件作为主营业务的英利、天威、南玻、晶科等
也相继停产或减少生产。国内基本只有保利协鑫一家企业
所需的多晶硅不用外购，保利协鑫通过降低原材料成本、
能源消耗及其他间接成本来降低其多晶硅生产成本，2011
年该公司生产了约29414公吨多晶硅，多晶硅平均售价约
为47.7美元/公斤，与2010年比较其多晶硅产量增加了64.8%，
但平均售价比2010年52.1美元/公斤下降了8.44%。2012年
Q1生产多晶硅约12235公吨，平均销售价为每公斤25.98
美元，生产成本约每公斤19.7美元。该公司生产的大部分
多晶硅用以生产硅片，在硅片加工成本以及货源生产成本
上的有效控制，让保利协鑫在硅料及硅片业务上保持优势。

2011年四季度时赛维LDK多晶硅的平均成本为每公斤
42.3美元，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价格水平，其硅料业务在
去年处于亏损状态，2011年赛维筹划将旗下硅料和硅片业
务分拆上市，其中硅料业务先行拟启动IPO，希望能使其多
晶硅业务扭亏为盈并进一步扩大产能，然而计划于2011年
下半年实现的硅料业务上市计划在2011年年底时没有了下
文，伴随而来的是投资者及三大银行的焦灼，高企的债务
及市场价格的一路直跌让赛维LDK的情况不容乐观。

对多晶硅“爱恨交织”的还有昱辉阳光，为了稳定货
源、满足硅片产能的需求，一年前昱辉阳光宣布扩张其上游
多晶硅厂，计划将产能扩大到5000吨乃至8000吨，然而接
下来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第一季度这段时间里，多晶硅
价格大幅下跌，目前看来当时的扩张似乎选错了节点。上游
多晶硅料的产能以及硅片的垂直整合的确有助于昱辉在成本
上保持竞争优势，但也令其易于受到来自市场的风险，如今
昱辉阳光的硅片业务毛利受到考验。2012年第一季度昱辉
多晶硅产量900吨超过预期，但成本为33美元/公斤，超过
市场上外购的价格(28美元/公斤)，面对越来越低的多晶硅
市场价格(均价24-26美元/公斤)，生产成本压力递增。

尽管一年来多晶硅价格下跌得厉害，但昱辉阳光在货源
方面继续做着努力，CEO李仙寿对PV-Tech	PRO记者坦言：“
以前号称是‘拥硅为王’，其实现在也是这样。组件、电池、
硅片都没有太多能力控制成本，因为所有东西都需要外购，
其实最大的成本控制方面还是多晶硅，其他辅料、设备及生
产成本等都非常有限。低成本的硅才能胜出，GCL现在做得
好并不是专业化做的好或是一体化问题，而是成本做的好。”
他表示对于多晶硅的生产是昱辉长期战略和降成本的重心，
目前也不会考虑关闭生产成本较高的多晶硅一期工程，相
反，八月份多晶硅产能会要从4000吨扩到10000吨。

多晶硅供应量无法满足对应的硅片产能，昱辉也需要
外购多晶硅。据了解，该公司与瓦克化学签订有硅料供应

合同，合约期限在今年到期，对于是解约还是重新议定价
格续约，昱辉的态度偏向后者。“我们跟瓦克谈了一次，之
前在市场价格非常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以很高的价格卖
给我们，现在市场不好他们也不会开高价，会以一个比市
场价格略高的价格卖给中国客户。”李仙寿回答。

货源方面，卡姆丹克也与主要多晶硅供应商重新做了
协商，将多晶硅平均成本由2010年同期的351.5元人民币/
kg，减低至327.4元人民币/kg，尽管多晶硅价格有所减低
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价格依旧较高且硅料成本在其中占比
依旧很大，2011年上海卡姆丹克向两家主要多晶硅供应商
采购原材料的最低总额约为58.07625亿元人民币，比2010
年44.22047亿元人民币更高。	

由于硅片及组件价格的持续下跌，一些中小型硅片制
造商的营运状况也比较惨淡。据初步统计，除了主流硅片
制造商，中国从事硅片生产的光伏企业不下200家，他们
占据约30%的全国总产量，多数厂商选择减产或停产，经
过2011年来的价格暴跌后，硅片制造商们普遍反应短期
内价格难以有大起色，为此，在价格低于成本时，他们迅
速甩货。一则他们的硅料基本为外购，量小价高成本高，
另一方面设备更新、加工成本压力及市场的低价位，使得
他们缺失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增加库存大大不利。一些小
型硅片商认为他们唯一的优势是，因为规模小可以灵活选
择，低于成本价出售要么停产。另外一些生产中的中型硅
片制造商则表示处于有市无价的状态，硅片供不应求，但
因为终端便宜，生产端就得降低，硅片价格上不去，为此
采取“选择性出货”，他们会看机会，由于硅片及组件都降
价，使得很多太阳能电池、组件企业变现购入市场中的硅
片，以降低整体生产成本及为终端用户提升性价比，这为
硅片商提供了商机。

外购更划算

硅片商眼中的一部分商机是指以硅片作为副营或自产
自销的光伏企业，这类型企业多以太阳能电池、组件企业
为主。由于硅片成本占总电池含硅成本中的绝大部分，超
过60%(如图三)，过去几年里，中国大型光伏组件供应商均
致力于达到垂直一体化经营，除了电池、组件外，也同时
急欲扩张自身的硅片产能。但眼下随着硅片现货价格的暴
跌，让中国光伏电池、组件企业们在硅片制造环节有了新
的变化，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市场上的硅片。

2011年末尚德称已经形成1.6GW的硅片产能，并计划
2012年使硅片产量达到1.2GW，但2012年该公司第一季
度硅片实际产量仅为120MW，实际产量与计划的硅片产量
相差甚远。笔者询问其原因是否因为硅片的市场价格低于
自产成本，尚德高级经理张建敏回答：“目前尚德的一部分
硅片确实来自外购，完全市场化，哪个便宜且质量好就采
购哪家。今年不可能再进行资本性扩张，更多的是提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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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进行技术改造，我们正在与多晶硅及硅片供应商协商
长单价格。”在当前困难的市场环境下，供应商甚至愿意接
受取消长期供应合同而付出的大笔费用，此前尚德宣布终
止与MEMC的十年合作协议。为此，尚德支付了2.12亿美
元的赔偿金，终止合约后，尚德将不再需要按合约在2011
年-2016年间购买大约4.6GW的硅片。

同样受硅片大幅跌价影响的还有天合、韩华、晶科、
阿特斯、晶澳等企业，阿特斯CEO瞿晓铧直言：“阿特斯是
保利协鑫最大的硅片客户，而保利协鑫也是阿特斯最大的
硅片供应商，公司的硅片产能只有300MW，并不是主要制
造环节。我们强调‘倒三角形’的生产模式，组件产能大
于电池产能，电池产能大于硅片产能。”当然，阿特斯并不
只购买保利协鑫一家的硅片，他同时也是昱辉VirtusTM硅片
的忠实用户。据了解，他们每年会有一个采购预期，根据
当年市场情况与供应商协商调整价格与用量。

韩华海外市场销售经理高柏对PV-Tech	 PRO记者
表示：“韩华拥有1GW的硅片产能，但实际产量只达
800MW，根据市场情况有时还会减少。硅片一部分自产自
销，一部分也需要外购，目前形势是专业化生产，从外采
购还便宜些。”

2011年晶科能源硅片出货量134.7MW，同样的规划
硅片产能为1.2GW，对于硅片生产及外购，晶科首席财务
官张龙根表示，当前硅片市场价格已经低于预期，晶科没

有理由在当下再从事硅片生产，几条硅片生产线已经停止
生产。天威新能源也受到影响但回答比较含蓄，相关管理
层表示虽然也有外购，但量不大，目前他们自己生产的硅
片成本基本可以持平。

另外一家重要的太阳能电池制造企业晶澳，为了确保
用于选择性发射极太阳能电池生产所需的高质单晶硅片的供
应，2011年该公司收购了阳光硅谷电子科技公司，通过收购
将内部硅片供应量提高到了37%，但对于晶澳的太阳能电池
产量来说仍然远远不够，为此晶澳的硅片大部分需要外购。

对于上面这些企业以及其他二三线的太阳能电池企业
而言，硅片并不是其主营业务，生产的硅片大部分“自产自
销”。与专业硅片制造商相比，在相关设备、技术方面会有
一定差别，为此，当市场上硅片价格比自身生产的硅片价格
更低、更易节省成本时，权衡利弊之下很多选择外购。

类单晶成新技术主流

为了提升竞争力、吸引客户注意，各大硅片制造商在
高效硅片方面也卯足了劲，其中一个开发及新品热点是类单
晶。2011年以来业内看重研发生产类单晶的企业越来越多，
保利协鑫、昱辉阳光、赛维、凤凰均开发出各自的类单晶产
品。NPD	Solarbuzz一项报告预测，2012年类单晶出货预计
将可扩大到2.4GW，大约占所有太阳能硅片市场的8%。

图三：156单晶电池含硅成本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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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156多晶电池含硅成本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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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单晶硅片逐渐开始占据市场份额，平均效率达18%，
最高可达18.5%，但其目前面临几个核心技术的挑战，需要
深入了解类单晶硅片的特性，如晶向、晶界、位错、少子
寿命低区等，以提升光电转换效率；需要开发与类单晶硅
片性能相适配的电池技术、开发与类单晶生长工艺相适配
的炉子以及各类测试仪器等。还有类单晶铸锭的外观和成
本也是客户接受的决定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在五月SNEC展
会期间推出的多家类单晶组件，外观花花绿绿。为了满足
一部分客户需求，凤凰采用第二代类单晶技术，把多晶部
分做到整锭的5%以内使其类单晶组件很像单晶组件。台湾
太阳能晶硅制造商旭晶日前发布了新款高效多晶硅硅片“E-
Wafer”以及准单晶产品，产能约420MW，目前台湾电池
厂商中包括联景、旺能、长生以及元晶等都有采用旭晶的
硅片产品。另外，在目前硅片日趋渐薄的方向下，类单晶
和单晶都有向着更薄做的优势，做得更薄对效率有一定作
用，大家都在寻找可以做到更薄且能够降低碎片率的新技
术与产品。

除类单晶工艺外，金刚石切割线工艺及N型硅片工艺也
是业内不同企业的不同侧重追求。比如N型硅片，是晶龙、
英利等品牌企业寻求提高转化效率的方式，他们认为国外N
型硅片相对应用较多，国内以后也很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
展，在多晶硅成本占比越来越低的情况下，是提高转化效
率、降低单位成本的有效途径。

另外还有金刚石切割线工艺，五月昱辉高调发布了其
树脂金刚石切割线技术产品，据称全球尚只有两到三家可
以做此技术，相较传统的碳化硅方法，树脂金刚石切割线
可以提高单台设备的产能，同时改善硅片的表面切割损伤
和TTV，不再使用聚乙二醇切割液。但金刚石切割线目前成
本依旧较高，且还存在表面有划痕，适合切单晶不适合切
多晶等问题。昱辉本身也表示只有跟普通钢线的切割价格
差不多的时候，才会将其进行推广，但他们认为金刚石切
割工艺可能是未来的主流方向。

下半年充满变数

尽管保利协鑫希望通过规模化生产使得多晶硅及硅片
生产成本在2012年继续保持下降趋势，但他们预期多晶硅
及硅片的售价再下跌空间有限，下半年价格可望企稳。持
同样判断的还有昱辉阳光的李仙寿，五月中旬接受采访时
他表示，其实硅片价格已经在趋向稳定，已连续两周硅片
价格未出现下降。隆基股份相关高层也表示，2012年一季
度公司毛利率正逐月回升，预计第二季度主要产品的价格
波动不大。另外据一些二线硅片企业反馈，虽然目前收益
距正常水平相距甚远，导致整体硅片盈利不佳，但由于目
前市场库存情况已经渐趋平稳相对正常，硅片价格继续下
跌的空间不大。

然而，另一部分硅片制造商认为形势并不乐观，表示
现在的市场呈现阶段性，当前各大光伏电池、组件企业正
常运转，其实是为了赶六月三十日前的德国“抢装潮”，在
德国补贴新政出台前，五月中国各大太阳能电池、组件企
业都满负荷生产增加出货量，其中太阳能民用及其他屋顶
设备的发展，促使对高效组件的需求增加，连带性的才造
成市场上125单晶硅片部分企业出现报价小幅松动。另外，
美国“双反”影响下，台湾及亚太周边地区的电池制造商
需要更多的硅片，而他们的产量相对不能满足，他们大部
分选择向中国大陆采购。综合而言，第二季度比较稳定。

但是，“抢装潮”之后的形势比较严峻，有企业预计八
月份开始不好过，每家企业都有库存压力，库存积压量越
大时间越长，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破产，行业整
合还将继续。很显然按照目前如此低的价格水平，即使行
业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也无法全身而退。保利协鑫目前有六
个硅片生产工厂，随着产能的释放，对其出货量也有较大
挑战，在当前市场情况下已累计库存，他们同样需要减少
库存及缩短库存的时间。

 

表五：主要硅片制造商发布的新型高效硅片

企业 高效硅片 产品优势说明 发布时间

保利协鑫	 鑫单晶	 18.5%，光衰减及成本优于直拉单晶硅片，	 2011年
	 	 与定向凝固多晶铸锭成本相近

	 鑫多晶S+	 电子级多晶硅料，新硅片微观结构优化，	 2012年3月
	 	 更低碳、氧及金属杂质浓度、更长少子寿命、	
	 	 更均匀掺杂分布

赛维	 M2多晶硅片	 17.1%-17.5%，特有铸锭技术	 2012年5月

昱辉	 VirtusTM多晶硅片	 17.5%，更低成本	 2011年1月

凤凰	 阿波罗类单晶	 超过17%，改造GT Advanced Technologies 铸锭炉实现量产	 2011年6月

	 G6	 18.1%-18.5%，减少位错增殖	 2012年5月

28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商业



混沌中前行 
          ——中国热发电行业的内外兼修

文/王超

2012年6月10日，北京延庆1.5MW塔式热发电电站产
生的蒸汽进入汽轮机，实现了首次冲转运行(图一)；6月25
日，青海德令哈，中广核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实验基地正式
开工，未来将建成各1.6MW的槽式和菲涅耳式导热油试验
回路。虽然热发电上网电价迟迟未能出台，部分开发商向
中国发改委递交的上网电价申请也大都被否决或未通过审
核，但是坚持的从业者们还是开始走出第一步。

艰难的选择

中广核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实验基地的概算投资为8000
多万人民币，项目一期将建设两条各1.6MW的槽式、菲
涅耳式导热油试验回路，一万千瓦时的储热系统、0.4万
千瓦蒸汽发生系统等。在预算并不太多的条件下，中广核
太阳能对设备选型方案花费了很多时间。最终，西门子、
肖特、汇银、天瑞星、兰州大成、皇明太阳能、北京太阳
能研究所等多家集热管供应商成为了该实验项目的合作伙

伴。反光镜选择了大明镜业、FLABEG、Rioglass等作为
合作伙伴。中广核太阳能光热设计研发中心主任邱河梅介
绍：“这个实验基地将打造成开放平台，对各家的产品进行
验证，计划今年年底具备开展小型课题的能力。”目前，中
广核集团已经为此支付3300万人民币，中广核太阳能垫付
了其余资金，未来还将从相关政府机构获得部分资金。 

据了解，中广核的设备采购价格要低于市场价格，
甚至肖特更是免费向项目提供试用产品——完成试验后还
要收回。不管价格高低，供应商看中的是这个未来的大买
家。中广核目前已经完成了600MW的热发电项目前期可
研，并掌握了1.3GW的项目投资协议。

中广核的实验项目是为了第一个50MW电站做准备。
根据计划，这座大型商业电站将建设190个回路，其中99%
采用槽式技术，其余采用菲涅耳技术；此外还将拥有七小
时的储热能力，终端则配套50MW中温高压的一次再热纯
冷凝汽式空冷汽轮机和60MW的发电机组。

中广核建设试验回路是为了验证各家产品的性能参
数和可靠性，而生产商建设试验回路是为了向买家展示
他们的产品。兰州大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012年5月9
日完成了槽式+菲涅耳式+CPV联合试验示范系统的并网工
作。这个示范项目包括2个各150米的槽式集热单元，2个
各96米的线性菲涅耳式集热系统，以及HCPV(1000倍聚
光光伏)热电联供系统(兰州大成为该系统起名“能源树”) 
(图二)。其中槽式单元在1800W/m2的平均辐照度条件下经过30
分钟照射后喷出蒸汽温度为340℃，菲涅耳系统的集热管空晒温
度可达到530℃。兰州大成希望能通过示范项目的稳定运行来
为其2015年的目标打下基础——三年后形成2万支中高温集热
管、50万平米/年的反射镜以及550个聚光集热标准单元的产能。

天瑞星光热技术有限公司早在2009年5月即完成了300
平方米的槽式样机系统(裸管)。经过三年的运行后，天瑞星
对比了其产品与对照样管的性能差别，其中350℃工作温度

进程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项目核准 2012-4-13 2012-8-1

项目融资 2011-8-1 2013-6-1

设计 2012-5-23 2013-4-30

采购 2012-2-21 2013-4-30

施工及安装 2012-6-30 2014-4-30

调试 2013-6-30 2014-8-30

商业运行 2014-10-10    — —

表一：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50MW电站时间表

图一：延庆1.5MW塔式热发电项目

图二： 兰州大成的“能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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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天瑞星产品比样管热损小61W/m，即每米少损失61W热
量——这意味着在50MW规模的项目中能多输出约2MW的
电能。天瑞星总经理陈步亮表示，“集热管的破损能产生一
系列负面影响，更换过程会导致约7—10天回路停止运行，
并且也会对反光镜产生影响。天瑞星正在河北沧州建设一
座新的生产基地，计划2013年实现5—7万支集热管的产
能，为2014年热发电项目的高峰做好准备。”

华能也在为2014年的大规模电站建设作准备。华能清 
洁能源研究院在海南三亚的1.5MW菲涅耳示范项目计划在
今年6月完成集热器、管道的安装，7月开始调试，11月投
入运行。这座示范项目搭载的30分钟储热系统目前正在设计方
案。华能预期这个示范系统的光热转换效率能达到55%。华能
希望借助其研究院的推动来重启此前在西藏规划的50MW
电站，他们也在寻求国外先进技术的合作

外来者

在中国产品还需要得到进一步验证时，在国外拥有经
验的系统集成商和设备供应商都看中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
太市场。阿本戈、大厂菲斯曼太阳能集热器有限公司、Sun 
to Market Solutions、FLABEG、Flagsol、Alstom、Bright
Source Energy、Heliofocus等都已经在中国设立办事处。

BrightSource名誉董事长兼创始人Arnold J.Goldman
甚至都已经拥有一个中国手机号。曾创办Luz International
的Goldman是目前全球热发电领域最重要的人之一，早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Goldman领导着Luz在美国莫哈维
沙漠陆续建设了9个总计354MW的槽式电站。在Luz倒闭
后，Goldman创办了BrightSource，随后迅速在全球签署了
多个发电项目，其中包括在莫哈维沙漠的1.3GW电站，不
过这次将采用塔式技术。Goldman如今正在中国向相关的企
业、机构在沟通、游说，与他们分享BrightSource的经验，
探索合作的可能性。Goldman表示，“目前我们正试图了解
中国产品的成本，如中国产的发电机组是美国同类产品价
格的一半，希望未来能采用中国的产品。”在谈到电站合作
时，Goldman说：“虽然现在的项目规模都很大，但我们并不
排斥小项目，只是更看中大规模的电站。中国有实施大项目
的潜力，我们很看重这里的市场。”一直与BrightSource进行
合作的Alstom(阿尔斯通)比前者更早的进入中国市场，这家全
球领先的电力、轨道交通建设领域的世界巨头已经通过其他业
务在中国站稳了脚跟。Alstom电力市场总监Charles Chemin为
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玄明。据了解，玄明一直在跟中广核就
德令哈热发电试验示范基地和50MW电站的EPC进行沟通。知
情人透露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并不大，“Alstom的价格在中国还是
比较难接受”。

同样在中国遇到合作阻力的还有阿本戈。这家西班
牙公司几乎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在中国召开的热发电会议，
并且不遗余力的向与会者介绍阿本戈。几家与阿本戈交流

过的中国电站投资方都表示对阿本戈的技术和实力表示信
任，但价格是最大的障碍。

美国可再生能源集团高级顾问傅可夫认为中国的障碍
也是整个亚洲面临的障碍，“当然如果成本和价格降下来，
热发电在亚洲会获得很大的推动。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政策也是主要的阻力，政策不要总变来变去或悬而未定”。
这家美国私募基金投资的Solar Reserve也试图在中国市场上
有所作为。塔式热发电电站是Solar Reserve的业务之一，光
伏电站业务也是他们的重点，在美国这家公司与保利协鑫
共同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开发光伏电站。

亚洲开发银行(简称ADB)东亚能源处处长Ashok Bhargava
认为中国政府正在通过招标来弄清楚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最终是要发布上网电价的。Bhargava也传达了ADB对中国热
发电的支持：“中国热发电行业需要更多的帮助。早在2009
年，ADB就向华电工程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帮助其
在北京附件建设了一座小型示范项目。我们已经决定向中国的
两个大型电站提供低息贷款，并且2013年还将对另外两个项
目提供贷款。长远来看ADB要在这片土地上支持1GW的CSP项
目，不仅是槽式的，也包括线性菲涅耳式和塔式项目，特别会
关注如ISCC等先进的CSP混合发电项目。”

如果说采用国外产品可能会增加中国电站的成本，那
么来自ADB的贷款就能间接降低电站的成本。中广核德令哈
50MW电站的投资额约为20亿人民币，如果全部采用商业
贷款，要达到8%的内部收益率，含税的上网电价需要1.51
元/千瓦时；而拿到来自ADB约1%利率(这在资金进入中国的
过程中，其他费用会使这一利率继续增加)的1.5亿美元低息
贷款后，核算的含税上网电价可以下降至1.387元/千瓦时。

内冷外热

已经获得融资的汇银集团显然不能把中国市场作为
消化其正在不断增加的产能的重点。这家由比利时人创办
的工厂大部分订单都来自于国外。从美国、西班牙，到中
东、东南亚、非洲，大量的项目正此起彼伏地涌现。

