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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奔腾的光伏产业在2012年里经历了诸多事件，跌价、债务危机、破产、双

反、新兴市场等，已在这一年成为光伏界的热点关键词。分布式发电政策的细则
还未发布中国光伏企业就已经将算盘打得噼啪响，可以想象2013又将是充满挑
战与故事的一年。

2012年，对中国光伏产业来说喜忧参半。国外市场的困境已经把制造企业
逼到绝境，而中国市场的明朗又让他们找到新的发展空间。PV-Tech记者在2013
年初前往青海、甘肃、新疆的十几个城市进行考察，在《中国西部光伏电站大起
底》中为读者讲述2012年的故事，并描绘2013年的前景。即便困难重重，依然
阻挡不了这个国家为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所做的努力。

在传统市场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自救成了共识，不少企业将触角延伸至电站
开发及新兴市场， PV-Tech团队在走访多家中国一线光伏企业时发现企业对于新
兴市场的开拓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中国、日本、印度、南美、南非、东南亚成
为高频率名词。《传统市场趋稳，组件流向新经济体市场》便向读者就这一主题分
享了见闻与收获。

一直以来整个产业都在孜孜追求降低成本，而降成本需要有力的研发作为支
撑，PV-Tech高级新闻编辑Mark Osborne就五大光伏组件制造商的研发资金使用
状况进行了分析。

与中下游恰恰相反，在上游原材料的价格竞争中，中国多晶硅企业相继溃
败，90%以上多晶硅企业宣布停产，而进口量却与月剧增，从而引发中国对原产
自美韩欧盟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的“双反”调查，光伏贸易战再次升级。 
《鸡肋，中国多晶硅现实写照》一文对此作了详细分析及数据对比，我们发现中
国多晶硅企业正经历一个进退维谷的“鸡肋”时代。

本期技术栏目，我们为您带来了《旁路二极管失效研究》、《背接触太阳电池
组件制造技术综述》技术论文，分别来自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比利時 
IMEC、Photovoltech等机构。

当您看到这本杂志时，2012年的寒冬已经过去，2013年的春天全球光伏行
业将孕育出新的技术、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包括我们媒体也在寻求改变。祝愿
今年很多新的愿望成为现实，PV-Tech将把您的精彩故事向大家分享。

肖蓓

PV-Tech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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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IHS: 2012年光伏安装量达32GW，
2013年有望达35GW

根 据 市 场 研 究 公 司 I H S 最 新
数 据 ， 2 0 1 2 年 全 球 光 伏 安 装 量 达
3 2 G W ， 较 2 0 1 1 年 2 8 G W 有 所 提
升。2013年预计将有所增长，但是仅
限于3GW，达到35GW。

然而，在过去两年内平均销售价
格(ASP)的下滑将在2013年继续。平
均销售价格的下滑对产业收入有着重
大影响。IHS表示，产业收入，通过系
统价格乘以总千兆瓦安装量来计量，
预计在2013年将下滑至750亿美元，
较2012年770亿美元有所下跌。据说
2011年光伏产业收入达到顶峰，高达
940亿美元。IHS表示，2014至2016
年产业收入将超出百亿美元的范围，
到2016年将高达1150亿美元。 

IHS联合太阳能研究总监阿什·
夏尔马(Ash Sharma)表示：“光伏安装
量的日益增长伴随另一方面，收入的
下滑，导致的冲突趋势，将要求太阳
能公司继续降低其成本结构。自我们
2006年开始分析该产业时，每年太阳
能安装量都有所增长并无下滑，并将
继续如此至少至2017年，当人们看到
产业收入，尤其是当光伏组件价格继
续下滑时，该图片更发人深省。并且
由于安装量的增长，虽然很积极，但
是还有所放缓，进一步影响该产业的
全部顶级生产线。”

区域变化
IHS指出，光伏需求正在发生着主

要区域的改变，该产业正在变得真正
全球化。2010年欧洲据说占太阳能需
求80%以上，2012年下滑至53%，预
计今年将进一步下滑，仅占全球市场
的39%。未来几年，亚洲，尤其是中
国，取代欧洲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
安装项目来源不足为奇。

IHS预计，2013年德国或降至
第三位，位于中国和美国之后。日本
和意大利随后，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
位。

今 年 地 理 的 分 裂 也 有 望 升 级 。
该市场研究公司指出，从安装量来
看，2012年排名前五的国家占太阳能
总需求的近75%，但是预计2013年将
下滑至65%。

欧洲地区

2012年德国光伏安装量破纪录达
7.6GW

根 据 德 国 联 邦 网 络 管 理 局 的 数
据，2012年德国安装7.6GW的光伏装
机容量，击败该国前一年安装7.5GW
的年度记录。

管理局日前还宣布，德国每月上
网电价补贴(FiT)削减2.2%。根据该新
的补贴费率，2013年2月1日至2013
年4月30日间，新安装光伏系统的运营
商将获得每千瓦时0.115至0.165欧元
的补贴。

该上网电价补贴之前于2012年11
月进行过调整，当时德国政府将该补
贴费率减低2.5%。上网电价补贴逐月
自动削减1%。然而，此次削减的补贴
费率可以根据安装的光伏装机容量的
规模进行调整。

预计该管理局将于四月宣布新的
上网电价补贴削减率，并将于2013年
5月1日生效。

美洲地区

2013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安装量
有望提高400%

GTM Research日前预计，2013年
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市场将安
装459MW。

GTM在其名为《2013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海太阳能：市场、展望和竞争
性定位》的报告中详述，到2017年，
年度安装量预计将超过5.7GW，使未
来五年该市场累计并网的太阳能装机
容量达13GW。该报告认为智利、墨西
哥和巴西为最具增长潜力。

在其他市场，如秘鲁、厄瓜多尔
和加勒比海岛国也得到开发。该报告
的作者兼GTM Research太阳能分析师
Andrew Krulewitz表示：“迄今为止，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安装的并网太阳能
的量很少。”

“在这些国家目前该产业主要包含
服务于离网市场的经销商。缺乏国内竞
争被太阳能参与者视作在拥有巨大潜力
的市场上获得先发优势的一个机遇。然
而，这些国家没有多少专业的太阳能公
司，现有在同行业中运营的公司可以很
容易地过渡到太阳能领域。正如一些国
外参与者的发现，当在这些新兴市场运
营时，已证实当地知识的价值比太阳能
具体经验的价值要高得多。”

亚太地区

EnergyTrend：台湾太阳能电池制
造商2012年出货量再创新高

据 T r e n d F o r c e 旗 下 研 究 部 门
EnergyTrend数据显示，台湾太阳能电
池制造商2012年出货量约为5.5GW。
但是，由于产能过剩而造成的较弱的
价格环境则导致了整体收益下降了
25-50%不等。

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茂迪、昱晶
能源、新日光和昇阳科，占到去年台
湾市场总出货量的67%。

但是，联景光电、旺能光电和太极
能源也在2012年取得了太阳能电池出
货量300-350MW的好业绩。与此前几
年不同，去年上半年的出货量较强。这
家市场调研公司表示，2012年前后半
年的出货量比例约为55%比45%。

EnergyTrend预计2013年台湾太
阳能电池出货量将凭借欧美针对中国
组件制造商所提请的贸易争端而在此
打破2012年的记录，同时，由于日
本市场内的组件制造商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着台湾所生产的电池，因此日本
市场也将成为其主要业务增长点。然
而，EnergyTrend预计价格压力将在
2013年持续，从而将受益额维系在
2012年的水平。

市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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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旗下金刚石线锯可改善硅片
质量和设备产出量

产品应用：本品可应用于多晶/单晶硅
锭的切割过程中。
相关信息：据公司称，包括电气柜
在内的整套现居系统所占面积仅为
3,701mm×2,000mm，从而实现了
680mm切割位上的线锯平台。据称，
该系统极为便捷的操作界面和维护需
求可减少设备的停机时间。
上市时间：已上市

RENA旗下RS 690-DW产品是为使
金刚石线锯以最低的购置成本(CoO)获
得最高的硅片质量而研发的。根据工
艺参数的计算，该产品据称可将设备
的产出量提高15MW/a。

基 于 R S  69 0 -2线 锯 系 统 的 经
验，RENA为金刚石线锯设备专门调
试出新式RS 690-DW产品。该产品
的机械组成包括：具有经优化的线
锯轴间距的固定线锯、一套新式线锯
管理系统和一套占地小的特制冷凝液
分配循环系统。该产品在工艺上的特
征据称可实现较高的硅片质量、改善
TTV(总厚度偏差)值、少于1米的单位线
锯消耗量和高于15MW/a的总产出量。
该设备在对156mm×156mm的硅片
进行切割时，所使用的线锯直径最小
可达100µm。凭借与SH+E集团的合
作，RENA开发出了一套可增加冷却液
使用寿命并降低工艺成本的冷却液循
环系统。

曼兹发布ISS 1200紧凑型在线溅镀
系统

产品应用：模块化在线CIGS薄膜材料
溅射系统。
相关信息：溅射工艺作为一种表面镀
膜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除了太阳能
产业，溅射系统也应用于其他高科技
领域，如显示和触摸传感器、有机发
光二极管的制造等。
上市时间：已上市

曼兹自动化在今年推出了新款真
空镀膜系统，进一步丰富了其在薄膜
太阳能电池市场内的产品线。这款新
镀膜系统名为ISS1200，一个紧凑型、
模块化设计的溅镀(溅射)系统(ISS)，该
系统作为曼兹“整体工厂解决方案”
的一部分，有助于薄膜组件制造商提
高原材料利用率。

为了生产高效率的CIGS薄膜组
件，激光加工、湿化化学和真空镀膜
工艺需要彼此匹配，完全自动化的连
接和智能控制系统。以上系统的整合
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

溅射系统的基本原理是物理气相
沉积(PVD)，原料通过一系列物理过
程被转换为气态，随后沉积在玻璃基
板上。溅射系统工艺周期短，维护简
单，并可以很容易地集成到新的或现
有的生产线中。

Ecoprogetti旗下LED太阳能模拟器
可在紧凑空间能实现较高重复性

产品应用：本品可应用在对包括晶
硅、薄膜和背接触太阳能电池组件等
类型在内的光伏组件进行三A级测试过
程中。
相关信息：模拟器的结构非常紧凑，
占地面积仅为4.6m2，工作台高度为1
米，十分适合集成在生产线、工厂和实
验室等空间有限的地方。TUV Intercert
在对该产品发放三A级证书之前，已对
产品的相关特性进行了深度检测。
上市时间：已上市

Ecoprogetti旗下三A级太阳能模
拟器ECOSUN 10L是启用了更为接近
现实条件的LED光源的新一代太阳能
模拟器。传统的氙灯光源太阳能模拟
器无法满足365-1080纳米的全光谱范
围，从而限制了对光伏组件在实地应
用中所可能遇到的状况。

ECOSUN 10L系列产品能够将脉
冲时长延至七秒以上，从而可以排除
电容对系统的影响。此外，该产品还
能够在新一代高效电池、MOSFET等
低损耗接线盒以及配有微型逆变器的
组件上使用。据公司称，该产品所具
有的稳定、可重复且持续的脉冲，可
通过逾百种测试对组件功率上产生的
错误重复率低于0.2%的故障进行可重
复且稳定的检测。LED光源还具有使
用寿命较长的优势。LED光源可进行
三千万次的重复测试，而最先进的氙
灯光源仅具有五万次的闪烁寿命。

新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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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讯

整理/蒋荒野

澳大利亚

该市场2013年的过剩电力电网连
接价格被设为每千瓦时8澳分，并未理
会维多利亚州竞争与效率委员会建议
的6澳分至8澳分的范围。随着电价的
大规模调整，该价格每年都会更新。

去年十一月中旬，澳大利亚可再
生能源局日前根据自身综合基金战略
开始了一项新的计划，旨在推广可再
生能源在偏远地区的应用，并同时宣
布不再支持昆士兰州的250MW Solar 
Dawn光热发电项目。

文莱

文莱能源部长雅思敏在“美国与
亚太地区通向可持续能源未来的全面
合作伙伴关系”计划会议期间宣布，
文莱政府目前正考虑建设智能电网并
推出入网电价补贴，促进本地太阳能
产业发展；鼓励居民在屋顶安装太阳
能发电装置，并按补贴电价将电力供
入国家电网。

中国

去年九月中旬，为促进太阳能发
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国家能源
局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
规划》，组织编制了《太阳能发电发
展“十二五”规划》，并发布了关于印
发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二五”规划的
通知。

《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二五”规
划》提出了具体发展指标，到2015年
底，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100万
千瓦以上，年发电量达到250亿千瓦
时。

十 月 末 ， 国 家 能 源 局 发 布 
《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
其中对我国目前的能源利用现状、政
策和目标进行了阐述。白皮书指出，国
家将制定分布式能源标准，完善分布式
能源上网电价形成机制和政策，努力实
现分布式发电直供及无歧视、无障碍接

入电网。中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将在
2015年达到21GW以上，这一数字是
目前国内光伏装机容量的七倍。 

此外，国家电网公司于去年十月
末在京召开加强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
服务电视电话会议暨新闻发布会，向
社会发布《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
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

“ 意 见 ” 将 分 布 式 光 伏 发 电 定
义为位于用户附近，所发电能就地利
用，以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电
网，且单个并网点总装机容量不超过
6MW的光伏发电项目。超过以上要求
的光伏项目需按常规电源相关管理规
定对待。

“意见”同时指出将使用“上、下
网电量分开结算”方式进行上网电量计
量，即采用类似总计量的方法，但是又
与国际上的总计量有所差别，因为“用
户自行选择”全部上网、全部自用或自
发自用余电上网，而用户做决定的标尺
上网电价目前尚未得到明确。

根据“意见”要求，接入公共电
网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接入系统
工程以及接入引起的公共电网改造部
分由电网企业投资建设。接入用户侧
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接入系统工
程由项目业主投资建设，接入引起的
公共电网改造部分由电网企业投资建
设(西部地区接入系统工程仍执行国家
现行投资政策)。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免
收系统备用容量费。

至于并网手续，“意见”规定，地市
或县级电网企业客户服务中心为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业主提供并网申请受
理服务，协助项目业主填写并网申请
表，接受相关支持性文件，提供接入
系统方案制订和咨询服务。在受理并
网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由客户服务
中心将接入系统方案送达项目业主，
项目业主确认。380伏接入项目，双方
确认的接入系统方案等同于接入电网
意见函，10千伏接入项目，客户服务
中心在项目业主确认接入系统方案后5
个工作日内，向项目业主提供接入电
网意见函。

去年十一月中旬，为促进国内光
伏发电应用，财政部、科技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决定在去年
上半年金太阳和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
示范工作基础上，在年底前再启动一
批示范项目；同时首次在金太阳和光电
建筑示范计划中提出了度电补贴的概
念。

除参照《关于做好2012年金太阳
示范工作的通知》和《关于组织实施
2012年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的通
知》外，国家对此次申报的项目提出
了下列新的要求：支持分布式、重视
高品质、试行度电补贴。

今年初，2013年全国能源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我国累计光
伏装机容量在过去五年中由基本空白
增加至7GW，2013年我国将大力发展
分布式光伏发电，新增光伏装机目标
为10GW。

日本

日本经济产业省年初决定对光伏
安装项目当前的上网电价补贴作出修
改。目前的补贴费率为每千瓦时42日
元，将随着财年度的结束而终止。

马来西亚

发展局在去年九月末宣布，住宅
屋顶太阳能计划的申请于9月24日获
得审批。上网电价补贴根据装机容量
有所不同，装机容量不高于4kW的为
0.311欧元，装机容量超过10MW不高
于30MW的为0.215欧元。

对于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和使用
当地制造光伏产品的系统，政府还将
给予额外补贴。

自2013年起，所有可再生能源(除
了小型水电站)的上网电价补贴都将逐
年递减。SEDA预计房屋业主在投资六
年后有望得到回报，在接下来的21年
中月均盈利126欧元。

6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6 www.pv-te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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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丹 麦 气 候 能 源 与 建 筑 部 部 长
Martin Lidegaard在去年十一月向下议
院提交扩大丹麦净电计量方案，同时
计划削减该国的上网电价补贴。

该草案将打破现在对光伏系统补
贴最高6kW的限制，鼓励更大规模的
光伏项目建设，并计划将财政补贴削
减一半，将现行与其他可再生能源一
致的上网电价，1.3丹麦克朗/度，在未
来5年内减少至0.6丹麦克朗/度。该补
贴税率预计从2015年开始执行，并在
2018年之后每年要进行一次修订。

法国

法国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部
在去年十月初令人意外地提议对采用
欧洲电池板的商业光伏电站提供10%的
额外补贴，并在今年二月初公布了具
体实施细节。

随后，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在十
月末确定2012年第四季度上网电价补
贴为3.5欧分和7.5欧分，较之前的4.5
欧分和9.5欧分有所下降。

法 国 政 府 在 今 年 一 月 初 公 布 了
一系列紧急措施促进本地光伏产业发
展。

德国

德国环境部长彼得·奥特梅尔在
今年初表示，德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
发电附加费额涨幅上限应设为2.5%。
该上限将确保“德国可再生能源法案
(EEG)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可承受
性”。EEG发电附加费将维持目前的每
千瓦时0.0528欧元(0.072美元)，并从
2015年起每年最高涨幅不超过2.5%。
同时政府计划在二月份出台光伏储能
系统补贴。

希腊

去年十一月初，由于希腊环境、
能源和气候变化部认为其设定的光伏
装机目标已经实现，该国副部长暂停

了新建并网光伏项目的申请。日前，
法律公司Metaxas & Associates代表几
家匿名希腊和国外光伏投资商向希腊
国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上诉，要求议
会重新考虑是否暂缓新建并网光伏项
目的申请。除暂停申请新的光伏项目
外，议会还暂停了对类似待审批申请
的评估，不过，已在“快速通道”程
序中递交的屋顶光伏系统和申请不受
此决议约束。

意大利

意大利政府于年初宣布其净计量
电价补贴方案将仅限规模小于200kW
的光伏系统，并决定于2013年1月1日
生效。净计量电价方案可被用作上网
电价补贴方案的补充。根据净计量方
案，电网公司根据进出用户建筑的净
电量结算用电费用。即用户在发电高
峰时段送入电网的电量和用电高峰时
段从电网抽取的电量在计算用电量时
可以相互抵扣。

西班牙

由于调整CPI指数，西班牙政府日
前宣布将其太阳能光伏上网电价补贴
下调0.028%。政府声称，CPI指数的调
整有助于减轻该国的财政危机，并将
避免消费者首当其冲地受到油价上涨
的冲击。西班牙光伏协会UNEF以对此
项决议进行了严肃反驳。

瑞士 

去年十一月初，瑞士能源供应商
ESR日前为瑞士瓦莱州光伏安装项目出
台住宅屋顶租赁计划。ESR表示，客户
每月每平方米将交纳2.90瑞士法郎及
附加费14.50瑞士法郎，这至少代替家
庭平均电力账单的20%。

英国

去年九月末，英国能源与气候变
化部取消了七月新提案，对规模大于
5MW的项目的可再生能源责任认证不

采取立即行动，并考虑从2013年4月
起将太阳能光伏可再生能源责任认证
点数从2削减至1.5。

此外，英国能源监管机构Ofgem确
认自2013年2月1日起削减太阳能光伏
上网电价补贴。

乌克兰 

去年十一月下旬，乌克兰议会通
过《绿色能源法案》草案第二稿，为
该国自2013年起太阳能上网电价补贴
削减27%铺平道路。

此外，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
科维奇在去年十二月初签署5485-VI法
案，该国将自今年四月起开始削减对
太阳能发电站的上网电价补贴。

加拿大

WTO认定安省本地生产配额要
求具有歧视性，建议加拿大进行自我
整顿，根据《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
议》和1994年出台的《关税和贸易总
协定》，采取与义务一致的措施，提供
非歧视补贴。

美国

洛杉矶自来水和电力公司(LADWP)
专员委员会于今年一月份决定在该地区
10MW上网电价补贴计划的基础上更进
一步，批准了总量100MW的新上网电
价补贴计划。

根 据 这 项 计 划 ， 居 民 、 太 阳 能
公司或其他第三方太阳能开发商可在
LADWP辖区内安装分布式发电系统，
接入市网，并向LADWP销售电力。

约旦

约旦电力监管委员会于去年圣诞
前宣布该国首个上网电价补贴计划，
授予太阳能光伏120费尔(0.17美元)， 
不超过500MW的太阳能系统135费
尔。该上网电价补贴高于所有其他的
可再生能源。该政策还将要求系统中
由约旦本地生产的部分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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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市场趋稳，组件流向新经济体市场

文/肖蓓

2012年，许多“金砖”和“新钻”经济体国家或地区
开始活跃于太阳能产业，并逐步吸收消化越来越多的太阳
能组件。美国、欧盟阴晴不定的政策及“双反”则在试图
推高进入门槛，在传统市场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不少中国
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将触角延伸至电站开发及新兴市场。

2013，10GW的猜想

中国成为“金砖”经济体市场中攀爬迅速的一个国
家，在金太阳项目完成期限要求的刺激以及一系列强劲内
需政策影响下，中国光伏市场需求在2012第二季增长超过
300%，第四季度则直接跃居为该季度全球最大组件终端市
场，预计2012年整年可贡献出4.5GW安装量。

2012年第四季度，需求市场从海外转移到中国，令不少
本土组件企业处于满产状态，同时刷新本土组件出货量，英
利成为去年中国市场出货量排名第一的企业。晶科能源亦有
跳跃式提升，以出货量超过400MW的成绩有望超越天合、
尚德等竞争对手，排名第二。然而，中国虽然贡献了相当规
模的市场，但眼下并不被认为是理想市场，它过低的ASP价
格使得这个市场呈现竞争激烈且利润低的特点，同时企业还
面临平衡年底出货与库存，以及账期这两方面的风险。

2 0 1 3 年 ， 一 些 激 进 的 观 点 预 测 中 国 光 伏 装 机 将 达
10GW，这个数字由中国发改委提出，依据的一部分标准是中
国后发布的分布式发电政策，目前对于分布式发电的补贴形
式：自发在用，额外度电补贴还是按照固定电价，成为争论的
焦点之一，这项争论将在三月补贴细则出台后尘埃落定。

而此前受追捧的金太阳示范项目，2013年是否延续尚在
讨论之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秘书长吴达成表
示：“未来金太阳项目将淡出。”这个未来是否就是2013？现
在很难确定，但给出的信号是意味着国家财政将可能把这部分
用于金太阳项目的初装补贴划拨到其他与光伏相关的领域中。

此外，大型地面电站方面传出FiT补贴将大幅下调的声
音，这让许多国内建设西部光伏电站的产业链企业颇为紧
张，IHS分析师顾理旻对此分析：“下调是必然，但不见得会
从CNY1.0/kWh大幅下调到CNY0.8/kWh，比较有可能的形
式是按各省或各区域不同，给出不同的下调空间。”

如此，存量的金太阳项目，存量的西北、东南沿海地
面项目以及潜在分布式光伏项目能否使中国光伏市场装机
在2013年达到10GW，这值得商榷。

高频率新经济体市场

“金砖”和“新钻”经济体当中，除中国外，日本、
印度、巴西、南非、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太阳
能增长与项目储备均有了突破性进展。与传统经济一样，以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经济体市场国家力量处于上升期，
使得他们成为最适合发展太阳能的第二梯队。

NDP Solarbuzz一份报告指出，到2012年年底拉美和加勒
比地区能源管理局将累计收到超过6GW的项目安装申请，受益
于净电价计量、可再生能源配额(RPS)和其它政策，墨西哥、智
利和巴西成为该光伏市场的领导者，预计到2017年三个国家占
该地区总光伏需求的70%左右。过去一年里，辉伦太阳能、力
诺光伏、航天机电、比亚迪、天合光能、英利等企业相继被政
策吸引进入了这个地区。英利先后获得秘鲁、巴西等国订单，
力诺签订巴西Brasil Solair S.A公司60MW组件协议，天合光能
在智利设立拉丁美洲基地，为该洲，特别是智利、墨西哥、巴
西和周边等国家的商业、公共事业及离网客户提供服务。

