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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将是新兴光伏市场登台主演的一年。最风生水起处，莫过于亚太

地区，日本、中国将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

前几年不少先行企业进入了日本，让后进入者如晶科能源、航天机电感觉稍
晚一步。但RTS Corporation研发部经理却认为近两年这个时间点刚刚好，正是
进军日本的好时机，他在《进军日本时机已至》一文中道出了原因。进入新市场
有一个前提，需要了解他的特点，由两位NPD Solarbuzz分析师共同撰写的《地
面支架系统主导新兴东南亚市场》一文，为大家进军东南亚市场铺好了踩路石。

英利CEO苗连生预计，公共事业市场的稳定发展及分布式发电的快速发展
将很可能使中国成为2013年最大的太阳能市场。为此我们特邀熟悉中国市场的
分析师韩启明对《中国光伏市场组件和平衡系统分析》做总结分析，同时展望
2013年探讨未来光伏发展方向，随着分布式发电政策的一步步推进，中国光伏
发电是否将迎来B2C时代？

在关注市场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质量问题，PID现象对电池片、封装材料、组
件、逆变器同时亮起了红灯。质量与成本让企业难以权衡，天枰的中间需要第三方
更有效的检验与监督。近两年电站装机容量大幅提升，系统因为组件材料选用不当
频频出现问题，《组件质量的木桶效应》一文将带我们审视这一问题。另外，硅料
的发展也备受人们关注，PV-Tech高级编辑Mark Osborne为读者带来了《2012年
多晶硅末日后未来路在何方？》。

2012年光伏产业成绩单陆续出炉，中国企业在出货量上表现强势，六家企
业跻身全球前十。然而，出货量上的增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盈利荣光，各大企业
已连续几个季度出现亏损，中国光伏制造商们尤其渴望在2013年迎来收获季。
《打个赌，2013年底谁将扭亏为盈》对中国前六组件制造商进行分析并给出了
看好企业，您心中看好的那家企业是否一样？

本期技术栏目，我们为您带来了《封装材料优缺点概论》、《当扩大产能无以为
继——c-Si电池制造的技术趋势及其含义》、《用于柔性CIGS太阳电池的薄膜激光加工
技术》等技术论文，希望在给您带来政策、市场、项目资讯的同时，也能与您分享
最新技术信息。

2013年，我们很高兴再次与上海SNEC展会主办方合作，成为此次盛会的白金
媒体赞助商及刊物出版特别合作商。欢迎大家莅临我们位于E1-108-109-110的展
位，了解最新行业资讯，或向我们介绍贵公司的发展，我们诚挚地期待您的光临。

肖蓓

PV-Tech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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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上海松江区涞亭南路888弄的党记虎家的屋顶光伏组件 41/发生PID现象后的组件EL图片 103/中控德令哈10WM塔式热发电项目反射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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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组件PID水槽测试60/实验室型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设备(Von Ardnne CS400 P) 102/中控德令哈10WM塔式热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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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中国击败美国，夺回清洁能源头把交椅

根据4月17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由
于全球投资减少，中国已击败美国那
摇摇欲坠的全球清洁能源排名头号交
椅地位。

由皮尤慈善信托基金发布的《谁赢
得了2012清洁能源竞赛》表明，在二
十国集团中，中国重新从美国手中夺回
了第一把交椅，吸引了651亿美元，较
2011年提高20%，占到了G-20总量的
30%。中国新增23GW的清洁能源发电
量，使总量达152GW。

彭博新能源财经栏目报道，尽管
从全球来看，这一领域见证了2012年
的反弹，登记的新增发电量破纪录达
88GW，但是较2011年水平，投资水
平下滑11%，跌至2690亿美元。

皮尤清洁能源计划总监Phy l l i s 
Cuttino表示：“我们在几乎每一年的投
资中都看到一个扩大的趋势，这是我们
第一年看到缩减。收缩的部分原因在于
美国和欧盟国家的政策收缩了他们的上
网电价补贴，或使之不够大度。这必然
导致投资的收缩。中国通过长期执行一
贯的政策做的恰到好处，在任何情况下
他们都增加对清洁能源的目标。如果你
寻找一个地方来投资，中国必然看起来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尽管2012年太阳能投资下滑13%， 
较低的价格使整体部署能够提高6%，
达31GW。截至2012年底，全球已安装
104GW的太阳能装机容量，是2009年
水平的四倍。