Ashok Bhargava认为：“印度比中国更加活跃。这两个地
区有很多不同，印度没有招投标过程，目前电价是20美分，
而中国只有15美分——这个价格是印度2-3年后要取得的目
标。”ADB在印度联合发起了一个太阳能倡议，将推动私营企
业来推动100MW热发电项目，远期将支持3GW的电站投资。

来自印度的Forum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lar Thermal 
(简称FAST)主席Anil Lakhina很看好太阳能发电在印度的未来： 
“在高峰期，印度的电力缺口高达10%-15%。印度煤炭质量
不好，石油和天然气是主要的能源供给，而印度每年高达40%
的外汇是用来购买天然气。”印度的能源构成中54.3%来自于煤
炭，10.15%来自于天然气，10.58%来自于包括风能、太阳能、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在这里面太阳能的比例只有0.2%。

印度政府实施了“国家太阳能计划”。2010-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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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划第一期，分配的目标是1800MW装机量，其中光伏
1300MW，CSP为470MW；第二期从2013年-2017年，目标
是9000MW；2017年-2022年的第三期将目标定位10GW。仅
在第一期计划中，印度政府就收到了3500MW的项目申报。
目前印度的七个主要CSP开发商已有470MW电站等待施工。

Anil Lakhina也在思考印度的CSP行业能否成功，“光伏
发电成本确实对热发电产生了冲击。不过印度开发商面临
的最大困难还是融资，我们需要金融机构了解这个行业。
印度企业更看重从国际市场融资，特别是股权投资机构。
印度也没有熔盐资源，所以也需要新的储能技术”。

相比之下，美国的电站市场看起来更稳健。阿本戈、 
SolarReserve和BrightSource是美国最主要的CSP电站“玩家”。 
SolarReserve在全球已经拥有了3000MW CSP项目储备，其中
有600MW项目已经进入后期开发阶段。SolarReserve已经能预
见到未来的收益，其310MW项目已经签署了总额约5.5亿美元
的PPA。

SolarReserve在光伏上的进展也可圈可点——2009年初
以来累计获得了1500MW的项目储备，他们相信CSP和光伏
是可以同步推动的。SolarReserve在热发电的优势来自于其
合作伙伴Rocketdyne，后者将来自于United Technologies下

属公司Pratt&Whitney的集热器技术授权给前者，并提供了
30年的排他性使用权。SolarReserve善于整合资源，全球大
型工程承包商西班牙ACS不仅是其首选EPC合作伙伴，也是
其内华达Crescent Dunes项目的股东之一。新月沙丘项目已
经获得了内华达能源公司的25年PPA，电价为0.135美元/千
瓦时。这座拥有12小时储能的电站将在2013年建成。

Goldman如今已经带领BrightSource抛弃了槽式技术，全
部项目都将走塔式路线。BrightSource已经分别完成了6MW
和29MW两座电站，加州Evanpah的377MW电站正在建设
中，Rio Mesa 540MW电站和Hidden Hills540MW电站处在开发
阶段。BrightSource很推崇超临界模式，这些大规模的电站都将
走这个路线。作为BrightSource的EPC合作伙伴，Alstom为其合
作伙伴提供了最高可达585℃的塔式集热器。Alstom所青睐的
是CSP的燃气联合循环发电(ISCC)模式，其太阳能战略与市场总
监Andreas Bögli也试图向中国投资者推荐ISCC，“这是个很好的
理念，造价、成本都更低，比较适合中国的现状。”Goldman描
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对于250—350MW的电站，拥有6小时
储能系统后，如果其中25%电力来自燃气，发电成本能将至9美
分/千瓦时；如果50%来自于燃气发电，综合发电成本能降至7
美分/千瓦时左右。或许这对中国来说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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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平价——永恒的理念

Stefan Pietzsch, EuPD Research

本文对目前业内热议的电网平价相关事宜进行了讨
论。尽管业内对于光伏的思考已经卓有成效，但本文却意
在指出产业市场在进行由补贴型向非补贴型这种必要转变
时所受到的种种影响。

电网平价——产业的圣杯

多年以来，电网平价一直被认为是光伏产业的救世
主。业内普遍认为，一旦电网平价得以实现，光伏产业将
有望摆脱补贴的扶植。但是，届时光伏市场的需求也将一
触即发，致使全球市场需求呈爆炸式增长。过去若干年内
所累建起来的过剩的产能也会成为满足此种光伏应用需求
的必要条件，同时，整个产业将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但是，上文所描述的情景的真实性从未得到过证实。
实际上，电网平价在很久之前就已实现，其中包括德国、
意大利、夏威夷、西班牙及其他十余个市场。到底发生了
什么呢——难道市场需求直线上涨了么？答案是没有。

事实上，我们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已经成为口头
禅了的“电网平价”。这个里程碑式的“圣杯”本身太过诱
人、太过重要，以至于其真实性已经不再是所关注的重点
了。当电网平价在理论上得以实现时，人们却表示，在计算
中所作出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假设条件随即被一次
又一次地更改。此举使得电网平价的“实现”被随之推迟，
但却仅仅推迟至人们坚信其仍是产业救赎之道的状态而已。
在那之前，对于这一理念最忠贞的拥护者而言，都将一直是
黎明前的黑暗。这一理念仍旧存在于此，永无错处。但是其
此前据称所具有的影响，却始终是极其错误的。

电网平价——到底什么是电网平价？为什么对此有如
此多不同的理解和定义？

为了理解为什么这一理念不具备任何现实参照，首先
必须得理解“电网平价”这一词汇的意思。相关的定义数
量众多，但是较为被普遍接受的概念是：光伏电网平价是
为从电网获得电力而向事业部门所支付的电力价格与光伏
系统平准化电力成本持平的电价交汇点。

平准化电力成本(LCOE)是应用于所有发电技术之上的
净现值概念，描述了使用相应技术生产一千瓦时电力所预
期的成本值。因此，简单来说，这一概念是电厂在其使用
寿命期间内所生产电力的平均预期成本。

事实上，业内还流传有其他定义，如补贴平价和发电
平价等，但其所表达的内容大同小异：即LCOE与某一曲
线——获得的补贴(如FiT等)，或某一发电设备发电的平均
成本——的交汇点。理论上来说，当相关价格处于这一交
汇点上时，选择通过已有光伏系统自行发电而不选择接受
上网电价补贴，或选择现有公共规模电厂电力，或选择由

电网处购得电力，是一个行得通的举动。

电网平价理念在高新领域内无足轻重

那又是为什么电网平价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运作呢？
为了理解相关原因，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光伏系统的
电网平价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为求得交汇点的值，首先应
对下列变量进行假设：

·· 产能
·· 系统成本
·· 利率/贴现比重
·· 运行与维护(O&M)
·· 通货膨胀
·· 电厂使用寿命

由于上述变量的假设需因情而定，于是便出现了本文
在第一个小标题中内所描述的各种情形。然而，在大多数
情况下，所进行的假设并不适用，除非使用极高的利率来
对所发电力的现值进行贴现(事实上这一做法在反应所需回
报时间时较为适用)。

但是，此种方法仍然有两处不足。首先，所发电力不
可能在实现中完全被消耗。其次，很少会有资本会被投在
回报率长达15-20年(即系统的使用寿命)的项目上。因此，
电网平价的理念正如此前曾遭遇过的一样，对于现实并没
有产生任何影响。

升级版“圣杯”不确定

目前，凭借光伏系统的先进技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
题被提了出来：光伏何时才能真正具有竞争力？很遗憾，

图一：最新平价理念

Source: EuPD Researc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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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再进行一次假设。这次假设中
最重要的是产量和回报时间。总的来说，确定一个合理回
报时间(PBT)是较为困难的，但是从EuPD的价格监控系统来
看，住宅终端用户的PBT应该在八年或更短。

EuPD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德国南部的一户人家每
年的电力使用量为4500千瓦时，所安装的南向4kWp光伏
系统可通过“自然”的自发自用方式，满足该户居民“平
均”每年49%的需求。这些数据均是在VDEW(德国电力联

Source: EuPD Researc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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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某特定光伏设备在其使用寿命期间自发自用所节省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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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的档案所算得，并将年度的平均天气状况也考虑在
内。如果只有49%的光伏系统电力能够被立即消耗，并且该
系统并没有配备蓄电池或智能电力消耗转向装置，同时，
该用户还希望获得最多的八年回报期，以0.24欧元的单位
电费来计算的话，系统成本应达到每kWp· 1000欧元(在
这一模型中，系统折旧和折扣比重的下降将由电费的上涨
来弥补)。如果相同的家庭同样安装了1kWp的系统，但其·
“自然”的自发自用比例达到99%，那么所需的系统价格就
要达到每kWp·1900欧元。

同样，这一案例也可以从预期回报时间的重要性这一
角度来分析。如果大多数对光伏感兴趣的终端客户预计其
系统的合理回报时间(PBT)约为16年，那么上述案例中如果
安装的是4kWp的光伏系统的话，那么其成本约为每kWp·
2000欧元。

这些案例中均未考虑将多于电力出售给公用电网的情
况(如净读表数字或可能出现的入网补贴)，也没有将储能或
智能消耗考虑在内。这些案例仅是为反映出真实直接的条
件而给出系统价格所应处在的位置而已。

解决方案？有很多！

那么，基于上述研究发现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产业若
想生存下去，不应仅仅依赖于“陈旧”的电网平价理念，
这也不利于产业开发新客户。还有许多种不同的理念能够
提高自用电力比例，并为公共设施提供了对电网进行引导
的能力。但是最终受益的还是消费者。人们需要能够获得
帮助来解决高能源花销、能源供应安全和能源依赖等问
题。因此，产业应提供具有以下几点特质的解决之道：

1.· 具有可行性并符合成本效益；
2.· 允许用户对其设备所产生的很大一部分电力进行自发·
· 自用，以将“浪费”掉的电量降至最低；
3.· 为用户自身留出合理的分期偿还期。

因此，产业目前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并很
可能最终演变成比此前预想的都要严重的阻碍。而另一方
面，像蓄电池和智能能源设备等解决方案虽然会提高光伏
系统的成本，但他们还将提高能够完全消耗的电力的比重。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如上文所描述的，目前还并
没有任何替代性方案能够进一步降低成本。由于光伏组件
在总系统成本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因此仅靠组件制造
商是无法实现成本的下调的。在未来，让光伏行业真正获
得竞争力的重点应该转移至光伏价值链上的其他部分。我
们对那些在2012·InterSolar展会上亮相的新解决方案拭目
以待，关注其是否能够真正有助于整个产业面对各种挑战
并向着全新且经过深思熟虑的光伏产业转型。

作者简介

Stefan·Pietzsch先生是EuPD市场调研公司
驻德国柏林分析团队中的一名专家兼估值
顾问。在加入HRCG前，他曾在德国一家领
先互联网电信公司的战略策划部门工作，
并为管理层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分析和管理

报告。在此期间，Pietzsch先生对研究领域的认识不断深
入，并对其随后在HRCG的工作多有益处。

图三：自发自用量下降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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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到方案 
——施耐德产品在中国试图从产品销售向系统集成业务过渡

文/王超

对施耐德电气来说，作为一家拥有超过170年历史、涉
足电气近百年的老牌企业，在光伏电站发展的浪潮中如不抓
住机会是说不过去的。施耐德的光伏业务不仅包括逆变器、
汇流箱等硬件产品和电能监控系统等，还涉足电站的整体解
决方案和EPC服务。在中国市场中，施耐德的产品销售中规
中矩，而整体解决方案和EPC业务则遇到了一些困难。

产品突围

施耐德参与光伏行业已经有20多年的经历，最早将
其传统的电气产品延伸至光伏产业，到2008年通过收购
Xantrex涉足光伏逆变器领域。根据IMS Research的数据
显示，2011年施耐德逆变器的欧洲市场份额为3%，排名
第十。

目前施耐德主要提供三种主要型号的逆变器：Xantrex
单相、Xantrex GT三相和Xantrex GTE，其中Xantrex单相
逆变器主要面向小型系统用户。施耐德还在中国市场推广
其针对高海拔地区应用的GT500MVX逆变器，这款产品在
4500米以下不需要降容。施耐德还为这款高海拔产品提供
了针对恶劣气候的加热器选配件使其所适应的最低温度从
零下20度降至零下35度。

中广核太阳能和力诺光伏是施耐德在中
国的主要客户，其参与了中广
核的敦煌10MW
电 站 、 西 藏
10MW电站、
青 海 锡 铁 山

一、二期总计40MW电站等数个项目。施耐德认为在中国
西部高海拔地区和恶劣环境下更能体现出施耐德产品的稳
定性。施耐德技术中心主任工程师刘福强表示，“我们在逆
变器的连续性上投入了大量经历，试图通过提供24小时服
务来尽快响应产品所出现的问题。”

随着电站单体规模的增加，电站并网的电压等级也在
相应提高。施耐德相应的推出了针对恶劣环境下的封闭负
载1000伏直流断路器。为了在恶劣环境下保证稳定性，这
款断路器的寿命预期达到了IEC相应标准中机械寿命的18
倍以及电气寿命的10倍。施耐德试图通过加强的质量保障
获得中国电站业主的认可。

在中国逆变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施耐德希望摆脱
低价竞标的恶性循环。施耐德选择了把他们所擅长的各
种产品集成在一起打造了PV Box(光伏电能转换箱变)。 
PV Box里面包括Xantrex逆变器、直流汇流箱、防雷配电
柜、升压变压器、中型电压开关，此外还提供气候监测
控制、通讯设备、安保设备、阵列线路监控、SCADA监
控设备、电表等选配设施。施耐德现在提供了Xantrex 
GT630E、GT500MV、GT500E、GT250或GT250E转换器
的定制设计。PV Box在中国的第一个客户是力诺光伏，施
耐德为这家老客户提供了包括PV Box、UPS及相关配套产

品在内的整套智能集成电能转换解决方案。施耐德
表示，虽然没办法通过单项产品进行低价竞

争，但是PV Box的整套产品在价格
上具有很大竞争力，并且在

散热、通风机防护等
级上也拥有较

图
片

来
源

：
PV

-T
ec

h

图一：力诺光伏德令哈30MW电站中采用的施耐德箱式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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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配置。

从产品到解决方案

虽然施耐德逆变器在全球已拥有一定份额的市场，
在中国市场也逐渐被电站业主认可，但施耐德并不满足于
此，正如在其他行业中所进行的，他们在中国市场的最终
目的是做整体解决方案。施耐德解决方案事业部太阳能行
业经理邢莉表示，“全球范围内，除了中国以外，我们基本
上是以EPC为主的。在中国有一些业务模式问题还没有真
正全面展开EPC业务，只是在新疆无电村、城市屋顶电站等
小型项目上施耐德提供了整体解决方案。”施耐德在中国设
立了除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外的第四个光伏系统集成事
业部。

施耐德光伏业务解决方案包括大型光伏电站、建筑光
伏和智能微网三个内容。以大型光伏电站为例，除了组件
和支架以外的电气产品施耐德几乎都可以提供：逆变升压
站、变压器、低压配电柜、中压开关柜、直流汇流箱、光
伏追踪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电力能源监控系统等。中国
的电站业主很难从一家企业采购所有的电气设备，于是施
耐德退而求其次，建立了由下向上的从产品到电气成套设
备、再到电气整体解决方案以及项目总包交钥匙的金字塔
型“灵活商务模式”。

刘福强解释了施耐德在中国EPC业务进展困难的原
因，“其中一个困难是没有设计资质，但是施耐德拥有电站
的设计能力。施耐德的强项是产品，因此可以向设计院提
供设计方案和产品参数作为参考”。小型项目的设计施耐德
基本都自行完成，在大型电站方面，施耐德主要负责投标
部分的初步设计。邢莉认为EPC业务在中国难以大规模推广
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电站投资者理念不同，“国外
电站投资者可能对整个技术细节不是特别了解，并且在国
外对设计资质没有要求，因此投资者会全面依赖于像施耐
德这样的EPC公司，中国很多电站业主本身就对整个电站系
统技术非常了解，所以他们往往把系统招标分成了细化的
分包”。

施耐德很希望在中国将其系统解决方案部门培养成EPC
公司，而目前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寻求总承包的机会。邢莉
表示目前正在谈几个项目，“中国很多业主想体现他的能
力，他有各种需求，也有各自的想法，施耐德的角色从产
品供应到系统解决方案，以及EPC整体承包，都可以配合中
国客户。不管业主划出来怎样的业务范围，我们都能参与
进去”。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仍然是施耐德最看重的，他们试图
用系统效率来说服中国的业主认可这种模式。邢莉表示： 
“施耐德在欧美地区做过的项目中做得比较好的可以达到
85%以上的系统效率。从光转换为电是组件的效率，电力从

直流汇集再转换为交流是电气效率，这也是系统效率的核
心。”如果业主要求施耐德对其EPC项目保证发电量，施耐
德则要求所有的设计、产品选型、工程都要由其完成，甚
至如果业主要求保证十年的发电量，施耐德也要求获得这
段时期的运营维护合同。刘福强解释道，“组件的选型与设
计非常重要，要尽量降低错误配对(miss match)的损耗，然
后还有阴影损耗、逆变器的损耗、变压器的损耗等，施耐
德要控制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可能产生的损耗，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发电效率。”

施耐德在EPC业务上提出了两点：效能比(Performance 
Ratio)和可利用水平(Availability Level)。施耐德宣称是业
内第一家采用效能比的系统集成商，可利用水平则保证了
系统运行的连续性。在保证了系统效率之后，施耐德还考
虑了电能质量。施耐德的电气业务与国家电网已经保持了
多年的合作、交流，施耐德表示懂得国家电网对电能质量
的要求，认为对电站发电量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是打动电
网公司吸纳光伏电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光伏电力的不稳定
性是自然条件产生的，现有技术下都难以将其进行‘质’
的调节，施耐德现阶段能做的就是通过硬件控制系统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并调节电力的谐波等相关的指标，如提供相
应的无功补偿设备等方式来弥补电力产生的谐波及其他危
害电能质量的因素，”刘福强强调，“任何一家产品都会有故
障，施耐德只能保证控制故障的频率以及所提供产品和服
务的连续性。”

邢莉透露，施耐德目前正在跟几家电站业主商讨系统
集成的合作。

未来的期待

至今，施耐德已经在全球累计参与了超过1700MW项
目。在海外市场，施耐德频频获得EPC总承包的订单，如
法国阿基坦74MW电站、保加利亚某39MW电站等，而施
耐德尚未在中国获得系统集成的订单。施耐德电气太阳能
事业部亚太区副总裁蔡秉芝表示：“在中国不管政府还是业
主、EPC方，他们都需要可靠的产品，相信施耐德可以从技
术上、经验上与市场一起前进，特别是希望提供令业主满
意的电能质量，以此寻找合作契机。” 

蔡秉芝并没有透露施耐德在2011年光伏业务的业绩，
只表示2011年相关业绩比2010年有两位数的增长，并且
2012年将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速。施耐德与整个光伏业一
起，从2011年开始将市场重点转移至美国和亚太地区。除
了中国外，施耐德在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区的业务
拓展已经获得了不错的效果，澳大利亚的市场占有率也比
较可观，在日本市场施耐德则希望借助此前的业务基础并
用好的售后服务来打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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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应变：应用材料寻求新突破

文/王超

在光伏行业的波动变化中，应用材料或许将要结束其
自2008年以来连续14个季度的光伏设备厂商排名第一的位
置(数据来源Solarbuzz)。尽管订单有所下降，这家半导体
设备行业巨头仍在通过整合、重组为未来做好储备。

技术路线

虽然应用材料太阳能部门的业绩出现了下滑，但是
这家公司还是延续了其每年春天在中国西安召开“创新
峰会”的传统。应用材料太阳能总裁Charles Gay博士在
创新峰会上的传统演讲在提及光伏发电平价上网之余，也
进一步探讨了未来的光伏技术路线图。按照应用材料的分
析，2011年之前还是传统电池、选择发射极以及双重印
刷技术所代表的1代技术，2012年则是通过离子注入p-n
结(implanted junction)、双面钝化(2-side passivation)、 
优化光收集(optimal l ight trapping)等1.5代技术向
MWT、EWT、IBC等背接触的二代技术发展。在应用材料
西安太阳能技术研发中心中，这家公司已经展示了一块IBC
组件(见图一)，在表面上看不到任何栅线。拥有目前最高量
产电池效率的SunPower便是采用了这种技术路线。

应用材料中国首席技术官邹钢博士表示，公司一直定
期与客户分享技术路线图，并且也在一步步按照技术路线
图在发展。西安研发中心在双重印刷和选择性发射极方面
投入了研发，并与客户增加了互动。应用材料试图在不同
的技术路线上同时推进，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应用材
料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技术方案，而客户现有的设备是
不同的。以离子注入为例，有的客户认为成本高，而另一
些在已有的设备基层上会认为成本变化不大。”

提升产能效率和降低成本是应用材料一直追求的。其
HCT线锯设备在过去一年已经有所提升。普通的线锯一般
是1200、1400mm/分钟的切割速度，目前应用材料已经
提升至2200以上，更高的速度可以做到2500。 

关于何时推出IBC组件，应用材料Mark Pinto表示， 
“这取决于何时能在成本和成品率上实现平衡，目前看这
种组件的成本确实太高了，虽然成品率还可以，但没有经
济效益的推动。我们预计要用几年的时间去实现这个目
标。”

邹钢从另外一个角度评价了技术的推进，“现在的
EWT、MWT、HIT、IBC等技术概念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存
在了，哪种技术在现有的供应链下成本越低就会越流行，
但是当时不流行的技术也不是说未来就没有用武之地。譬
如，EWT、MWT技术的应用还取决于背板等材料和相应
的成本。”

曾经担任惠普前副总裁、现任应用材料中国区总裁的
高瑞彬对比了半导体与光伏业在技术进步上的区别：“应用
材料半导体行业中有大量技术、工程设计师来配合每两年的
新技术突破工作，而在光伏业中并不会有这么快速的技术突
破，转换效率的提升是一点点实现的，并且技术的提升也
不会对现有工厂带来大的变动，我们也在与厂商进行密切配
合，很难从一代技术突然发展到下一代的技术。”