辉伦太阳能则于2012年第二季度推出“金砖战略”，并
在Ensersolar+Brasil展会上正式宣布挺进巴西。针对该国光伏
政策尚未完全明确、相关从业人员专业度不高以及现行常规电
价偏高的市场特点，辉伦太阳能改变单一提供光伏组件策略，
结合系统集成能力，推出风光互补系统Phono System，其中
包括风光互补路灯、离网直流系统等，并在当地寻找代理商。

最近几月的新闻稿里，另一个“金砖”国家南非的太
阳能项目信息频频出现，南非市场兴起的光伏热潮主要源自
2011年8月该国政府颁布的可再生能源独立发电商采购计划
(REIPPP)，计划显示南非政府在2014年前将通过五轮招标建
设1.45GW光伏项目。项目的第一、二轮招标吸引了许多组件
制造商的目光，而未来，根据REIPPP计划建设的大型电站和项
目之外的一些大规模项目将成为南非太阳能最大的两块市场。

在南非市场的开拓中，晶科能源表现颇为抢眼，预计
2012年所获南非订单接近100MW。2011年下半年晶科能
源在制定全球营销策略后，加大了对新兴市场的开拓，晶
科向PV-Tech表示：“我们在南非、印度、日本、菲律宾有
了实质性的增长；而在南美和中东地区，已经布局当地销
售和服务团队，目前这些地区的发展进度也按照我们早期
规划的时间表在顺利推进。除此之外，中欧和东欧，中东
海湾六国，巴西、智利、澳大利亚、印尼在关注中。”

刚刚完成南非市场前期开拓的晶科商务拓展团队转道
进入日本，日本新的FiT计划为光伏企业提供了新的下游机
会。日本其实是一个光伏应用市场非常成熟的地区，且是
ASP以及系统安装价格最高的市场之一。但是对于很多中国
光伏组件制造商而言，日本还是一个新市场。这使得2012
年的日本市场很热闹，这点从陆续建立的各企业日本子公
司以及日本JET认证的排队程度可以窥得一二。

同样开拓新市场的晶澳，是晶科常常碰到的竞争对
手，他们在日本斩获了不少订单，2012年向日本市场输出
组件接近50MW，但在南非市场的开拓稍感棘手。这些新
市场的开发者，通常需要待在一个陌生的市场数月，或频
繁往返于两国之间，以搭建关系寻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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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的需求

越来越多新兴市场发出GW级别的项目存量信息，代
表更多的市场容量正在逐步释放出来，这将吸引组件流向
更多此前太阳能空白的领域，谁最先发现谁更有利获得订
单，情报收集很关键。

在2012年PV-Tech内部数据统计中，一项来自谷歌分
析系统进行的网站全球点击流量数据统计引起了我们及多
家上市企业市场部人员的注意，对比2011年网站全球点击
流量数据及重点分布图，我们做了一项有意思的分析。

在PV-Tech访问流量全球前20位的排名中(如表一)，
对应的是目前在太阳能产业市场活跃度较高的主要国家，
如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
大、中国、印度、英国、新加坡等。这些国家常年稳定地
游移在前25名以内，如同各国的光伏市场，拥有各自的光
伏政策、一定的太阳能从业者及关注目标人群。

2011-2012年美国、中国、德国连续保持前三的位
置，而这三个国家中中国的访问量增加明显，中国台湾同
样如此，加上中国香港，中国的访问增长率大幅上升。而
正是这两年，随着政策的日益完善中国光伏市场的步骤也
在加快，引起了更多普通大众的关注，特别是“双反”时
期，人们搜索光伏的频率增加。

除了已知的一些活跃度较高的国家，还有一些新的国

家与地区也有了新的进展，2012年全球共计216个国家和
地区出现在PV-Tech访问名单中，对比2011年数据，我们
将新访问量国家做了一个排名(如表二)。新访问量排名前
20的国家全部来自新兴市场，且集中于非洲、亚太、南美
地区。另外，贝尼、尼日尔、利比里亚、索马里等非洲国
家，所罗门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
洋岛国，土库曼斯坦、不丹等中亚国家，以及伯利兹等拉
丁美洲国家首次出现，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态。

每当一个新的国家出现，往往让我们关注这个国家相关
政策的调整与市场动态，这被看做一个隐性的市场信号。有
些有收获，例如文莱，2012年文莱访问量从2011年的排名
135上升至121名，平均每篇新闻访问时间增加了约3分钟。
结合文莱太阳能发展记录：2011年11月，文莱、印尼受到
美国为亚太地区可持续能源开发拨款60亿美元，并于该年
获得美国、文莱和印度尼西亚总统的一致同意。2013年1月
底，文莱能源部长雅思敏透露，文莱政府考虑建设智能电网
并推出入网电价补贴，促进本地太阳能产业发展。智能电网
和光伏上网电价补贴将成为文莱能源部2013年关注的重点。

有些也会落空，一些国家会消失在访问例表里，这里
面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政治、环境等)，但我们很乐
于见到新的国家出现，或者访问量增加。

登录PV-Tech.cn编辑博客栏目，查看新兴市场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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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国家名称 

1 美国 United States

2 中国 China

3 德国 Germany

4 英国 United Kingdom

5 印度 India

6 日本 Japan

7 韩国 South Korea

8 法国 France

9 加拿大 Canada

10 荷兰 Netherlands

11 意大利 Italy

12 澳大利亚 Australia

13 新加坡 Singapore

14 西班牙 Spain

15 瑞士 Switzerland

16 比利时  Belgium

17 希腊 Greece

18 马来西亚 Malaysia

19 挪威 Norway

20 瑞典 Sweden

表一：PV-Tech访问流量全球排名前20位国家地区

排名  国家地区  新增流量

1 安哥拉 Angola 增加九成
2 喀麦隆 Cameroon 增加九成
3 巴拉圭 Paraguay 增加九成
4 乌干达 Uganda 增加九成
5 莫桑比克 Mozambique 增加九成
6 洪都拉斯 Honduras 增加九成
7 利比亚 Libya 增加九成
8 卢旺达 Rwanda 增加八成
9 百慕大群岛(英国) Bermuda(UK) 增加八成
10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增加八成
11 赞比亚 Zambia 增加八成
12 阿富汗 Afghanistan 增加八成
13 伊拉克 Iraq 增加八成
14 刚果 Congo 增加八成
15 巴哈马群岛 Bahamas 增加八成
16 纳米比亚 Namibia 增加八成
17 科特迪亚 Côte Concordia 增加八成
18 斐济 Fiji 增加八成
19 缅甸 Myanmar 增加八成
20 乌兹别克斯坦 Uzbekistan 增加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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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PV-Tech访问量新增幅度最大的前20位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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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肋，中国多晶硅现实写照

文/肖蓓

2011年始，多晶硅价格下跌比预料中更快，产能释放比
想象中大，出货量降低亏损出现，连环反应逼迫企业不得不
停产，中国多晶硅企业正经历一个进退维谷的“鸡肋”时代。

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选择放弃，多晶
硅生产制程复杂且进入门槛高，一旦退出很难再重返这个
市场；选择继续，后面的资金投入及技术改造是相当棘手
的问题。

中国多晶硅大面积停产谁之过？

2011年以来，多晶硅现货价从2011年3月的70美元/
千克降至2011年12月的30美元/千克以下，2012年7月多
晶硅进口平均价格再创新低，跌至25.55美元/千克，而1-7
月份多晶硅进口单价也被拉低至25美元/千克左右，较2011
年全年平均价格下滑53.4%，10月多晶硅进口价跌破15.8美
元/千克关口(如图一)。这样的跌况，在2008-09年的经济
衰退中同样出现过一次，从08年第三季度起跌至09年第二
季度时，多晶硅价格已从400美元/千克跌至85美元/千克。

2008年经济衰退时期，很多公司无法承受多晶硅价格
暴跌而破产出局。如今，在价格再次大幅降低的冲击下，十
一月份前除保利协鑫、昱辉阳光、特变电工等少数企业，中
国国内大部分多晶硅企业处于闲置停产状态，工厂生产停滞
不前。海外多晶硅厂商成为这场市场战争中获利一方，从中
国海关处得到的统计数据显示：多晶硅进口创新高、美韩两
国进口量加剧，2012年6月份我国多晶硅进口6911吨，上
半年累计进口量突破四万吨，创历史新高点40946吨，同
比增长34.7%。从各国进口数据看，上半年从美国、韩国、
德国三国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90%，其中美国41.5%、 韩
国25.7%、德国22.2%(如图二)。七月份我国多晶硅进口为
7124吨，1-7月份累计进口量达到4.8万吨，同比增长35.1%。

为什么在产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还有如此规模的多晶硅
进口量？国外没有出现行业低迷？事实上，行业的低迷是

一个全球性问题，国外也有淘汰与减产，但是他们的数量
及影响不及中国。从目前多晶硅的生产成本看，国际一线
企业的成本已经低于22美元/千克，特别以REC、Hemlock
为代表的多晶硅制造商，直接导致对美多晶硅进口数量的
递增。国内一二级规模多晶硅厂商的生产成本多在30美元/
千克以下，三级多晶硅厂商的成本则在30-40美元/千克之
间。如果把全球多晶硅厂商进行一个评级归类，那么，中
国大部分多晶硅制造厂商则处于第三等级，如表一。

在美国东北部密歇根州的Saginaw湾附近的化工城
Midland，坐落着著名的多晶硅制造商赫姆洛克半导体有限
公司(Hemlock,HSC)，Hemlock多晶硅的制造在方圆20英里
的地盘上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完整、合理，与
国内整个基础化工产业形成鲜明对比。Hemlock公司不远处
就是道康宁公司，实际上Hemlock是由道康宁和三菱合资，
道康宁是经营各类硅基材料的巨擘，由康宁公司和陶氏公
司联手组建，而陶氏化学又拥有雄厚的实力，这些企业相
互供给所需先进的材料与技术，使上下游的配套更加紧密。 

这些使得Hemlock具备较强的抗风险与抗压能力，国外
其他多晶硅巨头如REC、Wacker等都是如此，这些厂家大
多之前在半导体行业根基稳固，即便眼下太阳能多晶硅营
运吃紧但其半导体业的营收也可做为补充，另外前几年多
晶硅暴利时代已经为他们积累了足以抗衡压力的实力与规
模，相比中国多晶企业而言，优势不言而喻。

国内多晶硅企业延续了中国整个基础化工产业的风格，
布局不合理、上下游无法合理配套，产业链难以有效延伸和
规划，技术更新跟不上从而造成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不
少多晶硅工厂浪费现象极为严重。当市场跨步向前价格层层
下降时，企业的抗风险与竞争能力大打折扣，企业产品价格
跟不上市场平均售价，许多企业不得不停产甚至处在即将
被淘汰的边缘。除了产业链的布局、上下游配套以及低价冲
击，无情的工艺技术更新也是致命的，这是获得低成本的必
要条件。保利协鑫获得市场地位的一大保障就在于他的成本

表二：2012年1-10月中国多晶硅进口情况(单位：吨)表一：2012年1-10月中国多晶硅进口价格走向(US$/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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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能在价格上与海外厂商比拼，这又得益其多晶硅的制
备技术。目前国际上制备高纯多晶硅的主要方法仍然以“改
良西门子法－三氯氢硅氢还原法”(约占全球总产量的90%)和
硅烷热分解法(占总量的约10%)为主。掌握技术掌握市场，
无法实现技改的多晶硅厂商苦苦支撑，也正是因为无法做到
循环而导致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曾一度让中国媒体围追堵
截，也让中国的多晶硅生产诟病重重，中国多晶硅企业正经
历一个进退维谷的“鸡肋”时代。

起死回“升”的可能性

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担心破产的光伏产业恐怖时
期，即便是界内佼佼者之一的保利协鑫也感到颇为焦虑，
虽然2012年上半年该公司多晶硅和硅片出货量出现增长，
但价格同比下降60%多，相比去年同期盈利35.5亿港元的
荣光，此次亏损3.3亿港元，这是协鑫进入多晶硅领域以来
的首次亏损。中国的多晶硅厂商开始寻求政府的支持，他
们首先就来自海外的多晶硅产品向中国商务部提出申请，
要求对原产自美国和韩国的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进行反倾
销调查，这些企业当中包括与国外多晶硅厂商竞争正酣的
保利协鑫子公司江苏中能硅业、受到很大冲击影响的赛维
LDK、洛阳中硅以及大全新能源等。

“2012年1-9月中国多晶硅进口量同比上升36%，而国
内多晶硅企业90%以上处于停产，相当于牺牲了中国的多晶
硅产业来维持对国外多晶硅的进口。”通威集团董事长刘汉
元认为欧美对中国多晶硅的倾销同样非常严重。在接到他们
的书面申请后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开始对原产于美国和
韩国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并
于7月20日立案。2012年11月1日中国商务部发布第70号
和第71号公告，开始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
进行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并将该调查与2012年7月20日
商务部已发起的调查进行合并，初裁结果预计于2013年第
一季度出来，届时进入中国的进口多晶硅将征收新的关税。 
“一年的时间刚刚好，我们也就倒闭了。”一位多晶硅企业
的市场部经理反馈：“我们的硅业工厂已经停产大半年，人
员疏散了一大半，核心人员都在谋求其他出路。更严重的是
母公司在这个时候也没有继续投资技改的决策能力，继续投
资技改降低成本也基本看不到收回投资的可能性，只能暂时
拖着。”尽管如此，他表示多晶硅“双反”还是给了点心理
安慰，这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挽救的途径，但却不是一个受到
所有人认可的方法，特别是处于下游的光伏电池、组件生产
商。为了更大程度地追回损失，11月26日商务部发布2012
年第84号公告，决定自即日起对原产于美国、欧盟、韩国的
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发起追溯征税调查。

与这家四川多晶硅工厂遭遇类似局面的还有航天机电旗
下的神舟硅业。据透露，神舟硅业所采购的多晶硅生产设备
大部分来自海外，在建设初期配备按照一流水平计划，然而

  



  

生产出来的产品却连自己母公司都不愿意采用，不仅质量水
平有待提高，生产环节的消耗也很大。神舟硅业的多晶硅生
产就像一块“鸡肋”，公司高层正在考虑是否将其放弃掉，
而如果继续，后面的资金投入及技术改造是相当棘手的问
题。然而，距离透露的时间仅仅一个礼拜后，10月19日神
舟硅业被宣布出售，航天机电将通过国有产权公开挂牌方式
转让其持有的神舟硅业共计29.7%的股权。

除此之外乐山电力也受控股子公司乐山乐电天威硅业拖

累，2012年1-9月营业总收入10.25亿元，同比减40.12%，
业绩变动第一个原因就是乐电天威硅业科技从2011年11月
起停产实施技改，导致多晶硅业务利润大幅下降。另外，川
投能源被新光硅业拖累，天威保变亦为天威硅业拖累、业内
专业人士预计国内几家国字号多晶硅企业后续很有可能会步
神舟硅业后尘，或者将硅业从上市公司剥离。

为了起死回生，中国多晶硅厂商同时也在寻求银行的
支持，但自中国媒体大肆爆料多晶硅生产环节中的众多污

表一：国内外主要多晶硅制造商产能与成本预估

公司与比较  4Q12E   4Q13E

 产能 硅片产能 生产成本 产能 硅片产能 生产成本  
  (GW) (US$/kg)  (GW) (US$/kg)

国际多晶硅制造商

GCL(中国) 65000 8.0 18.0 65000 8.0 16.5

OCI(韩国) 42000 小于1.0 19.5 52000 小于1.0 18.0

Wacker(德国) 52000 接近1.0 19.0 52000 接近1.0 17.0

Hemlock(美国) 46000 无 17.5 46000 无 16.0

REC(挪威) 21500 1.6 18.5 21700 1.6 16.2

MEMC(美国) 8425 0.7 22.0 9425 0.7 20.0

Tokuyama(日本) 9200 小于1.0 25.0 17200 小于1.0 20.0

小结 244,125 ------ 19.9 263,325 ----- 17.6

成本较低的中国多晶硅制造商

大全新能源 4300 0.7 25.3 7300 1.3 21.3

昱辉阳光 8000 2.0 22.0停产 10000 2.0 18.0

赛维LDK 20000 3.4 30.0 停产 20000 3.4 N.A

特变电工 5000 0.3 27.0 13500 2.3 N.A

洛阳中硅 10000 无 30.0 停产 10000 N.A N.A

小结 473,00 6.4 26.86 608,00 9.0 -----

成本较高的中国多晶硅制造商

英利 3000 0.5 38.0停产 3000 0.5 N.A

宜昌南玻 2500 0.2 30.0 停产技改 6000 0.2 N.A

永祥多晶硅 4500 无 32.0 停产技改 4500 无 N.A

盾安科技 1500 无 38.0 停产 N.A

内蒙古锋威 2000 无 31.0 停产 N.A

天威硅业 3000 无 35.0 停产 3000 无 N.A

乐电天威 3000 无 35.0 停产 3000 无 N.A

新光硅业 2000 无 35.0 停产 2000 无 N.A

亚洲硅业 3000 --- 35.0 停产 3000 ---- N.A

东气峨半 5000 0.07 34.0 5000 0.07 N.A

天宏硅业 3750 0.06 31.0 停产 3750 0.06 N.A

昆明冶研新材料 3000 无 33.0 3000 筹备中 N.A

小结 362,50 ------- 33.9 ---------------------------------

其他低产能多晶硅制造商及新增投资者产能未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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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事件与“三高”问题，以及中国政府推出“多晶硅准入
门槛”，决定限制多晶硅生产后，中国多晶硅企业要想获得
银行的融资与支持变得比以往更困难，投资者都害怕一哄
而上的风险。雪上加霜的是，据相关人士透露在一份《关
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多晶硅产业投资管理有关事项的通
知》的国资委内部文件中，国资委明确要求各家央企“对
需要建设的(包括新建、扩建、并购)多晶硅项目，报国资委
审核后实施”，此举让各家央企对多晶硅项目的并购变得更
加谨慎，这无疑给一些具有一定国有背景但产能不大的中
国多晶硅厂商又一重打击。

即使这样了，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多晶硅企业从业
人员的心里，多晶硅的价格是否还会回升？在如此低价的
市场竞争下，中下游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商不希望听
到多晶硅价格上涨的消息，但对于利润愈趋愈薄以及处于
停产状态的的多晶硅厂商而言，他们仍抱有期望，因为这
与他们的生死息息相关。

2014年，15美元/千克？

一般来说，多晶硅长期合约为三至五年的固定价格，
固定价格可使供应商获得稳定的利润率，而买家通过长期
供应协议可避免因原料短缺造成的高价。但近来业内人士
反应，目前市场上的现货价格大幅波动已经影响了大多数长
单(LTA)供应协议的价格，价格层层降低，客户对多晶硅的
长单价格也在不断商议调整，国内外大部分多晶硅厂商处于
亏损状态经营。几年前多晶硅销售价格在300万RMB/吨，
后降至25万RMB/吨，直至现在的14万RMB/吨，缩水几十
倍，占比组件成本也由此前的50%降至10%。Elkem solar 
AS曾停产一段时间，近来该公司表示虽然他们可以做到市价
18-20美元/千克，但其认为现在价格不合理，许多公司亏损
或停产，消化库存低迷过去后价格会更合理。

目前四川的诸多多晶硅工厂中，十月底之前保持正常
生产的企业只有瑞能与永祥，瑞能产能达到8000吨，预计
在十一月将达到此前计划的10000吨产能，据了解，瑞能的

多晶硅产品除了一部分供应昱辉阳光自身生产需求，另一部
分对外销售。而与此同时，昱辉阳光还采购国外的多晶硅，
并签订有长单，此前根据市场变化长单价格也进行了下调。

尽管多晶硅价格下跌得厉害，且在多晶硅成本控制并
不占明显优势，但昱辉在货源方面持续发力，昱辉CEO李仙
寿个人很认可“拥低价硅为王”，但对中国多晶硅的发展不
无担忧，他表示：“多晶硅得不到银行支持，这非常象过去
的半导体产业，中国全部半导体多晶厂都被欧美打掉了，现
在中国已经没有真正的半导体级的多晶厂，中国也已经没有
真正的半导体产业了。”李仙寿预言，国家不扶持优秀的多
晶硅厂，就是出卖整个产业，多晶硅在两年内一定会涨价！

台湾宝德能源CEO郭俊雄对于价格回升与产业复苏持
乐观态度，他认为现阶段太阳能市场已进入洗牌阶段，多
晶硅价格每公斤跌破20美元是不合理价位，长期来看，太
阳能市场仍正向发展，预计这波产业淘汰赛过后，产业在
2014年可回春，多晶硅售价也将回到合理价位。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原商务部产业损害调
查局原局长王琴华向《PV-Tech PRO》表示，以中国企业申
请对美韩多晶硅“双反”立案的情形看，初裁结果出示后，
多晶硅价格调整到一个比较能接受的范围将成为一种可能。

保利协鑫徐州中能硅业副总经理吕锦标表示：“2013年
多晶硅价格将有所回升，目前已经有松动，双反制裁后将更明
显，预计到2013年6月多晶硅价格将在25美元/Kg左右，届时
国内几家领先的多晶硅企业都能正常运转，成本压力减小。”

然而，各分析机构与对价格持回升持乐观积极态度的企
业家观点不同，他们的判断更倾向于下降与企稳，如图三。

高华证券分析师给出的展望是，在中小型企业开始退
出供应链之前，多晶硅产品的均价将进一步下跌，并预计
2013年多晶硅均价为18美元/千克，此外还推出了2014年
15美元/千克的预测，他们认为在短期产能理性化之前，产
品均价及盈利仍将承受压力。

NPD Solarbuzz副总Charles Annis持中性看法，他预计
多晶硅平均价格将于2013年稳定在每公斤21美元上下水
平，主要由于幸存下来的厂商根据终端市场需求安排产能

NPD Solarbuzz
IHS iSuppli

图三：多晶硅价格预测走势图(US$/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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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以确保销售价格高于现金成本。对于中国多晶硅厂
商的生死，他认为没有那么乐观，除非终端市场的需求远超
预计需求，否则57家二三线多晶硅厂商中有很多家将在未来
18个月内退出市场，事实上，即使是一些经验不足的一线生
产商也可能无法在未来几年内存活。

IHS iSuppli咨询公司光伏行业高级分析师顾理旻认为， 
目前全球五大多晶硅工厂的产能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且还多
出20%产能，明年同样如此，虽然目前现货市场出货量低、
开工率低，但长单合同量并未减少，变动比较困难，为此
2012年多晶硅价格回不了头会继续下降，未来两三月趋势
不变，中小企业出局。对于目前多晶硅的低价，他认为五大
多晶硅制造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指出现在市场上一级
硅料需求疲弱，二级硅料需求上升而价格持续走低，这说明
迫于长单不少买方购买二级硅料，使得硅料成本降低。顾理
旻分析表示根据需求预测2014年将有一个大发展，全球将
有超过40GW安装量，届时无效产能退出，多晶硅价格会持
稳。而对于中国国字号的多晶硅企业，根据股权结构，他认
为央企下的多晶硅企业不会完全出局。

抄底背后的供需

不要以为多晶硅出现一片低迷，这片水里就没有动
作。2012年中国大陆的光伏企业们或许境况很糟糕，但台
湾企业却很忙，受益“双反”台湾光伏企业逆市接单，新工
厂分公司马不停蹄开工，而多晶硅也有项目正在筹备。