Cuttino表示：“太阳能的成本下滑
意味着投资会进一步减少。我们第一
次看到全球范围内投资的下滑，但是
安装量却提升。”

美国排名下滑至第二由于该领域
的投资下滑37%，达356亿美元。德
国排在第三位，削减补贴，投资下滑
27%，达228亿美元。然而，德国新增
7.5GW的太阳能发电量，为G-20国家
中最多。

该报告还论及清洁能源投资显著
的地域转移。亚洲首次成为清洁能源

投资领军的区域目的地。2012年投资
增长16%，达1010亿美元，占全球总
量的22%。对欧洲、中东和非洲的投资
下滑22%，跌至876亿美元。

日本在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核
灾难后，凭借上网电价补贴推动清洁
能源，再度成为清洁能源投资的首选
目的地。清洁能源投资提高75%，达
163亿美元。几乎所有都集中在太阳能
领域，该领域新增逾2GW的发电量。

南非是G-20中发展最快的市场，投
资从2011年不足3000万美元，到2012
年提高到55亿美元。2012年南非的太阳
能领域吸引43亿美元，占总数的80%。

欧洲地区

佛兰德斯光伏未“消亡”；太阳能
装机容量逾2GW

根 据 佛 兰 德 斯 的 绿 色 证 书 计 划
(GC)，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日前实现
安装量刚刚超过2GW。根据当地太阳
能协会PV Vlaandere的数据，今年前
两个月以129个新光伏系统的形式新
增606kW的光伏装机容量。这使得佛
兰德斯运营的光伏系统总数达225327
个。

PV Vlaandere总裁Alex Polfliet表
示，今年是缓慢开启的一年，但是乐
观相信，今年晚些时候该形势将有所
改善。Polfliet在接受Photon采访时表
示，他谴责对在佛兰德斯安装的所有
光伏系统出台追溯性并网税，并针对
安装量的下滑削减该地区的绿色证书
计划。Polfliet表示：“佛兰德斯光伏没
有消亡，他刚刚从深度昏迷中醒来，
现在正试图恢复。”

该并网税于2012年12月出台，向
系统持有者每年每千瓦的装机容量征
收65欧元(85美元)。除了现行的税收
影响，Polfliet表示，税收已经阻碍了 
对光伏的进一步投资，因为税收可以 
在未来任何时候提高。

与此同时，在2012年八月实施的
削减绿色证书计划削弱了对光伏的兴
趣。颁发给不大于10kW的光伏安装

项目的绿色证书的价值，在八月从每
兆瓦时210欧元降低到每兆瓦时90欧
元。绿色证书的使用期限也被削减一
半，从二十年削减至十年。

美洲地区

美国2013年第一季度安装537MW
光伏装机容量

根据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三
月能源基础设施更新数据，2013年前三
个月美国总计安装537MW光伏装机容
量，即三十八个大型太阳能发电项目。

而去年第一季度，仅安装264MW
的光伏，总计六十一座太阳能发电站。

在 今 年 新 增 安 装 项 目 中 ， 包 含
NRG energy坐落于加州圣地亚哥的
26MW Borrego太阳能项目，以及坐落
于内华达州克拉克郡拉斯维加斯污水
处理厂的3MW阵列。

非洲及中东地区

利比亚旨在到2020年20%电力来自
可再生能源

据路透社报道，利比亚旨在到2020
年其生产的20%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利 比 亚 电 力 部 长 称 ， 根 据 这 一 目
标，利比亚政府即将发布对两座太阳能发
电站的招标。该部长还透露，该国正计划
到2013年底建立一个电力监管机构。

这一行动继其他几个非洲国家最近
也承诺更多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之后。利
比亚位于这些国家之列，旨在到2030年
40%的发电量来自可再生能源。

市场新闻

2012年第一季度仅安装264MW的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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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讯

整理/蒋荒野

阿根廷

阿根廷政府在二月末宣布个人太阳能
项目的新补贴。该国旨在到2016年8%的
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然而，皮尤慈善信
托基金会表示，阿根廷是在哥本哈根气候
峰会后，未向联合国递交减排承诺的G-20
成员之一，致使其目标不具有约束力。

比利时

比利时瓦隆政府三月末开始实施
新绿色证书机制，旨在向低收入家庭
开放可再生能源。政府表示，根据新
计划，低收入业主将在七年内获得投
资回报，年回报率为7%，而那些中等
收入业主将在八年内获得投资回报，
年回报率为5%。高收入业主将在九年
内获得投资回报，年回报率为4%。新