按照邹钢的说法，应用材料现在至少在探索五种技
术，以寻求在产业动态发展中能保持与业界的密切互动。

MWT是应用材料重视的技术路线之一。应用材料技术
研发某负责人认为MWT在未来几年会快速发展，并且是从
标准电池向背接触电池的过渡技术，最终有一天或许电池
表面栅线将完全消失。应用材料为MWT技术的Pegaso设备
提供了新的激光工具，使之与钻孔、边缘隔离、孔隔离相
配。目前这套新的设备每小时可加工1800片硅片，闭环控
制也保证了高精度和漂移补偿。在导控填充金属化的有效
控制方面，应用材料采用了三个不同的真空回路：硅片托
举真空系统、印刷中的低水平(low level)真空系统和印刷后
的高水平(high level)真空系统。

综合来看，应用材料的MWT印刷技术可以减少背面和
正面印刷的浆料用量，并且提升了JSC和eff参数；铝背场结
构的背面印刷可以减少银-铝的间隙，避免VOC损失，这时
就需要更精确的印刷间隙的图形校准。在确保了MWT技术
的实现后，应用材料将进一步向更复杂的IBC背接触技术迈
进。此外，革命性的异质结技术和kerfless技术也被应用材
料纳入未来的研发计划。

Pegaso的期待

对应用材料来说，Baccini Pegaso丝网印刷设备是其
光伏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这一系列产品在全球市场
的占有率约为75%。2011年9月，应用材料推出全新的
Applied Baccini® Pegaso™太阳能电池制造平台，实现电
池的双面印刷，并通过提升成品率和产量等多种方式降低
每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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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应用材料的IBC组件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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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新Pegaso设备的使用者，台湾昱晶(GINTECH)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总裁陈建丰在2012年西安
创新峰会介绍了这段时期的设备运营情况。昱晶作为2011
年全球第七大光伏电池制造商(数据来源Solarbuzz)，2011
年的出货量和产能分别为873MW和1200MW，并计划在
2012年将这两项数据提升至1250MW和1500MW。就在
新设备尚未正式推向市场时，在2011年4月份，昱晶就采
用了四台新Pegaso电池制造平台用于量产生产线。昱晶要
进行产能扩张但厂房面积有限，而新Pegaso电池制造平台
宣传不增加体积的情况下产能是原有设备的两倍。陈建光
介绍道，“当时这四套设备是全新的系统，我们原先就预计
了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昱晶其实是不怕问题出现，反而
是怕不出现问题。因为出现问题如果解决了，就不再是问
题。所以在昱晶的新厂房中，我们希望赶快把设备的所有
问题全部呈现出来。”

昱晶为了尽快发现新Pegaso设备的问题，把大量的硅
片生产转移到这两条新生产线上，白天生产发现问题、搜
集现象资料，晚上工程师再进行修正或更换一些零部件，
最终通过三个阶段将Pegaso的产能完全释放出来。第一阶
段主要是优化shuttle传输机制，每条线的电池产能从开始
的1万片/天提升至2.5万片/天；第二个阶段是减少工具停
机时间至小于5%的工作时间，阶段末期则将产能提升至3万
片/天；第三阶段是提升shuttle cable寿命至超过6个月；最
终将产能提升至5.2万片/天。而老一代的Pegaso产能约为
2.7万片/天。昱晶证实了新Pegaso产能翻番的说法。随后
前两台所积累的经验被昱晶应用到后两台设备上，产能提
升的速度也明显加快。在2011年11月份第四条新Pegaso投
入运营后，四条生产线的单日产量可超过20万片。

除了产能上的提升，新Pegaso在破片率的控制上也
有提升。新Pegaso重新设计了传输带、shuttle table soft 
design以及flipper tank belt，并优化了传输参数。在设备开
始运行的时候，日产量破片率曾一度高达0.12%，随着不断
调节，使这一数字降低至0.04%。昱晶在统计了3000万片
电池的生产数据后，得出应用厚度200微米的硅片制造电池
片的平均破片率小于0.06%。

昱晶在经过近一年的运行后得出，新Pegaso生产线相
比之前的机型可以节省30%的运营劳动力。

应用材料提供了另一套数据。在新Pegaso设备上实
现了最高达65344片的日产量；在其28天连续运行中
的，180微米的156×156硅片的破片量为3131块，平均破
片率为0.0575%。

阿特斯技术副总裁章灵军也表达了对应用材料丝网印
刷系统的认可，“MWT电池的丝网印刷是在孔洞里进行浆料的
印刷，这是以前没有的一个新要求，如果印刷的不好，就非常容
易出现漏电的情况。阿特斯使用Pegaso的设备生产的量产单晶
MWT电池效率平均达到19.5%。”

邹钢很看好新Pegaso的未来，“这套设备做了大量改

进，包括丝网板等诸多细节，得到的收获是良率提升，以
及满足了更高的电池制备要求。”

押注离子注入

在收购了涉足半导体离子注入技术超过三十年历史的
维利安后，应用材料将其Solion离子注入平台纳入了其光伏
业务中，以取代传统的扩散掺杂工艺。在过去已经有二十
一台Solion设备卖出去了，2012年计划卖出十到十五台设
备。

传统的P型电池用扩散掺杂工艺即可实现，这种工艺用
三氯氧磷进行掺杂，而Solion的离子注入工艺可以将电池
的转换效率提升0.5%。应用材料维利安事业部副总裁Jim 
Mullin并不认为使用新型工艺会带来成本上的困扰，“传统
的扩散掺杂工艺有六个制程，相比之下，Solion的工艺缩减
至五个制程，并且不再需要边缘隔离步骤，也不需要增加
额外的热处理。再加上转换效率的提升以及产能的增加，
平摊下来的成本并不会增加太多。”

维利安对比了掺杂工艺和离子注入技术的精确掺杂
下电池成品率的对比，可以看出分布在边缘的效率低的电
池片将很难卖出好的价格甚至按照作废处理。在维利安看
来，离子注入的闭环剂量控制能力可以精确控制掺杂原子
在特定位置的确切个数，在每一硅片上获得可重复和可预
期的结果，最终提升电池片的分级表现。

关于Solion是否会对生产成本产生影响，应用材料太阳
能事业部产品销售祝波表示，“有的客户觉得离子注入成本
很高，而另一些客户的反馈告诉我们引入这种技术的成本
并不会影响多少，这具体还要看用户自身的条件。”

Solion平台已经获得了两家工厂的数据反馈，他们在生
产中实现了最高19.5%和平均19.1%的电池转换效率。N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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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传统扩散与离子注入的参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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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制造是Solion最主要的市场。N型电池的硼掺杂实现难
度要大，离子注入工艺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重组之路

面对业绩下滑，应用材料在2012年4月宣布重组太阳
能部门。作为太阳能业务的负责人，应用材料首席技术官
Mark Pinto表示，重组计划的最主要动作之一便是将线锯设
备的生产和运营放到中国或亚洲其他地区。此前，应用材
料已经在江苏扬州部署一座工厂，计划代替瑞士HCT线锯设
备工厂；而HCT设备的研发将保留在瑞士，应用材料希望保
持原有的创新、研发资源。应用材料没有透露目前扬州工
厂的进展程度。Mark Pinto透露，应用材料与马来西亚一个
生产商曾签署了代工协议，未来将视中国市场的恢复情况
来决定何时实现生产线的转移。

应用材料销售总监肖劲松表示，未来也将进一步加大从
中国采购质量合格的部件，这也将是业务调整的一个方向。

作为应用材料所看重的研发，邹钢表示在重组过程中
不会减少相关费用的投入，“研发方面的投入包括在线锯、
二代电池，再到Pegaso丝网印刷设备和收购的维利安离子
注入设备，一直延伸至其他新产品的研发，应用材料都将

继续加大投入，这个很重要。”
不久前，应用材料宣布维利安前CEO Gary Dickerson

出任总裁，负责能源和环境解决方案、显示器解决方案及
硅系统组。应用材料希望通过管理层调动、技术研发、设
备更新等多种渠道继续保持其在光伏设备领域内的地位。

图三：应用材料位于西安的研发中心

图
片

来
源

：
应

用
材

料

+886.2.2725.5200       2644              +886.3.560.1777      207

Solarbuzz指出，2011年全球的太阳能电池产量达到29.5GW，其中，台湾市场的太阳能电池产量就高达7-8GW，占全球总产量的24%以
上，备受全球瞩目，许多国际买主已经转向台湾采购，PV Taiwan是您不可错过的贸易平台，立即登录观展，探索新商机!

研究机构IMS指出，2012年的设备换机/升级需求约2.5-4GW，从现在到2016年约有250亿美金(20GW)的设备市场需求。制造厂集中的
亚洲，绝对是未来太阳光伏产业聚焦亮点。

将积极洽邀Solar World、SunPower、Sharp、Trina、Bosch、SolarWatt、Centrosolar、Heckert Solar、Isofotón、Hanwha、Azimut、
First Solar、Kyocera HIT、Philadelphia Solar、SILIKEN、Solsonica、SunEdison等全球重量级买主来台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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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劳恩霍夫CalLab实验室将组件测
量准确度提至1.8%

弗 劳 恩 霍 夫 太 阳 能 系 统 研 究 所
(Fraunhofer ISE)下属的检测实验室
CalLab PV Module日前宣布其光伏
组件测试的准确性得到提高，将误差
从此前的±2%降低到±1.8%，这将
会帮助提高检测的可靠性，使组件效
率测量更加精确。CalLab的测量误差
和光谱失配修正符合IEC60904-1和
IEC60904-3标准的要求。

“通过提高测量精度，CalLab可
以为制造商提供更准确的测试组件，
制造商也可以因此提高组件输出测量
的精确性，”研究所光伏组件质量保证
部门的主管Klaus Kiefer表示，“对于
2GW的产量来说，1%的误差就意味着
1400万欧元的价值。对投资者来说，
提高精确度有助于计算风险溢价和设
计电站规模。”

REC发布首个商业背面钝化组件

R E C 宣 布 在 于 近 日 举 办 的
Intersolar Europe展会上推出首个安装
了背面钝化技术的电池的商业多晶硅
光伏组件。这个REC Peak Energy Plus
系列相比传统组件能够多发电5W，输
出为255Wp。该公司乐观的认为将来
还能进一步提高输出。背面钝化技术
能够改善改善电池的长波响应，从而
提高电池性能。

REC电池和组件销售和营销高级
副总裁Luc Graré解释道：“REC非常
高兴发布REC Peak Energy Plus组件，

这展示出我们致力于开发在各种环境
下均能表现良好的创新型产品，从而
为我们的客户节约时间和金钱。在以
往各代组件高性能的基础上，我们得
以推出一款在高温少光环境中峰值能
源输出更大的产品。”

福思第一加速移植CdTe电池效率
提升技术

迫于保持住低成本领先优势的巨
大压力，福思第一太阳能(First Solar)
同材料专业公司Intermolecular合作，
吸取半导体行业的经验，加快材料和
流程的研发，从而缩短高效CdTe薄膜
光伏组件的上市时间。对于所有光伏
技术来说，将电池和组件在实验室中
达到的效率推广到生产车间都是老生
常谈的话题。

近一年前，福思第一的CdTe电
池效率创造了17.3%的世界记录，而
2012年第一季度生产线批量生产的最
佳记录达到了13.1%，而该公司预计到
2012年底平均组件效率将达12.7%。
过去两年中降低材料成本一直是降低
单位电力成本的最大推动力，而降低
行业成本的进一步推动力预计将是提
升转换效率。

同Intermolecular以往合作的CDP
一样，技术工作将在Intermolecular 
的加州圣荷泽研发中心及福思第一 
的研发实验室同时进行。

旭泓发布CELCO电池技术，量产最
高效率20.2%

旭 泓 全 球 光 电 近 日 发 表 了 两 项
技术突破，其中一项是名为CELCO 
的 电 池 技 术 ， 通 过 结 合 背 面 钝 化
和 局 部 背 电 极 技 术 ， 采 用 了 6 寸
(156x156mm)p型Cz单晶硅片生产出
CELCO电池的效率可以达到20.2%， 
目前该产品已经上市。另一项公布的
技术为“先进镀层技术”，据称该技术
可以降低银浆用量减少成本，可以使
单晶硅电池效率达到19.65%。

CELCO技术在旭泓原有的创新
工艺基础上增加了背面钝化和背面局

部接触技术，使得CELCO电池的效
率在旭泓去年公布的19.4%基础上实
现了大幅提升。背面钝化可以大大降
低载流子表面复合速率。此外CELCO
电池选择高品质的Cz硅片，进一步降
低饱和暗电流提高开路电压。由于载
流子寿命提高和背部钝化层对光学性
质的影响，CELCO电池的短路电流
高达39mA/cm2。正反两面的电极设
计均经过优化，以保证电池的填充因
子。CELCO电池的性能可以跟世界一
流的p型Cz硅片电池比肩，比如肖特太
阳能20.2%的PERC电池和尚德20.3%
的Pluto电池。

CELCO技术的另一个优势在于长
波量子效率的提高，这一波段的提高
不会受到EVA的影响，组件的电流也
可以进一步提高。CELCO电池与传统
电池外观结构基本相同，可与传统串
焊和组件组装技术兼容。

Kaneka与imec研制的6寸异质结硅
基太阳能电池效率达到22.68%

弗 劳 恩 霍 夫 太 阳 能 系 统 研 究 所
(Fraunhofer ISE)日前证实日本Kaneka
株式会社与imec联合研制的6寸异质结
硅基太阳能电池的效率达到22.68%。
该电池正面采用透明氧化层，并电镀
铜网格电极，并以此取代传统的银浆
网印工艺，公司称这一技术可以在提
高效率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

该太阳能电池由Kaneka位于大阪
的实验室开发，所使用的电镀技术改
进自imec的铜电镀技术。双方曾在去
年日本福冈的PVSEC-21会议上发布这
一技术，当时估计效率可以达到21%
以上。

REC在Intersolar上推出首个采用创新型
后侧钝化技术的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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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泓发布CELCO电池技术和先进镀层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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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今，光伏产业正处在行业整合阶段。所有的企业都
不可避免地要反思其自身的发展战略并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种行业整合期在其它产业大规模生产的初期也都曾经出
现过。如果仔细研究现在电池/组件生产商所经历的发展过
程，便不难从中看出大家所熟知的三重制约因素：时间、
成本和质量。

在生产中，时间因素总是存在的。工厂的总产出与生
产周期时间和设备故障时间密切相关。通过优化工艺布置
有助于减少两者所耗费的时间，并因此提高产出效率。

光伏产品的成本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一个是生
产所需昂贵/稀有原材料的数量。由于这部分是由电池技术
本身所决定的，因此很难在实际生产中改变。另一部分是
资源浪费，例如消耗品、工人和能源，并因此成为与自动
化生产和工艺控制最直接相关的因素。

第三种因素——产品质量，是指一项工艺生产的产
品数量与投入该工艺生产的原料数量之比，也被称为出产
率。要提高出产率，需确保低损坏率并采用精确而稳定的
生产工艺。

光伏产业中的自动化技术

在工业生产中采用自动化技术已有很长的历史。艾德
芒德·卡特莱特于1785年发明的纺织机被视为历史上第一
台自动化生产机器。而用于代替了人力劳动的蒸汽机的使
用，则加快了自动化技术的增长，并延续至今。 

得益于传感器和控制领域各项技术的持续进步，自动
化技术的适应能力变得更加强大，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任
务。而计算机控制设备的引入则通过提高生产质量和降低
成本，进一步推动了大规模工业生产。

工业上任何领域在自动化应用上取得的微小进步，都

将使未来的制造业与如今完全不同。一旦生产过程涉及到
了DDDs(危险、肮脏和枯燥)里的其中一项，就应该采用
自动化技术来取代人工生产了。虽然提高降低成本的潜能
被认为是自动化的主要作用，但其实还有着许多其它的优
点，例如程序化步骤的可预测重复性、能满足不断增长的
产能需求以及处理大规模数据的能力等，都是与自动化密
切相关的。

合适的自动化理念总是以充分理解产品本身为基础
的。为了获取更高的效益，需要同时掌握自动化技术和光
伏产品生产的知识和经验。而只有在相关工艺步骤的优化
方案能够满足实际生产需求的时候，企业才能获得最高的
生存率。

工 厂 生 产 自 动 化 是 不 同 硬 件 和 软 件 在 多 方 面 结
合的成果——计算机集成制造(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简称CIM)。对工厂设计者来说，计算生产
设备或工艺链的最佳自动化程度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
要了解这项挑战的背景，可以仔细回顾一下历史。在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CIM”一词等同于将工作场所转变成无人
工厂。由于工厂操作者掌握的大多数生产经验都无法编入
自动化系统的软件中，所以建造无人工厂的想法需要重新
考虑。之后，CIM的形式便开始发生了变化。即全自动化生
产线的概念转变成了以最佳自动化程度为追求目标，换言
之，是按照实际需求来调整自动化程度。最佳自动化程度
的计算是以劳工成本、自动化成本、生产质量和产品上升
期等这些相互制约的因素为基础的。

“对于光伏生产商来说，采用自动化
生产工艺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高
产能的需求。”

自动化技术如何助力光伏产业

Roland Wertz, Fabian Böttinger, Christian Fischmann, Tim Giesen & Marcus Michen,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IPA), Stuttgart, Germany

本文原载于第十六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季刊中

摘要:
尽管不同光伏路线图彼此之间有所差异，但它们的基本趋势总是保持一致的：即都预测光伏产业将迎来超过五至

十年的指数增长期。最新电池技术促使像欧洲中部这样的地区的电网平价成为现实，并因此帮助光伏发电继续成为最
受欢迎的可再生能源。也因此，整个光伏产业从利基产品发展成为了大规模生产。如今，完整价值链上的每个参与者
不但要迎来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还要面对保持盈利的挑战。采用合适的自动化技术不但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还将
为企业在这个动荡的市场中取得(或维持)成功铺平道路。

工厂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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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光伏生产商们所面临的最艰难的一个挑战，是如
何为未来光伏市场制定一个包括最佳自动化程度在内的生
产战略。而对于其它行业，促使公司开始(或进一步)考虑自
动化生产的最初动因往往是与产能相对应的生产成本提高
问题以及对生产工艺的更加可靠和复制性更强的追求。其
它动因也可能被逐渐意识到，例如提高生产率的需求、加
快投放市场的速度以及实现灵活的定制化生产等。然而，
对于光伏生产商来说，采用自动化生产工艺最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满足高产能的需求。

图一显示了以产能为参考依据的自动化程度权衡过
程。图中的曲线仔细考虑了人工、灵活和固定生产工艺之
间的经济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影响机器人制造和刚性自
动化制造(Hard Automation)之间抉择的技术因素可能起到
更为重要的作用。由于每天生产的太阳电池产品数量非常
之多，所以刚性自动化在硅片和单晶硅电池的生产过程中
被广泛使用。使用刚性自动化的另一个优势是光伏生产线
的工作部件非常少。现在厚度为160µm到220µm之间的
156mm×156mm标准电池片的生产基本上是一项相当稳
定的过程。因此，采用一定程度的自动化生产能帮助生产
商对整个生产系统进行优化。

在考察光伏产品生产中自动化系统的效益和优势的同
时，不能忽略掉引入系统时要面对的挑战和投入的工作。
为了能掌控技术的复杂性，除了投入资金之外，在制定一
项新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时还应进行系统地规划和设计。因
此，为了确保解决方案能持久有效，自动化所涉及的范围
应兼顾现在和未来的需求。首先，需要对技术挑战进行基
础而系统的评估，这包括了未来节约成本的挑战[2]。在此
基础上，还必须为特定的工艺程序制定可行、合理的自动
化解决方案。

如果以工业机器人在全球的分布情况作为衡量硬件自
动化生产的总指标，则其中45%的自动化解决方案被应用在

了任务处理的工作上，紧接着是27%和10%的自动化分别用
于焊接工作和装配工作上[3]。

自动化生产VS 人工操作

原则上，区分全/半自动化生产与人工操作之间的差别
是有必要的。在产品数量非常大时，或者如前文所说的，
在生产中涉及到了DDD的至少其中一项的时候，引入自动
化生产是相当有效的。

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压力在最近几个月内快速上

升。而使用自动化生产是降低硅片损坏率和减小玷污程度的关键

措施。由于亚洲正面临着劳工成本逐年大幅上升的产业环境，所

以投资自动化系统所带来的回报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而光伏

产业的大规模生产环境使自动化系统成为理想的选择，它不但能

提高企业产能，还能使产品质量波动幅度降到最低。

(Florian  Nachbauer, Centrotherm电池&组件股份有限公司供

应商管理总监)

促使企业采用全自动化生产线的原因不止是降低劳工
成本，提高产能并显著提升产品的质量同样是重要动因。
与不断持续的界面标准化过程相结合，生产效率能得到有
效提升，并同时缩短量产爬坡周期。由于工厂具有灵活
性，同时产能也在提升当中，所以，与管理一大群工人所
做的工作量相比，为了满足增长需求而采用的自动化生产
计划和实施工作会显得轻松许多。换言之，合适的自动化
方案让生活更轻松。

“一个合适的、平衡度最佳的自动化
生产方案有助于减少与硅片破损或质
量缺陷(比如微裂纹)相关的问题，从而
提升产量和质量。”

工厂设施

图一：有用的自动化程度——单位生产成本与产能的关系[1]

图二：容器装载之前的硅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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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装载(或卸载)和传送的处理流程可以优化，而每
个工艺步骤则单独进行评估。由于人工操作流程不能达到
完全重复，所以无法检测，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工人的
状况。此外，这种由人工操作的单任务工作流程显然是非
常枯燥无味的，因此注定将被自动化生产所代替。为了确
保产能的持续提升和生产的可靠性，要求简单和复杂的操
作都能达到高度精确的重复。理论上，由人工执行的简单
任务应该保持低失误率。然而实际上，连续八小时或更长
时间重复执行一项简单的任务是相当单调乏味的，这导致
工人难以在整个工作期间都集中注意力，结果操作失误率
比预想高许多。一个合适的、平衡度最佳的自动化生产方
案有助于减少与硅片破损或质量缺陷(比如微裂纹)有关的问
题，从而提升产量和质量。

当在装载(或卸载)湿法化学工作台时，操作人员将暴露
在腐蚀性液体或蒸汽的危险之中。而自动化系统的使用能
尽量减少这类危险，从而提高工作安全性。

与半导体工业相比，光伏制造不需要高度精密的净化
室条件。尽管如此，经过双向研究发现，在特定的工艺步
骤中使用微环境同样能提高最终产品的整体效率，尤其对
于薄膜技术。如果位置和尺寸都规划得当，对局部净化环
境进行投资还是能获得相应回报的。