十月，宝德能源科技的位于彰滨工业区的多晶硅厂房
建设接近尾声，并陆续装机，据介绍宝德采用美国GTAT公
司的氢氯化制程设备。宝德CEO郭俊雄预计2014年产业回
升，为此多晶硅厂房的生产进程也按这个时间表进行，计划
于2013年第三季末开始量产，2014年年初先期达到6000
吨产能/年，预计投入185亿元资金，后根据市场提升产能，
目标产能在2万吨以上，以栖身全球前十。　

据了解，宝德能源获得了华新集团、联电集团、中美
晶入股，宝德现阶实收资本额50.39亿元，这些使得其成为
颇受瞩目的多晶硅制造厂。同时计划扩产的还有陕西天宏硅
业，据天宏相关人士透露，他们计划在榆林扩建2万吨的多
晶硅产能，而目前该公司的多晶硅产能是3750吨。

在十月份的绿色硅材料产业大会上，笔者遇到一家计划
投资多晶硅的矿业公司，据这家公司总经理周胜一表示，自
2011年开始他们就关注多晶硅，对于多晶硅的高门槛，他认
为融资不是问题，设备也不是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技术。
现阶段太阳能市场进入洗牌阶段，业者多处于亏损状态，接
下来不少多晶硅厂商将陆续退出，多晶硅生产制程复杂，一
旦退出很难重返市场。在此时期计划筹备进来的企业看法颇
为一致，趁景气低潮时布局，采用先进设备搭配各自公司优

势及资源，满腹壮志期待在行业复苏期间大展拳脚。 
“相比前几年的多晶硅投资，现在的投资成本降低了至

少七成，2008年投资10000吨多晶硅项目所需投资成本约
70亿元人民币，而现在同样的规模只需要15亿元人民币甚
至更低。”浙江精功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波说道。
此前徐州中能总经理舒桦也做过同样的计算，对于投资成本
的大幅降低颇为感慨和令人惊叹。

国内排名第一的保利协鑫也有他的计划，为控制中国多
晶硅话语权在做各项联合，公司董事长朱共山表示：“期间不
排除出现并购。”在价格方面，徐州中能吕锦标虽然认同2013年
多晶硅价格会有所回升，但也表示为了未来多晶硅产业的发展，中
能还会在多晶硅生产方面使用先进技术，以使得多晶硅生产成本
保持有持续下降的空间，目前一种试验生产方式正在进行中，如
果成功，多晶硅生产成本将可达到低于15美元/Kg。另外还有其
他国外公司嗅到中国多晶硅的潜在机会，正努力扩大其在中国的
市场份额。对于他们的动作，中国电子材料协会半导体分会
秘书长朱黎辉并不感到意外，他表示：“2011年中国累计近
2GW光伏装机量，是2010年安装量560MW的四倍，最近国
家能源局发布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其发展
目标将原来到2015年太阳能电池将达到10GW的指标上调至
15GW相当于内需用多晶硅12万吨，最近又调至21GW相当
于内需用多晶硅18万吨，2020年国内装机容量高达50GW相
当于内需用多晶硅40万吨，显示出未来几年内多晶硅的强劲
需求，这对于国内多晶硅企业而言显然是机会。”

但是对于建设多晶硅生产线的企业，朱黎辉建议企业应
具备几个基本条件：(1)建设规模应大于3000-6000吨/年，
最好10000吨/年以上，以利于降低成本，取得规模效
益；(2)3000吨/年的规模应有28-32亿元的资金投入；(3)对
应3000吨/年的规模应具备25-30万kW的配电站，且应有双
路电源；(4)由于电力消耗占多晶硅成本的30-40%，因此在
选址上应该选电价低于0.3-0.4元/kWh的地方；(5)应该拥有
一支高水平的熟练的技术技工团队；(6)最好有成套技术设备
引进，或在国内找到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单位；(7)项目应做好
氯离子平衡，还原尾气应干法回收，SiCl4应低温氢化，HCl
应回收。能耗、单耗指标低。如还原电耗低于50度/公斤
等；(8)全流程工艺应闭路循环、不污染环境。

巴菲特说，当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当别人恐惧时轮到
我贪婪。对于上述抄底者而言，这是个很好的休整与重启时
期，现阶段多晶硅生产设备、原材料各项价格都降下来了，
很好的利用这个时期将生产中的问题以及在高峰期来不及解
决和研究的东西一一解决，那么在产业复苏阶段就有机会分
到一杯羹，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毕竟一个行业的发展
不可能永远低迷下去。世界的能源危机是永远的，经济危机
只是暂时的，中国光伏内需正在开启，随着国内外经济的复
苏，将给硅材料及光伏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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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地区

天华阳光捷克共和国三座太阳能园
区获得融资

总部设于中国的国际光伏项目开
发商天华阳光日前宣布，其捷克共和
国三座太阳能园区已获得融资。

在项目评估及审查流程后，东欧
国际金融和投资集团PPF银行日前批准
1460万欧元(1980万美元)贷款，占总
项目成本的75%。该贷款为期十五年，
年平均融资成本低于5%。

这 三 个 捷 克 太 阳 能 项 目 都 已 竣
工，并已运营多年。该公司表示，该
项目是天华阳光独立发电商(IPP)业务
模式的一部分，“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
高度重视，是拥有长期稳定收入及现
金流的光伏发电站”。根据该模式，天
华阳光持有全部或部分运营发电站。

PPF集团是东欧最大的投资和金融
集团之一，截至2012年6月30日，其
管理的总资产达176亿欧元。除了东
欧，该集团还为俄罗斯及亚洲几个国
家的能源市场提供大量服务。

美洲地区

晶澳太阳能为美国田纳西州最大太
阳能电站提供9.5MW光伏组件

一月三十日晶澳太阳能对外宣布，
公司已于去年10月完成向美国田纳西洲
最大的太阳能电站提供9.5MW光伏组
件，用于由太阳能公司Silicon Ranch为
大众汽车查塔努加工厂开发的太阳能电
站。大众汽车通过购电协议(PPA)获得
电站为期二十年的电力使用，而Silicon 
Ranch将继续拥有和运营该电站。

据悉，大众汽车太阳能电站占地
约13.5公顷，是目前为止美国田纳西
州最大的太阳能安装项目。该电站独家
采用了由晶澳太阳能生产的33600块高
性能多晶组件，并由Phoenix Solar负责
设计和建设。电站已于早前竣工，预计
年均输出1310万度清洁电能。该太阳
能电站所产生的电能将100%供给大众

汽车的查塔努加市工厂，可满足工厂生
产高峰期12.5%的电力需求和非生产期
100%的电力需求。

2013年1月23日，在大众集团
美国查塔努加工厂举办的电站启动
仪式上，来自晶澳太阳能，Phoenix 
Solar、Silicon Ranch等相关企业的代
表，及当地政府官员齐聚一堂，共同庆
贺此项目的顺利完工和正式启动。

美国Phoenix Solar Inc.首席执行官
兼总裁Murry Cameron博士表示：“我
们很高兴选择晶澳作为该项目的光伏组
件供应商，晶澳优异的产品品质和专业
的客户服务是此次项目成功的关键。我
们期待着在未来不同的项目中有更多的
合作。”

PanelClaw与Powerway合作以降
低BOS成本

支架解决方案供应商PanelClaw
与交钥匙解决方案供应商Powerway 
Renewable Energy日前宣布缔结合作伙
伴关系，旨在降低光伏安装成本。

虽然实际细节尚未公开，但是预计
该合作伙伴关系将为全球商业和公共事
业规模光伏项目提供一个全面的安装及
平衡系统(BOS)解决方案。

两家公司期望通过共享全球生产基
地、产品投资组合及工程服务，提高质
量和安全性。

PanelClaw与Powerway共拥有超过
850MW的安装系统，并在美国、加拿
大、中国、欧洲、印度、东南亚和南非
拥有1.4GW装机容量的制造合约。

亚太地区

天合光能与新式跟踪系统研发公司
QBotix签署合作协议

天 合 光 能 日 前 宣 布 其 美 国 分 公
司与硅谷的QBot ix公司签署合作协
议。QBotix是第一家采用移动式机器人
调整跟踪式光伏系统角度的公司。

与传统跟踪系统每个支架采用单
独的电机和及传动系统不同，QBotix开

发的QBotix Tracking System(QTS)采
用轨道沟通每个支架，机器人通过轨
道移动到每个支架位置，并调整支架
角度和朝向。QBoitx称该QTS可有效降
低跟踪系统的运营和维护成本，该系
统目前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亚利
桑那州和日本进行测试。

根据协议，天合将与QBotix在美
国境内外测试整合双方产品。双方还
将共同为为项目开发商开发出类似 
“积木”式的跟踪系统设计，适合不
同系统规模。QBotix公司首席执行官
Waslq Bokhari表示，“我们很高兴与天
合光能合作，把天合组件与我们的QTS
系统整合，从而大幅缩短安装时间，
降低平准化发电成本。并将太阳能系
统提带入智能时代。”

英利首次进入约旦市场，并将为
Kawkabuna提供65kW组件

英 利 绿 色 能 源 于 近 日 宣 布 公
司 获 得 约 旦 市 场 首 个 订 单 ， 将 为
Kawkabuna for Energy Solutions公司
提供65kW光伏组件。Kawkabuna的主
营业务是为客户提供能源节约解决方
案。

Kawkabuna公司董事总经理Akef 
Smeirat表示：“很高兴能够与英利绿色
能源展开合作，他们优质的产品与服
务无不令我们印象深刻。我们希望与
英利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
相信，本次合作也将帮助我们进一步
开拓约旦、中东以及整个海湾地区的
光伏市场。”

英利绿色能源宣布公司获得约旦市场首
个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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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光伏组件制造商研发资金使用状况分析

文/Mark Osborne(马克·奥斯本)，PV-Tech.org

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光伏产业的总体发展像是坐在
了过山车上一般，动荡不已。最直观的一个例子就是，没
有哪个企业能够在行业龙头老大的位置上做满一年，而今
年也不会例外。

在对产业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增长的主要动因是在
整个供应链上所出现的。随处可得的自由资本导致了新兴
企业以及现有光伏公司出现大规模的产能扩张。

产业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了各顶级企业的资本支出、
吉瓦级产能和数十亿美元的年利润，只有很少的注意力放
在了本应成为另一关键衡量标准的因素——研发支出——
之上。

在通过对一级光伏组件制造商向美国证券交易所(SEC)提
交的年度报告进行深度钻研后，可从这些报告中摘得重要数
据，判断各公司对其研发活动的关注及研发活动所占篇幅。

举例来说，尚德电力在公司2011年的年报上称：“我们
或需要在研发领域投入大量资金资源，以在快速发展的光
伏产业内保持技术优势并在未来进行有效竞争。”

尚德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并明确给出了重视研发
活动的理由：“公司的目标是在光伏产品和系统的开发、制
造和商业化规模安装等领域成为全球市场领军人物，并在
实现电网平价的过程中成为先锋。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开发
新技术、设计更多先进生产设备、提高成本效率、实现量
产、获得具有较高转换率的光伏电池。”

很多上市公司通常会在此类文件中使用类似的语句、
段落和声明。

研发资金支出趋势

依照Solarbuzz所公布的2011年市场排名(见图一)，本
文选择了自2007年起，位于前五位的企业进行年度研发资
金分析。

福思，第一
福思第一太阳能(First Solar)的研发资金支出状况与其

他四家中国组件制造商有着极为明显的区别。但是，同样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差别，福思第一太阳能的解释也
与其他公司有着本质区别。

比较明显的一个原因即为福思第一太阳能使用的是
CdTe薄膜技术，而其他四家则选用的是晶硅技术。这家薄
膜市场的领军企业也同样在三块大陆上走上了激进扩产的
道路，并且还“重蹈覆辙”地使用了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公
司的模式。

从头至尾全封闭线性流程，以及在所有生产线上推进
转换率升级作为产能扩张的一部分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
上解释了福思第一太阳能从2010年来与其他晶硅竞争对手
相比，始终较高的支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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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位于前五位的光伏组件制造商研发资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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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位于前五位的光伏组件制造商研发资金所占公司收益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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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据此公司称，2011年的研发资金支出的重心集
中在了其零部件部门。由于主要关注公共事业规模光伏项
目业务，这一部门成为了资金使用上的一个负担。同时，
福思第一太阳能对于在未来工艺开发支出的计算和将研发
支出作为设备折旧记录等方式也是其独有的统计方式。

同时，研发支出的增加同样使得在测试和材料认证方
面的成本增加了2560万美元。在2011年，福思第一太阳
能曾自豪地宣布，其相对较高的资金支出为公司带来了约
0.5%的组件转换率增长，这一指标在2010年的增长幅度则
是由11.3%增至11.9%。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福思第一太阳能曾创下CdTe组件
效率的两项世界纪录，分别获得了17.3%的局部转换率和
14.4%的组件总体效率，从而保证了公司在CIGS技术领域内
的领先地位。

图二和图三分别是研发支出所占公司收益的百分比和
研发部门的员工人数，但均未显示出福思第一太阳能总体
的资金使用水平。在2011年所出现的研发部门员工数量下
降是由于公司决定暂停CIGS技术相关业务并将重心完全转
移至CdTe的研发之上。

尚德的长期研发目标
即使在2007年之前，尚德电力的研发支出也足以超

过各中国晶硅组件制造商对手。图一显示出尚德在2008-
2010年间的研发资金支出有所提高，而其竞争对手的在这
一领域内的支出却远低于尚德。

而主要的支出则花费在了其“冥王星(Pluto)”电池技术

之上。公司在该技术开发之初便为其设立若干目标，但目前
的主要目标则是将单晶硅电池效率提高至21%，将多晶硅电
池效率提高至17.5%-18.5%。尽管由于长期存在的工艺成本
问题，导致冥王星技术实际的开发速度远没有预期的迅速，
尚德电力仍能将两种硅片类型的转换率年均提高0.5%。

值得指出的是，尚德电力率先建立了技术合作伙伴关
系，对工艺成本带来了重要影响，但这一举动有时也可反
过来在需要的时候完成低成本开发任务。

尚德电力以其与中国境内、境外各高校联合进行研发
而闻名，并在其竞争对手之间引领了这一合作趋势。尚德
的技术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优质光伏工
程中心等。近期，尚德电力与其他高校所建立的合作伙伴
关系包括：在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建立的纳米光伏电
池开发高新太阳能设备研究院、与中国中山大学太阳能研
究与应用学院的合作等。

英利奋勇直追
对于英利集团在2007年时并未进行任何研发投资的表

述有可能只是轻描淡写的论断。如图一所显示的一般，英
利绿色能源在这一领域内落后许多，当年投在研发部门的
资金仅为240万美元，占公司收益额的比例也只有0.4%，研
发部门工作人员只有130人。

但是，随着公司在2009年对旗下“熊猫”技术的推
进，情况开始有所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英利绿色能源在
2011年内花费在研发部门的资金(4530万美元)要高于尚德
电力(386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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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位于前五位的光伏组件制造商的研发部门员工人数

18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商业



尽管从在公司收益额中所占的比例来看，英利的资金
支出模式较为不问，但是公司事实上已在过去五年内两次
在支出资金占收益额百分比上超过了尚德电力。

但是，事情的发展远没有就此止步。英利绿色能源在
2010年为其研发活动雇佣了超过700名职员，在年底将相
关业务职工总数增加至了1080人，而这一数字在上一年底
还仅为259人(参见图三)。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2011年，
该年度公司在研发活动业务领域内的员工人数达到了1330
人。

为了发展“熊猫”技术项目，英利绿色能源与荷兰能
源研究中心(Energy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etherlands)以
及光伏设备专家Amtech Systems旗下全资子公司Tempress 
Systems进行了合作。在2011年，英利宣布“熊猫”产品
生产线上的平均电池转换率已达到了19%，并且在“熊猫”
技术的试生产线上获得了20%的转换率新纪录。

英利绿色能源同时还在其多晶硅电池上取得了新成
绩，在2009、2010和2011年宣布其转换率分别达到了
16.2%、16.5%和17%。

天合光能勇往直前
在2011年，天合光能将其在研发领域的年度投资由

2010年的1860万美元翻一倍，增至2011年的4410万美
元。公司将业务重点放在了太阳能电池制造工艺之上，包
括钝化和镀膜技术等。与英利绿色能源相似，公司近几年
的重心也放在了对于单晶硅产品产能开发之上，如天合光
能旗下具有背印刷触点的N型SPARC太阳能电池等。

天合光能在2011年分别获得了单晶硅电池20%和多晶
硅电池19.6%的转换率。

但是，正如图一所描绘的，天合光能直至2010年才
真正开始重视起研发部门。作为一家起步较晚的公司，天
合光能正重复着英利绿色能源的提高研发资金的模式，在
2011年首次超过了尚德电力。

然而，重要的转变发生在研发资金在收益额中所占百
分比(图二)出现大幅增加之后，现在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资
水平与福思第一太阳能处在同一水平，并远远地将其中国
对手甩在了身后。这种后来居上的姿态同样还体现在其为
研发活动所雇用的员工数量：天合光能在相关部门内的员

工数量由最初的48人增加至了2011年的560人，仅次于英
利绿色能源。

阿特斯助力ELPS
此次研究中一个令人较为惊讶的发现是阿特斯对于研

发环节的重视程度较低。尽管在过去几年中这种状况有所
好转，但阿特斯在过去五年就这一方面仍旧落后于其竞争
对手。

很难相信阿特斯太阳能在2007年的研发支出仅为100
万美元，只占公司收益额的0.3%，是前五大制造商中最低
的一家。甚至在将其目前所增加的研发支出和相关领域员
工数量计算在内后，这一比例也仍未超过1%。

直到2009年初，阿特斯太阳能才成立一处太阳能电池
效率专门研究部门。在此之后，公司花费很多心思来推广
其ELPS电池技术，这一技术以杜邦旗下先进的选择刑法审
计技术为基础，结合了金属穿孔卷绕(MWT)技术。阿特斯
同时还将注意力放在了N型异质结薄膜和发射极穿孔(EWT)
技术、以及其他单晶硅硅片高效电池设计工艺之上。

尽管做出了这许多努力，阿特斯太阳能仍旧是研发支
出最低的公司，其在公司收益额中所占的比例和参与研发
活动的员工数量都是最低的。

总结

对于前五大光伏组件制造商的研发资金支出模式的
分析显示出光伏制造产业仍处在发展阶段。在半导体产业
内，研发支出在企业收益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曾达到10%，甚
至在周期性衰退期间曾接近过20%。

然而，如果研发项目被证实是成功的话，研发资金支
出应被看做是公司在与其他竞争对手竞争时的一项前瞻性
指标。尽管福思第一太阳能此前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家
CdTe薄膜技术领军企业仍旧继续增加其在未来的研发投
资，并已然扭转局面。

英利、天合、阿特斯均意识到研发环节是关系到企
业未来发展状况和收益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英利绿
色能源是目前动作最大的企业。尚德电力此次获得领先地
位，也应归功于其对研发环节的长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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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银浆这点事

文/肖蓓

距离《PV-Tech PRO》2012年4月推出太阳能浆料专题
已经过去11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光伏产业经历了一系列事
件：中国两家最大的光伏领军企业赛维、尚德先后遭遇债务
危机，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宣告破产，美国、欧盟对华光伏产
品展开“双反”，中国分布式发电相关政策发布……

作为与这个产业息息相关的原材料供应商，太阳能
浆料领域也发生了不小变化，愈演愈烈的知识产权纠纷、
新品推出后的市场争夺、业绩遭遇滑铁卢后的企业战略调
整、从未放弃的其他浆料供应商……

这个被高技术门槛圈出来的细分产业，总有些事儿让
人不得不关注，一如它的高利润，总让人垂涎；而一两家
独大的局面，也总有人想要打破。

专利的恩怨纠葛

2012年6月，杜邦公司向贺利氏(Heraeus)及其客户
SolarWorld Industries America, Inc.(德国SolarWorld集团
美国子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涉嫌侵害杜邦公司近期发表
的光伏电池技术正面电极金属浆料材料的专利。

七月，杜邦中国区总裁郑宪志在一次业内公开会议上
呼吁业界，要以更强硬的立场反对光伏产业日渐加剧的知
识产权剽窃与侵犯问题。早在2011年9月，杜邦公司就控
告贺利氏专利侵权，而该案件仍在审理中。

由于牵扯到了敏感的“双反”始作俑者SolarWorld，杜
邦公司的控告对贺利氏的影响比以往更大，他们的客户——
大部分中国光伏电池、组件企业对“双反”及SolarWorld持
反感态度，这让他们需要在客户方展开销售与服务的同时，
还需要做更多解释。迫于种种，贺利氏于去年八月展开反
击，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称杜邦是在用法律手段威胁公
司客户，并通过错误信息降低贺利氏产品的信誉。

同时，对于杜邦公司的指责，贺利氏指出杜邦早先在
诉讼中指责贺利氏侵犯其编号为254和504的两项专利，在
杜邦最近的一份关于贺利氏的专利侵权声明中却对这两项
专利全然不提，这表明杜邦已经间接承认其并没有确切证
据证明贺利氏窃取了杜邦的浆料专利。

如此高调的控告与对掐引发业内高度关注，而关于这
两家公司其他方面的较量也随之浮出水面：产品、市场份
额、技术实力、人才团队、销售都进入你争我夺的比较中。

“杜邦的产品价格昂贵，但是稳定，平均下来综合成
本也就差不多，如今不论从声势、规模还是客户评价，杜
邦略胜一筹，你只要想一想现在国内杜邦的比例以及人们
对18A的期望值就知道了。”一位在一线光伏电池厂做工
艺的技术人员这样说，此前他们公司曾用过一小段国产
产品，但他表示如果工艺人员想操作省心，企业要电池效
率，建议还是用杜邦或贺利氏。

细 数 两 家 企 业 历 年 正 面 接 触 电 极 系 列 产 品 ，
杜 邦 开 发 更 新 速 度 平 均 在 每 年 一 个 系 列 ， 自 2 0 1 0
年 后 进 入 高 速 更 新 阶 段 ： 2 0 0 8 年 P V 1 5 9 ， 2 0 0 9 年
PV173，2010年PVD1A、PVD2A、PV16A，2011
年 P V 1 7 A 、1 7 D 、1 7 F 、1 7 M 。紧 跟 其 后 的 是 贺 利 氏
S O L 正 银 系 列 产 品 ： 2 0 0 8 年 S O L 9 5 2 、 S O L 9 5 3 ， 
2009年3月-2010年9月CL80-9235H、CL80-9235HL、CL80-
9235HM，2010年9月-2011年SOL9410、SOL9411、 
SOL9455。

进入2012年度，两方的新品进入新一轮的竞争。2012
年5月，贺利氏发布其SOL9600系列前表面金属化浆料，称
该产品在普通硅片和高方阻硅片的测试中表现出优异的性
能(接触电阻最大可降低35%)，电池效率净提高0.3%。近日
据贺利氏透露，其中SOL9610在一些大厂已经处于终试阶
段，反馈良好。2013年，贺利氏计划推出两款新品，预计
效率将在SOL9610A基础上提高0.2~0.3%。

2012年9月，杜邦微电路材料(MCM)正式对外宣布已
经推出其下一代晶体硅太阳能电池正面金属化浆料，称相
比Solamet PV17x系列，“杜邦Solamet PV18x”系列光伏金
属化浆料可为光伏制造商提供更高生产效率。而对于这款
最新的PV18A，业界风声很盛。

被杜邦“绑架”了？

PV18A是杜邦公司推出新系列中的首款产品，称与
Solamet PV17F相比，PV18A可以显著减少材料消耗，提
高电池效率，使用Solamet PV18A的太阳能电池效率已经达
到19.3％。