法律将于国务院以及当地能源和天然
气监管机构审核后生效。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家竞争管理局QCA于三
月末发布电价相关报告后，昆士兰太阳
能上网电价补贴可能面临大幅削减。昆
士兰政府还在自己复审该州的上网电价
补贴，预计将于今夏发布报告。

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二月初就世贸组织认定
安省上网电价补贴中本地制造条款违反
国际贸易规定的职责提起上诉。WTO上
诉机构正对该案件进行审查，并将在五
月末前公布调查结论。

欧盟

欧盟在三月末提出，应该为所有成
员国出台通用的可再生能源支持机制，
以缓解相互矛盾的政策间的紧张态势。
这是从欧盟议会产业、研究与能源委员
会的报告得出的主要结论，其强调了为
了促进可再生能源，在欧盟层面对于更
为整合方法的需求。委员会随后以四十
九比七、一票弃权支持采取报告中所载
的建议。欧盟议会将投票决定是否于四
月十五日采取该建议。

德国

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并未就控
制该国可再生能源补贴计划的提议达成
一致意见。今年早些时候，经济部长菲
利普·罗斯勒与环境部长奥特梅尔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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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以冻结德国的上网电价补贴，并
设定每年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增长上限为
2.5%，为上网电价补贴融资。但是社会
民主党、绿党和自由党的反对导致这些
措施被拒。随后，政府委员会提出修改
提案，旨在使反对党达成妥协。

印度

根据泰米尔纳德邦的净计量方案，
国有能源公司泰米尔纳德邦发电和配电
公司将被要求为安装屋顶光伏系统的家
庭提供新的净计量电表。新净计量电表
将由获得许可的配电所安装，用户支付
费用。

印度卡塔纳克邦于三月末为四月
的招标分配130MW太阳能发电项目。
卡塔纳克邦是继泰米尔纳德邦、安得拉
邦、拉贾斯坦邦、比哈尔邦和Odhisha
之后最新发布招标的邦。

为了享有招标资格，太阳能光伏或
太阳能热项目规模必须不小于3MW。尽
管不限制投标人可以投标的项目数量，
但是每个项目的总分配限制为10MW。

该邦不像其他邦一样要求最低报
价。相反，太阳能光伏的基准费率日前
被定为每千瓦时14.50卢比，太阳能热
被设定为每千瓦时11.35卢比。

所有投标书须在4月23日前递交。

印尼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阿古斯·玛多
瓦多约三月初宣布，该国正在规划一项
新的上网电价补贴，高达每千瓦时0.25
美元，为期二十年。

政府将为新太阳能发电设施保留竞
争性招标流程。国有能源监管机构印尼
国家电力公司将收购获得上网电价补贴
的设施产生的电力。

随后，印尼政府发布招标，在全国
安装150MW光伏电站。该招标基于此
前提出的补贴政策，预计持续两个月。

意大利

意大利经济产业部于三月份公布新

国家能源战略的最终版本，以在无补贴
的条件下支持光伏。该文件表示，即使
没有补贴，意大利每年仍将新增1GW的
太阳能光伏。

为了支持光伏，该新战略将简化安
装光伏系统的行政流程。这包括为光伏
项目的能源效率计划提供财政优惠，通
过为光伏系统持有者降低网络成本改进
净计量方案，并且计划推动光伏分布式
发电及自主消费。然而，从今年初起，
意大利政府限制不大于200kW的光伏系
统的净计量方案。这些提案证实政府旨
在当Conto Energia V计划达到其上限67
亿欧元时，完全停止光伏补贴。该文件
将在意大利能源行业中进行为期一年的
公开讨论，包括光伏协会及政府部门。

日本

专家组建议日本政府从三月底开始将
该国的太阳能上网电价补贴削减10%。今
年四月一日起，从目前的每千瓦时42日
元削减至37.8日元。削减将必须获得日
本政府批准才可以生效。随后，日本政
府于三月末正式批准了将光伏上网电价
补贴削减10%的提议，从今年四月一日
起，光伏上网电价降至37.8日元/千瓦
时，补贴时间为二十年。