“对于人工操作的工艺步骤来说，准
确查明质量缺陷或故障的具体源头要
困难得多。”

工厂自动化不仅仅是传送物品那么简单——它还是
软件与硬件的完美结合。此外，测量与控制系统需要达到
高度集成，以保证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与质量相关的
数据和传感器信号被用于控制工艺流程，并调整单独工艺
步骤，同时监测和优化单个工艺步骤对最终产品质量的影
响。自动化系统能追踪和复制某个时刻的状态以方便检查
系统的影响或检测故障，这是人工操作所不具备的优势。
一套兼容的软件系统能提升硅片和电池的可追溯性，并改
善整条生产线的质量跟踪效果。而对于人工操作的工艺步
骤来说，准确查明质量缺陷或故障的具体源头要困难得
多，硅片和电池也只能实现部分可追溯性。至于工厂IT系统
的产能，本文将在下文作全面叙述。

合适的自动化设备

在光伏制造中，自动化生产高度依赖于工艺步骤，因
此也就依赖于所要生产的产品。遍及整个工艺链条的各种
产品和消耗品必须在恰当时间里按照质量要求进行评估、
规划、传送和供应。对价值链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经过一
系列工艺步骤后，待传送零件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多晶硅
到最终的太阳电池板，对自动化技术的要求也随之改变。

特别是硅片和电池工艺期间的传输和处理，是光伏产业的
自动化中一项有难度的课题。一片极薄且易碎的硅片衬底 
(面积156mm×156mm、厚度160µm至220µm)需要在
不同的工艺步骤间进行处理。特殊的需求则要制定专门的
解决方案，主要操作包括预分离、给料、定位、拾放和组
装。

在进行这些传送操作时，不仅要应对处理好硅片脆弱
性的挑战，还要达到每小时3600片硅片或电池的高产出
要求。对于标准处理操作来说，这意味着每一片硅片只有
一秒钟的处理时间。使用自动化系统时，如果面对这种情
况，通常有以下几种处理方法。其中一种是采用相当快速
的处理系统，并能在此操作速度下确保所需的灵敏度；另
一种是相对较慢的方法，但使用几个自动化系统同时进行
操作。两种方法都是使用夹钳来处理衬底的。在现代生产
线中，标准夹钳一般都由供应商集成在设备上。弗劳恩霍
夫制造工程和自动化研究所(Fraunhofer IPA)的研究表明，
选择与工艺步骤相匹配的夹钳和夹取原理能有效提高生产
质量。由于在工艺处理期间衬底的表面结构会发生变化，
所以操作参数也要随之调整。

一条固定的光伏电池自动生产线只有在确保产品达到
质量要求的情况下，其高容量处理能力才有意义。因此， 
“质量”一词在光伏自动生产线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因此，
不仅仅是辅助工艺步骤中受某些组合因素影响的工艺输出
质量需要被慎重考虑，用于确保自动程序可靠运行的质量
检测和监控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拾放处理等。

工厂设施

图三：用于光伏生产的不同夹钳：1)伯努利夹钳、2)真空夹
钳、3)方形夹钳

图四：位于弗劳恩霍夫IPA的光伏产品测试和演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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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伏工业，自动化处理是自动化技术中最令人感兴
趣的领域之一。对太阳电池生产商来说，由于对涉及处理
操作的自动化解决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是一项充满挑战的
工作，所以Fraunhofer IPA为光伏工业提供了专门的处理
测试和自动化开发服务。对易碎硅片进行专业的可行性研
究有助于检验自动化解决方案的质量、功能、最小循环周

期以及总的获取成本。当为了减少硅料消耗而减小硅片厚
度以及在使用新太阳电池技术时，都需要对相应的设备和
组件进行修改和测试。通过使用实验设计(DOE: design of 
experiment)方法来制定综合的处理方案，能测试出处理组
件(例如伯努利夹钳)的位置精度。

一个完整的拾放循环是由一系列单个步骤组合而成

工厂设施

图五：拾放操作循环

图六：显示了一块晶片正在被拾起时(图片分别对应于图七所标注的几个点)拍摄的高速图像

图七：衬底在拾起操作时振动情况的图形描述

A 夹钳高度为3mm；无施加力

B 夹钳启动；空气开始流动

C 夹钳与晶片第一次接触

D 夹钳开始向上移动

E 夹钳在高20mm处停止

F 晶片被固定在高20m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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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五对拾放过程进行了演示[4]。总的来说，一个拾放
循环包括了七个操作步骤。为了便于结果的比较，每个测
试批次的提升高度、横向间距等测试条件将保持不变。

1.   第一步是先将衬底拾起，具体使用正压力法还是真空
法则取决于所采用的夹取原理。

2.  衬底被夹住后，立即被夹钳沿着特定垂直轴线拉起。
3.   接着沿单轴横向移动，类似于生产线里的从A点移动至

B点(即在设备的外部沿着传送带移动)。
4.   为了模拟方向的改变，通过减速和加速的方式给衬底

施加一个水平力，使其形成一个U字型的转动。
5.  第五步的移动方式与第三步相同，只是方向相反。
6.  最后一次移动是将衬底放置在目标位置上。
7.   为了完成整个循环，需要关闭真空装置(取决于安装的

系统)，以消除夹钳与衬底之间的附着力。

在进行这些实验的同时也收集到了的一批特殊数据，
主要涉及振动对硅片的影响。高速摄像图片(图六)显示了传
感器所记录(图七)的信息[4]。

工厂IT系统

围绕整条价值链的优化和成本削减措施是企业保持竞
争力的关键。尽管在过去，企业们通常只关注生产工艺、
新材料和材料的处理，但是到了今天，他们已经逐渐意识
到了改进制造系统的潜力。合适的IT系统，在证明了它们
强大的功能并被许多拥有大规模生产系统的工业领域所广
泛接受之后，如今被应用于工厂组织的所有层次级别中。
在管理(战略)级别上，较成熟的软件——例如企业资源计
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简称ERP)、供应链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简称SCM)和产品生命周期管
理(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简称PLM)——起到了
长期支持公司活动的规划和监管作用。在低一层次的级别
上，IT系统用于支持实际生产的运作和监控。而它们通常与
最低级别(工艺)相连接，并作为连接其它层次级别的智能纽
带(单个生产设施垂直整合的)。尽管还没被广泛用于光伏工
业当中，但人们认为这些工具同样拥有优化生产控制的巨
大潜力，并称之为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s，简称MES)。由于软件供应商的原因，一个单独
系统并不会拥有下面提及的所有特性；在某些情况下，一
些应用会被用来完成这些MES任务。本文并不试图列举全
部特性，但会致力于突出最有价值的部分，用于优化自动
化程度。

数据收集和分析

整合MES最主要的好处在于数据的自动收集、关联
和整合。生产数据与设备数据相连接，能对某些方案进
行深入分析，并计算企业利润的高级别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简称KPIs)。
低级别的设备参数集可以与工艺结果和质量的数据

结合起来。使用统计过程控制软件(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简称SPC)对这些数据集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
被反馈到MES中以实现动态的制程控制。通过在调整参数
集时结合来自设备的多重相联模块的数据，先进过程控制
(Advanced Process Control，简称APC)工具扩展了上述方
法的应用。使用这些自动化系统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工艺处
于稳定的水平，从而提高产量和电池效率。只有在某些紧
急状况下，才需要人工操作的介入。尽管有着上述优点，
但下面即将介绍的用于工艺控制的规则(部分非常复杂)仍需
要人工界定和维持。此外，操作人员会失去某些人工调整
设备参数的操作权限。

MES允许最终用户自行定义能实时计算的KPIs，以帮助
制定操作性或战略性管理决策。为了尽量减小设备空转或
待机时间，可以设置自动通知和报警功能。此外，以历史数
据、设备使用情况、设备参数和相关质量数据等为参考，进
行数据分析能帮助规划人员预测即将到来的维修操作。

材料跟踪和鉴别
对于全面的生产系统控制，软件和规划人员都需要随时

随地了解材料所在的位置。与实际设备和材料处理状态相结
合，能优化设备的使用和输出。此外，还可以建立一个由材
料鉴别数据、使用的工艺参数和与质量相关的数据组合而成
的历史数据库。这在处理保单问题、质量问题鉴定和库存管
理方面有所帮助。尽管如此，鉴于高生产节拍(周期)时间和
工艺操作期间材料表面发生的改变，要实现单晶硅太阳电池
生产的材料跟踪依然是的非常有挑战的。不过，可以使用物
理系统，例如由Q-Cell SE研发的激光电池标致法，或者集成
了MES的虚拟(基于软件的)材料跟踪系统。

详细的生产计划和执行
基于来自管理级别IT系统的生产要求，MES能够计算和

执行详细的关于材料、资源(例如设备)和物料流程的生产指
令。利用实际工厂数据，例如关于设备或其它资源的运行
状态，可以制定一个流程表。自动化执行将会导致参数被
分配到设备、硅片开始和材料处理工作当中。一些EMS帮助
生产材料被局部分配到设备中，并使管理层制定的雄心目
标得以实现。

基于IT自动化的主要缺点
为了获得部分软件控制制造系统所带来的好处，需要

详细评估和实现一系列的条件和需求。同时需要为购买和
维修软件和硬件付出昂贵的成本。处理特殊问题(软件故
障、升级和人工介入等等)时的规则需要清晰界定，选择 
“离线”生产的状况也同样要考虑进去。来自不同供应商
的设备和材料处理系统都必须整合在IT生产系统当中。尽管
作为一个统一设备交流界面的标准SEMI PV2越来越为人所
接受，以及商业PV2准许连接器也开放使用，但在市场上仍

工厂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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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找到一大批各式各样的软件界面。而有时候却根本不
存在界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为操作终端定制图形化用
户界面，同时进行人工数据采集。

在现今市场上，对于使用自动化光伏生产线IT系统所带
来的效益，仍然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尽管如此，那些使
用相关制造系统的相似行业给出的经验显示，使用这些软
件是能够带来积极收益的。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供应商正
为光伏工业提供量身定做的自动化解决方案，进一步证实
了上述的观点。最终，为了满足制造需求而选择一种合适
的软件解决方案，并对系统集成和操作规则进行修改，能
使工厂生产变得更有效率。

数字图像处理

对于光伏制造商来说，数字图像处理已经成为必不可少
的制造技术了，并帮助检查在所需周期时间内生产线出现的
薄弱环节。观察晶片的轮廓与形状、检查脆性硅材料的微裂
纹以及扫描丝网印刷电极，只是用于确保高质量光伏产品顺
利自动生产的其中一小部分图像处理方法而已。为了保证晶
片在某特定生产工艺时的质量，衬底必须放置在正确的方位
上以方便工艺的操作，例如丝网印刷或边缘刻蚀。

通过使用直接红外光照射，其绝对精度小于12µm的
先进图像处理能探测出正在操作中的晶片的精确位置。为

了能准确运行到下一步工序位置上，晶片被直接放置在镜
头拍摄范围所在区域上，并立即测量出它们所在位置。在
评估一个物体的位置时，通过考虑两个相关区域，能更精
确地对准物体(例如使用精确对准工具)，并补偿处理工艺期
间产生的位置偏差。自从背接触电池概念出现后，由于其
特殊工艺需要高度精确的定位，使定位问题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

“人们关注的焦点—降低单位生产成
本—将因此从电池的效率转向至生产
率和生产量上来”

展望

市场洗牌已经开始。一个制造商如果要保持竞争力，就
必须让大规模生产变得更有效率并降低生产成本。为了满足
未来大规模生产的需求，采用一个合适的拥有自动处理、传
感器以及相关IT构架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是非常必要的。每一
项生产工艺都有其单独的边界条件，需要一个定制的自动化
方案以满足时间、成本和质量三者相互矛盾的需求。

对于投资光伏电池和组件工厂的主要动力是否会继续

工厂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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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电池和组件效率或者生产效率的疑问，时间会给出答
案。因此，人们关注的焦点——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将
从电池的效率转到生产率和生产量上来。因此，今天对生
产和自动化领域的研发投资将会马上获得回报。从其它行
业获取的经验同样能适用于光伏工业的需求，并最终确保
未来进一步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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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开始，Elkem公司一直采
用冶金法来生产太阳能级硅(SoG-Si)，试验并评价了多种
其它冶炼方法。结果证实冶金法会受到不同工艺步骤的影
响。 一开始，Elkem专注于采用高纯原料，其后，在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形成真正的原型前，Elkem加入了几种附加
提纯工艺，使得这一原型最终于2009年产业化。此原型
包括硅还原炉的运转、炉渣处理、浸出、单向凝固以及后

处理(见图一)。 工艺流程中的第一步虽然只是生产冶金硅
的一种形式，但这一步的设计使其能够满足随后被精炼为
太阳能级的条件。在此工艺链中，这一步后紧跟着三步提
纯，即：

1. 炉渣精炼——去除掺杂物
2. 浸出——去除掺杂物以及金属元素
3.  固化(一种自主设计的定向固化法)——进一步减少掺杂

物及金属元素

太阳能级硅 
     ——“西门子法”是否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Jan Ove Odden, Anne Karin Søiland, Erik Enebakk, Steinar Braathen, Bjørn Sandberg & Kenneth Friestad, Elkem Solar, Kristiansand, Norway

本文原载于第十六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季刊中

摘要:
基于冶金精炼工艺制备的太阳能级硅(SoG-Si)通常被称为高纯冶金级硅(UMG-Si)。作为太阳能行业取得能够与其它

能源相抗衡的每峰瓦成本目标的关键因素，UMG-Si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UMG-Si”的定义比较宽泛，如今它囊括
了在产品品质以及性能方面迥异的多种硅原料。本文概述了Elkem公司通过采用灵活、可再生、市场上最低碳排放量
的冶金工艺路线来制造低成本硅原料的方法。结果证明，合格的达到SoG-Si水平的Elkem太阳能硅® (ESS™)具有与传
统西门子法提炼的多晶硅(poly-Si)可比的效率。本文还报道了最新的基于ESS制造的组件的性能。作为参考，我们同时
介绍了Elkem公司的基于SoG-Si原料的旧组件的稳定性。研究结果证实，采用ESS制备的组件具有与其它用poly-Si制备
的商用组件毋庸置疑的近似特性。因此，ESS被证明是能够取代传统poly-Si的备选原料。在此之上，它还具有更低的比
能消耗以及单位峰瓦的成本优势。

材料

图一：Elkem公司产业化冶炼工艺的五步：还原炉、炉渣处理、浸出、单向凝固以及后处理。利用可回收的硅锭截断进行制备突显出了
这一方法的优越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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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kem法每生产一公斤SoG-Si所排
放的CO2当量(CO2-eq)介于西门子制备
法排放的10%到30%。”

紧 跟 三 步 提 纯 之 后 的 是 后 处 理 工 艺 ， 这 一 步 包 含
了清洗以及最终产品的封装。正如图一所示，对于可回
收材料的利用，Elkem冶炼法很灵活。除了内部回收利
用之外，Elkem法还可回收利用太阳能工业中通常无法
最终成为太阳能电池材料的硅锭截断——习惯的叫法是
硬质合金截断。这也促使Elkem冶炼法成为了世界上最
环保的SoG-Si制备工艺，采用这种方法制造的最终太阳
能组件的能源偿还时间少于一年。这应该归功于Elkem
法 相 比 于 其 余 各 种 西 门 子 法 的 能 量 密 度 更 低 。 根 据 特
定 的 生 产 工 艺 流 程 以 及 多 晶 硅 厂 所 在 的 位 置 ， E l k e m
法每生产一公斤SoG-S i所排放的CO 2当量(CO 2-eq )，
介于传统西门子法制备多晶硅时CO2-eq排放量的10%到30% 
(每公斤SoG-Si的CO2-eq排放为11g对40-150g)[1]。

一个年产量达到5000吨的工业化原型厂已经在挪威的
克里斯蒂安桑建成。这个厂于在2011年扩大产量到6000
吨/年。随着产量在2012年有望进一步扩大到约7500
吨/年，就SoG-Si的单位公斤成本来说，Elkem的优势地位将
越来越显著。与此同时，随着产能的扩大，Elkem生产的太
阳能硅® (ESS™)中的硼(B)和磷(P)含量也降低了，现在的代
表性数值是0.22 ppmw B和0.62 ppmw P。

在过去的30到40年间，数家公司进行了太阳能级硅
(SoG-Si)制备冶金法的开发。就质量和成本来说，上文提
到的进展造就了Elkem工艺路线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
通过这些不同种类的冶金精炼法制备的硅通常被称作高纯
冶金级硅(UMG-Si)。然而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误解。硅的
品质，或者说是UMG-Si的品质，很显然要依赖于制备方

法的选择，因此市场上出现了化学纯度、均匀性以及外观
差异都很大的被统称为UMG-Si的产品。为了规范SoG-Si
的质量标准，SEMI制定了名为SEMI PV17-0611的标准。
如今，Elkem开发了一种符合此标准中第四类的SoG-Si产
品——这就是被冠名为ESS的原料。在表一中，我们给出了
一种对原料进行分析的典型方案。

采用ESS的硅片所制造的太阳能电池的性能

在过去十年，Elkem太阳能会定期发布基于ESS的单晶
和多晶硅片制造的太阳能电池的测试结果[2–4]。2008年
Q-Cells发布了一项涵盖15万个多晶硅电池的大规模测试结
果[5]。自此，多家多晶硅锭制造商采用各种ESS和多晶硅混
合配比的方法进行生产。通过在德国康斯坦茨ISC的不间断
测试，Elkem太阳能一直关注着采用其原料的硅片的质量。
图二给出了采用各家竞争对手在其日常生产线上生产的硅
片所制造的太阳能电池的测试结果。从测试结果来看，基
于ESS的电池具有与标准电池相近的特性，绝大部分的效率
能够达到16.5%到17%。需要着重指出的是，ESS不仅能够
应用于普通太阳能电池制造工艺，它还可能在将来被用来
制造高效率电池[6]。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ESS不仅能够应
用于普通太阳能电池工艺，它还可能
在将来被用来生产高效率电池。”

Elkem太阳能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尝试ESS在单晶硅片生
产中的应用。初期的试验发现硅片的硼含量超标，最近两
年硼含量显著降低。采用50% ESS和50%原生多晶硅混合制

材料

表一：SEMI PV17-0611标准的规范参数对照ESS SoG-Si原料的化学分析结果的代表值

元素  规范 Elkem太阳能硅
  SEMI PV17-0611 代表值

硼 目标公差 ≤ 0.38 ppmw 0.22 ppmw
  ± 0.06 ppmw ± 0.05 ppmw

磷 目标公差 ≤ 0.79 ppmw ≤ 0.62 ppmw
  ± 0.17 ppmw ± 0.15 ppmw

碳  ≤ 43 ppmw 25 ppmw

铝  - < 0.01 ppmw

过渡金属及后过渡金属 
  ≤ 200 ppba < 50 ppba
钛、铬、铁、镍、铜、锌、钼  

碱金属及碱土金属  
  ≤ 4000 ppba < 200 ppba
钠、钾、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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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单晶硅电池具有与采用100% 原生多晶硅制造的标准
电池相近的效率，只是沿着单晶长度上存在细微差别(见图
三)。我们测量了由不同晶体所制成的太阳能电池的光衰退
(LID)量，其结果与标准电池的结果相近，典型的衰损相对
值为1-3%。最近的几篇研究论文发现补偿硅的ILD值依赖于
净掺杂浓度(NA–ND)，而不是NA本身。其中NA是受主原子
浓度，ND是施主原子浓度。然而，这一说法仍旧没有达成
统一[3、7]。尽管如此，ESS已经被证实能够应用于单晶硅
的生产，而且它沿着单晶长度方向的电阻率均匀性也很好
[8]。Elkem太阳能正致力于试验在单晶硅片的制造中混入更
高含量的ESS，并最终期望在晶体中混入100%的ESS。

基于ESS的电池可靠性

如今，ESS生产工艺包括五步，即：硅熔炼、炉渣处
理、浸出、定向固化以及后处理，其中中间的三步是用来
去除各种杂质的。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硼(B)和磷(P)元
素，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最终客户使用的太阳能电池的硅
锭电阻率。历经多年，Elkem将ESS中的B和P含量从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早期的4 ppmw降至了现在的0.22 ppmw B 和
0.62 ppmw P的代表水平。

对于市场上各种各样的UMG-Si的品质，用户难以分
辨；而正是由于其品质存在的巨大差异带来了客户对采用
UMG-Si制造的太阳能电池的质疑。这个问题在UMG-Si出现
的早期并没有被解决，而且对于旧的组件也没有长期衰退
的数据记录。与此不同的是，为了得到退化指数，Elkem近
来不仅测试了早期开发的一种组件，甚至还对更小的原型
组件进行了检测。测试的结果(经过15年，有< 7%，以及经
过20年，有约20%的衰退率)表明基于UMG-Si (< 2 ppmw 
B和P)并不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或九十年代早期的商业
组件差。据报道，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组件呈现出每年近乎
0.7%的衰退率[9,10]，其与最早出现的含有ESS的组件具有
相似的特性(见图四)。这一结论促使Elkem设立了一个专门
针对采用100%工业化生产的ESS的太阳能组件的衰退特性
进行系统测试的项目。图四告诉我们采用工业化生产的ESS
的旧原型组件以及更新一些的组件的退化数值。

在图五中着重指出了从更新一些生产的ESS组件以及多
晶硅标准组件的前期运行表现得出的结果。y轴上的离散点
被用来表示ILD, 我们在任何硅基太阳能组件最开始运行的几
个小时内都能够发现ILD。结果中显示了在ESS和多晶硅组件
中存在相同数量的ILD(就组件级来说，这个数值低于1%)。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图中最后的两个数据点显示出比前一次

材料

图二：各家(A到G)硅片制造商采用不同ESS混合比所制造的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在相应的位置，采用多晶硅原料所得的数据被作为
标准值列出，同时给出的还有相应批次的标准方差；这些电池是采用类似多晶硅材料制造太阳能电池的工艺并在康斯坦茨ISC或其他工
业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的标准太阳能电池生产线上生产的；图中给出的是其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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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由50% ESS和50% 原生多晶硅(Mono_ESS)制成的晶体以
及由100%原生多晶硅制成的晶体的电池效率与固相率指数的变
化关系。Mono_ESS是四家单晶拉制厂家各自生产的四种硅片的
平均值；Mono_ref是两家不同单晶厂各自拉制的两种单晶中得
出的，同时给出了标准方差的数值。所有的硅片都经过了康斯
坦茨ISC的标准工业电池生产线的工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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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更低的衰退值。然而此差别很小，并且在经过认证的柏
林PI学院进行的测量显示其结果在分析精度范围之内。