产品还未推出前，圈内就有诸多揣测，是不是已经
有企业在试用杜邦最新的18系列？如今杜邦公司终于正

贺利氏2008年SOL正银系列产品SOL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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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外宣布，光伏界内特别是浆料企业、电池企业的研发
技术、销售、市场人员开始坐不住，他们最想要得到杜邦
PV18A的数据。因为，此前的杜邦PV17系列已经在一些一
线企业中被誉为“神浆”，让正面银浆市场再一次成为杜邦
主宰，再来一个更胜一筹的PV18莫不是统统要被杜邦“绑
架”了？甚至有电池线工艺人员提出，如果不买杜邦18A，
那么生产的电池会不会没有竞争力？

笔者从杜邦得到消息，杜邦PV18A目前已经推向
市场并在中国大陆市场上流通，他们根据客户需求提

供相关服务，对于其价格定位杜邦并未透露。杜邦表
示，Solamet®PV18x系列是杜邦™Solamet®正面金属电极
浆料系列的新一代品，与之前浆料相比，Solamet®PV18x
系列在电池性能方面的提升主要透过以较少的耗量提供更
高的效率以提升其生产力，而更高效率的取得来自于与低
表面浓度扩散射极电池有更好的接触电阻，只需较低的耗
量。PV18A是此新系列的第一个产品，预计将持续扩充该
系列，以满足各种市场区隔的特定需求，例如以细线化的
设计用来降低单位成本的高方阻(Rsheet)的低表面浓度扩散
射极电池。

尽管杜邦表示18系列已经推向市场，但目前接触到该系
列产品的企业很少，尚处于试验阶段，而电池线工艺人员多
数对PV17更为熟悉和了解。相比PV18A，贺利氏的96系列
(如SOL9610)接触企业较多，反馈方面还算良好，但一些企
业反映其在高方阻方面稍微差点，比杜邦PV17稍逊一筹，
这也跟企业使用过程中的操作有关，不同企业反馈不一样。

不是所有企业都使用杜邦浆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在于其价格，在这方面他们不占优势，另一方面有知情
人士表示：“关键看企业生产的电池卖给谁，这与整个市
场的环境有关，在各企业纷纷要求低成本的前提下，昂贵
的多晶硅都在直线下滑，更何况其他辅料。以背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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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少企业开始使用国产背板，使得杜邦的封装产品饱
受考验，这与组件制造商降成本要求有关，所以我们可以
看到杜邦目前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终端电站，试图向业主
强调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从而推动组件企业对其产品的反
思。”

正面银浆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是现在这个领域国产
化程度不高，同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产品，为此，杜邦
在这块仍旧保持着领先与价格优势。但后来者贺利氏的进
入，除了形成对一线企业的直线竞争外，还填补了其他一
部分企业的需求，在保证一定电池高效或稳定的前提下，
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正银产品，对于太阳能电池制造商而言
具备吸引力。

此外，过去几个月我们也可以看到银价依旧坚挺，近
两月总算趋稳，这让银浆价格下降的空间也比较有限，关
键在于浆料供应商的让利空间，一般领先企业选择在技术
与新产品上做文章。另外一个让浆料供应商感到颇为头疼
的是，由于过去几个月的市场低迷，他们的不少客户遭遇
资金链问题，从而导致账务拖欠问题比较严峻，这让浆料
企业选择供货的时候变得更加谨慎。

福禄的战略调整

2012年10月9日，福禄(Ferro)公司中国区的高层、销
售、市场人员纷纷被召回其位于苏州的工厂，参加一项紧
急会议。就在美国时间的同一天，福禄公司总部宣布将不
得不重新探索太阳能浆料业务的战略选择，不排除出售太
阳能浆料业务的可能。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内福禄公司陆续向外推出超过20
个新的太阳能导电浆料产品。但由于行业产能过剩，收到
的效果甚微，客户采用度不高导致需求整体疲软。

2012年10月19日，福禄(Ferro)公司电子、颜料及
玻璃材料部门副总裁Michael J. Murry离职，对此福禄解
释，Michael J. Murry的卸任表明公司继续努力精简机构，
降低企业成本。福禄(Ferro)公司2011年收入达21亿美元，
电子、颜料及玻璃材料业务组收入占其中的47%。

自那次会议后福禄持续保持低调，对于太阳能浆料业
务何去何从，他们陷于焦灼思考状态。从目前来看太阳能
的这轮低谷很有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甚至几个季度，这
对于太阳能浆料业务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福禄而言是一种
考验。日益下滑的颓势，让我们看到这家企业有些无可奈
何，特别是人才的流动，逐渐成为一个隐忧。

但据业内电池厂商反馈，不少企业依旧对福禄抱有期
望，在他们看来，相比其他国内上串下跳、缺乏积累的浆
料企业而言，福禄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以及在银粉领域
的领先地位，更让人信赖。作为一家美国上市公司，如何
取得与投资者之间的平衡是关键。是否看好太阳能产业，
持续经营还是出售？是福禄公司管理层面临的一个选择

题。不管如何选择，福禄太阳能浆料业务未来走向都受到
业界关注。

四个月后，福禄终于有了动作，最终选择了出售，接
盘方是贺利氏。

2013年2月6日，福禄(Ferro)与贺利氏(Heraeus)签署
了一份并购协议，协议签订后，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可以从
贺利氏订购福禄公司的太阳能浆料产品，福禄所有相关核
心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等全部由贺利氏负责。贺
利氏将通过这项并购推出更强的产品，以满足客户的不同
需求，同时将从福禄引进优势资源，太阳能电池金属浆料
的知识产权与核心人才。而并购后的福禄公司太阳能浆料
部门及业务将不复存在，目前福禄该部门一部分人员已陆
续遣散。

相比福禄的黯然退出，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则表示看
好太阳能产业，并持续投入。该公司将太阳能产业细分了
三个研究方向，新型银浆料的研发就是其中一块，目前巴
斯夫的银浆产品系列包括：CypoSol®S51-105(无铅)、
CypoSol®S51-305、CypoSol®S59-102(背面银浆，无铅)、
CypoSol®S59-15(背面银铝浆，无铅)，对于正面银浆，巴
斯夫应用实验室主管艾韬表示：“作为这个行业的新人，虽
然我们所做到的转换效率不及杜邦，但产品具备良好的细栅
印刷性能，高宽比较大，能确保电池发挥高效率，而且价格
相对较低。毕竟这个市场比较有吸引人，也想分一杯羹。”

巴斯夫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传统银浆，而是对
整个金属化工艺进行改进，他们与anrentum innovation-
stechnologien GmBH以及设备制造商Schmid GmbH合作研
发了一项新型激光转印技术(LTP)。据悉，这种新型印刷机
和CypoSolRL定制油墨可取代现有的丝网印刷工艺，与丝
网印刷相比LTP的主要优点在于，激光技术对超薄太阳能电
池晶圆不会产生压力，Schmid研发中心测试显示，无接触
LTP工艺最高可将太阳能电池晶圆的断裂率减少80%。

在成本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可相对减少(减少干燥
机，尾气处理简单)，可节约硅材料，设备时间更长，无
需更换丝网，潜在制造成本降低约0.60-1.00美分/瓦。
产品系列包括CypoSol®L61-10正极银墨水(aq)/无铅)、
CypoSol®L65-10背极铝墨水(无铅)等。据了解，目前这项
技术在一些企业中进行实验，比如晶澳、迈吉等。但业内
对于巴斯夫的技术，褒贬不一，对于这项新技术，他们认
为至少还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来试验发展。

与巴斯夫同样想法的企业不在少数，韩国三星以及日
本几家企业也在寻求一份市场蛋糕。另外据一家风投内部
人员透露，2013年5月将有一家国内太阳能银浆企业走到
台前，如果操作成功届时将很有可能打破国外企业在这一
领域的垄断。虽然眼下困难重重，但在产业不景气的背景
下，这些新进入者的压力，对于他们而言，不管开拓多少
客户，供应多少银浆，其市场份额是在逐步增长，一点点
的蚕食，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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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跟在光伏后面

文/王超

2012年8月，三亚太阳能热发电国际论坛——中国CSP
相关企业集中度最高的活动之一，中国科技部太阳能光热
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的“产业发展与商业化及战略研究”座
谈会中，参会代表们正在商讨着CSP产业如何应对光伏发电
成本不断降低所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光伏行业也
在经受着诸多困境。在光伏之后发展起来的CSP产业该如何
借鉴光伏的经验和教训？

同样的十年

无论光伏还是CSP，市场的起步都在2002年以后。如
果追溯大型电站的起步，CSP要早于光伏——早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位于美国Majave沙漠的9座槽式电站(总装机
354MW)就已经陆续投入运营。石油价格是影响太阳能发
电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太阳能发电的经济性。2000
年石油价格约为23美元/桶，到了2005年已经突破70美
元/桶。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太阳能发电的新能源逐渐受
到关注。作为率先推出太阳能发电上网电价之一的德国成
为了当年最大的市场，但是这个国家的日照条件并不适合
热发电。

光伏的灵活应用形式逐渐成为了德国太阳能应用的主
力，直到西班牙推出太阳能发电上网电价后CSP才找到了市
场。但西班牙的刺激政策并不是良性的，市场暴涨后很快
就遇到了财政阻力。CSP第二大热土在地域辽阔的美国，更
灵活的电价补贴政策推动了热发电在加州、内华达、亚利
桑那州等西部几个地区的发展。但是，此时光伏已经在欧
洲和北美大面积“开花结果”。在过去两年中，全球光伏装
机量是CSP装机量的30倍以上；光伏企业已超过千家，而
CSP企业数量还差很多。

从产品的性质来看，光伏属于半导体行业，热发电属
于传统工业领域；这种差异必然导致两者的行业发展曲线
的差别。从历史看，工业的发展较为漫长，而半导体业的
发展则更迅速，每隔几年都会出现更新换代——这就导致
光伏制造企业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推出新代号、转换效率更
高的产品，而CSP产业更多的在降低成本。

产业成型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光伏产业，而CSP产业则刚
刚起步；但两个行业的从业者心态已经完全不同——前者
不得不面临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的运营危机，后者则期待市
场真正启动后所带来的机遇。但这两个“兄弟”产业也有
相似的地方，如产业起步时技术都从欧美进入中国。

产品制造离不开设备。在早期光伏产业发展中，大部
分设备都依赖进口，虽然一些简单的设备如层压机等已经

完全国产化，但硅片和电池片制造环节依然需要依赖进口
设备。光伏产品的原材料和辅材也初步完成了自由产能的
建设，同样是核心产品如浆料、EVA、背板等还有相当一
部分来自于进口。CSP产业的起步也有类似的地方。在热发
电产业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传统的工业设备，如跟踪系
统、传统吸热器、控制器、压力容器、熔融盐、热交换设
备、汽轮机、冷却系统等，但在几个核心环节——如真空
集热管、系统集成等领域——还没有长时间检验的成熟技
术。即使如此，热发电产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已经出现中国
企业的身影，成长只是“时间问题”。

担任中科院电工研究所太阳能热利用及光伏重点实验
室主任并兼任中国科技部太阳能热发电光热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下称光热联盟)理事长的王志峰评价中国CSP行
业“还是有序发展的”，“在关键技术上已经开始突破，但
是生产能力建设还得看市场。现在迫切解决的问题是随着
产能的逐渐增长，相关的标准、规范及检测能力建设要跟
得上。热发电对质量要求很高，不仅有性能的要求，安全
性也要重视，因为在高温高压下如果出现问题造成的影响
要远远大于其他太阳能产品。”中国光伏产业的国家标准已
经远远落后于目前的产业发展，CSP产业的规范已经开始制
定。

如果说光伏业最受关注的产品是组件和逆变器，CSP
则是集热管和反射镜。在2011年三亚热发电会议上，能够
推出成品集热管和反射镜的厂家还寥寥无几；一年后的同
一个会议上，已经有超过十家在展示其量产产品。中国的
热水器已经发展了超过20年的时间，所采用的真空集热管
与槽式CSP的产品有相似之处，因此如力诺、皇明、北太所
等传统企业也开始涉足CSP；而传统镜业企业也将其产品线
延伸至CSP。但技术创新并不是简单的技术转移，王志峰表
示，“玻璃巨头Glasstech已经形成了一个‘专利池’，任何一
家做热弯技术的厂家都会遇到他们的技术壁垒。”这也就不
难解释中国多家CSP反射镜厂家都选择从Glasstech进口设
备。王志峰补充到，“自主研发有两个层面，进口设备再做
研发是其中一层，中国没有人会试图生产热弯炉来代替进
口设备；第二个层面是更换技术路线，如反射镜不采用热
弯技术，而采用冷弯或复合玻璃、铝镜、薄膜等其他技术
路线。”另一个玻璃巨头肖特则控制了对膨胀系数要求更苛
刻的真空集热管玻璃的技术，这家德国公司特殊配方的玻
璃使其成为全球两家最有名的集热管供应商之一——这两
家的技术路线也不相同。

王志峰对中国热发电产业对进口产品依赖程度不同于
光伏产业的理解归结于市场的启动速度，“2009年如果中
国热发电市场启动的话将会大量依赖进口产品和技术，但
2012年就完全不同了，市场发展的缓慢留给了产业技术研
发、产能建设一定的时间。”但这时间并不充足，“CSP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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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岛等传统部分已经没有问题，但真空管和反射镜还需
要检验，中国室外应用时间最长的产品也不过是从2010年
8月开始的。”

光伏有晶硅、薄膜、CPV、有机组件等多种技术路
线，CSP也有槽式、塔式、碟式、菲涅尔式之分。正如晶
硅产品占光伏市场的大多数，在CSP中槽式电站的装机量
也高于其它技术路线。薄膜和CPV的发展部分动力来自于
一段时期多晶硅材料价格过高；而CSP的材料大都是传统工
业材料，如玻璃、钢铁等，因此降低成本需要突破技术垄
断、优化设计和集成方案。CSP的系统集成难度要远远高于
光伏。曾担任华电工程副总经理、现担任华电分布式能源
工程副总经理的李和平表示，“光伏的应用形式非常灵活，
并且复制性很大；而热发电需要更多种技术相互配合。”同
时兼任光热联盟副理事长的李和平不仅参与了多个光伏项
目，还在中科院八达岭塔式电站中参与了项目开发和吸热
器、蓄热器等关键设备的研发，他正参与引领华电工程开
展甘肃金塔50MW槽式电站的建设。

西北电力设计院是中国参与热发电项目最多的相关公
司之一，其发电设计公司设计总工程师李永生表示，“虽然
参与了多个项目的可研、设计工作，但还有很多细节需要
完善，并且设计的合理性也需要通过实际项目的建设、运
营反映出来。我们也需要学习国外的设计技术。”

同位于西安的另一家大型设计机构西北电力勘测设计
研究院已经参与了超过1GW的光伏电站项目，其光电设计
分院副院长肖斌表示正试图进入热发电的设计领域，“热发
电系统设计复杂性要远远超过光伏，并且光伏的成本和造
价比较透明，而热发电的设计方案与投资成本的关系非常
大，如果设计不合理会导致投资成本增加。”这家在水电项
目设计有丰富经验的单位已经组织团队对CSP设计进行梳理
和学习。

CSP系统集成在中国也刚刚起步。正如中广核在第一
个大型光伏项目中选择了比利时弈飞作为合作伙伴，他们
在热发电项目的合作中找到了来自德国的太阳千年。自从
2011年开始，大量国外热发电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试图
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目前已经破产的太阳千年驻中国代
表曾表示一旦中国产业成熟起来后他们将难以单独获得订
单，所以要抓住产业成长过程中的机遇。BrightSource也将
目光转向中国，这家运营全球最大规模塔式电站的公司已
经低调地与中国一家国有企业签署了137MW塔式项目的初
步合作协议。

技术和资本是产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推动力，这两个因
素往往也密切结合在一起。光伏产业在十年的发展中已经
出现了超过二十家在各个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上市公司涉
足光伏业务的不算在内)，而CSP从业者正期待着凭借热发
电市场的启动进入资本市场。

在早期的中国光伏一线企业中，多家企业的创始人以
及大量CTO等高管都有海外留学经历；中国CSP产业中则

充满了大量本土“破茧而出”的创业者。随着中国融资环
境越来越好，一些在海外拥有技术专利的人士开始在中国
寻找投资并落户。这些手握专利的创业者并不容易获得资
本的青睐。在2011年三亚热发电会议上，有超过十家投资
公司希望从参会者中寻找到商业机会，但一年以后的会议
上，这些投资者大都不见了踪影。

部分技术已经获得了资本的支持并显现出拥有竞争力
的迹象，而有一些在数年后被验证与市场脱节。Solar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rp (SETC)便是从中国消失的
企业中的一家。据知情人透露，SETC在当年凭借一套图纸
从美国来到中国融资，并宣称其拥有储能系统的CENICOM
系统拥有远低于当时CSP发电成本的潜力，在找到合作伙
伴并获得投资后，先后成立了新霓空太阳能(中国)有限公司
和彩熙太阳能环保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后者则宣称建成了
140MW年产能的生产基地。这家公司在成立数年后几乎没
有业绩，最终退出。

一位CSP行业资深人士对那些宣称可以达到低电价——
甚至宣称度电成本可以做到2毛钱的技术表示强烈质疑， 
“他们看中的是中国大量游资，新能源也是热门行业，最
重要的是中国投资者并不是很懂热发电。这些技术在CSP已
经发展了30年的欧美市场并不被看好，所以他们选择了对
这个行业较为陌生的中国。有些企业宣称度电成本可以做
到8毛、5毛甚至2毛，当我问他们为何不去在电价更高的欧
洲、印度、南非去推广时，他们往往答不上来。”

这位资深人士曾接触到一个项目，上海的一家投资公
司为一项从美国带来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先后投入了上千万
美元并使其落户无锡，这个技术既不是光伏，也不是CSP，
而是一种通过温差半导体发电的技术。在陆续投入了2年
后，这家投资公司的董事会发现已经产出的结果与美国人
当时所宣称的并不一样；而此时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已不见
踪影。“这些拿技术来融资的外来者常常给自己设计了精细
的退路，一旦产业化完不成就选择破产，最终亏损的是投
资人，而技术还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上。”

在光伏业也出现过类似的先例。应用材料在多晶硅
价格高点推出了非晶硅薄膜生产设备，由于设备售价非
常高，难以说服买家。于是，这家顶尖的设备供应商向中
国企业讲了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应用材料计划在陕西建设
一座使用薄膜组件的光伏电站，并找到在光伏业拥有一定
权威的西北勘测院做了可研和设计方案，并完成了前期立
项。应用材料通过电站前期工作给出了远低于当时晶硅组
件的度电成本，并以此增加了客户购买的信心。这家目前
依然是光伏业最大的设备供应商在多晶硅暴跌至正常价格
水平后不久便选择不再对外出售整线薄膜生产设备，而购
买了其设备的三家企业目前只有一家还在苦撑着生产。

上述资深人士表示，“我非常想给中国有意涉足热发电
的单位提醒，我们不能简单的当作国外技术的试验田，现
在出现了不少被骗的项目，受骗者也包括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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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eSolar曾在2011年初与山东蓬莱电力设备签署了
CSP与生物质发电互补项目，澳大利亚的雄狮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与华电集团曾计划在格尔木合建1GW塔式电站，最终
这些项目都无果而终。益科博曾宣称其MH-CSP可以做到低
于5毛的电价，而事实上，益科博在海南三亚的1MW示范
项目发电量远不如预期，如果根据实际发电量来计算，度
电成本甚至要接近2元。

纵然有一些并不靠谱的技术存在于市场，欧美的CSP技
术依然需要中国产业去学习。在2012年11月中旬，光热联
盟以及北京科委共同组织多家中国代表性的CSP参与机构前
往西班牙探讨合作。西班牙Abengoa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已经
在中国与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就在国外技术进入中国的同时，哈尔滨汽轮机厂与黑
龙江中京新能源签署了阿根廷萨尔塔省的一座20MW CSP
项目的总承包(包含技术协议)合同，成为第一家向海外市场
输出整套设备的中国企业。

艰难撬动的市场

光伏市场是从国外起步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大都销往
德国、美国等欧美市场。虽然CSP的市场依然在国外，但同
样部分技术也掌握在欧美企业手中。2012年是中国CSP非
常重要的一年，多个示范项目陆续完成，商业项目开始启
动。王志峰把项目的启动归结于必然，“2012年是中国十一
五的最后一年，其中几个重要的成果和技术突破都是十一
五期间的863项目。科技部在十五期间对热发电投入很少，
在十一五期间开始了大量投入。”

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策。除了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对

2015年CSP市场规模达到1GW的目标要求外，只有特许
权招标的电价，而上网电价依然悬在“空中”。王志峰并不
认为单单靠上网电价就能打开中国热发电市场，“国家能源
局正在委托光热联盟牵头编制《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政策研
究报告》，我们要做的是给国家能源局提供一套一揽子政
策，提出以技术为基础，以市场(合理电价)为牵引，质量为
保障，还有规则的约束等一套政策体系建议。合理的电价
可以使参与者有利可图，但又要避免过高的收益率使产能
再无序增长。”

特 许 权 招 标 项 目 确 实 让 中 标 方 大 唐 新 能 源 很 无
奈，0.9399元/千瓦时的电价很难保证不亏本。这种情况同
样也出现在光伏特许权招标项目中。第一次光伏特许权项
目的中标电价都很低，甚至两年后晶硅组件价格大幅下降
后的中国统一光伏电价都要比这个数字高。这也使得CSP行
业期待热发电电价也能达到预期的数字，1.2、1.3元的电
价在坊间流传已久。王志峰回顾当年特许权项目的投标历
程，“特许权项目招标是为了公正，发改委也希望参与者能 
报一个可以盈利的电价，但投标企业的报价并不是真实的
商业电价。当然，招标文件中的一个限制并不合理，就是
明确要求投标电价不能超过当地的光伏电价，这是对投标
人的不合理约束。另一个低价投标的原因或许是参与者当
时也不清楚电价是否合理。因为大家都没有做过电站，缺
乏经验，所以随着中标后设计、材料、工程量核算等工作
的细化，发现按中标电价会亏本。所以现在谈到是否合
理，应该在时间的横轴上来看。”

作为亚洲开发银行援助项目的参与者，李和平表示亚
开行在其已经支持的中广核和华电工程两个大型CSP项目
完工前基本不再会为其他相关项目提供低息贷款，“亚开行
需要通过这两个项目来评估商业运营的风险，如果技术指
标通过后，亚开行或许会大规模支持中国的热发电产业。”

为了在成本上与光伏相竞争，CSP与传统火电或燃气发
电的结合可能是一种出路。王志峰表示，“混合发电只是一
个过渡解决方案，技术难度相对要小，如汽轮机不用每天
都启动一次，也延长了汽轮机的寿命。CSP最终还是要扮演
替代能源的角色。在光热联盟正编写的《产业政策研究报
告》中也会重点提及混合电站，并对这种应用方式的电价
定价方案提出建议。”

如果说2002年至2012年是中国光伏产业的从起步到过
剩、CSP产业从无到有的阶段，2013年开始的新十年或许
将是中国光伏产业重新梳理、CSP产业起步的新阶段。在机
遇开始前，CSP产业需要学习光伏的经验与教训。

图一：CSP的系统构成比光伏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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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问题或让太阳能产业蒙羞

文/Felicity Carus, PV-Tech.org

今年美国第一个比较大型的太阳能展会在加州新港滩
开幕。SolarCity首席执行官Lyndon Rive等都在展会上做了
主题演讲，那在本届Solar Power Generation会议上大家都
在关心哪些问题？

品质是今年许多人关注的重点。去年秋天，加州圣地亚
哥市联合学区(San Dieg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所属的24
个校园发现所安装的光伏组件出现老化腐蚀，尽管系统安装
时预计寿命为20年，但由于潜在的火灾隐患，这些学校不得
不拆除了这些2005年才安装的组件。这些组件的生产商Uni-
Solar(母公司Energy Conversion Devices已申请破产)和安装
商Solar Integrated Technologies都因此名誉受损。