根据经产省的消息，目前风力发电
的电价补贴为23.1日元/千瓦时，补贴
时间20年；大于或小于15MW的地热
发电项目补贴分别为27.3日元/千瓦时
和42日元/千瓦时，补贴时间均为十五
年。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计划提高其光伏上网电价
补贴的递减率，从四月起将大于24kW
的安装项目的递减率从8%提高至20%。
此举是对太阳能光伏成本不断下降的回
应。装机容量不大于24kW的光伏安装
项目的递减率将维持在8%。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国家电力监管机构二月份

宣布了不高于100MW的光伏项目的上
网电价补贴率。据巴可替代能源发展委
员会数月前的建议，该国日前设立补贴
费率为每千瓦时0.233美元，为期二十
五年。NEPRA日前表示，在做出上网电
价补贴最终决议之前，将于二月末在伊
斯兰堡举行听证会。

波兰

鉴于对太阳能光伏削减补贴的新
计划，波兰落实上网电价补贴的意图
在四月中旬被搁置。经济副部长Jerzy 
Pietrewicz表示其正在修正提案以在今
年十月提出可再生能源草案，该草案主
要侧重于风能和生物质能，而暂停太阳
能光伏计划。

去年十月提出的建议是对欧盟呼吁
该国采纳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的
回应。该国政府旨在到2020年将其可
再生能源安装量从2%提高至15%。波兰
将为不大于100kW的光伏项目提供上
网电价补贴，并为100kW至2MW的安
装项目提供绿色证书。该上网电价补贴
为期十五年，补贴费率为0.337美元，
高于德国补贴。

英国

英国能源供应商Ofgem三月初证
实，将在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7月
31日间，不超过5MW的太阳能光伏削
减3.5%。250kW至5MW的安装项目补
贴已从0.710英镑削减至0.685英镑，
这一费率日前已自动削减了3.5%。

 
美国

根据拟议的立法，德克萨斯州房屋
建造商将有义务向客户提供在新建住宅
安装太阳能系统的选择。两项法案，SB 
304和SB 305，由参议员何塞·罗德里
格斯提交，旨在提升该州太阳能的安装
量。其办公室还证实，其将致力于在五
月通过立法，此后预计将迎来两项法案
的决策。如果获得批准，两项法案将于
2013年9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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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推出光伏跟系统踪控制器

产品应用：单轴或双轴跟踪光伏系
统。

相关信息：一个Solar Cube控制器可以
最多控制四个光伏跟踪系统。

上市时间：已上市。

英国过控设备制造商IMO Precision 
Control日前推出了名为IMO Solar 
Cube的集成控制器，可以控制双轴跟
踪系统，配置简单，使用灵活。

在各国降低补贴的背景下，提高
地面安装太阳能系统的发电量成为愈
发重要的课题。跟踪系统作为固定式
安装的替代技术，可以帮助地面安装
光伏系统提高发电量。该设备使用地
方时和当地的经纬度信息计算太阳方
位，即天顶角和方位角。为测量光伏
系统的朝向，可以在支架系统上安装
电子罗盘并通过RS232或RS485接口与
Solar Cube通信，后者继续控制执行器
调整光伏系统角度。

Enecsys二代微逆变器最大输出功
率提高33%

产品应用：Enecsys 微型逆变器技术支
持多种高功率的配有60个太阳能电池
的组件、体积小、能源采集能力大。
最大程度提高能效，降低占用空间。
相关应用：Enecsys 第二代微型逆变器目
前提供单型号版本，最大AC输出功率介
于240瓦和300瓦之间，最大效率达到行
业领先水平96.5%。这款微型逆变器附
带新一代 Enecsys网关，与Enecsys监控
系统搭配使用，可进行无缝的现场配置
和升级。系统所有者和安装商能够对每
块面板的发电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时
发现并准确解决任何维护问题。
上市时间：已上市。

光 伏 微 型 逆 变 器 产 品 供 应 商 
Enecsys Limited日前推出第二代微型
逆变器平台，包括一个新的通信网关
和在线监测服务。为了提高系统的投
资回报率，系统业主、集成商、安装
商和融资机构往往希望能最大化光能
的转换率。

Enecsys第二代微型逆变器比同类
另一款先进的微型逆变器高出40%。
第二代产品具有两种不同配置：一种
是专用于提供集成式交流电组件的不
同面板制造商的整合要求，还有一种
是传统机架式，允许安装商采用定制
配置。Enecsys第二代微型逆变器的包
装已经重新设计，非常适合原始设备
制造商合作伙伴将其整合到AC组件产
品系列中。