 

“至此，全部结果都显示，在经过头
几年的运行后，基于100% ESS的太阳
能组件的衰退特性与基于多晶硅的组
件相近似。”

至此，全部结果都证明，在经过头几年的运行后，基于
100% ESS的太阳能组件的衰退特性与基于多晶硅的组件相
近。Osterwald等人的研究[11]推算出目前的太阳能组件衰

退值在每年0.5%的量级上。从图五中可以看出，所有的组
件的衰退值都比这个数字低。毋庸置疑，太阳能组件失效的
主要原因一般都被认为来自太阳能电池材料自身之外[12]。 
一些由Elkem立项的太阳能组件研究项目正致力于研究ESS
组件与标准多晶硅在高温与低温环境下的对应关系，比如说
<300W/m2。这是因为有迹象表明ESS在这样的条件下比多
晶硅有更出色的性能——这个成果将于此研究完成时发表。

总结

ESS终将以其成本优势成为西门子法制备的多晶硅的
替代品。与用户的技术合作，包含基于内部电阻率曲线模
型的掺杂物加入方法的讨论，有助于达到ESS使用的最优

材料

图四：各种采用100% ESS的太阳能组件随时间变化的相对效率。在下文图五中着重介绍了更新一些生产的组件(左上角的绿色符号)；
图中原型组件1为采用十五年前生产的Elkem SOG-Si制造的测试组件的衰退值，而原型组件2代表了二十七年前由Elkem太阳能级硅制
造的更小的原型组件的平均值；上方和下方的实线分别说明了每年有0.5%和1%呈线性的长期衰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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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Elkem SOG-Si冶金法在使用时的灵活性也体现在与用户
的合作上，即有可能将用户的碳化物回收为SoG-Si。以上得
出的结果说明通过标准工业电池工艺环境处理的，采用ESS
的多晶硅电池的效率与多晶硅标准材料相近。这是在整个
混合比的范围内都适用的。此效率在16.5%到17%。即使对
于单晶硅电池，我们也可以得出与多晶硅相似的结果，效
率大概在18%到18.5%。

目前为止的结果并未显示出含有100% ESS的太阳能组
件比多晶硅标准组件有更高的衰退率。 Elkem生产的SoG-Si
的旧组件的测量结果与根据早期生产的组件推算出的衰退
值结果相一致。由于其处理工艺的低能量强度，ESS是市
场上“最绿色的”。基于ESS的太阳能组件的能量偿还时间
少于一年。这也使得其碳排放量在，而多晶硅根据工艺路
线以及厂址的不同，碳排放量为每公斤SoG-Si CO2中含有
40-150 g CO2-eq。

“作为市场上比较新的硅原料，ESS已
被证实能够作为传统西门子多晶硅的
替代品。”

作为市场上比较新的硅原料，ESS已被证实能够作为传
统西门子多晶硅的替代品。更进一步的对ESS的特性以及
兼容性的验证以及记录应该朝着对其潜在优势的发掘上进
行，比如高低温度下的性能表现。目前，Elkem太阳能正在
与各个研究所通力合作进行各种太阳能电池以及组件的长
期测试，其目标为开发还未在这篇文章中显现出的更进一
步的优势。总结来说，作为太阳能级原料，ESS可以降低最
终太阳能组件的成本并且提供清洁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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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标准丝网印刷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的工业生产仅包含为
数不多的几个步骤。制程开始于对单晶硅切片的制绒。通
过使用足量的氢氧化钾水溶液和异丙醇，去除了线锯损伤
并在硅片的两个面形成了金字塔形状的绒面，这种金字塔
形的绒面可以降低单晶硅片总的光反射。制绒完成后，对
所形成发射极(n型区)进行了磷(POCl3)扩散。在这之后，为
了将前表面(n型区)和体材料(p型区)实现电绝缘，采用诸如
等离子体刻蚀的方法将硅片的边缘部分去除。接下来为了
进一步降低光反射及实现表面钝化，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
在硅片前表面沉积了氢化氮化硅薄膜。用丝网印刷的方法
形成了前银电极和后铝电极。最后采用煅烧的方法烧结并
形成好的前后表面接触。完成后，电池在AM1.5的光照条件
下进行电流-电压特性表征[1]。

除化学腐蚀方法[2、3]外，单晶硅片还可采用机械刻槽
[4]、激光刻槽[5]或等离子体腐蚀[6]的方法进行制绒。在这
些方法中，只有化学腐蚀，因其腐蚀工艺的各向异性，可形
成随机的金字塔结构。这里的各向异性是指腐蚀的速率依赖
于单晶硅片的晶体取向[7]。单晶硅片的湿法化学制绒主要采
用去离子水、异丙醇和氢氧化钾配成的水溶液。将水溶液被
加热到80℃后将硅片置于其中；经过大约30分钟的腐蚀，硅
片的两个表面被小的金字塔结构(尺寸约为10个微米)覆盖，
也被称为金字塔织构，大约10个微米的硅材料被从硅片的两
个表面被去掉。氢氧化钾-异丙醇的腐蚀工艺作为单晶硅片制
绒的标准工艺在光伏工业中广为人知。虽然化学腐蚀的方法
在单晶硅电池片丝网印刷的工业化生产中已经发展完善，在
本文接下来的论述中将指出随着硅片处理新工艺的新发展，
标准氢氧化钾-异丙醇腐蚀溶液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光伏业内总是试图通过降低电池的成本来获得廉
价的太阳能电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尝试了各种不同
的方法，比如硅片的厚度被减薄(从240微米到现在的180微
米)、新发展的切硅锭的线锯技术的被引入等。这样，在硅
锭切割的过程中会损耗更少的硅材料。但不幸的是，不同
的硅片生产商采用不同的切割方法及清洗/清洁程序，这就
意味着刚切好的硅片表现出不同的表面特性[8]。从而，由
于氢氧化钾-异丙醇溶液对硅片的表面特性特别敏感，不能
适用于所有的类型的刚切好的硅片[9]。由于异丙醇在腐蚀
工艺中的持续挥发，氢氧化钾-异丙醇溶液的另一个不足是
其中异丙醇所带来的成本。

为了克服这些的缺点，寻找氢氧化钾-异丙醇水溶液中
异丙醇的替代物是光伏产业界的一个研究课题。为此，在
过去的几年中人们做出了各种努力，有的已经被大规模的
电池生产所采用。例如，Birmann等人使用1,4 - 环己二醇
取代异丙醇[10]。由于这种酒精的高沸点，采用了90℃的
高腐蚀温度，从而腐蚀时间降到了10分钟；此外金字塔的
尺寸也有所降低。Wijekoom等人使用一种沸点高于100℃
的有机聚合物取代异丙醇[11]。通过在腐蚀溶液中使用这种
新的添加剂，获得了高度为1微米的金字塔结构。同一作者
用标准的丝网印刷工艺获得了高达17.8%的电池效率。从上
面这些作者的经验中得知，在氢氧化钾溶液中采用更高沸
点的异丙醇替代物可以获得较好的结果；一方面，这使得
腐蚀工艺可以在更高的温度下进行，从而得到更短的腐蚀
时间，而另一方面，蒸发损失减少，从而制绒成本更低。

本文提出了两种解决异丙醇问题的方法。第一种方法
使用其他种类的酒精，因其高于200℃的沸点被称之为高沸
点酒精；新的腐蚀溶液因此被称为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溶
液。因此采用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溶液，可以使用100℃

单晶硅制绒领域内的解决方案

Jose N. Ximello-Quiebras, Johannes Junge, Sven Seren & Giso Hahn, Departmen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Konstanz, Konstanz,

& Ernst Epple, Lotus Systems GmbH, Geisingen, Germany

本文原载于第十六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季刊中

摘要:
晶面(100)的制绒在标准丝网印刷单晶硅电池的工业化生产中依然是一个问题。这一现象源于异丙醇的特性，异丙

醇通常被用于氢氧化钾溶液腐蚀溶液(KOH-IPA)(或氢氧化钠腐蚀溶液(NaOH-IPA)。异丙醇的低沸点限制了腐蚀温度的
上限，进而限制了制程速度。此外，氢氧化钾-异丙醇腐蚀溶液对处理前单晶硅片的表面特性非常敏感。本文提出了两
种方法来克服这些缺点。第一种方法是用高沸点的酒精来替代氢氧化钾-异丙醇溶液中的异丙醇。这使得制程可以应用
更高的腐蚀温度，而不会因蒸发造成酒精损失，却可以缩短腐蚀时间。第二种方法使用封闭的腐蚀浴，这使得真空(低
压)步骤(压力在大气压和亚大气压之间循环)得以实现。此外，腐蚀浴上方的冷却系统可以液化蒸发的异丙醇。第二种
制绒方法大大降低了单晶硅片的腐蚀时间。本文同时来列举出了利用新的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腐蚀溶液对单晶硅片进
行腐蚀制绒，并进一步加工成为电池片的实验案例，并给出了所测得的这些电池片的电流-电压特性曲线结果。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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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高腐蚀温度，不仅不会造成酒精的回复损失，同时
可以降低腐蚀的时间[12]。在初始的腐蚀步骤中，如果硅片
的线锯损伤可以去除的话，腐蚀的时间(15分钟)可以进一步
降低[13]。

“采用高沸点的酒精，可以使用100度
左右的高腐蚀温度，不会损失酒精，
却降低了腐蚀时间。”

提出的第二种方法是对挥发的异丙醇进行回收。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湿法腐蚀专业公司莲花系统公司(Lotus 
Systems GmbH)开发出一款新式腐蚀浴装置。异丙醇在这
一新式腐蚀浴上方的冷室中被冷却(液化)，然后被导入一个
容器中。在新式腐蚀浴装置中除了冷却系统外，还采用了
一个真空系统，在腐蚀室中可以使用真空程序；腐蚀工艺
从而得以加快，大大缩短了腐蚀的时间。这种真空制绒技
术首先被Ximello等人提及使用；在此之前没有人使用这种
方法来进行单晶硅制绒。

本文采用氢氧化钾-高沸点溶液获得的金字塔绒面织构可
通过标准工业化丝网印刷方法——选择性发射极工艺[15]及先
进的光刻工艺[16]——应用到太阳能电池生产中去。本文实验
中使用了直拉单晶和区熔硅片进行制绒并加工成电池片。

实验

制绒
使用两种溶液对(100)p型硅片进行制绒。第一种包含

去离子水、氢氧化钾和高沸点酒精。利用这种溶液对直拉
单晶硅片(厚度200微米，电阻率1-3欧姆厘米)和区熔硅片 
(厚度230微米，电阻率1欧姆厘米)进行制绒，溶液的温度
为100℃，腐蚀时间为30分钟。腐蚀工艺在一个用烤盘加
热的烧杯中进行。

第二种腐蚀溶液由去离子水、氢氧化钾和异丙醇构
成。在80℃下，对12.5厘米x12.5厘米的直拉单晶硅片通过
30分钟和16分钟的腐蚀来制绒。为此，采用了新的可使用
真空程序的腐蚀装置。标准的氢氧化钾-异丙醇织构工艺在
大气环境下进行，而真空(更准确地应该称之为低气压)工艺
被用于一个封闭的腐蚀间(大气压力的65%，使用1秒钟)。 
在腐蚀工艺中真空脉冲的频率可以在几秒钟到几分钟变
化，腐蚀的时间有可能降到16分钟。不使用真空脉冲时，
腐蚀要求的时间是30分钟。此外利用新的腐蚀装置，可以
从腐蚀间里回收异丙醇。为了表征金字塔织构，进行了反
射测量和扫描电镜测量。

太阳能电池工艺
只有采用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溶液进行制绒的硅片被

制成了电池。制绒后的直拉单晶硅片通过采用标准的工业

丝网印刷技术及先进的选区发射极技术制作成电池片。制
绒后的区熔硅片通过先进的光刻工艺制成电池片。

丝网印刷工艺始于POCl3的扩散以在制绒后的硅片上形
成p-n结；发射极的方块电阻为50欧姆/平方。之后，磷玻
璃(P2O5)被去除。沉积75纳米的氮化硅薄膜用来作为减反
射层，用丝网印刷技术制作了前银电极和后铝电极。煅烧
后电池片的边缘用线锯去除，以实现电绝缘。

选区发射极技术的工艺方案与上述的丝网印刷方案非
常类似，只有两点不同。首先，选区发射极技术始于更强
的的发射极扩散，发射极的方块电阻为30欧姆/平方。其
次，形成一个选区发射极，发射极如下形成：扩磷后，耐
酸的掩模被印刷到发射极上以防止进一步的腐蚀。利用酸
溶液(去离子水、氢氟酸和硝酸)将发射极腐蚀成多孔硅，直
到方块电阻上升到50欧姆/平方。此后，印刷的掩模，多孔
硅和磷玻璃被去除。在高磷扩散的区域(即没有被腐蚀的区
域)印刷了指型接触。

光刻工艺(如图一所示)始于将区熔硅片切成5厘米见方
的大小，以满足康斯坦茨大学光刻设备的要求。此后硅片
通过上述的方法制绒。磷扩散形成80-100欧姆/平方的方块
电阻。随后，硅片表面镀了一层氮化硅气相沉积膜作为减
反射层。然后在传统的直通炉中进行煅烧以确保氮化硅薄
膜的氢化作用。前表面用热熔油墨掩模，后表面的发射极
被含有氢氟酸、硝酸和草酸的溶液抛光腐蚀去除。接下来
利用原子层沉积技术在后表面生长氧化铝钝化层；可选择
性地加镀一层氮化硅薄膜来保护非常薄的钝化层。接着，
前表面接触层由光刻工艺及钛、钯、银蒸发来实现；而铝
则被蒸发到后表面。后表面接触由激光烧结工艺来实现。
最后，用划片机将其切成4个2厘米x2厘米的电池。初步表
征后，利用微波诱导远程氢等离子体工序来增强氢钝化，

电池

图一：光刻工艺流程图，特色的后表面氧化铝钝化(可选择性的
后表面氮化硅覆盖层)

切割

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制绒

PClO3 磷扩散(80-100 欧姆/平方)

化学气相沉积氮化硅薄膜 
（前表面）

氮化硅薄膜煅烧

发射极去除(后表面)

氧化铝钝化(后表面)

化学气相沉积氮化硅(后表面)

光刻

钛/钯/银蒸发

铝电极蒸发

激光烧结

电镀银

切割成2厘米x2厘米的电池

微波诱导远程氢等离子体钝化

氟化镁蒸发

56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技术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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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unhofer IPA: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using automation in PV 
Solar-grade silicon: Elkem Solar presents its low-cost silicon feedstock solution
University of Konstanz: new approaches for texturization of monocrystalline silicon
Calyxo: a new method of increasing CdTe modules’ effectiveness
Module reliability focus: mathematical modelling of predicted thermal stresses
Deutsche Bank: the ins and outs of ‘bankability’

The Technology ResouRce foR PV PRofessionals

Sixteenth  Edition 
2012

sixteenth edition

second Quarter, May 2012 www.pv-tech.org

新品发布   专题报道
SCHMID多主栅技术进入最后研发阶段 中国住宅屋顶光伏发电            宁夏太阳山的光伏路

www.pv-tech.cn2012年6月

全球化视野深度报道太阳能产业

光伏行业的2012:走出欧洲
太阳能级硅:“西门子法”
是否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利用可靠性统计模型对加速测试数据
的解析来研究晶体硅光伏组件的寿命

跌跌不休的硅片
混沌中前行
——中国热发电行业
的内外兼修
搁置竞争 携手应对“双反”

自动化技术如何助力
光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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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语言文化障碍、扩大品牌全球效益

Contact: Solar Media | Trans-World House | 100 City Road | EC1Y 2BP | London | UK | info@pv-tech.org | www.pv-tech.org | +44 (0) 207 871 0122



改善后表面钝化及烧结前电极。在对所有的电池进行电流-
电压特性表征后，对最好的电池通过热蒸发氟化镁进行了
第二次介电减反射镀膜。

结果与讨论

制绒结果：真空
图二显示了氢氧化钾-异丙醇制绒后表面形态的扫描电

镜相。对比图二(a)和图二(b)，(b)中金字塔尺寸的减少是由
于制绒过程中采用了真空工艺。制绒工艺中腐蚀室中真空
步骤的使用使得硅表面在化学腐蚀工艺中形成的氢气气泡
得以很快得被去除。在真空循环中的气压变化对氢气气泡
施加了一个额外的力(如图三)；同时获得了更好的腐蚀液的
循环。这两个因素使得腐蚀制程加快了。结果显示获得的
小的金字塔尺寸与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溶液硅片制绒获得
的结果相似(见下文)。

电池

图二：用氢氧化钾-异丙醇溶液制绒的硅片的扫描电镜图： 
(a)在大气压下制绒；(b)经过真空工艺制绒

图三：用氢氧化钾-异丙醇腐蚀溶液在一个封闭的腐蚀浴中对硅片制绒，制绒过程中使用了真空程序：(a)单晶硅片被氢气气泡所覆盖(关
掉真空)，因此这片硅片的腐蚀工艺被减速；(b) 同一片硅片，使用一个短真空脉冲，氢气气泡被从硅片表面去除；(c) 在真空程序(b)结
束的瞬间拍摄的硅片表面的照片，显示出硅片基本上不带氢气气泡(关掉真空)，因此腐蚀工艺再次被加速。真空程序在腐蚀过程中周期
性地使用，这样腐蚀的时间被大大地缩短

图四：直拉单晶硅片用氢氧化钾-异丙醇溶液制绒后的反射率测
量结果。真空脉冲在制绒工艺中用于加速腐蚀的工序

图五：用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腐蚀溶液制绒的硅片表面的扫描
电镜图像：(a)直拉单晶硅片；(b)区熔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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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腐蚀间里真空步骤的使用实现了
从硅片表面氢气气泡的快速去除。”

图四给出了图二中绒面硅片的反射谱。用氢氧化钾-异丙
醇溶液并利用真空步骤制绒的直拉单晶硅片在小于850纳米
的波长范围内的反射率略微低一点。真空辅助腐蚀过程腐蚀
工艺的腐蚀时间为16分钟；与标准氢氧化钾-异丙醇腐蚀工
艺的30-40分钟的腐蚀时间相比，腐蚀的时间缩短了50%。

制绒结果：高沸点酒精
图五给出了用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制绒的两种硅片的

扫描电镜图片；对两种硅片的腐蚀时间均为30分钟。区熔
硅片的绒面均匀性最好：好的均匀性可能归因于区熔硅材
料的高质量。

图六给出了图五材料的反射谱：可以看出两种硅材料
几乎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射率。在波长大于1050纳米的范围
有一点小小的区别，这一区别来源于硅片厚度的差别。

太阳能电池的结果
所制备出的太阳能电池的电流-电压特性如表一所示。

值得指出的是，只有用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腐蚀溶液制绒

的硅片被制成了太阳能电池。
通过对两种工业工艺的结果的比较发现采用选区发射

极工艺的电池有0.6%绝对效率的提高。这些电池片效率的
增加主要是由于短路电流和开路电压的增加。增加的短路
电流和开路电压归因于背面刻蚀区域(更薄的死区和更少的
俄歇复合)蓝光响应的增强和由此产生的更好的表面钝化。

虽然对于采用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制绒的两种硅片的
反射率数据基本相同，采用先进工艺的区熔硅片获得了最
高的短路电流密度(39.3毫安/平方厘米)，非常靠近AM1.5
光谱下的硅电池的极限理论值(42.5毫安/平方厘米)[17]。
这一结果表明至少对于区熔硅片，绒面展现出了使电池片
获得接近于技术极限效率的合理的表面特性。

“采用真空步骤的腐蚀工序使得单晶硅
片的腐蚀时间降低了50%——从标准的
氢氧化钾-异丙醇腐蚀工艺的30-40分钟
的腐蚀时间降到了16分钟。”

光刻工艺可获得非常细的前表面金属指型接触，与浅
的发射极技术相结合可以解释这种电池获得的高短路电流
密度。后表面高质量的的氧化铝钝化层也非常重要，它导
致了高的开路电压。此外，因其较低的热预算，这种工艺
表现出了非常令人鼓舞的结果。

结论

一种新的酒精-高沸点酒精已经被用于作为标准氢氧化
钾-异丙醇制绒溶液中异丙醇的替代物。由于这种酒精与异
丙醇相比具有较高的沸点，从而实现了更低的蒸发损失。
新的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溶液已经被用于连续的直拉单晶
和区熔硅片的制绒。由于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对处理前的
切好的单晶硅片的表面状态不那么敏感，处理后在硅片表
面观察到了非常均匀、小尺寸的金字塔织构。

采用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制绒后的硅片用标准的工艺
画丝网印刷方法，选区发射方法和先进的电池工艺制成了
太阳能电池片。采用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溶液制绒的直拉
单晶硅片经过标准的丝网印刷工艺和选区发射技术方法获

电池

图六：在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溶液中制绒的直拉单晶硅片和区
熔硅片的反射谱测量结果

材料/电池工艺 短路电流(毫安/平方厘米) 开路电压(毫伏) 填充因子(%) 电池效率(%)

直拉单晶/丝网印刷 35.5 628 79.0 17.6

直拉单晶/选区发射 36.5 637 78.3 18.2

区熔单晶/光刻 39.3 660 77.6 20.0

表一：制成电池片的电流-电压特性测量结果。直拉单晶硅片的大小为12.5厘米x 12.5厘米，采用氢氧化钾-高沸点酒精制绒，采用标准
的丝网印刷(平均8个电池片)及选区发射工艺(平均10个电池片)制成电池片。制绒后的区熔硅片(5厘米x 5厘米)采用先进光刻工艺制成了
4个2厘米x 2厘米的电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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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电池转换效率分别为17.6%和18.2%。采用氢氧化钾-
高沸点酒精制绒的区熔硅片经过先进光刻工艺制成电池片
后，其电池转换效率可高达20%。