提高光伏电站的品质和可靠性将成为今年展会上的热
门话题。

DuPont Innovalight的全球销售总监Conrad Burke称， 
“光伏产业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为了降低成本，一些制
造商开始在产品中使用劣质的甚至不合格的材料。”

“由于光伏系统的盈利能力与其20年寿命中的总发电
量息息相关，因此质量问题会让光伏项目的长期经济效益
大打折扣。如果实际发电量与你的预期不符，那你可能会
挣钱，可能收支相抵，甚至可能会赔钱。”

这篇文章曾指出，波士顿的SolarBuyeri公司在2011年
第三季度到2012年第二季度间测试过10万个组件后，发现
这些光伏组件的潜在缺故障率在8%左右。

Burke称在过去两年中，价格压力逐渐导致了这一情况
的出现。

“(光伏产业)在过去五六年中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他
表示，“在过去今年的生存竞争中，制造商们关注更多的往
往是融资能力和资产负债表。”

“但是在光伏产业逐渐逼近1000亿美元的今天，我们
不能因为品质问题自毁招牌。”

杜邦已经为光伏产业服务35年，生产除硅材料外光伏
组件所需要的各种材料。2011年，公司在银浆、封装材料
和背板等材料方面的销售额就高达14亿美元。但是当光伏
市场越做越大之时，质量问题又重新摆在人们面前。

“材料和质量都很重要，”他继续说道，“光伏产品的
商品化是一个良好的趋势，但这一切不能以降低品质为代
价。”

去年，GTM Research与加州伯克利的组件测试公司PV 
Evolution Labs合作启动了“可靠性记分卡”项目。双方公
布排名考靠前的公司，对排名垫底的公司保密。

PVEL创始人Jenya Meydbray称，“我们此举的目标在
于鼓励高品质的公司，但不要让任何制造商被列入黑名
单。”

“我们听到很多类似这样的言论，比如：晶硅技术已
经很成熟，组件供应商都是经验丰富，产能都在兆瓦级，
公司市值都在数十万美元。”

图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对寿命3到18年的1900个组件进行了调查，平均年功率衰减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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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质产品不好，但我们也并不会买到这样的产品对吗？
通常是这样，但并不是所有的组件都能保证一样的品质。”

Meydbray称如果组件质量出现问题，通常EPC承包商
将承担项目运行不佳的后果，有时代价会很大。

Meybray预计如果一个20MW电站比设计指标低1%的
话，那EPC承包商就将承担每年5万美元损失获赔偿100万
美元的违约金，相当于每瓦5美分。他声称发电量损失1%会
让开发商的盈利能力降低10%。

如果在电站建成的前几年出现发电量低于预期的问
题，EPC承包商通常都要支付赔偿金。

太阳能产业在过去三年售价变化很大，这不断为制造
商的成本施压。

尽管在计算长期发电量时人们普遍预计每年0.5%的衰
减，但Meydray称如果公司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公司通常
会公布自己产品的功率年衰减值。

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发现某些电站组件功率的
加权平均年衰减可以达到1.7%，而由于失配带来的功率损
失更是可能高至22%。

公司利润和产品品质并不对立，但在量产情况下维持
一致的产品质量也并非易事。产能1GW的组件厂意味着全
年365天，每天生产1万套组件。

Meydbray称他希望看到有一些接受授权的第三方公司
来监督生产，甚至到生产现场进行检查。电信和半导体行
业都采用类似的手段控制产品质量。

GTM保守估计到2015年将有180家组件制造商走到尽
头或被迫收购。

GTM称今年在30GW市场需求情况下产能供给居然达
到了70GW，而这种产能过剩的情况预计将持续到2014
年，届时制造商数量减少后，产品品质估计会有所提高。

Burke也认为在业界的协同努力下，组件质量问题将最
终得到解决。

“下游开发商将对组件生产商提出更多要求，”他表
示，“比如，开发商会要求制造商采用更高等级的材料。”

“光伏产品会采用不同等级吗？不，那会不伦不类。你
见过英特尔对生产的处理器区分质量等级吗？从没有，这是
因为低品质的电子产品无法在市场上生存。而在许多方面来
说，太阳能电池对质量的要求比电子产品还要更高。”

“质量问题在之前的30年中并没有困扰光伏产业。这
一问题是在过去两年中才开始冒头。让我们一起回到原先
坚持的标准上来吧。”

图二：该研究还发现因组件失配造成的功率损失达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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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石墨烯太阳能电池效率4.2%，
或可替代ITO材料

M I T 研 究 人 员 日 前 成 功 采 用 石
墨烯材料配合ZnO纳米线等材料制作
出了改进的太阳能电池，石墨烯在该
电池中替代了传统的透明导电氧化层
ITO，电池效率接近采用ITO的类似结
构电池。

由于石墨烯材料自身结构稳定，
在不破坏其电气特性和结构的前提下
直接在原始石墨烯表面生长半导体材
料十分困难。因此，研究人员首先在
石墨烯表面测试了一系列高分子薄
层，作为石墨烯与氧化锌纳米线(n型)
的连接层。在其之上再制备作为空
穴传输层半导体材料。实验中p型材
料使用硫化铅(PbS)量子点和共轭高
分子材料P3HT的效率分别为4.2%和
0.5%。

参与研究的MIT材料科学工程学
院副教授Silvija Gradečak表示，“尽管
我们的效率还低于普通硅基太阳能电
池，但已经与采用ITO的电池接近。我
们首次展示了纳米线太阳能电池的性
能不会因采用石墨烯替代ITO而大打折
扣。”

她表示石墨烯可以作为一种ITO的
替代材料，ITO中常用的稀有金属铟成本
较高，而石墨烯的原材料碳则低得多。
同时石墨烯还具有可弯曲，重量轻，机
械强度高，化学性质稳定等特点。

晶澳组件通过TÜV SÜD测试实现
PID Resistant全线量产

晶澳太阳能公司宣布旗下所有光
伏组件已成功通过TÜV SÜD的PID测
试。自此，晶澳旗下所有电池产品已
实现PID Resistant量产，而采用相应电
池的组件也已全部实现PID Resistant。

PID Resistant的组件是在测试条
件为：温度85℃、湿度85%RH、加
压-1000v、测试时长96小时并且组件
输出功率衰减小于5%的条件下进行的。
根据TÜV SÜD的测试结果，晶澳PID 
Resistant组件的功率下降率低于1%。

PID全称是电势诱导衰减。导致
PID发生的原因是：在系统工作状态
下，若阵列中间或正极接地，则靠近
阵列负极的组件内电池电压为负，而
组件边框电压为0V，边框和电池之间
的负电压会导致电池效率衰减。PID现
象在高温、高湿、高压的条件下容易
发生。关于防止PID现象发生的措施，
可以通过在系统端阵列负极接地、夜
间阵列加正向电压恢复以及安装微型
逆变器；亦或是在组件端，通过采用
绝缘性能好的封装材料；还可以在电
池端适当调整氮化硅膜折射率。

PID影响整个系统的发电能力和总
输出功率。在电站实际运行中发现，
光伏发电系统的系统电压对晶体硅太
阳能电池所构成的光伏组件(上表面
为玻璃)有持续的“电势诱发衰减”作
用，严重时会导致功率衰减50%以上，
会直接影响电站的实际发电量和投资
者的收益。

晶 澳 太 阳 能 表 示 ， 经 过 长 期 的
研发和努力地创新，不断提升制造工
艺，实现旗下产品全部PID Resistant量
产，这一举措使产品的品质与性能在
市场上更趋行业领先位置。

黄河光伏测试背钝化和RIE技术，
提升单晶和多晶电池效率

黄河光伏日前宣布经过技术研发
部经过近一年的技术攻关，公司在单晶
和多晶高效电池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突
破性的进展。通过采用氧化铝背钝化工

艺，单晶电池转换效率达到了18.95%。 
多晶电池通过采用反应离子刻蚀(RIE)
工艺，电池平均转换效率比过去提升了
0.5%，最高效率达到17.90%。

黄河光伏的背钝化工艺采用原子
层沉积(ALD)或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
沉积(PECVD)工艺在硅片背面形成氧化
铝膜层，然后再在该膜的基础上生长
一层氮化硅膜进行保护。通过在背钝
化膜层采用激光开孔工艺，结合背钝
化铝浆和相匹配的烧结工艺，通过降
低背面复合速率，提高该开路电压实
现单晶电池转换效率的提升。

多晶硅高效电池采用了RIE制绒技
术，在多晶硅片制绒后使用等离子体
在硅片表面进行轰击刻蚀，使硅片表
面形成微小绒面，从而达到降低硅片
表面光反射的目的，由于多晶硅电池
对光的吸收增强，短路电流提高，电
池转换效率因此提高。

黄河光伏称公司项目组紧紧跟踪
国内外光伏领域最新生产技术工艺发
展动向，精心制定了研发方案和技术
路线。研发人员五次赴武汉帝尔激光
和湖北仙桃弘元光伏公司进行相关匹
配试验。其中帝尔激光生产有专用于
背面开孔的激光设备。

黄河光伏还在声明中强调将在后
期新项目建设中使用这些技术，促进
转换效率提高。

美国新SunShot资金旨在更快推进
电池效率极限

美国能源部后续为SunShot计划提
供1200万美元的资金，旨在缩短太阳能
电池转换效率从实验室到工厂的时间。

之前，根据SunShot于2011年
9 月 批 准 的 推 进 电 池 效 率 基 本 程 序
I(FPACEI)项目，资金用于缩短最佳的
实验室原型电池与生产线制造的电池
的效率之间的差距。

FPACEII旨在支持材料模型系统的
开发及制造原型设备，使得效率接近
Shockley-Queisser 30%的极限。

FPACEII对硅基技术和薄膜材料，
如碲化镉(CdTe)和铜铟镓硒(CIGS)开
放。

MIT展示的石墨烯太阳能电池结构，顶
层透明封装之下是一层单原子层石墨
烯，下方是用于键接的高分子层，紫色
为氧化锌纳米线层，最后为光敏材料，
比如PbS量子点或其他高分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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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sil S 651灌封硅胶 
——OTTO旗下最新产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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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O日前推出的Novasil S 651

是公司其已经取得市场成功的 Novasil 

SP 5170 与 Novasil S 650的双组份灌
封胶系列产品的最新扩展。

Novasil S 651是该系列产品中第
三款通过安全、可靠验证的光伏组件
接线盒灌封胶。

接线盒的完美运行及无故障的安
全性能是光伏组件最佳性能与发电所
无可替代的基础。例如接线盒内的汇
流条接点长期暴露在运行环境中时，
需要采取严格的防潮防尘处理，以确
保光伏组件接线盒不出现任何故障。

Novasil S 651系列产品优异的流
动性，可以流入光伏组接线盒、覆盖

内部敏感的接点。此双组份的烷氧基
硅灌封胶同时也是低粘性与高机械强
度的完美结合。此外，该产品还具有
V0级别的易燃性等级，并在湿热测试
(85 °C / 85 % rh)后，仍具有极优异的
性能表现。

Novasil S 651系列产品已成功地
通过了前期技术与耐久性测试，预计
将可在2012年第三季度向全球客户进
行销售。

在超过十年的期间内，OTTO始终
向光伏行业内的全球各顶尖企业供应
特制的灌封硅胶与粘结剂。OTTO可完
全满足产品性能所需的各项要求。公
司在特种硅胶上的研究开发、生产与

工业化工艺方面有着逾四十年的丰富
经验，可为光伏组件制造商提供多方
面的优势。此外，光伏组件制造商还
可在由打样测试到生产标准应用等各
个方面获得OTTO的全方位支持。

 
联系方式
Hermann Otto GmbH

Krankenhausstraße 14 

D-83413 Fridolfing

电话：+ 49 (0) 86 84 908 0

传真：+ 49 (0) 86 84 908 529

电邮：info@otto-chemie.de

网址：www.otto-chem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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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 于 应 用 广 泛 的 传 统 双 面 接 触 太 阳 电 池 组 件 制 造 方
法，已经有学者进行了详细介绍，例如Wohlgemuth & 
Narayanan[1]等。该方法主要是使用焊接条逐个连接电池金属
电极的方式(称为串焊)将单个电池互相连接串联起来。随后，
使用交联材料乙烯-醋酸乙烯(EVA)将电池串叠加在透明玻璃或
聚合物前背板与玻璃、金属或聚合物背板之间进行层压操作。
这是一项非常成熟的专为应对电池前端电极与相邻电池的背面
电极的连接问题而研发的技术。图一显示了典型的工艺流程。

然而，为了追求更高的转换效率，人们又相继提出、
探究和开发了几种不同的单晶硅背接触电池概念[2]。而研
发的方向也与ITRPV路线图相符合，即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
相对规模来看，背接触电池及其组件技术的应用范围都将
显著扩大。当这类电池出现后，便引发了对传统组件技术
的优越性甚至可取性的疑问。

背接触太阳电池电极和互连结构

根据将电流从电池活性区域引导出来的导电机制的差
异，目前可以将背接触太阳电池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其中第一
种包括了金属贯穿式(MWT)和发射极贯穿式(EWT)太阳电池，
这两者是与传统双面接触太阳电池最相近的背接触电池技术，
它们有着相同的光生载流子收集机制，称为横向传导。以上
两种电池技术中，在电池前表面收集的载流子依然需要通过
硅片内部的穿孔(因此被称为“贯穿式”)转移到背部电极。第
二种背接触太阳电池，称为叉指型背接触(IBC)电池，则没有
采用从前端引出载流子的方法，而是两个电极以叉指形状排
列在电池背部。图二给出了上述电池概念的示意图(选自Van 
Kerschaver 和 Beaucarne的文章 [2]，从中能了解更多信息)。
图中还描述了这类电池互连时的电极排布方式。

这种电池的互连只需通过单个电池背面的汇流条或者
使用导电背板衬底就可完成。与双面电池相比，这两者都

光伏组件

背接触太阳电池组件制造技术综述

Jonathan Govaerts, Kris Baert & Jef Poortmans, imec, Leuven, & Tom Borgers & Wouter Ruythooren, Photovoltech, Tienen, Belgium

本文原载于第十七期《PhotovoltaicsInternational》季刊中

摘要:
与传统光伏组件相比，除了外表更加美观外，背接触太阳电池及其组件在电性能上的提升也是其受到格外关注的

原因之一。而这主要得益于其将前端金属电极(或其中的大部分)转移到电池背面上。本文对目前全球各个研究机构和公
司提出的不同背接触电池组件概念进行了综合介绍。首先就目前各种最新的背接触电池概念以及它们相应的电极接触
方式和互连结构进行简单介绍。然后以双面接触电池组件技术作为参考，对每种组件概念的技术特点和发展成熟度进
行简要的讨论。最后对各项技术间的主要差异进行总结。

背板

电池串

玻璃
电池

互连条

电池焊带

玻璃
层压薄层
背板

框架
接线盒
电线

串焊 电池板叠层
层压

组件完成封装

图一：典型的传统组件封装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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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势。在图二的概述中，传统双面接触和背接触电池组
件之间的主要差异可谓相当有趣。首先，由于电池表面不
再印刷电极栅线(所以金属覆盖面积也减少了)，因而可以将
连接电池串和前表面板的封装材料做得更薄(减少材料使用
量和吸收损失)。其次，相邻电池片不再需要上下拧结(一根
焊带连着电池前表面和背面)，而是通过底面进行连接。这
种改进能带来许多好处，因为这意味着相邻电池间可以靠
得更近，同时由于在热循环时拧结的焊带会产生一定的应
力，因此在设计传统互连结构的时候不得不将这部分应力
考虑在内。第三，由于所有互连电极(无论是汇流条还是金
属薄片)都安排在了背面，因此为设计留下了更大的操作空
间：互连线可以经过优化(例如增大互连线宽度、逐渐削尖
互连线形状)以降低串联电阻大小从而减小填充因子(FF)损
失，同时还能优化流过互连线上电流分配。因此，通过调
整互连结构能优化组件输出、材料消耗和生产成本等。实
际上，采用MWT结构和互连薄层所得到的转换效率已经打
破了多晶硅组件的世界纪录[3, 4]。

在图二(b)的设计图案中，一部分主栅线被保留了起
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传统技术更接近；不过，该图案
需要对电池之间的互连线进行重新修改。而在图二(c)或(d)
的设计样式中，可以保持互连线的直线排布(虽然在图二(c)
的设计图案中，必须将电池相对于前后者翻转180度)。此
外，针对图二的设计图案，为了避免电池出现分流，必须
在电池背部互连线跨过两个极性相反的金属电极之间制作
隔离层。但图二(d)的设计图案却可以避免使用这一额外的

隔离层，因为电池金属电极的叉指结构使得互连线不需要
穿过电池的另一个电极。

改进传统背接触电池技术[5, 6, 7, 8, 9]

对于背接触电池与组件技术来说，与传统技术最相关
的地方是它将背接触电池焊接成串，然后层压在前端玻璃
和EVA背板之间。

Photovoltech已为其MWT电池研制了这种串焊技术。
设计该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尽量使用与现有组件技术接近
的或经常使用的材料以降低成本，同时仍能保证产品的可
靠性。该技术根据图二(c)所示的图案进行互连，因此需要
在电池和焊带之间制作隔离层。该隔离层是一种开放式结
构的玻璃纤维，不需要针对电池做任何调整。为了在焊带
和电池间连接起纤维，需要使用焊膏。依靠该方法，组件-
电池功率比达能到98%以上。而焊带的宽度可以通过对电阻
损失和铜市场价格之间的权衡进行优化。此外，还需要调
整串焊设备以更好地处理玻璃纤维和焊膏。该方法的具体
实施细节和测试结果将在不久的将来发表。

因高性能电池和组件而闻名的SunPower，通过采用 
“低成本”技术，代替了在少数载流子寿命较长的硅片上使用
光刻工艺的旧方法，生产出了高效率背接触电池。如图四所
示，IBC结构电池和组件依靠特殊设计的直线互连焊条焊接在
一起(如图二(d)所示)，然后层压在前端玻璃和EVA背板之间。

光伏组件

图二：新型背接触电池概念和组件互连结构(红线代表互连线路，但与实际的形状可能相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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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组件封装[10, 11, 12, 13, 14, 15]

该技术以ECN公司研发的导电背板材料为基础，并能
兼容集成电池和组件方法。这种导电背板由PVF-PET-Cu薄
片制成，其中铜片是根据所需的互连图案制作的。而电池
与背板之间的电接触是通过在薄片上印刷导电粘合物实现
的。通过轻柔灵活的拾-放操作可以将电池安装在涂有粘合
剂的背板上。在进行层压封装的同时，背板上的粘合剂也
随之凝固，因此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操作，意味着该工艺也
同样适合于薄电池片。由于互连程序被简化，整体组件封
装工艺的速度达到了需要串焊和叠层步骤的传统组件制造
技术的六倍。通过与荷兰Eurotron公司合作，ECN开发出了
这种MWT电池的制造工艺，如今一条产能为150MWp的全
自动生产线正在运营中。采用这一概念的MWT组件也已通
过了IEC 61215和IEC 61730标准认证[11]。此外，应用材
料公司也正在研发一种类似的组件制造技术，但只是针对
EWT电池。

层压过程中的激光焊接[16, 17, 18, 19, 20]

在导电粘合物在室外的长期可靠性还没有检测出来的
时候，人们又根据工业上规定的焊接标准提出了一个相似
的概念。这种概念的电池结构与上述整体组件封装方法非
常接近，但在制作导电背板时却是使用焊膏来代替导电粘
合物的。与前面相似，随后的步骤同样是将电池放置并层
压在前端玻璃覆盖层上。

由于在层压过程中EVA的温度为150℃，而标准焊接工
艺所需温度达到230℃左右，因此互连条无法进行充分的焊
接。所以在层压操作后，需要使用激光从前表面玻璃射入
背板电极上以进一步焊接互连条。另一种方法是，在层压
步骤前先焊接互连条，而层压叠层能增加在激光焊接期间
形成的接触压力，从而提高了焊接点的可复制性。图五对
这一概念图进行了描述。而通过使用Al-Al直接激光焊接来
进一步简化这一构图的研究正在进行当中[21]。

光伏组件

图三：Photovoltech MWT电池前表面和背部图案以及组件的构造

图四：SunPower(IBC)电池和组件的构造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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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组件[22, 23, 24]

如前面所述，传统组件封装方法需要先将单块电池焊
接在一起，然后在层压工艺前对电池串进行移动、调整，
这两步都非常容易引起电池碎裂(或者微裂纹)，特别对于超
薄电池(例如厚度为100µm或以下的电池)。i-组件(互连-组
件)方法则是通过在组件层次上制作互连结构来达到减少裂
纹的目的，即在电池都安装入组件衬底(玻璃)后才进行电极
互连。当然，只有在所有电池电极都依然可用时才可完成
互连操作，因此该方法只适用于背接触电池。

将粘合剂层(通常为硅树脂材料，例如Ketola等人[25]
所介绍的)涂在干净玻璃组件覆盖层上，而太阳电池的向
阳面则与玻璃接触，因此背部的电极仍然可以进行互连操
作。为了避免发射极电极和基极电极的接触，需要再沉积
一层电介质层，该电介质层还留有通道以方便随后的电极
连接。金属电极被焊在组件的不同电池互连线上(例如以串

联的方式)；然后连接外部电极并进行封装以保护金属和加
固组件。该工艺流程图如图六(a)所示。

对于不同的步骤可以考虑使用不同的技术，正如Govaerts
等人所报道的那样[22-24]。人们的关注重点放在了一块已通
过验证的而且被认为是在短期内最有可能被工业生产所采用的
组件上。在对该技术进行验证时，使用的是厚度为180µm的
典型MWT电池(由Photovoltech提供)。位于这些电池背部的电
介质层已经通过选择性沉积(丝网印刷和分配—两者都可行)将
前端互连线和背部隔离开来，然后使用焊接的方法进行互连。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可以参照不同的标准，例如根据电池互连
加工在总生产流程中所处的阶段，对组件制造概念进行分
类。其中一类是传统组件技术，即在层压操作(单独进行)前
焊接电池。另一类是在层压期间进行激光焊接的技术，即

光伏组件

图五：Sunweb (MWT)电池和组件的构造和性能

图六：(a) i-组件概念的原理图示；(b)基于MWT电池的i-组件焊接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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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全部叠层都已层压后互连结构才制作完整。处于这
两种技术之间的，是整体组件封装技术，在层压工艺期间
完成互连线的焊接。而最后一种i-组件方法则将全部叠层分
批进行层压，并设计了中间层。这种方法与制造印刷电路
板时常用的连续建立封装层方法更加相似。图七显示了这
些概念的分类，并介绍了每种概念的特点。

上述几种基本电池概念的发展潜力也已经通过验证；
其中一些已处于生产中，或者即将投入生产，甚至有将几
种概念配合使用的想法。然而，目前存在不同种类的背接
触电池，说明现在还没有标准的互连方式能应用于大规模
工业生产中。从这个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
无法对采用相同组件技术的不同电池技术，或者采用相同
电池的不同组件技术进行直接的比较。

然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如果不能将电池和组件
技术分开处理，那这种依存关系便意味着进入该领域的公
司将不得不进行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以保证它们产品的质
量。基于此，背接触c-Si组件将采纳越来越多地采纳有机或
无机薄膜技术。c-Si和薄膜技术都日益注重组件层次的性能
(和工艺)，其中前者致力于降低成本，而后者则加紧提高效
率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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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光伏组件在户外使用量和使用时间的
增加，越来越多的光伏组件质量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
点。目前组件制造商生产的组件都存在不少的质量问题和
隐患，其中较大一部分质量问题来自于接线盒。接线盒是
集电气设计、机械设计和材料应用于一体的综合性产品，
在户外长期使用，容易出现接线盒引线端子烧毁，接线盒
烧毁等安全问题，继而出现组件背板烧焦，组件碎裂等现
象，对终端使用者的人身安全产生很大的威胁。