PSE发布太阳能电池光致衰退测试
系统

产品应用：Degratest Labtool用以测
量电池的光致衰退(LID)效应。

相关信息：Degratest Labtool可以同
时测量四片6寸太阳能电池。金卤灯
光谱规格：Class B，最大光照强度
1000W/m2。所有的测量参数均可通
过图形化界面设置。

上市时间：已上市。

PSE AG日前发布了太阳能电池
光致衰退(LID)的检测设备Degratest 
Labtool。该仪器可以检测并记录光致
衰退对电池性能的影响，为制造商和
研究机构提供快速可靠的检测结果。
该检测系统由康斯坦兹国际太阳能研
究中心(ISC Konstanz)研制。

LID可以影响硅材料中少子寿命，
从而降低电池的V oc、I sc及效率，因
此业界需要对该类衰减进行检测和研
究。Degratest Labtool采用一个电控的金
属卤化灯模拟太阳光谱，同时采用高精
度温度控制器解决金卤灯的发热问题，
测量区域的温度可以在10℃到220℃间
调节。在测量LID时，测量系统在测试中
持续记录光照强度、温度、电压和温度
修正后的电压，并给出结果图。

新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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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诱惑

文/王超

2012年中国出现多个支持光伏发电的政策，这些政策被众多行业从业者描绘出了“美好的未来”。欧美市场出现问题时，中
国政府希望通过本土市场来挽救这个曾经“辉煌”的产业。但是政策的初衷在表面上对电站投资的“诱惑”能否落到实处，还需
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在2013年3月10日，PV-Tech首次披露《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后，中国光伏政策
重新引起了业内的高度关注。在光伏发电还未能实现成本商业化竞争时，“完备”的政策才能推动产业的良性发展。

密集推出的政策

自2011年七月中国发改委出台《完善太阳能光伏发电
上网电价政策》后，已经刺激了超过3GW电站的建成以及
超过10GW的项目储备。在惯例进行的金太阳及光伏建筑一
体化项目招标外，2012年最后一个季度密集推出的针对于
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政策让中国电站开发商和因为海外市场
受挫的制造业重新找到了希望。

从政策发布的时间顺序来看，国家能源局首先在2012
年九月底发布了《关于申报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
范区的通知》(以下简称分布式示范区政策)，每个省级区域
可以申报总量原则上不超过500MW并能获得中央财政支持
的示范区项目，排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加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后有32个符合申报要求的区域，理论上申报
的总量可达16GW。这些项目将在中国十二五规划(2011-
2015年)期间完成。

积累了多年金太阳项目和大型地面电站项目建设经验的
开发商在并网工作上吃尽了苦头，为了能让分布式光伏发电
的政策落实到位，国家电网在2012年十月下旬一股脑儿地
发布了《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 
《关于促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分布
式光伏发电接入配电网相关技术规定》等三个暂行政策文
件。或许是受到以上政策的刺激，传闻已久的2012年第二
批金太阳和光电建筑示范项目终于密启动，在2012年十一
月月底的项目评审会上，国家能源局和财政部多位分管司长
的到来又增添了神秘感。

2012年12月29日，在前中国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上，相关部门确定了五个支持光伏产业的措施：

1.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利用市场倒逼机制，
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提升技术和装备
水平，严格控制新增单纯扩大产能的多晶硅、光伏电
池和组件项目；

2. 规范产业发展秩序，加强光伏发电规划与配套电网规
划的协调，建立简捷高效的并网服务体系，建立健全
技术标准体系，对关键设备实施强制检测认证制度；

3. 积极开拓国内光伏应用市场，着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
电，鼓励单位、社区、家庭安装使用光伏发电系统，
有序推进电站建设；

4. 完善支持政策，根据资源条件制定光伏电站分区域上
网标杆电价，对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按照电量补贴的
政策，根据成本变化合理调减上网电价和补贴标准。
完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光伏发展的机制，光伏电站项
目执行与风电相同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5.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政府干预，禁止地方保
护。完善电价定价机制和补贴效果考核机制，减少政
策效应。