由湿法腐蚀专业公司莲花系统公司开发的新式腐蚀浴
装置被应用到标准的氢氧化钾-异丙醇溶液的硅片制绒流程
中，使得异丙醇得以被回收且加速了腐蚀工序。挥发的异
丙醇在冷却系统中被冷凝然后被导流回存储池，腐蚀工艺
通过制绒过程中一个创新的真空程序被加速。真空步骤的
使用给硅片表面氢气气泡施加了一个额外的力。氢气气泡
被从硅片表面非常有效地去除，防止了氢气气泡的长大，
从而导致了加速的腐蚀工序和均匀而细小的金字塔结构。
带真空程序的腐蚀工艺的腐蚀时间缩短了50%——从标准氢
氧化钾-异丙醇腐蚀工艺的30-40分钟到1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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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伏技术的优势在于，无论其它的环境因素，如湿
度、温度和降雨量如何，通过受到太阳辐射的光伏组件总
可以产生电能。在传统电力无法到达的边远地区和传统电
力无法满足能源需求的地方，晶体硅光伏技术是人们的首
要选择。在现场安装的光伏组件经受着恶劣环境的考验，
其性能逐年衰退。在当今的光伏市场上，组件生产商提供
不低于80-85%功率输出的最低25年的质量保障。

“连续暴露在太阳辐射下的EVA会和
太阳光谱中的紫外线发生反应”

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必须遵循作为工业标准的国际电工
协会的61215方针[1]，并从授权机构为他们所制造的产品
取得认证。在认证测试中，光伏组件需经受温度和湿度等
因素的加速应力测试，以获得可能的失效类型及它们与组
件制造过程中的工艺和材料的相互关系。如果有任何材料
或工艺的改变，新的光伏组件必须按照国际电工协会的重
新测试方针进行认证[2]。由于25年的产品质保，太阳能工
业需要坚持严格的质量标准。

功率衰退的种类有两种：光致衰退和消磨衰退。光致
衰退与EVA及时间相关的电池性能有关。经历连续辐照的
EVA和太阳光谱中的紫外线相互作用，其穿过EVA到达电池
的透射光将有所下降[3]。辐照后由于硅衬底中的硼会和氧
杂质作用形成复合中心，电池中的电流产生率会下降[4]。
消磨衰退，通常是由于热、机械及湿度等相关参数以及最
大测试失误所造成，并且仅与热循环和湿-热压力相关[5]。
人们对热循环和湿-热导致的衰退进行了各种失效分析研究

[6-8]。本文给出了对塔塔BP太阳能印度公司所生产的光伏
组件的热循环和湿-热测试结果，并利用统计模型给出了组
件的在自然条件下的等效寿命。

本研究利用采用标准工艺生产的7个60片装156 ×156 
毫米电池的多晶硅光伏组件进行加速环境测试。其中四个
光伏组件进行500小时的热循环测试，两个光伏组件进行
1140小时的湿-热测试，一个光伏组件作为参考样品。测试
数据利用统计模型进行了关联并计算出了产品的最低质保
寿命。热循环测试中采用固定时间间隔获得的电流-电压数
据进行了转换，使其与实时分布相对应。

“既然人们无法对环境条件进行控
制，生产商须确保他们的的产品在任
何最终的条件下都可靠”

实验背景

如前所述，晶体硅组件在现场暴露在如辐照、温度及
湿度等大气环境下。这些环境条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
两个极值间循环往复，这样在光伏组件的各部分均有应力
的积聚。应力造成的消磨机制会导致组件的性能下降；衰
退的速率随时间增加，并且在一段时间后，组件的性能会
下降到不可接受的的程度。从组件完成安装到其性能下降
到不可接受程度的时间周期主要由两个因素来决定：1)组件
的生产工艺和材料质量；2)组件安装场地的环境条件。因为
无法对环境条件进行控制，所有生产厂商应该保证他们的
组件能适应各种最终的环境条件。

光伏生产厂商通常通过加速测试来让组件经受环境
条件的考验。在室内容器内进行的加速老化测试的环境条

光伏组件

利用可靠性统计模型对加速测试数据的解析来
研究晶体硅光伏组件的寿命

Sreenivasa Murty Dasari, K. V. Nagaraj, S. Saravanan, Prakash Suratkar & T. S. Keshav Prasad, TATA BP Solar India Ltd, Bangalore, India

本文原载于第十五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季刊中

摘要:
安装在现场的晶体硅太阳能光伏组件暴露在大气环境下，并且承受着使组件不同部件老化的应力，其性能会随时

间而衰退。组件的输出功率等性能最终会下降到低于可接受的水平。热循环和湿-热是两项重要的可靠性测试，通常被
用来评价材料和制造工艺的初始失效机制，并提供组件性能随时间下降的信息。在本项目中，156×156毫米的多晶
硅电池经受了热循环和湿-热测试。利用加速测试模型，如Norris-Landzberg热循环模型和Hallberg-Peck湿-热模型，计
算出最短的保质期。同时还使用这两个模型分别解析了产品的电学和可靠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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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如压力、辐照、湿度和温度等，均比产品正常的工作
环境要恶劣。这种电池工业的可靠性测试从光伏产品诞生
之日起就开始了。国际电工协会61215方针所倡导的晶体
硅光伏组件的认证所需的加速测试在短期内模拟了25年的
环境条件的影响，以找出与设计瑕疵、材料质量和生产工
艺相关的失效机制[9]。共有六种测试：

·· 电学——绝缘电阻及湿漏电流测试

·· 性能——最大功率、温度系数及正常工作的电池温度

·· 热——旁路二极管及热斑测试

·· 辐照——户外曝光、紫外暴露和光照测试

·· 环境——热循环、湿度、冷冻和湿-热测试

·· 机械——机械载荷和冰雹测试

在上述的应力测试中，环境测试最为关键，因为调查
显示热循环和湿-热测试的失效率远高于其他种类的失效
[10]。在本研究中，利用统计模型对热循环和湿-热测试结
果进行分析，并估算了组件的寿命及其可靠性。

实验细节

采用标准的丝网印刷技术将P型硼掺杂156毫米的多晶
硅片做成电池片；光伏组件由这些电池片制成。从电池片
到组件的生产在自主的生产设备上进行。组件的生产工艺
步骤包括：

·· 给经检测的电池片接互联带

·· 串接电池片

·· 用标准的封装材料完成叠层

·· 封装

·· 安装接线盒

·· 加边框

·· 组件测试分级

使用标准的操作流程对这些光伏组件进行了电流-电压
性能表征。组件采用传统的工艺制成，并且在知名的光伏
组件可靠性测试实验室依据国际电工协会与热循环和湿-热
测试的61215方针进行了测试。一个光伏组件作为参考样

品来对比其他光伏组件加速测试后的性能。四个光伏组件
进行了热循环测试。两个光伏组件进行了湿-热测试。为了
减少测量误差，在对测试组件测量前均对参考组件进行测
量。

加速模型

所谓的老化产品是指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其特征值(物
理的、机械的、化学的等)已经发生变化，且其性能和品质
已经衰退。有些产品的老化周期较长，产品开发者较难收
集产品的失效和寿命数据。加速测试是工业界普遍采用的
使用比正常工作情况下更显著的各种应力水平(如温度、辐
照和湿度)来对产品进行测试。

加速测试有两个目的：1)确定与设计和生产工艺相关的
失效机制；2)估计产品的可使用寿命。因为加速测试使用更
高的应力水平来测试失效时间，所有其测试结果不能直接
用标准的操作条件进行解释。适当的加速模型需要将加速
测试的结果转换成正常工作条件下的结果[11]。假定采用线
性的对应关系来模拟加速测试的结果；则在正常工作环境
下的失效时间为：

··· (1)

这里To为最短的质保寿命，Af为加速因子，Tt为加速测
试所用的时间。

热循环
当产品经历温度变化时，由于组件各个部件不同的材

料具有不同的温度系数，其在各个方向膨胀和收缩的大小
不尽相同。由于温度系数不同造成的应力称为热应力。晶
体硅光伏组件通过热循环来表征焊接点的损坏。锡铜连接
(17.5×10-6/K)，银总线(18.9×10-6/K)及硅(4.68×10-6/K)
的温度系数各不相同，所以当光伏组件在热循环时，它们
的热膨胀和收缩的大小不同。由于温度系数的不同，锡铜
连接，银总线和硅片之间的焊接点会有消磨，从而造成串
联电阻的增加。

“填充因子与串联电阻及分流电阻有
很强的相关性”

众所周知，电池的填充因子强烈地依赖于串联电阻和
分流电阻，所以接触电阻的增加会使填充因子显著下降。
在本研究中，塔塔BP太阳能印度公司156毫米230瓦的光学
组件在国际电工协会61215方针所规定的温度范围内热循
环了500次，因为如果热循环次数大于500次，则应力水平
会有所提高。

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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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ris-Landzberg 模型 (改进的Coffin-Manson模型)
Coffin-Manson·方程用于模拟热应力的作用并符合乘方

反比关系。换句话说，当应力的幅度增加时，失效所需的
的循环次数反比减少。Norris-Landzberg通过引入与实践和
频率相关的奇点修正了Coffin-Manson模型[12,13]。加速因
子可用下面的方程来计算：

··· (2)

这里ATC为时间加速因子，∆TL为加速试验环境中的热
循环温度变化量，∆TU是正常工作环境中的温度变化量，FU
是工作环境中的热循环频率，FL是加速环境下的热循环频
率，TU是工作环境下的最高温度，TL是加速环境下的最高温
度。

“光伏组件的温度在太阳的辐照下从
297K开始上升”

本研究中的加速测试参数为：∆TL· =· 398K，TL· =·
358K，FL·=·4·次/天。根据塔塔BP公司在印度南部的现场
数据，其最大的工作温度(TU)为328K。组件工作一天中辐
照前后的最低温度为297K，因此一天中工作温度的变化
(∆TU)为304K。组件的温度从297K开始在辐照下上升，日
落后组件的温度又下降到通常的温度。假定风速正常，有
云的赤道地区，一天中的热循环次数(FU)是4次。由方程2计
算出的加速因子为37。因此最低的质保寿命为ATC·×·Tt·=加
速因子×·(循环数×6小时)=37×500×6小时=25年。

结果与讨论

图二给出了组件在不同测试周期最大输出功率、填充
因子和短路电流的相对变化。横坐标0对应的数据为组件
被生产出来时的测试数据，采用固定的时间间隔对组件的
性能进行测试，以理解在特定应力水平下的相对变化。功
率的下降和测试的周期数呈线性关系；且初始的50个周期
中的下降幅度比之后的下降幅度大。这是因为，在前50个
测试周期，短路电流的下降相比于填充因子的下降更为显
著；其中的原因尚不清楚。

“在500次热循环测试中观察到的功
率下降可以合理的模拟25年现场的运
行，这使生产商对他们的工艺和材料
的质量充满自信”

由于锡铜连接，银总线和硅片的热膨胀系数不同，应
力随着测试周期的增加而增加，导致填充因子的下降。利
用方程(1)代入加速因子和时间，可将测试周期数转换成组
件的等效寿命。图三给出了功率随组件工作年限的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焊接点在25年的现场工作环境所导致的功率
下降的最大值为4%。在500次热循环测试中观察到的功率
下降可以合理的模拟25年现场的运行，这使生产商对他们
的工艺和材料的质量充满自信。

湿-热测试
材料的老化可以用粒子碰撞理论来解释，材料中的粒

子始终在不停地碰撞，当碰撞的能量大到一定程度时，旧

光伏组件

图一：复合国际电工协会方针的热循环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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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键断裂，新的化学键产生，从而改变材料的力学、机
械和化学属性。决定装能否成功的足够的能量，也称为激
活能，可以通过提高温度来增加。众所周知，在更高的温
度粒子具有更高的能态，从而有足够的激活能使碰撞成
功；温度每增加10°C，反应速度加倍[14]。

如前所述，光伏组件的最高工作温度为328K，所以采
用358K的温度来提高反应速度。保持这个温度的同时，湿
度保持在高于工作环境的85%。高温高湿环境下水蒸汽从接
头处扩散从而加速产品中金属部件的腐蚀。湿热环境测试

的主要目标通过观察水蒸汽的内扩散和相关金属部件如银
栅线，总线及互联金属带的腐蚀情况来评价封装工艺。

Hallberg-Peck 模型
Arrhenius方程是人们开发的第一个用来描述温度相关

应力的加速模型。之后，Hallberg和Peck将温度和湿度结合
起来对其进行了改进[16]，表达式为：

··· (3)

这里，ADH为加速因子，Ea为激活能，K为玻尔兹曼常
数· (8.617×10-5· Ev/Tk)，Tu为工作温度，TL为加速测试
温度(单位：开耳文)，RHL为加速测试的湿度，RHU为工作
环境湿度。加速测试时，在条件为温度为85±2°C，湿度
为85±5%的环境中处理1000小时。根据现场数据，通常
的工作温度和湿度为323K和55%；EVA老化的激活能为
0.9eV。将上述数据代入方程3得到的加速因子为87[17]。
最低的质保寿命为ADH·×·Tt·=·87·×·1000·小时·=·30·年。

结果和讨论
图四给出了功率随测试周期数和等效时间衰退的曲线。

测试的目的是为了验证持续应力下的衰退，所以组件只在
840个循环后，等效于25年的工作时间，进行测量。对组件
进行了目测，未发现金属部件的腐蚀。如果封装不正常，则
水蒸汽会渗透进入不同的层间，从而腐蚀金属部件及EVA。
此外，高温下的水蒸汽会使铝和后封装材料从电池后表面脱
离，导致严重的功率下降。组件的测试结果中1104个湿-热
周期后1.3%的功率下降证明了优化的封装工艺，并表明高质
量的材料可以确保组件满足25年的质保要求。

结论

根据国际电工协会61215方针对多晶硅电池组件进行
了热循环和湿-热测试；从加速模型得出了功率随组件寿

光伏组件

图二：测试组件在不同热循环测试周期数后性能的相对变
化：(a)功率下降；(b)填充因子下降；(c)短路电流下降

图三：组件功率随由加速模型计算出的等效年限的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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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下降。可靠性计算表明采用塔塔BP太阳能电池公司标
准工艺生产的光伏组件可以承受温度和湿度等环境应力，
且可以保证功率输出的下降在25年内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本研究也证实了可靠性研究中的功率衰退和现场观察到的
实际功率下降有很强的相关性。可靠性模型的计算表明国
际电工协会的加速实验的方针足够为产品提供较长的质保
期。作为本领域未来研究的的一部分，计划将来通过对国

际电工协会测试不同阶段衰退的理解和分析来为生产厂商
提供提升产品寿命和性能的机会。

鸣谢

作者感谢塔塔BP太阳能印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K.Subramanya对这个项目开展的支持。作者同时感谢生产
部和品质部门的建议和反馈。

参考文献

[1]  IEC 61215:2005 / IEC 61646:2008 (design qualification 

and type approval of PV modules).

[2]  IECEE retest guidelines for IEC 61215:1993 Ed. 1.0 and 

IEC 61215:2005 Ed. 2.0 (crystalline silicon terrestrial PV 

modules – design qualification and type approval).

[3]  Kempe, M.D. et al. 2006, “Ethylenevinyl acetate potential 

problems for photovoltaic packaging”, Proc. IEEE

 4th World Conf. PV Energy Conver.,Waikoloa, Hawaii, 

USA.

[4]  Oste rwa ld, C.R. e t a l . 2002,“Degradation analysis of 

weathered crystalline-silicon PV modules”, Proc.29th IEEE 

PVSC, New Orleans,Louisiana, USA.

光伏组件

图四：光伏组件功率在不同热循环测试周期后的功率下降

技术



[5]  TamizhMani, G. et al. 2008, “Failure analysis of design 

qualification testing: 2007 vs. 2005”, PVI, 1st edn.

[6]  Osterwald, C.R. 2008, “Terrestrial photovoltaic module 

accelerated testto-failure protocol”, Technical Report 

NREL/TP-520-42893.

[7]  Hacke, P. et al. 2010, “Test-to-failure of crystalline silicon 

modules”, Proc.35th IEEE PVSC, Honolulu, Hawaii,USA.

[8]  Hacke, P. et al. 2009, “Application of the NREL test-to-

failure protocol for PV modules”, Proc. 19th Workshop 

Cryst. Si Solar Cells & Mod.: Mater.& Processes, Vail, 

Colorado, USA.

[9]  Arndt, R. & Puto, I.R. 2011, “Basic understanding of IEC 

standard testing for photovoltaic panels” in IN Compliance 

Magazine: 2011 Annual Guide. Hopedale, MA: Same 

Page Pub., p. 194–205.

[10]  Wohlgemuth, J.H. 2003, “Long-term photovoltaic module 

reliability”, NCPV & Solar Progr. Rev. Meeting,NREL/

CD-520-33586, p. 179.[11] Dodson, B. & Nolan, D. 

1999,Reliability Engineering Handbook.Boca Raton, FL: 

CRC Press, pp. 221–250.

[12]  Arnold, J. et al. 2008, “Reliabilitytesting of Ni-modified 

SnCu and SAC305: Accelerated thermal cycling”, Proc. 

SMTAI, Surface Mount Technol. Assoc., Edina, Minnesota, 

USA, p. 187.[13] Weglinski, R . 2 0 0 7 , “Highly accelerated 

stress screening for aircooled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Part 1: Understanding stress test methodology”, TDI 

Power White Paper: TW0058.

[14]  Wohlgemuth, J.H. et al. 2006, “Longterm reliability of 

photovoltaic modules”, Proc. IEEE 4th World Conf. PV 

Energy Conver., Waikoloa, Hawaii, USA.

[15]  Hallberg, O. & Peck, D.S. 1991, “Recent humidity 

acceleration: A base for testing standards”, Quality & Rel. 

Eng. Internat., Vol. 7, pp. 169–180.

[16]  Hulkoff, T. 2009, “Usage of highly accelerated stress test 

(HAST) in solar module ageing procedures”, M.Sc. thesis,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oteborg, Sweden.

[17]  Kempe1, M.D. et al. 2006, “Ethylenevinyl acetate potential 

problems for photovoltaic packaging”, Proc. IEEE 4th 

World Conf. PV Energy Conver.,Waikoloa, Hawaii, USA.

作者简介

Sreenivasa Mury Dasari先生2003年在印度
科钦大学获得了光电子技术硕士学位。他曾
在坎普尔技术研究所从事激光等离子体的工
作。Sreenivas目前是印度塔塔BP太阳能公司
的副经理。

K.V.Nagaraj先生在班加罗尔大学获得了电子
学的学位，目前是印度塔塔BP太阳能电池公
司负责品质和可靠性的经理。

S.Saravanan博士在2005年获得了科钦科学
与技术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曾在新南威
尔士大学为澳大利亚国防科学院作三五族氮
化物的研究，并在印度科学研究所做氧化物

薄膜的研究。Saravanan博士现在是塔塔BP太阳能印度公司
电池技术和工艺工程的副经理。

Prakash Suratkar先生是塔塔BP太阳能公司技
术及工艺工程部的负责人。除了在电池和组
件方面的工作，他之前还在Infineon公司工作
过，这之前他在朗讯技术和贝尔实验室工作

了十年。他还从事了大量的微波半导体器件技术工
作。Prakash做过英国萨里大学的访问学者，从事粒子束合
成及金属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的研究。他具有超过二十年
的半导体器件研发经验。

T.S.KeshavPrasad先生是印度Visweswarayya
学院的力学工程的优秀毕业生，具有管理学
硕士学位，擅长市场推广和全面质量管理。
从1989年起，他就和塔塔BP太阳能印度公司

合作，目前是项目的执行副总裁及领导小组成员。Keshav
曾作为一个科学家在著名的印度空间组织工作了五年。

垂询方式

S. Saravanan
Deputy·Manager–Technology,·Cell·Technology
TATA·BP·Solar·India·Ltd·
Plot·No.·78,·Electronics·City
Hosur·Road·
Bangalore·560·100
India

电话：+92·80·4070·2297
电子邮件：shrisharavanan@yahoo.co.uk
官方网站：http:·//www.·tatabpsplar.com

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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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闻

欧洲地区

Kronos Solar考虑在英康沃尔郡建
设25MW太阳能农场

英国BBC News报道称，德国公司 
Kronos Solar正在考虑在康沃尔郡 
北部的Lower Wheat ley农场建设 
25MW的太阳能农场。该项目将占
地120英亩(约合48.6万平方米)， 
是该郡最大的太阳能农场。当地政府
指出 Kronos是几个想在这个地区建设
20-30MW太阳能农场的公司之一。

Kronos表示将在未来数星期做
出决定，是否递交规划申请。BBC报
道，公司的发言人表示调查还在“很
初级的阶段”，此外地点和项目可能的
规模“尚未确定”。

康沃尔郡已在该地区建有12个太
阳能农场，还发放了24个许可。至今
为止最大的项目是一个5MW的太阳
能农场，大约为1000户家庭提供电
力。BBC承认，尽管有一些居民始终
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前景保持乐观，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这样大规模的
太阳能农场是一个挑战。

美洲地区

美国能源部投资5600万美元兴建
聚光太阳能项目

为支持SunShot计划，美国能源部
宣布再投资5600万美元，进一步推动
尖端聚光太阳能项目。共实施21个项
目，遍布13个州，与私营行业、国家
实验室和高校合作，但仍由议会划拨
经费。

这些项目的目的是开发潜在性能
突破的创新概念，展示聚光太阳能系
统中集热器、接收器和电力循环设备
设计的新方法。这些子系统对于聚光
太阳能的运营至关重要：集热器能够
将太阳能的能力收集和聚集到接收器
中；接收器接收热能并将其传输到电
力循环中，然后电力循环将热能转化
成电力。因此开发低成本集热器、高

温接收器和高效电力循环对于后续的
电力系统集成、工程升级和清洁电力
商业生产至关重要。

这 些 奖 项 预 计 有 助 于 组 件 的 创
新，从而降低成本、提高运营问题并
改善聚光太阳能系统的效率。这个为
期三年的应用研究项目将主要关注改
善聚光太阳能性能，同时朝着SunShot
计划降低75%成本的目的迈进。

亚太地区

京瓷在马尔代夫安装675kW光伏
组件

京 瓷 ( K y o c e r a ) 近 日 宣 布 联
合Toyota  Tsusho和Wakach iku 
Construction两家公司，在马尔代夫岛
上的学校和学院安装总共675kW的光
伏系统。该系统将是岛上最大的光伏
项目。

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Of f i c i a 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组织
为在马累的清洁能源推广项目提供了
资金。京瓷首期工程已经在5个不同的
地点安装了395kW，共用了1896块
组件。第二期工程是280kW，将使用
1344块组件。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安装日本欧南
芭PVU-Finder光伏智能监测系统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
术研究所(SIMIT)新能源技术中心日前