 试验方案

	根据国外权威报道，热斑效应使光伏组件的实际使用
寿命至少减少10%。当电池存在裂纹，电池之间不匹配或
内部连接失效、互连失效，以及在光伏组件上方的遮挡阴
影，都可能引起光伏组件的热斑效应，导致光伏组件的不
可逆损坏。

那么市场上接线盒烧毁导致退货，真的是热斑效应引
起的吗？为此，笔者的实验室制定了试验计划，对接线盒
的失效进行研究。

首先对组件的热斑效应进行解读。
组件在正常工作时，运行原理如图一所示。其中旁路

二极管D1、D2和D3因反向偏压处于截至状态，电池串V1、
V2和V3为负载R提供电压。

如图二所示，当某种原因造成电池串中电池片发生遮
挡或不匹配时，组件就会发生热斑效应，图三为组件热斑
时的红外照片。

假设此时图一中的V2电池串出现遮挡，并联二极管D2

两端正向电流导通，与V1，V3以及R形成回路，对组件起到
保护作用。当通过电流为ISC时，旁路二极管D2消耗功率最
大[1]，此时可能导致接线盒因过热造成损坏。

光伏组件

旁路二极管失效研究

孙建华、姜卫、杨建城、王丽芹，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摘要:
二极管过度发热，导致接线盒烧毁，降低组件输出功率，甚至对电站的运营和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经分组实

验，研究在不同情况下，旁路二极管的发热情况。测试结果表明，旁路二极管最高壳温达到237.5℃。通过户外模
拟，再现旁路二极管导致的接线盒户外失效现象。最后，提出一些建议以预防该现象。

图一：组件电路图

图二：组件热斑电路图

图三：热斑组件红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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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户外实际使用情况，导致接线盒发热损坏的情况
大致分为以下三种：1、旁路二极管性能良好时，组件发生
热斑；2、旁路二极管击穿后，组件发生热斑；3、旁路二
极管击穿后，组件开路状态下旁路二极管反向导通。

失效性研究分为四个步骤进行：
第一阶段，旁路二极管性能良好的情况下，组件出现

热斑现象。
第二阶段，旁路二极管已经被击穿的情况下，组件出

现热斑。
第三阶段，旁路二极已经被击穿的情况下，组件开路。
第四阶段，选择以上旁路二极管温度最高的情况，进

行室外模拟。

试验设备

温度冲击试验箱、直流稳压电流源、数据采集仪、电
脑、热电偶、导线、辐照度计、辐照度自记仪。

试验过程

封闭环境中，干空气90℃时的导热系数为0.031W/
(m*K)，市面上常见的灌封胶的导热系数为0.3~0.5W/
(m*K)。相较而言，灌封胶的导热性能优于空气。本次试验
采用的接线盒为灌胶接线盒，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本次试验的旁路二极管额定电流为10A，反向击穿电压
为50V，热阻系数为5℃/W，最高额定结温为200℃。接线
盒内旁路二极管的排布如图四所示。应用的组件短路电流
为8.5A。

试验各个阶段的样品数量均在5EA以上。

第一阶段：二极管性能良好时，组件发生热斑
参照IEC 61215 10.18进行试验[2]。各电流导通条件

下，旁路二极管最高温度见表一，温度曲线如图五所示。

由此可见，旁路二极管的结温满足规格要求，试验后
样品性能良好，短时间的热斑效应对接线盒造成损坏的可
能性较低。

为确定在户外长时间热斑情况下，旁路二极管所受的
影响，参照IEC 61215 10.18进行试验，通电时间各延长至
12小时。

各电流导通条件下，旁路二极管最高温度详见表二，
温度曲线如图六所示。

以上数据表明，即使组件长时间发生热斑，旁路二极
管温度在达到热平衡后，保持稳定，且结温均在规格允许
的范围内，试验后样品性能良好。

第二阶段：二极管击穿后，组件发生热斑
将已击穿的二极管替换图七中红色位置的旁路二极

管。参照IEC 61215 10.18进行试验。

光伏组件

输入电流 最高壳温/℃ 最高结温/℃

1倍Isc(8.5A) 124.8 131.1

1.25倍Isc(10.6A) 136.3 N/A

图四：接线盒内旁路二极管分布图

表一：组件热斑，旁路二极管最高温度

图五：旁路二极管热性能温度曲线

输入电流 最高壳温/℃ 最高结温/℃

1倍Isc(8.5A) 127.8 134.1

1.25倍Isc(10.6A) 141.5 N/A

表二：组件热斑，旁路二极管耐久最高温度

图六：旁路二极管热性能耐久温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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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电流导通条件下，旁路二极管最高温度见表三，温
度曲线如图八所示。

由此可见，已击穿的旁路二极管在短时热斑的情况
下，结温满足规格要求，试验后样品性能良好。

为确定在户外长时间热斑情况下，接线盒所受的影
响，参照IEC 61215 10.18进行试验，通电时间各延长至
12小时。

各电流导通条件下，旁路二极管最高温度见表四，温
度曲线如图九所示。

结合表四和图九可以看出，击穿的旁路二极管在长时
间热斑的情况下，结温在规格要求范围内，试验后样品性
能良好。

第三阶段：二极管击穿后，组件开路状态下旁路二极管反
向导通

假设图十中D2二极管已被击穿，当组件与负载的回路断
开时，在太阳光照射下，D2与电池串V2之间形成内部回路，
被击穿二极管两端有反向压降，即给二极管施加反向电流。

在实际使用的组件中，被击穿的旁路二极管数量无法
检测，针对这样的问题，本次试验分为单个旁路二极管击
穿，两个旁路二极管并联击穿和两个旁路二极管串联击穿
三种情况。

单个击穿旁路二极管热性能
将击穿后的二极管替换图十一中红色位置的旁路二极

管，参照IEC 61215 10.18进行试验，其中对击穿旁路二极
管D2两端施加反向电压，旁路二极管D5因偏压反向截止，
电流只导通单个支路，流经D2的电流为短路电流。

光伏组件

图七：并联二极管变更示意图

输入电流	 最高壳温/℃	 最高结温/℃

1倍Isc(8.5A) 118.3 124.5

1.25倍Isc(10.6A) 130.8 N/A

表三：组件热斑，击穿旁路二极管最高温度

图八：旁路二极管热性能温度曲线

输入电流	 最高壳温/℃	 最高结温/℃

1倍Isc(8.5A) 135.4 141.6

1.25倍Isc(10.6A) 140.8 N/A

表四：组件热斑，击穿旁路二极管耐久最高温度

图九：旁路二极管热性能耐久温度曲线

图十：组件开路，旁路二极管反向导通

图十一：旁路二极管变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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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已击穿旁路二极管在反向通电时，其结温
已超出规格允许的范围，且远远大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中的结温。

主要影响结温和壳温的因素为：电流和电压。
单个已击穿旁路二极管在反向导通后，流经的电流是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单个旁路二极管导通电流的2倍。
如图十三(a)所示，二极管正向导通后，两端的电压基

本上保持不变(锗管约为0.3V，硅管约为0.7V)。本次试验采
用锗管，试验中测得两端压降为0.302V。

如图十三(b)所示，二极管被击穿后，反向表现为阻性
特征，两端压降随着导通电流的增加而增加。试验中测得
两端压降为1.230V。后者是正向导通时的4倍左右。

当击穿二极管反向导通的电流是正向导通时的2倍，两
端压降是正向导通时的4倍左右，则消耗的功率是正向导通
时的8倍左右。所以，已击穿旁路二极管反向导通时的温度
远远大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的温度。

为确定组件在户外长时间开路时，接线盒所受的影
响，参照IEC 61215 10.18进行试验，其中对击穿旁路二极
管D2两端施加反向电压，通电时间延长至48h。

各电流导通条件下，旁路二极管最高温度详见表六，
温度曲线如图十四所示。

光伏组件

输入电流	 最高壳温/℃	 最高结温/℃

1倍Isc(8.5A) 189.4 242.9

1.25倍Isc(10.6A) 198.6 N/A

表五：组件开路，被击穿旁路二极管最高温度

图十二：旁路二极管热性能温度曲线

(a) 二极管正向特征曲线 (b) 击穿二极管反向特征曲线

图十三：击穿二极管特征曲线

输入电流	 最高壳温/℃	 最高结温/℃

1倍Isc(8.5A) 236.7 290.2

1.25倍Isc(10.6A) 399.8 N/A

表六：组件开路，被击穿旁路二极管耐久最高温度

(a) 通以1倍的耐久温度曲线

(b) 通以1.25倍的耐久温度曲线

图十四：不同反向电流的耐久温度曲线，注：图(b)中温度曲线
出现垂直下降是温度的测量值超出热电偶的范围导致的

图十五：通以1倍Isc保持48h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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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十五所示，1倍ISC保持48h后，接线盒出现灌封胶
严重发黄，壳体出现变形。

如图十六所示，1.25倍ISC保持24h，接线盒盒盖严重鼓
起，灌封胶严重发黄。

上述数据表明，已击穿旁路二极管在反向通电的情况
下，旁路二极管的结温已超出规格的允许范围。长时间反
向导通，则引起接线盒以及灌封胶的损坏。

并联和串联击穿旁路二极管热性能
将击穿后的二极管替换图十七中红色位置的旁路二极

管，参照IEC 61215 10.18进行试验，其中对击穿旁路二极
管两端施加反向电压。

各电流导通条件下，旁路二极管最高温度详见表七，
温度曲线如图十八所示。

施加反向电压时，若旁路二极管并联击穿，两者之
间因分流，则单个二极管流经的电流理论上为短路电流的
二分之一；若旁路二极管串联击穿，电流只能导通单个支
路，单个二极管流经的电流为短路电流，最终导致串联击
穿时消耗的功率远远高于并联击穿时消耗的功率。如图十
九所示，所得温度点分布与理论数据相符。

由上可见，并联击穿二极管的结温满足规格要求，串
联击穿二极管的结温已高出规格74℃；串联击穿二极管被
反向导通后产生的温度远远高于并联二极管击穿时产生的
温度。

光伏组件

图十六：通以1.25倍Isc保持24h的样品

(a) 旁路二极管并联击穿

(b) 旁路二极管串联击穿

图十七：击穿旁路二极管的不同连接方式

	 结构	 最高壳温/℃	 最高结温/℃

1倍Isc(8.5A) 串联 237.5 273.7

 并联 116.4 128.6

1.25倍 串联 285.8 N/A

Isc(10.6A) 并联 136.3 N/A

表七：组件开路，被击穿旁路二极管最高温度

(a) 旁路二极管并联击穿温度

(b) 旁路二极管串联击穿温度

图十八：被击穿旁路二极管不同连接方式的温度曲线

图十九：被击穿旁路二极管不同连接方式的温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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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状态二极管温度比对
根据第一阶段至第三阶段的测试数据，可以看出旁路

二极管处于不同状态下的温度分布存在差异，最严苛的条
件需进行分析。

为方便分析，现将图二十中的旁路二极管D2和D5作为
研究对象，分析在不同状况下，旁路二极管所消耗功率的
差异。

表八给出旁路二极管在不同状况下所测得的两端压降。

当输入接线盒的电流为组件的短路电流时，理论上各
种状态下，流经旁路二极管D2的电流情况：

(1) 状态1中，D2的电流为输入电流的1/2；
(2) 状态2中，D2的电流为输入电流的1/2；
(3) 状态3中，D2的电流为输入电流；
(4) 状态4中，D2的电流为输入电流的1/2；
结合表八和各种状态下的旁路二极管的电流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

(1) 状态1，2和3中，旁路二极管D2消耗的功率相当；
(2) 状态3中，因旁路二极管的电流是其他状态的2倍，

电压是其他状态的2~4倍，此时D2消耗的功率是其他状态的
4~8倍，所以该状态下旁路二极管的温度高于其他状态旁路
二极管的温度。

当接线盒中串联的旁路二极管被击穿后，反向导通
时，其消耗的功率是状态3的叠加，所以此时旁路二极管的
温度远远大于其他状态下旁路二极管的温度。

图二十一与上述的分析结果相一致。
综上所述，串联旁路二极管被击穿反向导通状态下的

消耗功率最大，单个击穿反向导通状态次之，正向导通和
并联击穿反向导通状态最低。

组件室外模拟
据“不同状态二极管温度比对”得知，旁路二极管

串联式被击穿后，组件开路状态下，旁路二极管的温度最
高。针对此类情况进行室外模拟，试验步骤分为：

(1) 将击穿二极管替换图十六(b)中红色位置的旁路二极
管后，组件户外放置如图二十一所示，辐照度传感器与组
件共平面放置。

(2) 组件处于开路状态，图二十二中红色区域内的电池
片为击穿的旁路二极管提供反向电流。其余电池片因旁路
二极管反向截至处于开路状态。

(3) 间隔10分钟，记录旁路二极管的温度、压降，以及
瞬时辐照度。辐照度与二极管温度的曲线关系如图二十三
所示。详细数据见表九。

组 件 在 户 外 曝 晒 3 0 分 钟 后 ， 二 极 管 壳 温 已 达 到
180℃以上，并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保持稳定；辐照度在
380~680W/m2范围内波动。

光伏组件

图二十：接线盒内旁路二极管分布图

 状态1 状态2 状态3 状态4

D2性能 良好 击穿 击穿 击穿
D5性能 良好 良好 良好 击穿
电流方向 正向 正向 反向 反向
两端压降 0.298V 0.294V 1.260V 0.573V

表八：不同状态下旁路二极管两端压降

图二十一：不同状态下二极管温度比对，注：图中状态表示 
“二极管性能—施加电流” 图二十二：组件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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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试验150分钟后，接线盒内击穿二极管出现严重损
坏，表壳已经开裂，露出内部节点，如图二十四所示。四
周的灌封胶出现发黄发黑现象，如图二十五所示。此时复
现了组件在实际使用中接线盒的发热损坏现象。

综上所述，可推断在更强辐照度下，击穿二极管被
更大的电流反向导通，则以更快的速度上升至规格外的温
度，从而对接线盒以及组件造成损坏。

结论

针对本文中研究的接线盒结构特征和应用对象，得出
以下结论：

(1) 组件正常发电状态下，发生热斑时，旁路二极管不
管击穿与否，旁路二极管温度均满足规格要求，接线盒发
热损坏的可能性极低，即组件发生热斑不是导致接线盒发
热损坏的主要原因。

(2) 组件开路时，太阳光照使组件产生电压加载在已击
穿二极管两端，致使击穿二极管反向导通，其温度远远高
于正常二极管热斑时的温度，大大超出规格允许的范围，
造成二极管的损坏，继而增加了接线盒发热损坏的可能性。

 为了降低光伏组件中接线盒的发热损坏概率，在生产
和使用过程中，建议注意以下问题：

(1) 制造过程中，各环节的厂商应针对静电和浪涌等电
现象采取措施，防止二极管击穿；

(2) 电站因安装或维护操作，组件必须处于开路状态
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击穿二极管被反向导通，造
成接线盒发热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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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

图二十三：接线盒温度与辐照度分布  

图二十四：击穿二极管开裂损坏

图二十五：灌封胶发黄发黑

时间间隔(min) 10 30 50 70 90 110 130 150

测温点1 154.2  184.9  189.7  191.6  188.0  185.8  186.0  191.6 

测温点2 154.3  182.2  187.9  191.1  191.5  192.1  189.3  194.2 

测温点3 154.2  176.1  180.6  184.7  183.6  185.3  178.3  183.8 

测温点4 155.3  175.4  168.6  170.6  171.8  172.5  169.2  173.6 

辐照度(W/m2) 375 532 561 605 604 633 689 588

表九：组件室外模拟二极管温度与辐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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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闻

欧洲

Wirsol出售16MW德国光伏电站

德国光伏项目开发商Wirsol Solar
日前宣布，出售其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
上普法尔茨行政区的15.7MW太阳能设
施。

该公司透露，一家名为Zeno的公
司、一家公共事业公司以及几个其他的
私人投资者和公司日前收购了该设施的
不同部分。与此同时，Wirsol将持有该
电站1.6%的股权。

该光伏设施占地面积14.6公顷，安
装有超过65000个光伏组件。该公司尚
未透露该电站的年产量，但是表明，其
足以替代11200吨的二氧化碳。

美洲地区

Selray申请将9MW智利光伏电站拓
展至30MW

德国光伏开发商Saferay与智利工
程公司Seltec设立的智利公司Selray，
日 前 向 智 利 环 保 部 门 S e r v i c i o  d e 
Evaluación Ambiental(SEA)递交计
划，拟将其现有获批准的9MW光伏项
目拓展至30MW。

该9MW光伏设施，坐落于智利北
部塔拉帕卡大区La Huayca镇附近，已
经开工建设，并且第一阶段已竣工并
投入运营。作为第一阶段的一部分，
该公司安装了1.5MW的光伏装机容
量，并于2012年10月3日连接到北方
互联系统(SING)电网。

该 设 施 的 拓 展 将 需 要 额 外 投 资
4600万美元及八公顷的私人土地，这
将由该公司提供。选择靠近La Huayca
的 位 置 由 于 该 地 有 利 的 太 阳 能 条
件。Selray透露，每月最大的太阳能辐
照水平可达每平方米927瓦。此外，其
远离关键区域，如旅游景点、国家公
园和住宅区。

如果该申请获得批准，预计将于
2013年5月启动额外的装机容量的安
装。

SunEdison与CAP规划智利100MW
光伏电站

光伏项目开发商SunEdison与智利
矿业钢铁集团CAP日前签署一项协议，
开发拉丁美洲最大的光伏电站。

该 项 目 坐 落 于 智 利 北 部 阿 塔 卡
马沙漠，将启用由SunEdison母公司
MEMC提供的逾30万个Silvantis单晶
硅组件。这些组件由无毒、无污染材
料制成，在使用寿命结束后可以被
回收。该电站还将启用由SunEdison
设计、由CAP生产的钢铁制成的跟踪
器。

预计该项目的第一阶段将于2013
年年底竣工。竣工后，预计该电站的
年发电量将达270GWh，有助于满足
该矿业集团15%的能源需求。

该电站将由SunEdison可再生能
源运营中心(ROC)管理。ROC为全球
光伏安装项目投资组合提供二十四
小时的监控和管理服务，其中包括由
SunEdison和第三方持有和运营的光伏
安装项目。

亚太地区

世界上最大岩石山体光伏电站并
网发电

日前，中电投河北易县20MW光
伏发电工程成功并网发电，目前电站
运行状况良好。

该工程处于太行山脉易县裴山镇
太和庄，全部为太行山未利用荒山，
电站总共跨越四五个山头，多个施工
面达30度以上坡角，山体均为全新
统冲洪积砂卵砾石层、坡残积粘性土
中含碎石、寒武系灰岩夹泥灰岩，土
质坚硬，施工难度极大。据估算电站
平均每年可为电网提供清洁能源约
2595.06万kW•h。

据 介 绍 ， 该 项 目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岩石山体光伏电站，其中所用的
20MW逆变器，是特变电工新能源公
司逆变器，这也是该公司逆变器产品
首次大规模应用于山体光伏电站。

骊住株式会社规划福岛6.4MW光
伏电站

日本建筑材料供应商骊住株式会社
(Lixil Corporation)正计划于日本福岛县
须贺川市建设一个6.35MW光伏设施。

该系统将建于一家闲置工厂，占
地面积9104平方米。预计将于2013年
春开工建设，并计划于2014年春投入
运营。

竣 工 后 ， 预 计 其 年 发 电 量 将 达
7,800MWh。该系统产生的电力将根
据购电协议向东北电力公司(Tohoku 
Electric Power Co.)出售。

该项目还将建设一个观景台，以
带给游客关于可再生能源的教育。

Conergy进一步规划泰国31.5MW
光伏装机容量

德国光伏项目开发商Conergy携项
目储备中另外三个太阳能项目进一步
拓展其泰国太阳能市场。该公司日前
签署一份协议，为Siam Solar Energy 
(SSE)交付泰国三座10.5MW光伏电
站，SSE为泰国太阳能有限公司旗下子
公司，该协议是该曼谷投资商的第二
个大型订单。

Conergy将再一次担任总承包商，
负责这三个太阳能电池阵的整体规划、
工程和设计，以及组件供应及安装。就
建设而言，Conergy将与其长期当地合
作伙伴Annex Power和Ensys合作。 

这 三 座 电 站 将 配 备 十 三 万 个
Conergy旗下“P系列”组件，安装在
约130千米的Conergy SolarLinea安装
系统。这三座电站年度总发电量将超
过45,200MWh，据说是北碧府居民当
前消耗量的1.3倍以上。

预计这三座电站将于2013年5月
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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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ergy将在泰国为投资商Siam Solar 
Energy另建设三座10.5MW光伏电站

46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项目聚焦



中国西部光伏电站大起底

文/王超

2013年1月，PV-Tech PRO记者历时23天，前往陕西 
(西安)、青海(西宁、格尔木、德令哈)、甘肃(武威、金昌、
张掖、敦煌、阿克塞、嘉峪关)、新疆(哈密、乌鲁木齐)总计
12个城市，考察了近70座光伏电站并采访部分当地发改委相
关部门。本文将从总量、并网、前景等多个角度来观察西部
光伏电站的现状、前景以及其中的问题。

遍地开花的产业园

根据NPD Solarbuzz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光伏装机
总量达4.7GW，中电联给出的并网量为1.49GW。青海凭借
近1GW的装机量依然成为中国最大的省份，甘肃、新疆、
内蒙、江苏和宁夏位列其后，这六个地区总共占超过60%
的份额。

正如2010年前后东部地区几乎每个市都冒出一个光伏
产业园区，2012年在西部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光伏产
业园区，不同的是前者是用来生产光伏相关产品的，后者
是用光伏产品发电的。2011年，格尔木等少数几个西部城
市成为了光伏装机的焦点地区，而2012年，西部已有十多
个城市的电站规模达到数百兆瓦。如今青海、甘肃、新疆
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最少有一个光伏发电园区，并且大多数
光伏发电产业园都按照GW级规模设立。

2012年底，格尔木完成了装机达到1GW的目标，达到
1.03GW。据格尔木能源局局长刘新平介绍，东出口的光伏
产业园规划用地在2013年即将用完，如今格尔木能源局正
联合相关部门对新的电站用地进行规划，向西北方向延伸。

甘肃省装机量有望追赶青海省，虽然装机规模提升
了，但并网量却少一些——项目核准时间晚以及并网难是
两个主要原因。成立于2009年的武威金太阳新能源高新技
术集中区，最早曾定位为养殖业和化工建材，随着甘电投
在当地投资光伏电站，后来定位于新能源发电。该园区初
步计划设三个区，一、二区总计90平方公里，目前已有14
家企业进驻开发电站，三区的70平方公里土地曾计划作为
光热发电园区，但由于推进太慢而重新调整为高耗能化工
园区，规划20平方公里，计划引入光伏制造业及污染较低
的化工业。

目前，武威金太阳园区规划了985MW项目，已并网的
项目为116MW，具备并网能力的是314MW，这些项目将
通过园区内的3个110kV升压站送出。目前送出能力受到限
制。该园区与电网公司协调后，在距离园区20公里的地方
建设一座330kV的升压站，拥有2台24万千伏安的主变，送
出能力达480MW。如果加上武威民勤县的项目，目前武威
市建成、在建及取得路条的光伏项目总计达到1.5GW。

金昌，被称为中国的“镍都”，最大的企业为金川集
团。金昌发改委能源科孟祥中表示，2012年底前，金昌一
共有18家企业获得路条。根据甘肃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
院在去年5月份制作的金昌光伏发电场规划报告，金昌共
规划了六个光伏电站发电场：西坡、金武、河清滩、骅尖
滩、东大山、周家井，前三个将优先开发。