2012年12月29日，由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
源专业委员会(CREIA)多位专家组成的光伏电价测算工作组
向中国相关部门提交了一份名为“光伏分区标杆电价和分
布式光伏度电补贴标准测算”(下称“电价补贴测算方案”)
的文件。这份文件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2013年
二月，发改委价格司推出了《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价格政策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电价征求意见稿”)，并计划向
国家能源局、五大电力为首的国有电力企业以及各省市相
关政府部门征求意见。

政策的效力

虽然国网的政策为分布式光伏并网打开了通道，但
《电价征求意见稿》则直接影响中国光伏市场的方向和规
模。一位国网相关人员向记者透露，国网原以为并网政策
推出后会引起装机热潮，但事实上半年过去了只有百余户
进行了申报。在《电价征求意见稿》之前，分布式光伏发
电没有特殊的电价补贴，该文件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给出了
0.35元/千瓦时的补贴电价，并对这类项目免收随电价征收
的各类基金和附加以及系统备用容量费和其他相关并网服
务费。从行业反馈来看，该方案明显低于业内预期。

大型地面电站的标杆上网电价同样被调低。《电价征求
意见稿》对四类光资源区域分别给出了0.75、0.85、0.95、 
1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包括格尔木、德令哈在内的青海海
西等电价被下调到0.75元，新疆、宁夏、甘肃中北部、内蒙
古、青海其他区域都被归为二类区域，电价调至0.85元。记
者从多个电站投资企业了解到，本来就不高的投资收益率将
进一步被严重压缩，投资规划也将根据最终政策进行调整。

作为《电价征求意见稿》的支持草案，《电价补贴测算
方案》的一些细节能帮助更好的解读。该方案是基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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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测算，对于1MW分布式并网
系统和10MW并网大型电站的合理系统投资均为10元/瓦。
其中，组件的平均价格定为4.55元/瓦，该数值根据以下五
家企业的合理利润价格取平均值得出：天合光能(4.52)、 
英利(4.67)、阿特斯(4.67)、正泰(4.59)、晶科(4.3)。在系统效
率方面，独立光伏电站效率取70%，大型电站效率取80%，
分布式系统效率取75%(见表一)。

光资源数据方面，该方案参考了中国全部拥有十年以
上水平面太阳总辐射和散射辐射数据的96个台站的相关
数据。根据相关数据分为四类资源分区，其年等效利用小
时数分别为：超过1600小时、1400-1600小时、1200-
1400小时、少于1200小时，其测算取值分别为1600、 

1400、1200、1000小时。
在确定了上述参数后，该方案给出了并网光伏系统电

价测算边界条件，见表二。
该方案按照9元/瓦和10元/瓦的系统投资给出了两套不

同的分区上网电价，分别见表三。《电价补贴测算方案》最
终建议四档分区电价分别为0.8、0.9、1、1.1元/千瓦时。

对于分布式的补贴，《电价补贴测算方案》给出的补贴
模式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政策导向为鼓励自发自
用，使其收益高于富余上网电量的收益，也高于大型地面
电站的收益。该方案希望通过政策使分布式发电自发自用
的度电收益比大型电站度电收益高25%左右，以吸引分布式
光伏发电的投资。该方案给出的补贴标准见表四。

效率/损失 组件串并联损失 温升损失 线路损失 灰尘/遮挡 逆变器效率 变压器效率 其他设备效率

数值 2% 10% 3% 1% 95% 98% 99%

系数 98% 90% 97% 99% 95% 98% 99%

总体效率 0.98×0.9×0.97×0.99×0.95×0.98×0.99=0.781

表一：并网光伏系统效率测算(来自《电价补贴测算方案》)

电价测算边界条件

单位静态投资(万元/千瓦) 0.8-1.4 折旧期 15年
年满发小时数 800-1800 固定资产形成率 90%

运营期 20年 增值税率 17%

贷款比例 80% 所得税率 25%

贷款年限 15年 附加税率 10%

贷款利息 6.55% 税后内部收益率 8%

年运行费用 2% 资金回收年限 ＜15年

表二：并网光伏电价测算边界条件(来自《电价补贴测算方案》)

太阳能资源区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全年等效利用小时数 1600 1400 1200 1000

合理电价(元/千瓦时) 0.71 / 0.79 0.81 / 0.90 0.94 / 1.05 1.13 / 1.26

建议电价(元/千瓦时) 0.70 / 0.80 0.80 / 0.90 0.95 / 1.00 1.10 / 1.20

表三：分别按照9元/瓦和10元/瓦系统投资成本给出的4类资源分区电价(来自《电价补贴测算方案》)