在其嘉定分部的实验室屋顶安装了一
套日本欧南芭株式会社 (Onamba)生产
的PVU-Finder气象观测和故障监测系
统。该系统可以用来监测气象环境、
太阳能系统的工作状态、系统电力使
用状态和其他相关信息，为太阳能光
伏发电系统的测试提供依据。

据欧南芭株式会社透露，目前该
中心正在进行一项多种太阳能电池技
术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可靠性研究。
为完成以上研究项目，上海微系统与
信息技术研究所将在中国的各种不同
气候条件下的东北、西北，西南，东
部，沿海等五个地区，安装该公司的
PVU-Finder光伏气象监测系统，并将
实测获得的日照时间、气相参数和太
阳电池发电量输出等研究成果，反馈
给组件制造商和材料企业，为提高组
件质量和寿命而提供重要依据。

东欧地区

Conergy和Ensunt在巴基斯坦建设
50MW光伏电站

Conergy近日宣布将和Ensunt合作
在巴基斯坦建设50MW的光伏电站。
这个为DPGCL建设的光伏电站是巴基
斯坦最大的太阳能电站。该项目位于
Bahawalpur，归DPGCL和巴基斯坦政
府共同所有。Conergy负责该项目的计
划、设计、工程，并负责提供部件，
而Ensunt负责工程的建设。

Conergy的董事会成员兼亚太及
美洲地区首席系统官Marc Lohoff说： 
“这个著名的项目是Conergy和亚洲
及中东团队的一个里程碑。它表现出
我们在亚洲这个增长中的市场定位很
准，投资者相信Conergy能胜任重大
项目，特别是注重质量和长期经验的
项目。巴基斯坦的潜能是巨大的：目
前，全国只有63%的人口可以使用电
力。鉴于这种分散的能源分布形势和
高日照水平，太阳能非常适合弥补这
个差距，为群众提供安全、清洁、实
惠的能源。同时，太阳能发电还能支
持该国经济的发展。”

京瓷将为马尔代夫最大的光伏项目提供
组件

图
片

来
源

：
京

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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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住宅屋顶光伏发电拐点即将到来？
文/肖蓓

案例名称	 纽瓦克小城Newark，Mr	Alvey

系统构成	 3.96kW，22块夏普(Sharp	NU	180)	光伏组件，SB3800逆变器等

安装时间	 2010年2月23日

成本	 当时安装总成本为17000镑，但住户获得了英国对现有建筑进行低碳改造的优惠政策补助2500镑，
为此，当时实际成本为14500镑。目前在英国3kW系统约需要投资6700英镑，4kW系统需要8000英
镑，折合人民币分别约6.7万及8万

至今发电量	 共计5393.52kWh(截止至2011年)，约11.93kWh/天

是否上网	 上网

上网方式	 电表计量(非双向)

当地政策	 英国对于此块的政策是统一的，所有小于等于4kw的并网屋顶光伏发电系统目前可获得21p/kWh的补
贴(即0.21镑)。但英国政府决定推出一系列上网电价补贴计划削减方案，8月1日后小型家庭光伏发电
系统补贴将削减至16p/kWh，此后每三个月削减一次。此前在2010年安装的小型住宅发电系统可享
受41.3p/kWh的补贴，当时承诺25年不变，但政府考虑到通货膨胀表示每年将会上调一定数额现在已
达到45.4p/kWh。本案例即享受这一补贴。

图一：	英国纽瓦克小城案例

2012年中国国家能源局委托能源研究会分布式能源会
和城市燃气协会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起草《分布式发电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分布式发电并网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引起中国光伏界极大关注，它的正式出台将从法律
上给予分布式发电一个“名分”。一些业内人士与专家认为
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放松，这意味着将推动中国分布式光伏发
电的发展并超过此前预期，中国民用住宅屋顶光伏发电也将
迎来发展拐点。但同时存在不少质疑声音，有另一部分人
认为存在成本、技术、电力体制改革等问题，现在不是最
佳时机。

各国民用住宅屋顶光伏发电系统案例对比

小型民用住宅屋顶光伏发电系统属于分布式发电范畴，
主要采用绿色太阳能发电，环境效益好，具有就地发电就地
使用、减少输电损失、故障就地解决的优势，更能体现光伏
发电技术的综合经济效益，因此受到德国、意大利、美国、
澳大利亚、西班牙、日本、英国等国家的认可，这些国家也
成为光伏应用的主要终端市场。

比较一下，其他国家如日本、英国等国家的组件价格均
高于中国，其住宅屋顶发电系统的综合成本也高于中国，日
照条件及太阳能年辐照量平均值不及中国，但却发展得如火
如荼，政府均有相关的政策支持。按理论而言中国作为世界
光伏电池、组件的制造大国，更适合发展太阳能，但目前其
分布式小型民用住宅屋顶光伏发电系统的应用却屈指可数，
均为试验或示范工程，发展十分缓慢。

英国·纽瓦克

自2010年4月英国实施太阳能发电的补贴政策(Feed	in	
Tarrif)，并制定出41.3便士每瓦的电价补贴费率后，英国便
开始逐步进入太阳能的主流市场之列。英国计划在2020年
将安装的太阳能发电能力增至22GW，然而，自2011年4月
来政策出现下调上网电价补贴后，英国太阳能产业能否达到
其雄心勃勃的目标显得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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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称	 知田私人住宅，二层屋顶

系统构成	 3.48kW，24块145W的多晶硅光伏组件、逆变器、交流开关箱、交流输出计量电度表和电缆构成

安装时间	 2004年以前，具体不详

成本	 11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8.5万(按2011年7月价格计算)

至今发电量	 平均年发电量约为3420kWh，其间未进行维护和清扫，光伏组件表面完全靠雨水自洁。

是否上网	 上网

上网方式	 拥有一个电力监测显示仪(Monitor)，仪器显示并计算每日发电量与用电量

当地政策	 日本政府的上网电价补贴计划将针对10kW以上的系统(非住宅用)按照每千瓦时40日元(约合50美分)
的价格补贴二十年，并同时实施额外的消费税，以平衡现有税率；而对于小于10kW的系统(住宅用)将
以每千瓦时42日元(约合52美分)的价格进行十年补贴，并对超出的发电量制定了税率和上网减价补贴
政策。中央政府给以安装补贴4.2万日元/kW，地方政府还有一部分安装补贴(2～3万日元/kW)，以保
证安装户在8年以内收回投资。

案例名称	 阿德莱德(Adelaide	Church)，四居室房子，3个人

系统构成	 2kW光伏阵列、逆变器、汇流箱等

安装时间	 2011年7月

成本	 $7475(退税前)，	折合人民币4.9万(按2011年7月价格计算)

至今发电量	 约3,200kWh/year

是否上网	 上网

上网方式	 Gross	Meters	(澳大利亚各州有所不同)，爱丽斯泉四分之一户家庭均拥有一个电力计算仪器，仪器显示
并计算每日发电量与用电量

当地政策	 (1)	Small-scale	Technology	Certificates	(STCs)	STC根据系统大小，发电时间和家庭地点估算，STC的
价格是40澳元/STC					

																												(2)FiT目前回购价格为19.77	cents/kWh(此前为45.76cent/kWh)

注：澳大利亚普通居民月电费平均为50澳元，约合人民币330元左右。

日本·滋贺

这是日本典型的家庭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装机容
量为3.48kW，安装在独门独户二层建筑的屋顶上。截止
2012年3月底，日本家庭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累计安装
量已超过100万户，平均每户安装容量约为3.5kW。其中
2011年日本住宅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量达1085MW，而公
用产业太阳能发电系统仅170MW，2012年日本住宅太阳
能发电系统预计将达1256MW。

澳大利亚·爱丽斯泉

澳大利亚北领地的爱丽斯泉又名太阳之城，是澳大
利亚五个太阳能城计划之一。爱丽斯泉拥有良好的太阳能
光照条件，每天日照时间超过10小时，日照辐射条件为

6.5PSH/日。太阳之城由政府出资5000万澳元(约合3.35亿
元人民币)打造，太阳之城约9000户居民，四分之一的家庭
安装了太阳能发电系统，这些居民还可以领取政府给予的
补贴。除此之外，爱丽斯泉机场是南半球唯一使用太阳能
发电的机场，光伏发电可以为机场提供30%的电力能源。

图二：日本知田私人住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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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中国阳明国际花苑案例

案例名称	 阳明国际花苑，小高层屋顶

系统构成	 3kW，22块136W的多晶硅光伏组件、逆变器、交流开关箱、交流输出计量电度表和电缆构成；实验
检测系统由太阳能辐射仪、环境气温仪、数据采集传输处理装置和通信电缆构成

安装时间	 2006年12月上旬建设，15日正式并网发电

成本	 6万元人民币(按2011年7月价格计算，不含实验检测系统)

至今发电量	 截止2012年5月31日，安全无故障运行1995天，年发电量约为3050kWh～3150	kWh，累计发电
16720kWh(以通过交流输出计量电度表的电量为准)，其间未进行维护和清扫，光伏组件表面完全靠
雨水自洁。

是否上网	 上网

上网方式	 上海市发改委为赵春江家庭电厂安装了智能双向电表

当地政策	 暂无

中国·上海

上海闵行区阳明国际花苑一栋12层的小高层屋顶上，
安装着一套装机容量3KW的光伏发电系统，该系统被中国
媒体誉为“中国目前唯一的家庭电厂”，这座家庭电厂的由
上海电力学院太阳能研究所的赵春江所长建造。上海地区
属三类太阳辐照地区，面朝正南25°倾斜面上年辐照量平均
值仍达到1350kWh/m2以上，高于日本和德国的全国平均
水平。

是否放开住宅屋顶光伏发电系统管制因国而异

从各国政策看，澳大利亚、英国、日本以及德国等国
家均对民用住宅屋顶光伏发电系统发布了对应的补贴政策
与实施细则，以日本为例，太阳能政策规定了住宅市场屋
顶光伏发电系统参入的门槛，住宅市场屋顶光伏发电系统
必须以日本当地法人或代理商的名义取得日本太阳能发电
普及扩大中心JPEC的列名，其系统安装后，住宅用户才能
获得补贴。在此情况下终端用户一般通过系统集成商(West	
Holdings、Greentec)、组件公司、商社(三菱、丸红)、建
筑/材商、电气商(东芝、日立、山田电气)的一级代理店、
二级代理店购买组件、逆变器、支架、线缆等系统所需产
品。在相对完善成熟的政策补贴及市场化的销售渠道保证
下，日本的民用住宅光伏发电市场的规模远远大于公用产
业光伏发电市场，基本占到80%的比例，日本矢野经济研究
所预计日本住宅用光伏发电市场未来还将继续扩大(表一)。

中国对于小型民用住宅屋顶光伏发电系统目前正式实
施的政策尚为空白，这块的发展也十分缓慢，占比光伏市
场份额很小(表二)。业内有人戏称中国虽是全球光伏业制造
大国，自身却是“有产业无市场”，过度依赖国外市场。针

对政策空白，2012年4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委托能源研究会
分布式能源会和城市燃气协会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起草
《分布式发电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分布式发电并网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分布式发电(Distributed	Generation，简称DG)通常是
指发电功率在几千瓦至数十兆瓦的小型模块化、分散式、
布置在用户附近的，就地消纳、非外送型的发电单元，主
要包括：以液体或气体为燃料的内燃机、微型燃气轮机、
热电联产机组、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风
力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在《分布式发电并网管理办
法》初稿中，分布式发电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发自用
类，第二类是余电上网类，第三类是全部上网类，其中，
自发自用类与余电上网类是民用住宅光伏发电系统的主要
发展形式。分布式发电管理办法初稿明确国家拟采用单位
发电量的方式补贴分布式发电，同时首次明确提出分布式
发电优先自发自用、多余电力上网、电网调剂余缺、双向
计量电量、净电量计算电费等原则，并且鼓励具有法人资
格的发电投资商、电力用户、微电网经营企业、专业能源
服务公司和具备一定安装使用规模的个人投资建设分布式
发电。目前初稿意见征求中，据称这两份文件已进入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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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日本住宅光伏发电市场容量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住宅光伏发电系统市场容量(MW)	 1085	 1256	 1449	 1613

公用产业光伏发电系统市场容量(MW)	 170	 400	 1000	 1500

光伏发电市场合计(MW)	 1255	 1656	 2449	 3113

2011年中国光伏分类市场统计

光伏分类市场	 年装机(MWp)	 市场比例(%)	 累计装机(MWp)	 市场比例(%)

农村电气化	 10	 0.5	 82.5	 2.75

通信和工业应用	 5	 0.2	 48.0	 1.60

太阳能路灯和光伏商品	 5	 0.2	 47.5	 1.58

建筑光伏	 380	 17.3	 620.0	 20.67

大型荒漠电站	 1800	 81.8	 2202.0	 73.40

Total	 2200	 100.0	 3000	 100.0

表二：2011年中国光伏分类市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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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阶段，最快将于七月左右出台。
尽管具体细则尚不明晰，但此次两份《分布式发电意

见征求稿》的起草动作还是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极大关注，
因为按照现行的电力法规定，只有拥有电力管理部门颁发
的《供电许可证》的企业才能成为合法供电主体，除部分
直供电试点外，电厂必须将电全部卖给电网，否则属于非
法行为。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分布式发电目前在中国尚未
取得合法身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第一家庭电厂”初
建的几年里赵春江不但没有获得国家补贴还一直被收电费
的情况了，当时因为太阳能发电上网难以定价，电表无法
识别太阳能发电所以即便是发的绿电还是要被收费，几年
后上海市发改委才给赵春江家里装了智能双向电表。而现
在这两个管理办法的出台，正是可以从法律上正式给予分
布式发电一个“名分”，一步步解决分布式发电所处的“尴
尬”境地。

一些业内人士与专家认为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放松，
并意味着将推动中国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发展并超过此前预
期，而中国住宅屋顶光伏发电也将迎来发展拐点。中科院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海太阳能电池研发中心主任褚君
浩表示，预计2012年下半年对住宅屋顶光伏发电还将会有
一定改善。然而，对于中国是否放开民用住宅屋顶光伏发
电系统并推行相关政策，目前业内所持意见并不统一。有
一部分人赞同并奔走呼吁加快相关政策的推行，但也存在
不少质疑声音，有另一部分人认为存在客观问题如成本、
技术等，现在不是最佳时机。

质疑者认为虽然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
在民用住宅屋顶光伏发电系统已形成一定市场机制，并有
继续推动其发展以实现自由化的趋势，然而，对于中国等
主要新兴市场而言，虽然呼吁浪潮很高，但在推进过程中
需要谨慎管理。他们认为，不应总是对政府谨慎管制持反
对意见，在危机期间，政策的得当管制能够为决策者赢得
恢复市场稳定的时间，而且以当前住宅屋顶光伏发电的发
展情况看，并未适用于每个国家。

市场、技术与体制

从市场方面看，首先中国高层建筑太多，不像欧美低
层住宅多，具体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其次成本还太高，虽
然大面积的独栋/别墅、农村的平房/独院都是潜在的光伏屋
顶市场，但以目前的价格水平，农村普及尚需要经历一个
时间段。另外由于分布式发电的频繁启动会造成电网瞬间
负荷增大，电力公司需要进行线路改造，为此电网会向接
入方收取一定的接入费以及预备后备电源的备用容量费。
发达国家普遍制定了分布式电源并网的收费标准，而中国
尚只有上海市制定了分布式电源点接入费与备用费的收费
标准。本身光伏发电价格比传统电力标杆电价要高，再加
上价格不菲的接入费与备用费，价格劣势可想而知，这样
的成本普通家庭显然无法接受。

那么，中国是否具备了发展分布式发电的能力？分布
式民用光伏发电系统足够稳定安全到让国家电网大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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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强制并网带来的隐性成本和安全问题谁来担责？(如
太阳能组件后期质保与维护机制是否完善？如果这期间给
消费者增加额外费用谁来补偿？生产太阳能电池的成本与
能耗考量等)。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表
示：“这个行业还不成熟根基不稳，未来光伏拥有广阔发展
前景但不能操之过急，正在制定的新能源“十二五”发展
规划将大幅度提高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分布式发展比
例。到2015年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仅分布式一项就
超过10GW。能源市场从来都是国家发展竞争的本源力量，
国家对这块儿的考虑很慎重。但如果完全按照就地消耗、
自发自用来设计，那么就失去分布式发电的优点了。”他一
再强调在大规模推行分布式民用住宅光伏发电系统时需要
理性思考。

还有一个技术问题，将来分布式发电可能会呈现爆
炸性增长趋势，但当前在国内研究分布式发电技术的人非
常少，以致于分布式发电还存在很多技术上的瓶颈，涉及
到的具体技术有：与建筑结合的用户侧太阳能光伏发电技
术，分散并网风电、太阳能发电技术，风光储发电互补技
术，余热余压发电技术，配电侧智能电网技术等。目前困
扰分布式发电普及的最大难题是并网难，从电力调度角度
讲，电源点越多越不利于调配。

一位从事电力技术工作的专家表示：“一是由于潮流发
生变化，电网的继电保护可能失效；二是配电网的电压可
能改变；三是不受调度控制，分布式光伏发电如果大面积
推广，对电网的影响(频率方面)和相同装机的集中式光伏
电站是一样的，越小越难上网，是因为越小越不可调度；
四是当分布式发电系统近点发生短路时，分布式发电系统
易影响电网的安全运行。”他表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973)计划中就包含了研究分布式发电技术的基础科学
研究，虽然欧美国家已经实现但中国的技术还达不到。阿
特斯总裁瞿晓铧也表示，前提条件首先要做好技术上的准
备，他建议建设足够的示范工程，解决其中涉及到的困难
与问题，同时也可以在公众认知上做一些准备。

有业内人士指出另一个关键性的利益分配问题，并网
侵犯了电网的垄断利益，新能源自发自用一度电直接导致
电网减少一度电的价差收入，所以电网对于可再生能源并
网的积极性不高，甚至阻碍可再生能源并网。利益问题的
根源在于体制，垂直一体化垄断了输电、配电、售电的电
网体制正是症结所在，分布式光伏侵犯了电网对于售电的
垄断，给了用户更多的自主用电选择权，侵犯了电网对于
配电的垄断，需要将光伏发电接入配电网。目前来看，解
决分布式发电并网的根本途径需要推进中国的电力体制改
革，将电网输电与配电分开，但这一目标短期来看是难以
实现。两个管理办法对于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比如如何解
决电网强制收购、电网备用费、电价附加税以及并网技术
标准等执行细则也没有做出具体说明，上述问题没解决，
要迎来发展拐点谈何容易，中国分布式民用住宅光伏发电
市场的发展道路还很长，需一步步走。

鸣谢

作者在此对上海太阳能电力研究所赵春江所长、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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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太阳山的光伏路

文/王超

截至2012年4月24日，宁夏电投尚德太阳山10MW光
伏电站从2010年5月20日并网后已累计发电2945万千瓦
时。这座电站的1.15元/千瓦时上网电价已经获得中国发改
委核准，但却从未拿到过相关的补贴，只拿到了数百万来
自国家电网按照脱硫标杆电价支付的费用。在宁夏吴忠市
太阳山地区的多座电站大都没能获得其应有的1.15元/千瓦
时电价补贴结算。2012年4月底，PV-Tech PRO记者走访
了太阳山地区的电站，试图去了解这两年电站建成后的运
营情况。

艰难的起步

到2011年底，宁夏吴忠市太阳山地区已经建成了六
座光伏电站：宁电投尚德10MW电站、中电投太阳山一
期30MW电站、中节能一期10MW、二期20MW和三期
50MW电站、京能10MW电站、正泰10MW电站、宁发电
集团一期10MW和二期10MW电站。

宁夏最大的电力公司宁夏发电集团成为在太阳山地区
首家建成光伏电站的业主，一期10MW电站在2009年底建
成并网。这座电站采用了宁发电集团子公司银星多晶硅制
造的冶金法多晶硅组件。在一期项目中，宁发电集团采用
了大量的斜单轴追踪系统(见图一)，而仅在今年二月份就出
现了多起追踪系统故障问题，如电机损坏、电机卡塞、推
杆故障等。在其二期10MW电站中，宁发电集团则全部采
用了固定式安装。

宁电投尚德电站早在2009年底就开始了前期的运作。 
“当时计算下来含税电价为1.25-1.3元/千瓦时才能实现微
利，最后电站建成后投入了1.8亿人民币”，宁电投尚德电站
副主任张军才介绍道。当初开发电站时，当地政府曾表态
支持，但是项目启动的时候，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跑过来，

各个环节能收费的都要收取一些费用。譬如林业部门要征
收林业植被恢复费，每亩三千元，如果不交的话规划就没
法通过。此外还要给当地农民土地补偿，加起来每亩土地
支出大约是五千元。电站占地面积是两百多亩，土地费用
就超过一百万。而这笔费用也只是一些小的开支。

中节能一期10MW电站在2009年12月中旬并网后一
直运行良好。经过第一座电站的尝试和经验积累，在二期
和三期项目上，中节能开始进行优化建设。中节能吴忠太
阳山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马彦文举了一个例
子，以前组件连接的1×4mm2型光伏专用电缆长度为1.2
米，而事实上只要保证长度为60-70厘米就可以；在三期
50MW项目中用了二十多万块组件，优化用量后能节省一
百万人民币的费用；另外，从发电角度看，导线越长电阻
也越高，发电量损失也越大。

由于进入太阳山地区的时间较晚，正泰分到的土地
条件并不好——地下很浅处布满了石头、距离并网点也较
远。由于受地下岩石的影响，这座电站的部分桩基础并没
有打太深，而是采用了条型基础桩以保证稳定性。

比 正 泰 更 早 进 入 太 阳 山 地 区 的 汉 能 控 股 集 团 ， 其
20MW电站却迟迟没有完成。这个项目早在2010年底就获
得核准，但直到2011年8月份才完成了10MW的桩基础工
程，2012年2月搭设了部分支架，汉能双流基地生产的薄
膜组件在今年3月中旬到了少量的货，在本刊记者参观时也
只有不足20块组件安装在支架上，大部分组件都堆积在空
地上(见图二)。据施工方请来的安保人员介绍，由于汉能拖
欠施工单位资金长达数月，项目不得不停工。