张掖市共有六个县区，每个县区有一个光伏产业园
区及其装机目标。根据规划，张掖在2015年计划建成
3000MW光伏电站。张掖发改委能源科何焱表示，目前

图一： 国电电力哈密石城子20MW观念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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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1个项目获得路条，其中龙源1期10MW和黑河水电
50MW已经并网。2012年横店东磁和昱辉的项目一直没有
动工，何焱表示将调整业主。虽然有调整业主的情况，但
何焱透露，不允许企业拿到路条后再私自转让。作为农业
城市，张掖也在探索光伏与农业大棚的结合并制定相关规
划，“已经有项目开工，但没有建成。我们已经在做规划，
也有公司与本地农业示范园区探讨合作建设”。

2012年以前，张掖大都是9MW的项目，2012年以后
放开了，相关部门的意见是实力大的批的容量大一些，实
力小的就先批一点，如果做得好就再增加容量。

敦煌目前建成了超过100MW的电站，但2012年新增
装机显然没有达到规划预期，根据规划，2013年底前建成
1GW电站，并且2012年获批待建的项目为330MW。力诺
50MW、金风30MW、晶澳50MW等项目最终没有做，而
还有很多项目仍未完工，导致当地并网量远小于安装量。
嘉峪关的嘉西百万千瓦级光伏产业园(下称嘉西产业园)也
没有达到规划预期，按照规划该地区在2012年底目标实现
1000MW装机，最终只达到200MW。

哈密地区是新疆光伏装机最集中的地区。哈密最早推
动的是石城子光伏产业园区，从2010年起步，2011年底建
成35MW，2012年底累计装机达到138MW，目前已有11
家业主入驻。2012年哈密地区发改委又委托西北勘测设计
研究院光电设计分院编制了烟墩、巴里坤县以及伊吾县三
个园区的规划，这三个地区的规划总量是2020年4.5GW。
其中烟墩园区计划做风光互补，将依托当地的2GW风电
特许权项目，在风场内搭配1.5GW光伏装机，为了避开叶
片、塔筒的遮挡、阴影一共划分出大约5个区域。

虽然电站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当地政府开始意识到光
伏电站对经济的贡献有限，并开始寻找其他的推动思路。
格尔木能源局局长刘新平表示，目前对光伏电站的税收实
施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因此光伏电站对当地的投资拉
动明显，但税收有限，格尔木在积极引入光伏产业链。金
昌孟祥中有同感，光伏电站对当地经济拉动作用不大，前
几年收不到多少税，就业也带动不了多少人，希望也能有
制造业投资。与此类似，在大规模推动光伏电站的同时，
各产业园区也在积极就光伏制造业进行招商。

2013年起，武威金太阳园区的电站路条“开始重点支
持在当地投资加工制造业的企业，那些即使自己不投但能
协助引入加工制造企业的业主同样可以获得支持”。金太阳
园区副主任张国伟介绍，目前电网对光伏电力还在限制负
荷，电力送出遇到瓶颈，只能就地消纳。所以该园区在积
极引入高耗能项目，与光伏电站进行搭配。张主任表示，
希望给甘肃的节能减排指标放宽一些。海润200MW组件工
厂以及润峰的组件厂已经在武威投产运行，另外宁波一家
企业在当地投资了一个支架加工厂。金昌则计划引入恒基
伟业100MW组件生产线和艾力克的300MW组件生产线(厂
房已建成)。

记者在敦煌采访时，遇到了敦煌发改委等政府部门组
织的光伏招商会，三峡新能源、晶科能源、帏盛太阳能、
北京能高、聚恒太阳能等多家企业的高管与当地进行投资
对接。除三峡新能源计划投资电站外，敦煌发改委更希望
晶科、帷盛等在当地投资制造工厂。

甘肃要求各产业园区能配套一些制造业项目，并且优
先考虑能带来制造业的企业的电站审批，但并不做硬性规
定。从另一方面看，这些来投资的企业往往也要求当地政
府帮他们卖产品，甚至会与相关部门签署一份协助销售的
协议。

在哈密政府部门看来，相对于火电、煤炭来说，光伏
的经济带动作用小；还要求用工方面必须用一定比例当地
的工人。另外哈密也在引进光伏制造企业，如荣信、特变
电工新能源已经在哈密广东工业园区落地，以带动当地税
收。哈密地区发改委能源科张慧表示，“想来哈密落地的企
业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从中选择了这么两家——特变电工
和荣信，因为荣信涉及的产业还包括风电的一些产业，也
会有一定的相应光伏资源配给他们作为支持。配备的资源
按照最低的标准，比如给一期也先批20MW，看他们进展
情况，做得好的话会考虑后续。”

目前，西部的电站用地大都采取无偿划拨、有偿使用
的政策，但更具体的政策各地也不一样。武威为了更好的
建设金太阳园区，当地政府组织业主筹资，每平米征收5元
配套费，用于做公路、水、电以及迁移所在地坟墓等的公
共支出。该园区每平米每年的使用费为1元。金太阳园区内
铺满了柏油路，并计划建设一座旅游性质的观光塔。

金昌的土地划拨是无偿还是有偿尚未确定。在规划范
围内，电站的荒滩用地每平米25年费用为21.6元/平米；工
业园区的土地费用为38元/平米。金昌正泰电站负责人田昌
权也不清楚土地费用是多少，“按照国有荒滩进行的土地无
偿划拨，但收多少费用还不知道”。张掖各区县的土地政策
在具体操作上都有一些差异，何焱表示，“理论上电站所在
的荒漠用地都为无偿划拨，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些土地使
用费，每年约1元/平米”。正泰阿克塞电站项目经理王占国
透露，阿克塞的土地使用费为25年使用权15元/平米，如果
优惠的话可以下降到7.5元/平米，对于26万平米的占地面
积能节省一笔可观的费用，但还没有获得批准。

哈密的土地也是无偿划拨、有偿使用，要交土地使用
税，但标准还没有定下来。哈密地区最早一座电站是2011
年底投运的，到现在还没有交任何费用。按照标准大约是
每平米每年一元钱。中广核特许权项目是执行每年1元/平
米，但一直没有收过。“一般到要收的时候地区政府会突然
下发一个规定。”

各光伏园区所产生的电力目前大部分仍以本地消纳为
主。甘肃省电力公司表示鼓励本地消纳，目前整个甘肃省
的电力都出现富余，如果本地消纳能力不够电力送出会出
现困难。甘肃省发改委曾与甘肃电力公司沟通了2013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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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路条规模，并向电力公司征求意见，以避免并网难
的区域出现过多光伏电站。

金昌是甘肃并网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一方面本地电
力消耗量大，2012年耗电量约90亿千瓦时，电力主要来
自当地的小火电和小水电；另一方面并网点多，共有1座
750kV汇集站，4个330kV和23个110kV的升压站。金昌市
大部分新能源电力供应本地，如果外送的话将与酒泉电网
连接。金昌计划2015年用电量达到140亿千瓦时。相比之
下，2012年张掖用电量只有33亿千瓦时。 

就在规模不断扩大时，也有企业选择退出。在格尔
木，国投、百科光伏、钧石、赛维LDK退出了2012年的新
增装机名单。其中，百科光伏在当地的项目路条被青海发
展投资有限公司买下。退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资金匮乏，
由于电站短期收益不明显，不少电站后继乏力。国投则因
为2000万质保金等相关地方政策转而在其他地区投资。

2012年的新故事 

抢占市场份额
在分布式市场还不明朗之前，不断增加规模的西部仍

然是各设备厂商关注的重点。在青海、甘肃、新疆三省，
据不完全统计，英利和晶科是出货量领先的组件厂家，逆
变器市场是阳光电源和艾默生，支架方面则是帷盛和安泰
科。EPC总承包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自己做总包，如
中电投、中节能、华能、润峰、北控等。EPC企业业务量前
三名分别为国电光伏、特变电工以及振发新能源。

国有企业仍然是西部电站开发的主体，市场份额超过
60%。越来越多的民企则以灵活的形式参与进来。正泰、特
变电工和润峰是开发量最大的三家民营企业，2012年装机
量都在200MW左右。其中，以电气设备为主营业务的正泰
和特变电工是少数几家几乎可以提供从组件、支架、逆变
器到汇流箱、变压器以及其他电气设备的企业。其中，正
泰通过入股帷盛涉足支架业务。

2012年组件和逆变器投标在年中一度成为各个厂家竞
争的热点，而业主为了做对比往往采用多个品牌的产品。
京能格尔木电站在采用了多家品牌的组件后，其负责人郎

永杰表示对天合光能和亿晶的售后比较满意，“他们的销售
会不定期来维护，工程师会带仪器对业主随机挑选的组件
进行现场功率测试”。2013年，各供应商的售后和关系维
护将成为在新一轮招标中的砝码。越来越多的业主开始不
对EPC总包进行招标，而是自己做总包，把各项分包对外招
标，并且设备上采取统一招标。

合作将成为组件企业参与电站开发的重要模式。关于
组件企业转型做电站投资的优势和劣势业内评判不一，但
参股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劣势。晶科在2012年出
货量的提升得益于其团队的灵活策略，其中在电站中参股
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在张掖黑河水电一期50MW电站中，
晶科能源占9%股份，黑河水电与青海兆辉矿业分别占51%
和40%股份。在甘肃金昌，晶科除了自己投资的电站外，
还参股了当地最大的企业金川集团的200MW电站，其中
100MW的项目晶科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据晶科某项目负责
人透露，这种合作模式一方面能绑定项目未来几年的出货
量，另一方面并网得到保证后无论股份转让还是抵押都能
对现金流有所帮助。在敦煌，晶科和帷盛将以合作的模式
参与到三峡新能源的上百兆瓦项目中，为其2013年的出货
量提供保障。

海润在甘肃武威国电电力的项目中也持有20%股份，
据悉海润在国电电力其他项目上也参与持股。航天机电在
华电嘉峪关电站中占有股份，2014年之前后者在当地的
装机目标为100MW。相比于2011年仅资金入股阳光能源
20MW电站，台湾永盛在2012年更是带了一个团队来到格
尔木进行技术合作，永盛总经理陈嘉萍看好中国大陆的光
伏市场，他选择与科诺伟业做联合体施事电站建设。

随着组件和逆变器等设备的竞标降价，2012年电站造
价也有所下降。京能格尔木一期20MW投资额2.83亿，二
期20MW下降到2.2亿；北控的二期20MW投资额2.32亿比
一期20MW的3.5亿下降了1/3；华能格尔木电站三期每瓦
约10-10.5元/瓦，比前一年下降10%，这其中包括并网设备
支出，具体数据要等完工核算得出；龙源格尔木在2010年
底建成的一期项目为18元/瓦，2011年底建成的二期花费
下降到16元/瓦，2012年的三期项目约为13元/瓦。据知情
人透露，龙源格尔木公司被强制采用国电集团下属国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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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的组件和EPC服务，导致其无法更好控制成本。组件和逆
变器价格下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二期项目与一期共用
主控室和升压站，而这部分投资都算在一期中。就在2013
年初，已有多家组件企业透露出消息，今年年中组件价格
可能会有所回升。

晶硅组件在西部仍然占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薄膜组
件的份额越来越小。除了薄膜组件厂，如汉能等自建电站
外，很难找到使用薄膜组件的项目。国投敦煌特许权项目
曾使用了部分钧石组件做试验，但转换效率不好也就没有
在新项目上使用。

技术提升
华能格尔木电站副总经理陈松涛认为设计对电站的影

响很大，设计院的方案往往与真实的建设有一些出入。“像
我们的三期项目最后基本上是自己定方案然后让武汉联动
设计院出的图纸。设计院工作人员的想法与我们业主的想
法不一样。设计院的基础结构设计比较保守，不考虑电站
的经济效益，如果按照设计院的方案施工，第一投资成本
要高，第二工期没法保证，施工工艺和施工方法没办法满
足现场要求”。

华能格尔木公司也在根据经验进行优化设计，每一期
做完后都要把优化设计方案总计下来，再交给设计院在下
一期项目中执行。此次三期的优化设计每MW能节省10万
元，如逆变器室的面积和设备布置就进行了改善；电缆用
量逐渐减少；这次要求支架厂商不再使用连接片，而是用
钢结构的瓴条，单根长10.5米，可以节省工程费用，并且
稳定性也提升了。

北控格尔木二期与一期项目，桩基础改变了，采用了
条形基础桩。格尔木的地质条件，如果下雨多了后桩很容
易下沉，1.5米的柱型地桩下面都虚了，但是条形桩就不容
易出现这种问题，并且寿命要长。条形基础桩的成本会略
有增加。另外打桩的水泥标号提高了，一期项目的C25混凝
土用的是325标号水泥，二期改成C35，用的是425标号水
泥。格尔木的地质为中度腐蚀，对水泥有弱腐蚀，对钢筋
有中度腐蚀，要同时提高水泥标号和做防腐层。如果只做
防腐层而不提升水泥标号，意义不大。李红亮表示，一期

工程已经完工，存在的几个硬伤是不可逆转的，在后期的
建设中一定要把硬伤解决掉。

北控格尔木一期这些硬伤包括，支架的钢厚度不够，
镀锌层也不够厚，使用的材料差，刚性软。一期的35kV
主电缆采用了铝芯电缆，虽然比铜芯电缆价格低，不会被
盗，但是寿命短，估计12年就差不多到头了，另外导电性
能也差。

在阳光能源格尔木二期项目中，每排组件的间距从一
期的5.7米增加至6米，以减少阴影的影响。华能格尔木三
期也选择了10MW子阵将间距从5.7米增加至6米，以对比
不同间距下的发电量。

“看不见”的功率
此次考察之初，西勘院光电分院副院长肖斌曾提醒记

者，注意了解每座电站的确切装机功率。这个提醒使得此
次考察有了新的发现。一般每座电站的装机数字只保留到
个位数，如10MW，而不会说10.23MW。事实上，有一些
电站还会在核准装机量之外再多装一点。

大 唐 德 令 哈 新 能 源 的 1 5 M W 项 目 实 际 上 安 装 了
17.5MW组件，但是电气容量仍为15MW，“不敢多报”。在
业主看来，多装的组件可以填补15MW的功率损失，“万一
组件效果不好可以补上，更好提升发电量”。神舟光伏张掖
电站的18MW电站也多安装了2MW。

相比那些多装组件的电站，北控的二期20MW项目则
发现缩水了。北控绿产青海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李红亮透
露，他们的功率不足20MW了。其原因是两家供应商承诺
组件是正偏差，但经过中科院电工所无锡分所的抽检，发
现两家33.3%的组件都出现负偏差，最大的每块组件能少4
瓦。虽然正公差多出来的瓦数可能会弥补一些负公差所带
来的减损，但还是出现了功率损失。李红亮表示，在2012
年青海发改委的一次会议上有关专家提出对组件进行千分
之二的抽检，虽然会产生一些费用，但值得去做。“工程师
在现场随机抽选，选中的贴上封条送到无锡，现在只是检
测了功率，防冰雹、老化等测试报告要2月份左右全部出
来”。至于如何弥补，李红亮表示，可能会更换部分组件。
事实上，一期项目上北控就曾要求某组件厂商更换过组件。

图二：中利腾辉嘉峪关100MW的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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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抱怨
在寒冷的一月份，PV-Tech PRO记者在走访时仍然发

现不少项目仍然在施工。大唐德令哈新能源的负责人为此
感到烦恼，“政府核准的太晚，这是通病，每年都下半年
才批准，而冬天不好施工，土建难做，工人也难找，平
日每天150元的工资到了冬天都涨到200元。为此电站质
量多少会出现一些问题，并网后消缺要做到今年7月份。
但不得不做，即使没有电价变化的影响，给青海政府交的
2000万质保金只有在元旦前完工才能拿回来。”黄河中型
水电有限公司的德令哈聚集电站负责人也在抱怨，“最好10
月份组织大规模并网验收。到了冬天温度低，电缆表皮很
脆，严重影响工程质量。”这种抱怨在很多电站业主那里都
能听到，“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想冬季施工。”为甘肃金昌三
峡新能源项目做总包的中海阳项目经理段传胜表示，“10
月份开工时当地已经很冷了，基础桩的质量受到必然的
影响。”除了施工困难，一些设备到场都要十月底以后， 
“路途远，天气不好，都会影响工期。”在西部获得大量项
目订单的支架厂商安泰科就因为项目集中开工导致供货紧
张而引起了各个业主的强烈不满。

虽然青海海西州大部分电站已经在12年12月底到13
年1月底期间完成了并网验收，但据德令哈聚集电站负责人
讲，“整个海西州新建电站的接入系统审查意见和批复文件
都还没有拿到。”同样，电站所占用的土地应有的批文一些
业主也都没有拿到，“就像孩子上学了，但户口还没有办”。
事实上，集中验收给当地电力公司等相关部门也带来了较
大的压力。某电站负责人透露，“电网公司走马观花，验不
出真正问题。从大局上看查出的问题越多越好，这样才能
更好整改。”

根据国网的要求，每座电站必须安装光功率预测系
统。如华能格尔木电站，每套南瑞功率预测系统的初装费
为50万，之后每年要缴5万的技术服务费——主要是天气等
实时数据的下载。在走访过程中，很多业主反馈相关的系
统精度不高，甚至会出现20%或者更高的误差。一位电站业
主也表达了不满。“包括国网电科院在内的几家公司不成熟
的设备都要用，我们拿它头痛，光功率预测系统都不准，
每年都在升级改造”。

阳光能源格尔木项目也在抱怨光功率预测系统，“不太
稳定，多云时误差比较大。”功率预测不准确将影响电网调
度，进一步影响电站并网功率。

另一个引起很多电站业主不满的是逆变器检测。华能
格尔木使用了三种品牌逆变器，国网电科院必须对每种品
牌的逆变器进行检测，“收费太高了，检测第一台逆变器要
83万，以后每增加一台18万”。力诺德令哈一期项目使用了
两种逆变器，给一种型号做低电压穿越要花费93万，再增
加一种多家27万，“反正要的钱多”。

而国网电科院也感到委屈，一位在甘肃做监测的人员
表示，“我们检测一个用几种逆变器的电站要花近一个月的

时间，加上冬天日照条件不好，经常不具备实验条件，耗
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比较高”。他坦陈国网的设备和流
程需要改进，检测的经验也不足，正常的话1-2周可以完
成，现在还达不到。目前国网电科院主要对相关设备的低
电压穿越和电网适应性进行检测，以评估其电能质量和功
率特性，其频率扰动测试一天能测一台逆变器。

闹心的工程款
同2011年的建设热潮一样，2012年西部电站建设中

依然出现了农民工讨薪闹事的现状。很多电站的资金依赖
贷款，贷款发放慢就导致工程资金发放推迟。但伴随普通
讨薪现象的减少，“恶意讨薪”的情况开始突出。一般情况
下，业主或总承包的分包单位需要在当地找包工头或者工
人，而包工头会在合同额之外找理由多要一些钱。其中一
个因素是，由于低价中标再层层分包，价格被逐渐压低，
导致最后的分包商即使做下来也赚不到钱。最后包工头只
能再通过各个渠道讨要资金。另一种因素是分包单位或者
包工头利用政府对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视而实施的欺诈。在
格尔木，某业主告诉记者，分包的工程款都结清了，当时
的工人也都拿到工钱撤场了，包工头又从其他地方用80元/
天的工钱雇来人员讨薪。

武威金太阳园区副主任张国伟也时常处理园区内类似
的事件，“当地都总结出有三个地方的农民工不能用”。甚
至张国伟也因为向某业主推荐工程队而惹上麻烦。由于工
人工资不高，在去年秋天中电国际武威电站正处在施工期
时，大量工人被提供更高工资的秋收工作吸引，一度导致
工程停滞。中电国际项目经理希望园区推荐工程队，张国
伟推荐的工程公司负责人后来因为价格过低可能导致亏损
等原因携款逃跑，使张国伟受到无辜牵连。

安泰科也饱受恶意讨薪之苦。这家去年获得了大量订单
的支架厂商，除供应产品外还拿到支架、组件的安装分包合
同，但由于缺乏项目经验和人员，安泰科的下级分包单位管
理出现大量漏洞，从格尔木到德令哈，再到哈密和吐鲁番，
安泰科饱受分包单位的“讹诈”。特变电工新能源做总承包
的哈密华电项目中采用了安泰科的支架，据特变新能源项目
经理曹文兵说，安泰科在2012年两次“赔钱”，“他们跟包
工头签的合同是按照工程量付款，包工头最后硬说工程量多
了，最后赔了一百多万。”在曹文兵看来，一些工人已经形
成习惯，“只要进来干活就乱要钱，还有一套要钱的方法，先
把项目部围起来，找业主单位，再闹到劳动局和市政府。这
种现象从2010年就有了。”

在格尔木，用当地人施工已经近乎成为“禁忌”。 
但在哈密地区，市政府要求项目中必须用一定的本地劳
动力，“在这个问题上市政府不作为，并且更下级的乡
政 府 领 头 给 项 目 包 工 ”，一 位 在 哈 密 做 过 多 年 项 目 的 知
情人透露，“事实上农民工早被包工头控制了，我曾经
看到过他们的合同，一年工资3.5万人民币，他们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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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头逼着闹事。”这些不甚正规的分包单位或包工头们
在 多 次 恶 意 讨 薪 成 功 后 ， 便 养 成 了 这 个 “ 坏 习 惯 ”。 
一个出现农民工讨薪事故的项目被哈密政府罚款10万元，但
该项目业主至今也没有交罚款。

缩水的投资收益率

一家参与超过1GW的电力设计院的负责人告诉PV-Tech 
PRO记者，“几乎所有光伏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内部收
益率都是编凑出来的。”在他看来，企业也是无奈的。如果
考虑到各个因素的影响，收益率要打折，打折后的内部收
益率(IRR)可能就无法通过公司内部审核，只能把收益率算
为合理的数字。影响IRR的既有外部的政策落实等因素，也
有企业自身内部问题。

被拖欠的电费
事实上，在中国光伏市场的政策落实和环境改善理顺

之前，大多数项目的IRR无法达到预期值。对电站业主来
说，迟迟没有收到可再生能源补贴电费是需要克服的主要
困难之一。

华能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已经遇到了资金困境。
这家属于华能青海分公司的二级核算单位在财务上必须自
负盈亏，在开发了70MW电站后目前只能靠新贷款还旧贷
款。华能格尔木陈松涛表示，目前每月从国网得到的脱硫
标杆电价(0.354元/千瓦时)的近200万基本电费主要用来偿
还供应商货款，根本不足以支撑还贷。根据供货合同，华
能格尔木的付款方式为预付10%，设备到场付到40%，完成
调试验收后付到90%。但实际上在电站并网后无法按合同
付给供应商货款，“一二期项目是11年底建完到12年上半年
付，三期的货款到13年上半年才能慢慢付完。现在欠厂家
40%到80%不等，有些仍然只给了预付款。”据悉今年格尔
木地区的电站业主大都存在延迟付设备款的现象，甚至还
有一些项目连预付款都未给的。

华能格尔木的现金流主要受电费拖欠的影响。陈松涛
说，“2012年发电量8780万千瓦时，加上2011年的1140
万千瓦时，一亿度电的电费目前只收到了2354万，还有
8000万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没有到位。”华能格尔木电站只收
到了2010年10月至2011年4月的70万元的可再生能源补
贴，按照1.15元/千瓦时的电价计算实际兑现了只有50-60
万度电的补贴。眼看现金流中断的陈松涛正在积极协调取
回第三期20MW项目的2000万建设保证金，“有了这笔钱公
司的现金流能维持到今年3、4月份，否则只能到2月底。坦
率说2012年我们50MW电站是有一点利润的，但用贷款还
贷款的方式让利润大部分都被银行‘吃掉’了。”