在此次走访过程中，一些电站业主向本刊记者反映了
电站前期开发时的种种阻力。汉能吴忠太阳山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立国认为：“从最开始的土地审批手续
就非常繁琐，要向国土资源厅上报13个大项的文件，而其
中一些申报项是毫无必要的，政府应该简化手续。”这其中

图一： 宁发电集团电站所采用的斜单轴追踪系统 图二： 汉能的电站仍在等待恢复开工

76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项目聚焦





 

部分原因是项目用地的土地性质没有及时转换过来，如规
划土地中包含了部分旱耕地、林业用地，而事实上这些土
地上只生长了一点野生抗旱植物。业主不得不花费大量时
间、金钱去完成土地变更手续。

相比之下，中电投的30MW电站建设进行的很顺利。
由于中电投在当地有一些风电等其他产业的投资，所以项
目审批过程中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这座电站在2011年9
月20日动工，负责系统总承包的特变电工按时在当年12月
31日前完成单体一次性并网。据特变电工负责该电站的项
目经理刁良粱介绍，最多时有超过1200名工人同时施工，
目前工人居住区对土地植被的破坏要到春天结束时才可能
恢复过来。二期30MW电站计划今年7月份开工，但在宁夏
第一批核准项目名单中并没有中电投的名字。中电投似乎
并不担心，“获得核准问题不大，只是有些工作要继续做下
去”。

运行中的电站

中电投30MW电站在2011年底并网后，直至2012年4
月25日下午三点，累计发电量为1516.7855万千瓦时。在
这四个月的运行中，单日最高发电量达22.0188万千瓦时，
这出现在电站完成一次组件清扫之后。负责电站后续收尾
工作的刁良粱更愿意用干拖布进行组件表面的清扫，“用水
冲洗后还是会留下印迹”。整个清扫工作花费大约为6万人
民币。

然而，从电站建成以来，中电投不得不陆续更换了近
600块钧石提供的薄膜组件。在该项目中，中电投采用了
1MW薄膜组件，但是由于当地温差较大等原因，组件出现
了自然开裂(见图三)。负责电站运营的王旭辉透露，“中电投
已经停止向钧石交付货物尾款，并要求免费补货”。而钧石
则认为双方应风险共担，只能满足一半的补货请求。

刁良粱还向记者介绍了特变电工所承建的大唐国际青
龙峡10MW电站的情况，这个项目中有4MW组件采用了钧
石的薄膜组件。该电站附近有一座军事打靶场，“只要有军

事训练，枪炮声产生的震动就会使得脆弱的薄膜组件出现
大量损坏，受损的组件甚至成卡车向外运”。

中节能电站的运维团队已经度过了磨合期，“以技术运
营部作为电站运维主体，设一个主任、两个副主任，一共
有四个班组，每个班组三个人，总共十五、六人就可满足

80MW电站运维需求”。中节能还试图摆脱传统的组件清扫
方式，采用类似绿化喷管的自动喷淋系统(见图四)，目前
该项目已经申报了相关的科技奖，并投入部分资金。如果
这种方式可行的话，在非寒冷季节中，50MW电站只需要
10天就可以自动清洗完毕。马彦文正等着自动增压泵安装
完毕后做一些测试实验，“所用的水来自附近的水库，我们
还希望利用喷管系统在合适的土地上种植一些农作物”。 

图三： 中电投电站中的薄膜组件出现碎裂

图四： 中节能三期项目中将使用自动喷淋系统对电站进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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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节能已经尝试在可利用的土地上种植了辣椒、
茄子、西红柿等，未来还计划进一步利用土地进行小量的
家禽喂养。

距离不远处的正泰10MW电站计划安排六名运维人
员。正泰负责该项目的主任司晓利介绍，“我们也尝试了站
场内种植一些豌豆、菠菜、油菜等植物，未来会在周边种
植一些向日葵”。

相比之下，宁电投尚德10MW电站除了管理层外，还
有8位运维员。这些工作人员按照工作九天休假四天的方式
来减少因交通不便所带来的奔波。这座电站每次清洗费用
约为1.2-1.6万人民币，具体视电站灰尘程度而定，一般情
况下2-4天即可完成。

此外，支架供应商安必信也已经涉足了电站清扫业
务，他们正挨个电站推广其开发的自动/半自动清扫设备。
据该业务负责人刘京京介绍，这种设备的清扫价格约为
0.26元/平方米。按照普通的多晶组件计算，10MW电站的
清扫费用约为1.8万，其中耗水400公斤；如果三台机器同
时工作，大约1天就可完成清扫。在安必信所做的试点项目
中，这种清扫方式比起传统的方式效果更明显。

宁电投尚德10MW电站2010年(不满一年)发电量为
899.0352万千瓦时，2011年发电量为1519.4088万千瓦
时，2012年1月发电量为104.3406万千瓦时，2012年2
月发电量为126.4536万千瓦时，2012年3月发电量为
135.0678万千瓦时。这些数字都要及时反馈至宁夏电力公
司。

根据宁夏电力公司要求，各电站业主在每月1日上午九
点前将上月发电量编辑成短信发至宁夏电力交易中心，电
力交易系统在当日11点半发布上月预算电量，十二点发布
上月终结电量。

宁夏电力公司在4月12日发布了《关于宁夏新能源场站
整改工作计划安排通知》，整改内容包括接入信息的完善、
预测系统接入(见图五)、控制系统接入、电力系统相量同步
监测(PMU)装置接入。根据计划，宁夏中卫第一至第六光伏
电站、吴忠第一至第十光伏电站、宁东第一至第三光伏电
站、石嘴山第一至第五光伏电站以及银川第一光伏电站(宁
夏电力公司重新对该地区的电站项目按并网时间进行编号)
从2012年4月至6月底依次完成整改工作验收。

拥挤的电力入口

就在记者抵达太阳山的前一天，国家电网宁夏电力公
司把太阳山地区的十多家风电、光伏电站的业主召集在银
川开了一个会，主题是如何保证电网运行安全以及未来将
会对这一地区并网功率进行的一些限制。此前太阳山地区
的任何光伏电站都未曾遇到过限电状况。

据记者了解，太阳山地区有两座330千伏升压站：罗
山变电站和星能变电站(以下简称罗山变和星能变)；此外中

 逆变器 逆变器 当日当时功率 当日发电量

  (单位：千瓦) (单位：千瓦时) (单位：万千瓦时)

 1 353.87 2279.08 64.957

 2 352.47 2161.89 60.566

 3 329.77 2029.9 61.437

 4 350.37 2177.29 62.243

 5 322.07 1996.5 56.840

 6 346.27 2136.09 61.004

 7 365.66 2260.28 63.9825

 8 303.87 1886.32 53.5155

 9 339.37 2130.69 60.2714

 10 329.67 2233.18 62.7030

 11 321.77 2003 61.0462

 12 343.47 2111.49 59.9811

 13 328.17 2028.6 57.6096

 14 347.97 2157.19 61.2467

 15 366.16 2255.58 63.9886

 16 354.37 2176.89 61.7275

 17 337.27 2106.79 58.2964

 18 355.47 2191.59 61.6905

 19 325.17 2199.19 53.2964

 20 335.27 2236.68 51.7458

 总计 6251.6 42758.2 1198.1482

表一：宁电投尚德太阳山10MW电站发电数据(注：该数据为当
日中午12点所记录，当日天气阴）

逆变器 当日发电量 累计发电量

1 3392 56770

2 3325 49662

3 3372 58699

4 3321 74051

5 3280 49939

6 3346 46369

7 3386 46728

8 3337 56240

9 3313 55979

10 3377 81827

11 3294 40463

12 3324 85897

13 3288 45552

14 2881 36921

15 3374 37766

16 3298 45834

17 3377 59922

表二：京能10MW电站各逆变器相关发电数据(注：以上单位均
为千瓦时；另外三台逆变器由于其他原因未能获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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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自建了一座110千伏升压站。距离太阳山地区光伏电
站最近的是罗山变，如接入距离较远的星能变会增加并网
成本，所以大部分风场和光伏电站都选择将电力并入罗山
变。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接入已经使得这两座变电站容量接
近满负荷运转，对电网调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正泰的10MW电站之所以最终没能拿到2011年的1.15
元/千瓦时电价，主要是由于其在并网环节上出了一些问
题。由于并网条件不好，正泰最终选择向中节能交一部分
费用就近将电力先并入其110千伏升压站中。“虽然会对收
益产生影响，但也是无奈之举”，正泰电站的负责人还是希
望尽快实现并网。而汉能的电站也因为迟迟没有获得并网
许可而使得工期一拖再拖，“这个项目迟迟未获得电网公司
的接入许可，所以不得不先停掉，等一些手续办好后再进
行建设”。

对于已经并网的宁电投来说，宁电投尚德电站副总
经理已经向有关部门递交“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接入电网

系统所涉及的工程投资和运行维护费用列出专项补贴”申
请。这座电站的并网线路为6公里，按照标准将每度电再
增加一分钱补贴。宁电投张军才认为，“我们每年发电量约
为1600万千瓦时，年补贴额为16万，而这条线路的投资
是280万，并且还要定期维护，这样算下来要20年才能收
回”。

为了保证电网运行安全，宁夏电网提议根据电能质量
来进行控制。据了解，当地最早并入电网的电站或许不会
有限电的顾虑，而后接入的电站则视哪家的系统最先接近
负荷而被电网切掉。宁夏电力公司要求各发电企业增添安
全稳定控制系统，这套系统由国网电科院研制，软硬件加
起来需要一百万人民币左右。代表中节能参会的马彦文介
绍，“电力公司的会议只是召集业主讨论并征求意见，如果
都同意了，就进一步协商技术方面的具体操作”。事实上，
没有哪家业主会在面上向宁夏电力公司提出坚决的反对意
见。

罗山变此前的额定接入能力为480MW，其中风电的配
额为370MW，其余110MW分配给光伏发电。“变电站的正
常运行很难实现全部的接入能力，能达到80%就不错了”，
马彦文对未来的限电要求也表示理解，“目前的接入能力确
实有限”。罗山变将在2012年下半年扩容，完成后将再增加
240MW的电力接入能力，实际的接入能力约为200MW，
并且其中超过一半的配额或将分给风电，留给光伏的并网
接入空间还是有限。马彦文认为2012年大约还有100MW
的光伏并网空间。

中节能计划建设330千伏变电站，它将拥有800MW的
接入能力，但是这个项目要获得国家电网的审批，整个手
续很复杂，有可能要花2-3年的时间。目前由于并网接入空
间的不足 目前由于并网接入空间的不足，截至4月底，太阳
山地区的2012年新增装机项目都没有获得批准。

太阳山的未来

根据太阳山管委会副主任王海宁介绍，2015年之前太
阳山地区的土地供应可以支持大约1GW的新增光伏装机，
这也是该地区十二五期间的规划；2015年之后计划在风场
的空地上开发光伏电站，十三五的远期规划也是1GW。

在电网接入方面，太阳山周边地区还计划建设两座330
千伏升压站，目前宁夏某电力设计院已经开展前期工作，
其中一座计划在2013年投入运行。此外有国家电网投资的
宁夏至浙江的±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也在开展前期工作，
建成后这条途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安徽的
线路输电能力可达到7.8GW，对远期光伏电力的输送也有
一定的帮助。

中电投在完成一期30MW电站后(见图六)，二期30MW
和三期50MW项目也将陆续动工。此外中电投还在距离星

表三：中节能太阳山一期10MW电站运行数据(注：记录时间为
2012年4月24日下午6点14分)

子阵 当时功率 当日发电量 累计发电量

    (单位：千瓦)  (单位：千瓦时) (单位：万千瓦时)

1区 103 5420 82.03

2区 102.5 5427 80.1

3区 103.3 5333 76.85

4区 103.3 5383 81.78

5区 103.3 5386 79.01

6区 104.3 5327 81.34

7区 104.3 5326 80.4

8区 52 5263 73.65

9区 103.6 5222 75.07

10区 104.7 5278 76.36

总计 984.3 53365 786.59

图五： 宁电投尚德电站的功率预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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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变不远处获得了200MW电站的建设用地。除了中电投
外，其他已在太阳山建设电站的业主都计划了后续的投资
计划。马彦文肯定了中节能四期项目将会在今年建设的消
息，但是具体规模还要看电网公司提供的接入量。

宁电投下一期电站的土地已经规划好了，但是他们对
是否要落实投资犹豫不决。“现在的10MW电站每年偿还贷
款利息就要八百多万，再加上运营费用，每年的支出就要
上千万，所以这个项目每年的亏损大约为200万；而电价补
贴都被挂账，没有多少实际收入。当时的利率是5.94%，现
在的利率要超过7%，宁电投的总资产也就140亿，一方面

银行贷款可能会比较难，另外大规模发展光伏对公司也有
一定的风险”。

在太阳山管委会提供的一份资料中显示，2012年该
地区的工业项目中与光伏相关的有三峡新能源的30MW电
站、中节能吴忠太阳山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30MW电
站、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力分公司
的50MW电站、国电电力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20MW电
站、通用硅公司的20MW电站。但这些规划项目能否落实
以及是否会有新的投资者进入这片热土，都要看相关政府
部门的态度以及行业形势的变化。

 图七：宁夏太阳山开发区入驻项目办事流程图

图六： 中电投的30MW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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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贤纳士

镀膜领域内太阳能电池科学家
工作地点：美国加州

职位描述：
·· 分析并确认材料与新式镀膜机制流程对太阳能电池·
· 的影响
·· 提高对材料化学成分影响的认识·
·· 参与制定镀膜材料与工具规格
·· 设计、协调并执行太阳能电池的镀膜实验
·· 在与镀膜相关的制作流程中和镀膜材料开发等方面·
· 进行科学界定

应聘条件：
·· 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电力工程、物理、化学或·
· 相关学科博士学位(必备条件)
·· 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 熟知多种不同镀膜技术和镀膜材料及晶硅太阳能·
· 制作流程
·· 可熟练使用各种常见统计工具(DoE等)
·· 熟识薄膜表征(SIMS、ellipsometry、PL等)者优先

在线申请：www.jobsinpv.com/ad,1141,98,Solar-Cells-Scientist-specialized-in-metallization

研发项目经理
工作地点：瑞士

职位描述： 
·· 本职位划归首席执行官管理
·· 对所分配的项目进行管理并促进其发展
·· 负责监督项目的质量和进度·
·· 与客户和研究所建立并保持友好关系
·· 发起、参与并管理CTI和EU的项目
·· 与工程和销售团队进行紧密合作

应聘条件：
·· 具有物理或微电子专业博士学位或相当学历
·· 具有5-7年相关岗位工作经验，企业家精神及灵活度
·· 在光伏电池设备/浆料技术两个方面均具有一定经验
·· 充分理解电池设备优化和制造流程等方面业务
·· 充分理解PECVD和PVD等浆料流程技术

在线申请：www.jobsinpv.com/ad,1147,98,RD-Project-Manager

其他职位招聘：

欲了解更多光伏产业招聘信息或在线申请职位，请访问：www.jobsinpv.com

职位刊登垂询：·Graham Davie
电子邮箱：· gdavie@pv-tech.org
联系电话：· +44 (0) 20 7871 0123
传真号码：· +44 (0) 20 7871 0102

太阳能研究中心主任·(北美)

晶硅光伏零件的表征科研职位·(比利时鲁汶)

光伏领域聚合物科学家·(美国加州)

区域销售经理·(比利时)

技术总监/经理·(维也纳)

光伏系统博士后·(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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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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9-20日 2012 Solarbuzz中国光伏研讨会 中国上海 www.solarbuzzevents.com.cn 会议

8月1-3日 中国（哈密）大型光伏荒漠发电产业发展论坛 中国新疆 www.semi.org.cn 会议 

8月15日 2012南美洲太阳能展 (Intersolar South America Summit) 巴西圣保罗 www.intersolar.net.br/en/intersolar 会议

8月21-22日 第50届澳大利亚国际光伏会议暨展览会 澳大利亚墨尔本 www.aupvsee.com 会议 & 展览

8月21-23日 2012第四届广州国际太阳能光伏展览会暨产 中国广州 www.pvguangzhou.com 会议 & 展览
	 	 业发展及投融资论坛

8月21-23日	 2012年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三亚国际论坛	 中国海南	 www.systp.com.cn	 会议

8月29-31日 CSPE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太阳能光伏展 中国北京 www.chsolarpv.com 展览

9月3-5日 SOLARCON India 2012 印度班加罗尔 www.solarconindia.org 展览

9月5-7日 2012第12届中国光伏大会暨国际光伏展览会	(CPVC) 中国北京 www.ch-solar.com 会议 & 展览

9月5-7日 2012年意大利罗马国际光伏展	(PV Rome) 意大利罗马 www.zeroemissionrome.eu 展览

9月5-7日 SEMICON Taiwan 2012 中国台湾 www.semicontaiwan.org 展览

9月10-13日 2012年美国国际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Power International) 美国佛罗里达 www.solarpowerinternational.com 会议 & 展览

9月18-19日 2012中国(国际)光伏电站应用技术创新高峰论坛 中国上海 www.pvapplication.com 会议

9月24-28日 第27届欧洲太阳能光伏展 德国法兰克福 www.photovoltaic-conference.com 会议 & 展览

9月26-29日 2012中国新能源国际峰会暨太阳能展览会 中国成都 www.cdnee.com 会议 & 展览

10月2-4日 Solar Power UK 2012 英国伯明翰 www.solarpowerukevents.org 展览

10月3-5日 台湾国际太阳光电展览会(International Photovoltaic Exhibition) 中国台湾台北 www.pvtaiwan.com 展览

10月3-5日 可再生能源世界亚洲	(Renewable Energy World Asia) 泰国曼谷 www.renewableenergyworld-asia.com 会议 & 展览

10月10-11日 2012年澳大利亚国际全能源展 (All Energy) 澳大利亚墨尔本 www.all-energy.com.au 会议 & 展览

10月17-19日 2012年中国光伏发电与系统集成技术研讨会 中国上海 www.pv-china.org 会议

10月22-25日 新加坡国际能源周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Energy Week) 新加坡 www.siew.sg 会议

10月24-26日 2012年EnerSolar意大利展 意大利米兰 www.enersolarplus.com 展览

11月1-3日 第四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中国无锡 www.crecexpo.com.cn 会议 & 展览

11月5-8日 2012年印度太阳能展 (Intersolar India) 印度孟买 www.intersolar.in 会议 & 展览

11月5-9日 第22届光伏科学工程会议 (PVSEC)  中国杭州 www.pvsec22.com 会议

11月11-13日 CDNEE第五届2012中国(成都)新能源国 中国成都 www.cdnee.com 会议 & 展览
  际峰会暨太阳能展览会

11月13-15日 2012上海国际太阳能光伏展览会及光伏产业发展论坛 中国上海 www.nerexpo.com 会议 & 展览

12月6-7日 7th Energy Forum on Solar Building Skins 意大利布列瑟农 www.energy-forum.com 会议

12月7-9日 2012年法国蒙彼利埃可再生能源展 (Energaia) 法国蒙比利埃 www.energaia-expo.com 会议 & 展览

12月11-14日 2012中国国际太阳能行业博览会 Intersolar China 中国北京 www.intersolarchina.com 会议 &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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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
展会媒体合作洽谈，请联系Cathy	Li：cli@pv-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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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及问卷调查

亲爱的读者朋友：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PV-Tech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的姊妹中文刊物《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 精华版》现已全面改
版，并更名为《PV-Tech PRO中文专业版》。

如果您希望在线阅读或免费订阅《PV-Tech PRO中文专业版》，请登录www.pv-tech.cn的杂志版块进行在线注册，或
将填写完整的下方表格以扫描件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邮箱subscribe@pv-tech.cn，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协助您进行注册。 
(已注册PVI精华版杂志的用户无需再次注册)

*姓名：________*工作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寄邮编：__________*邮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使用简体中文填写上述信息，我们保证不会对第三方泄露您的资料)

为了更好地了解您对本期《PV-Tech PRO中文专业版》的意见和看法，烦请您抽出几分钟宝贵时间填写此问卷调查。

您的年龄：
25岁以下 25-30岁 31-40岁 40-50岁 50岁以上

您希望本刊涵盖的技术内容比例为：
10%-20%  20%-30% 30%-40% 50%-60% 60%以上

您希望本刊涵盖的市场分析类内容的比例为：
10%-20%  20%-30% 30%-40% 50%-60% 60%以上

您希望本刊在现有基础上增添哪些栏目的内容：
国际新闻 新品发布 政策综述 焦点项目 人物专访 企业专访
市场评述 专题报道 新闻特写 展会信息 求职信息 技术论文
投资融资 热发电专题 分析师专栏 

除了上述提及的栏目，您认为本刊还需要增添哪些栏目或内容：

您认为本刊中哪些现有栏目需要改进，具体应改善哪些方面：

其他意见或建议：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时间，我们会不断改进我们的内容，并期待在下一期《PV-Tech PRO》中与您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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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印度太阳能峰会得到了
古吉拉特省政府和古吉拉特能源
公司的大力支持，同时与会的还
有：

• 750位会议代表

• 50家展商

• 1800名参观者

• 逾1万名业内人士参加了  
 200MW Charanka太阳能电 
 站 的官方落成仪式

• 包括其他各州政府在内的逾 
 45名高级代表发表了讲话

不要错过2013年的大好良机，赶
快预订将于古吉拉特省召开的首
届印度太阳能门户展会吧！

2013

INDIAN SOLAR 2013
印度太阳能投资与技术会议暨展览
全力推动印度国家太阳能项目建设

日期：2013年4月18-21日
地点：古吉拉特邦甘地讷格尔县

INDIAN SOLAR 2012展会回顾

WWW.SOLARSUMMITINDIA.COM

Contact us now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how you can attend the event:
Call +44 20 7871 0123 or email: info@solarsummitindia.com

媒体合作伙伴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您不可错过的太阳能
行业商业盛会！

·· ·展览面积扩大四倍：以迎合英国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该市场自2010年的
53MW已增至2011年的900MW

·· ·三大专题研讨厅分别针对太阳能热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及绿色交易：
为您提供抢占学习曲线的机会

·· ·展览现场功能区域：提供了专题讨论及示范区域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就来预订您的展位吧！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TO BOOK YOUR STAND CONTACT:
GARY +44 (0) 20 7871 0123 gkakoullis@solarpowerportal.co.uk

www.solarpowerukevents.org

英国伯明翰国家展览中心NEC，2012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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