在采访时，华能包括风电、光伏发电在内被拖欠的可
再生能源补贴高达40亿，国电龙源电力被拖欠的费用为50
亿。据悉国家财政部已经在积极协调资金尽快落实相应的

补贴缺口。陈松涛表示，“如果补贴迟迟不到位，还会影响
2013年的投资规模。”如果华能格尔木在上半年收不回2012
年的电费，华能集团或许将不同意继续建设。

龙源格尔木公司已经结算了一期项目在2011年4月份
之前的电费，共获得90多万，但是更多拖欠的电费也使其
现金流受到影响，“收到的电费都用来还贷款了，一、二期
项目的IRR理论上要高于6%，但事实上比较差，可能十几
年下来赚不到钱。”甘电投武威电站在运行一年多也只收到
了0.3343元/千瓦时的标杆电价，“补贴电价从没收到过”。

电费的拖欠导致企业的财务成本增加。对于用贷还贷
的情况来说，如果一亿的资金被延迟发放，就相当于倒贴
这笔钱的贷款利息。

几乎所有电站的投资都依赖贷款。华能格尔木已经从国开
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分别贷款5亿元和2亿元，还有三期的1.8-2
亿贷款尚未拿到。据悉，华能格尔木一期项目利率为5.76%， 
二期的利率为7.05%；三期的贷款本来与建设银行谈好，但
到2012年12月中旬时反馈说做不了了，最后还是求助于国
家开发银行。

对于2012年新建项目，不少项目的贷款都没有到位，
山一中氚格尔木20MW电站、青发投格尔木二期10MW电
站、阳光能源格尔木二期20MW电站暂时没有拿到国开行
的贷款。

资金充足的北控在短时期内并不依赖贷款，其一期项
目是国开行青海分行的支持，二期的资金目前是北控集团
先行垫付，然后再就70%投资进行贷款融资。不缺钱的北控
是青海唯一一家没有与国网做电费结算的业主——这与国
网无关。李红亮透露，“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来说，因为
我们一期还没有做电站投资结算，在未做结算之前，营业
收入要抵扣固定资产，如果结算电费那这部分收入要抵扣
掉固定资产，意味着总投资减少了，作为国有资产不愿意
这种情况发生。而北控集团有资金实力支撑下去。”

并网困扰
电网限电同样对理论上的IRR带来了巨大影响。陈松涛

说，“在2012年4月前，电站的限发率为40%，之后几乎满
发，但下半年还因为电网检修停发10天左右。”限发在整个
西部地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2011年底并网的京能格尔木1
期20MW电站在2012年只获得青海省电力公司10MW的送
出容量批准，虽然由于其他原因导致该电站在2012年没有
生产一度电，但理论上的限电比例达到50%。

2013年，格尔木地区的光伏电站仍将面临严重的送出
压力。海西电网公司地调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向PV-Tech PRO
记者透露，2012年新增装机所发电力在2013年上半年几乎
无法送出，只能保持2012年的送出容量，主要原因包括格
尔木330kV聚明变电站扩建间隔、青藏联网柴达木750kV
换流变电站要扩容及电网改造。举例如下，如果某公司在
2011年和2012年各建设了20MW电站，在2013年电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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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改造完成之前，2011年的20MW仍可以并网送出，但
2012年的20MW将无法并网，或者可以将2012年的项目
并网，停掉2011年的项目。

青海海西电力公司也在想办法。在海西地调处谢主任
看来，“晚上光伏功率停掉后，交换功率特别大，需要大规
模的备运容量，当地缺乏新的电源支撑点”。北控李红亮也
有相同的看法，“大型光伏电场区面临主要制约问题之一是
电力接入和送出，建议在这个区域设立电源支撑点，作为
调峰电站，可以是火电、水电、燃气电站。光伏电站规模
大了后如果出现急剧波动会对电网安全运行带来压力。对
于这个调峰电源政府该给予合理、优惠的电价政策。”谈到
外界对光伏电能质量的质疑，李红亮表示，“光伏组件产生
的电力经过逆变器成为交流以后几乎没有什么谐波，连7
次谐波量都到不了；而火电的交流发电机在运行的过程会
产生谐波，要自己处理。一般高次谐波达到13次这个电能
质量就非常差了。电网公司头疼的不是它的电能质量，头
疼的是晚上没有，晚上不发电，晚上的缺口谁来补？电网
公司要一个持久的平衡的负荷运行才能保证电网运行的安
全。” 

在格尔木南出口的阳光能源电站，他们还遇到110kV
外线要横跨青藏铁路的困难，接入点白杨变到柴达木变的
线路在2013年6月份以前无法接通，或许到2013年底其
一、二期项目都无法满发。神舟光伏张掖电站为了并网不
得不花费1280万元架设33公里的线路，平均300米一座
塔。敦煌的电网送出也有困难，限发的功率一般约10%，

敦煌的各家电站在2013年也难以满发，因为110kV升
压站的容量有限，另一条并网通道750kV汇集站在2013年
6月份即将投运，但配套的330kV升压站正处在招标阶段，
至少一年后才能建成。国电电力的运维员窦永亮告诉记
者，“二期9MW正处于试运行阶段，每天只能投运1MW。”
不远处的国投也面临限电难题，运维员梁子巍抱怨道，“鸣
山110kV变电站限负荷，只能送出60%，这已经比去年好
了，12年8月份之前只有2MW的并网量。”MEMC的18MW
电站暂时也只能并上2MW。

哈密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遇到了并网难题。哈密政府在
起步阶段摸着石头过河，采用行政手段协调各家利益。在
沟通过程中，华电决定垫资9000多万建设220kV石城子公
共汇集站。目前这座汇集站已经完成了2台180兆伏安的主
变，外送能力达到360MW。华电将与接入该汇集站的电站
业主“协商费用和变损分摊事宜，”关口计量点设置与上下
网电量结算方式将由新疆电力公司、华电及并网发电企业
共同协商确定。据特变新能源项目经理介绍，最初每家要
交近2000万元，但没人交，最后交了600万。合建汇集站
或许随着电站规模越来越大而更普遍，哈密220Kv汇集站的
经验或许值得参考。

这座汇集站已经在2012年底建成投运，但输电线路又
成为新的瓶颈。原计划接入方案为：220kV哈房线(哈密南

750变至十三间房220变)开口接入华电石城子汇集站，其中
220kV送出线路工程由新疆电力公司投资建设。张慧透露
到，“如果按照国网的流程完成招投标和设计就要到2013年
6月了，为了让电站早日并网，哈密行署说服业主集资把线
路先建起来，因为早投入运营所收到的电费要高于输电线
路的投资费用。”这条近15公里的输电线路总投资约4000
万，国网也没有明确表示如何补偿业主的集资。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光伏电站的真实IRR与可研中
所设计的数字在一定时期内有较大出入。陈松涛对他所管
理的华能格尔木电站表达了惋惜，“账面上大概能够确保
7%-8%的收益率，但现在实际只有1%-2%。”他总结道， 
“目前光伏电站发展的阻力主要来自以下两点，第一是国家
财政补贴，第二个是电网接入，相关手续、检测繁琐，还
要分摊电网的容量建设。”

再看2011年的电站

除了对2012年新增项目的关注，2011年建成的电站
在2012年的运行情况也是此次考察的关注重点。发电量、
产品质量、故障率、运维、后评估等是对这些电站进行检
验的指标。2011年中国光伏装机量为2.9GW，在当年下半
年的集中建设为后续的消缺、并网带来巨大的挑战。格尔
木的500MW电站在2012年上半年出现了大面积的限电情
况，直到下半年电网送出通道才打通，限电比例大幅降低。

积累的经验
龙源格尔木计划发展部部长李双良介绍道，部分设备

在投运后一段时间会有一个疲劳期，磨合好了以后基本就
正常了。在2012年，这座电站由于防水没做好，雨水进入
逆变器导致一个IGBT模块炸过一次。逆变器故障在西部比
较普遍，格尔木神光和钧石电站的逆变器都曾出现过炸机
状况。力诺德令哈项目的逆变器则常出现漏油现象。青海
锡铁山中广核电站中，出现过的逆变器炸机事故主要因为
冷却风机损坏导致散热不好，主板电容器炸裂，通过定期
更换风机后没有再出现过类似事故。

海西地调处谢主任表示，2011年底建成投运的电站在
2012年上半年出现小故障的频率较高，严重的导致电站脱
网，地方电力公司为此提供了技术支持，去年6月份以后
事故越来越少。部分故障来自于电缆接头，被击穿后导致
线路跳闸，对电网产生冲击。海西地调要求各电站做设备
实验，进行带电检测和停电检测，以在早期发现存在的问
题。电气设备相比于组件来说故障频率更高。大唐德令哈
新能源项目上就发生过两台变压器被烧坏的事故，原因是
升压站母线短路，保护也没有起到作用。

中电投哈密电站经过一年的运行，电站运维负责人朱
军介绍了相关的经验，“每天两次巡检，设备问题主要来自
产品采购质量把关不好。如汇流箱的模块、通讯设备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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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点问题，电缆因施工造成破损也带来故障，逆变器整
体还可以，主要的问题是浪涌保护和防雷模块故障。”

参差不齐的发电量
受不同因素的影响，2011年建成的电站在2012年的发

电量变得参差不齐。
北控格尔木1期发电量2600万千瓦时，李红亮表示，

主要受2012上半年停网、检修、消缺等影响，6月30日才
开始正式进入发电考核，另外格尔木2012年的天气状况不
是很好，雨雪较多，受到一些影响。目前北控集团要求北
控绿产对一期发电量不足进行分析并找到补救措施，这座
电站要在今年三月份前完成后评估工作。

山一中氚格尔木一期项目因为山东泰开的变压器出现
故障导致2个月没有发电，最终只发了1300万度，比计划
的1700万度少了近2成。力诺德令哈一期30MW电站在
2012年2月份被限电的比例较高，每天并网不足10MW， 
“电网出现故障，汇集站的一台变压器烧了。”即使电网正
常了，这座电站也很难到满负荷，受光线和灰尘的影响平
时大约25MW。力诺德令哈一期30MW电站在与中广核、
大唐等接触后依然没有卖出去。

探索中的清洗、运维
一座电站的发电量多少，除去本身的好坏外，运维也

起到重要的影响。西部的风沙对光伏电站的发电量有直接
的影响，电站清洗是运维的主要工作之一。经过一年多大
规模的运行，对电站的清洗不同业主也积累了各自的经验。

国电电力格尔木的10MW电站每次清洗费用约1万元，
几乎每月清洗一次；龙源格尔木公司的清洗费用约为0.26-
0.28元/平米，根据组件表面面积结算费用；力诺德令哈
项目在2012年清洗了三次，每次4万多元，按照每块组件
0.35元计算；黄河上游水电的200MW电站一般按照每月一
次的频率清洗，每次耗费10-15天，当风沙大的时候就根据
逆变器的功率是否降到80%以下来决定是否清洗。据电站运
维人员李晖介绍，在组件下沿下方，随清洗时水落下来的
一条线上开始长出骆驼草。

北控格尔木电站大约每月清洗一次，一般找当地的清
洗公司，但一年下来效果并不好。每次清洗费用约3万人民
币，发电量提升10% - 15%，通过一组清洗和一组未清洗的
相同装机的子阵来对比。接下来他们可能会购买德国或意
大利的自动清洗设备。

有部分企业选择自己做清洗，如大唐国际、中节能等
都自购洒水车，山一中氚则把装载机改造后加了一个水箱
和两把喷枪。京能的郎永杰更青睐独自做清洗，“外包的话
要2-3毛/平米，从花费上看不如雇佣4-8个工人，买两辆洒
水车，每天不停清洗，还能兼顾做绿化。”

一般来说，清洗需要用水，因此大多数电站都选择在
站内打井。格尔木的水井为150-200米，如龙源的井深180
米。格尔木水质碱性较大，北控的运维人员一度使用地下
水做饮用水，一段时间后多位员工体内查出结石后公司才
停止这种做法，选择从市内运水。一些业主在站内安装了
地下水净化装置，过滤后的水可以饮用。

黄河上游水电格尔木一期200MW项目的运维人员为
8人，2期100MW投运后再增加至15人；国投敦煌项目
28MW有6人做运维。一般来说，一座10-50MW电站需要
4-6人做运维，主要负责电力数据查抄、巡检等。运维的好
坏关系到一个电站的发电量的多少，由于大多数电站建成只
有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各个业主都在积累相关的经验。

此外，对于电站的高压部分，如35kV以上的线路和设
备，需要委托有相关资质的电力建设企业进行代运维。北
控将相关高压部分交给成立于2008年的青海省电力公司超
高压运行分公司做代运维，费用是每年每MW一万元。

受关注的后评估
后评估是指项目在投产使用后一定时期对项目的全面

评价，评估设计方案与实际运行效果的对差异，并进行优
化消缺。此次考察的70座电站中有近一半项目计划或已经
做了后评估，这其中部分业主找第三方做后评估，部分项
目通过集团内部完成。

华能格尔木将对其电站实施后评估，但面临两个问
题：缺乏标准、找不到合适的公司。陈松涛表示，后评估

图三： 大唐德令哈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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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委托西安热工研究院做。中电投哈密电站正在寻找第三
方机构进行后评估。而国电电力的光伏电站会通过集团内
部的其他公司完成。

中广核敦煌项目已经做过后评估，用平单轴跟踪的系
统效率为83%，固定支架的系统效率为78%左右。在丁致和
看来，影响系统效率最主要的问题是组件功率衰减。

2013年，后评估或许会成为光伏电站的新热点。

展望2013

2013年青海的装机规划是1500MW，其中1000MW
是大型地面电站，180MW是分布式，320MW为龙羊峡水
光互补电站。黄河上游水电公司的320MW水光互补电站将
推动中电投集团成为中国光伏装机量最大的国有企业，此
外，中电投集团下属的黄河中型水电有限公司今年计划上
报40MW。

由于格尔木的土地不够用，国电电力计划2013年在德
令哈投资30MW电站。青发投也在根据能否获得土地来规
划2013年是否继续投资；龙源格尔木公司正在对2013年的
100MW项目进行土地预审和环评，这个项目还承担了国家
863的科研课题；大唐国际表示资金充足，计划在青海申报
不超过200MW，其中格尔木公司计划再申请100MW，德令
哈申报50MW；北控格尔木110kV外线的容量是70MW，在
与发改委沟通后计划2013年把剩余的30MW容量全部用完，
到2014年时就要考虑再加一条外线，如果不行就换塔换线，
把塔改成双回路或者把240的线改成280的，提升一些容量。

除了大型地面电站，格尔木也已经把分布式发电提上
日程，格尔木能源局局长刘新平透露，已经与华电新能源
签署合作协议，由华电做开发、投资、运营在当地打造分

布式发电示范区。
今年2月，青海第二座330kV汇集站在青海共和光伏园

区建成投运。今年中利腾辉也将在青海发力，他们所收购
的青海新能源在当地拥有6年1GW的项目储备。 

甘肃的光伏产业园要多于青海，但是并网条件要差一
些，在2013年其装机量能否超过青海有一定难度。武威金
太阳园区在2013年将继续向1000MW目标努力，完成任务
后将不再扩大规模，与装备园区合并管理，张主任对未来
去开拓新的园区充满了希望。

金昌将成为甘肃装机的新亮点，截至2012年底已经有
13家企业获得总计990MW的路条，预计2013年有700—
900MW装机量，主要集中在西坡和金武、河西堡，河清滩
区域则要等2、3年后330kV升压站建成时再开发。MEMC计
划2013年在河西堡开发电站。2013年，华电计划完成嘉峪
关100MW的规模，此前已经建设了45MW，今年计划申报
55MW。

哈密地区2013年新批的路条一共是310MW。哈密最
近的一批路条是2013年1月6日下发的，张慧表示，“明确
规定7月1日前必须办完所有前期手续，然后上报自治区发
改委核准，否则视为路条作废。”一旦作为前期工作，哈密
地区发改委再协助上报自治区发改委。只要前期手续办的
快，获得核准的时间自然就早。

近期已经有消息传出，2013年下半年西部大型地面
电站上网电价可能下调至0.8-0.85元/千瓦时。张掖能源局
何焱表示，“如果电价下调，有业主可能会放弃项目，国有
企业还好，小的民营企业或许会退出。”不管电价如何调
整，2013年将是中国十二五承上启下的一年，目前的规模
与规划中的装机目标仍有较大差距，整个行业对今年装机
量增长提速的希望仍在。

电站名称 地址 装机 发电量 备注 
   （单位：万千瓦时）

华能格尔木1&2期 青海格尔木 50MW 8780 0.5MW斜单轴；5MW平单轴；2MW薄膜组件
青海山一中氚1期 青海格尔木 10MW 1300 3MW斜单轴
龙源新能源1&2期 青海格尔木 50MW 8500  1.5MW薄膜组件，5.5MW双轴，1MW斜单 
    轴，0.5MW平单轴
国电电力1期 青海格尔木 10MW 1562 1 MW CPV，1MW 双轴
北控1期 青海格尔木 20MW 2600 1MW CPV

青发投1期 青海格尔木 5MW   658 1MW薄膜组件
大唐国际1期 青海格尔木 20MW 2850 全固定
力诺1期 青海德令哈 30MW 5848 全固定
协和光伏1期 青海德令哈 30MW 5164 斜单轴
甘电投1期 甘肃武威 10MW 1601 斜单轴
中广核敦煌特许权 甘肃敦煌 10MW 1936 全部平单轴
中广核哈密1期 新疆哈密 20MW 2418 全固定

表一：西部多个电站的2012年发电量(注：1.部分信息或因采访人未告知真实数据而与实际发电量存在差异；2.发电量指上网电量，不
包括被限发和小部分厂用电力；3.精确到万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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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贤纳士

高级经理（工程师/研发）       工作地点：中国西安

职位描述：
·· ··确保特定项目及相关工作内容的责任分配，并按时

按质完成
·· ·确保项目、计划及开发流程在各个阶段内均具有完

整记录，并及时合理地报告、传播并转移其他功能
领域内所要求的信息

·· ·能够有效地为下属分配相关工作，在相关领域内
最大化利用人力资源的同时为工作人员提供专业
发展空间

·· ·在新技术的研发工作中起到适当的带头作用，并确
保新研发的工艺、设计及技术方法可与应用材料现
有的产品/服务相结合，并在需要的时候转用至其
他领域内

应聘条件：
·· ·了解应用材料旗下产品特性，熟知半导体产品的

设计和制造技术
·· 具有技术应用领域内的工程知识
·· ·具有管理层所必备的其他领域内专业知识，如制

造方式、工程经济学、质量工具与策略、运营项
目计划与控制(OPPO)、产品开发流程(PDP)、产品
发布方式、原材料与供应链管理、竞争力分析、
成本分析、成本压缩、谈判、商品类相关知识等

查看详情并在线申请：http://www.jobsinpv.com/index.php?post_id=1149

研发经理 工作地点：瑞士纳沙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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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系统(M/F)博士后(美国德克萨斯)

光伏物理学家/设备工程师 光伏(M/F)聚合物工程师(美国加州)·

职位描述： 
·· 管理、推动项目的进行
·· 负责项目的质量和进度
·· 与客户及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 发起、参与并管理CTI和EU项目
·· 与其他工程、销售团队紧密合作
·· 本职位需负起研发主管责任

应聘条件：
·· 物理、微电子或其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 5-7年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 具有光伏电池设备/等离子技术领域经验
·· 熟知电池设备的优化与生产步骤
·· 熟知PECVD和PVD等等离子工艺技术
·· 具有较强的企业家精神和灵活性

C-SI太阳电池研究科学家(欧洲鲁汶)

新一代硅太阳能电池博士后(美国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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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希望将企业在各国承建的太阳能项目与
每月来自超过215个国家的201000多名

行业专业人士进行分享吗？

请与我们联系！

焦点项目栏目组:
英文投稿: project@pv-tech.org

中文投稿: project@pv-tech.cn

您喜欢手中这本《PV-Tech PRO中文专业版》杂志吗?

更多光伏产业资讯   
尽在

快来免费订阅吧~

www.pv-tech.cn/pv-tech_pro/subscribewww.pv-tech.cn/pv-tech_pro/subscribewww.pv-tech.cn/pv-tech_pro/subscribe

关注官方微博： weibo.com/pvtech (@每日光伏新闻)     ｜    加入新浪微群：太阳能光伏信息交流

新品发布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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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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7-3月1日 6th PV EXPO 2013 日本东京 www.pvs-expo.jp 会议 & 展览

3月5-7日 英国伦敦国际建材展暨节能环保和未来建筑大会 英国伦敦 www.ecobuild.co.uk 会议 & 展览

3月10-12日 第七届光伏行业高级经理人论坛 (PV Fab Managers Forum) 德国柏林 www.pvgroup.org/Events 会议

3月19-21日 SOLARCON China 2013 中国上海 www.solarconchina.org 会议 & 展览

3月21-23日 中国太阳能利用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中国北京 www.solar588.com 展览

5月13-16日 SNEC第七届(2013)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上海) 中国上海	 www.snec.org.cn 会议 & 展览
  展览会暨论坛 

6月16-21日 第39届IEEE光伏专家会议 (PVSC) 美国佛罗里达 www.ieee-pvsc.org 会议

6月17-21日 2013年德国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Europe) 德国慕尼黑 www.intersolar.de 会议 & 展览

6月18-20日 2013台北国际光电周 中国台湾 www.optotaiwan.com 展览

7月3-5日 第五届中国国际光伏产业新技术新材料新	 中国北京	 www.cipvexpo.cn 会议 & 展览
	 	 产品新设备展览会 (CIPV EXPO 2013)  

7月8-11日 2013年北美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North America) 美国旧金山 www.intersolar.us 会议 & 展览

9月4-6日 2013韩国世界太阳能博览会 (PV Korea) 韩国首尔 www.exposolar.org 会议 & 展览

9月18-20日 2013年南美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South America) 巴西圣保罗 www.intersolar.net.br 会议 & 展览

9月30-10月4日 欧洲光伏太阳能工业展览会暨会议 (PVSEC) 法国巴黎 www.photovoltaic-conference.com 会议 & 展览

10月8-10日 2013年英国国际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Power UK) 英国伯明翰 www.solarpowerukevents.org 会议 & 展览

10月21-24日 2013年美国国际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Power International) 美国芝加哥 www.solarpowerinternational.com 会议 & 展览

10月28-30日 新加坡太阳能光伏产业展览会 (PVAP Expo 2013) 新加坡 www.pvap.sg 会议 & 展览

10月28-30日 亚洲太阳能光伏工业展览会/光热技术装备展览会  中国上海 www.asiasolar.cc 会议 & 展览

10月28-11月1日		PVSEC-23 Photovolta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nference 中国台湾	 www.pvsec23.com 会议 & 展览

10月30-11月1日 台湾国际太阳光电展览会 (PV Taiwan 2013) 中国台湾 www.pvtaiwan.com 会议 & 展览

11月11-14日 2013年印度太阳能展 (Intersolar India) 印度孟买 www.intersolar.in 会议 & 展览

12月3-4日 Solar Business Expo (Southeast Asia) 泰国曼谷 www.solarbusinessex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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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
展会媒体合作洽谈，请联系Cathy	Li：cli@pv-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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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UK展会将在2013年召集英国整个太阳能产业供应链。在这里您
将有机会与政策制定者、开发商和投资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并在
产业发展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引进；同时，您还将有机会建立合作
关系，为自己的商业未来寻得保障。

敬请关注！

• 光伏
• 能源储备
• 大规模项目 

• 整体房屋/光伏建筑一体化
• 光热太阳能
• 分布式能源

欲了解2013年相关活动详情，请登录：

www.solarenergyevents.com

10月8-10日——伯明翰NEC展馆3号馆
太阳能—— 
英国可持续发展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