资源分区 分区光伏上网标杆电价 合理分布式光伏电价 建议分布式光伏 富余上网光伏  
 （125%）  分区电价 电量度电补贴 

Ⅰ类    0.8    1.00    1.00    0.20

Ⅱ类    0.9    1.13    1.15    0.20

Ⅲ类    1.0    1.25    1.25    0.20

Ⅳ类    1.1    1.38    1.35    0.20

平均    0.95    1.19    1.1875    0.20

表四：分布式自用光伏电价及余电上网补贴标准建议方案(单位为元/千瓦时，来自来自《电价补贴测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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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补贴测算方案》甚至给出了更细分的多种分布
式补贴方案：1.统一度电补贴0.45元/千瓦时；2.分为两档
度电补贴，工商业用户补贴0.25元/千瓦时，大工业用户补
贴0.5元/千瓦时；3.设置一档度电补贴，即按照大工业用电
补贴0.5元/千瓦时，同时设置天花板，不能超过自用电分
区电价，即标杆电价的125%。该方案的补贴原则是照顾到
各种用电形式的用户，对自发自用的用户，使得电价高的
补贴低，电价低的补贴高。这种补贴方式既照顾到资源分
区，也照顾到不同用户的电价差异，以实现公平收益。

但最终在《电价征求意见稿》中，电价是根据9元/瓦
的系统投资给出的，并且针对分布式发电给出了统一的补
贴电价0.35元/千瓦时。对此，参与编写《电价补贴测算
方案》的王斯成详细解释到，“对于按照10元/瓦还是9元/
瓦进行测算当时有很大的争论。我们当时对成本进行过调
查，向很多厂家做过询问，最后的结论是组件价格4.5元/
瓦是合适的。事实证明2012年下半年招标价低于4元/瓦
都是不合理的，现在招牌价又回到4.3元/瓦，不可能总是
亏本卖。”在发改委价格司与国家能源局、国家电网、财政
部、CREIA专家代表等召开的内部征求意见会上，价格司并
不同意，他们认为现在组件价格没有高过4元/瓦的，不能
按10元的系统造价测算。虽然国家能源局也支持10元/瓦的
测算，但最终出台的电价还是按照9元/瓦测算出来的。

王斯成更详细得阐述了CREIA方案中为何按照10元/瓦
测算，“要考虑到系统效率。我们是按照80%的效率进行测
算，但光伏系统效率做到80%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基于这样
一个原则，一定要最好的系统才能真正做到收益，建得粗
制滥造的电站在长期看是没法盈利的。”

对于分布式电价的一刀切，王斯成也有不同的理解： 
“以上海为例，光伏电力总价格达到1.3元/千瓦时比较合
理，当地的商业电价本来就1元了，国家就再补贴0.3元；如
果是大工业用电，电费是0.7元，国家再补贴0.6元；如果是
居民用电，电价是0.5元，国家再补贴0.8元。原则是按照固
定收益，抵消的电价高国家补贴就少，抵消的电价低国家补
贴就高。事实上，征求意见稿中的方案把这些全部抹掉了，
统一0.35元。这里面也不是没有道理，先鼓励工商业用电
的用户，不考虑公平性，让开发商自己去选择，觉得合适就
做。”国家能源局看到这个方案也比较着急，根据这个补贴
水平，“只有工商业用户的分布式项目可以做，连大工业用电
的项目收益都无法满足，更不用说包括医院、学校、居民、
农业等低电价用户的项目了。”

地方附加政策

除国家层面的政策外，江苏省在2012年11月初发布了
《关于落实新一轮促进光伏发电扶持政策的实施办法》，支持
200MW江苏省独立电价补贴项目、274MW金太阳项目以
及500MW分布式示范区项目。江苏将以2012年1.3元/千瓦

时、并逐年递减0.05元/千瓦时的地方电价支持至2015年，
江苏财政厅将支付国家统一光伏上网电价以外的补贴费用。

河北省出台了《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分为
加快光伏电站建设、发展光电建筑一体化、鼓励分布式光
伏照明电源、对企业实施税费优惠、强化专项资金扶持、
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支持企业优化重组、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提高行政办事效率、优先配置资源要素等十点。在
电站建设方面，河北省优先支持采用该省企业制造的组件
的项目，如优先并网、电量全额收购。对于这类装机容量
在1MW以上并且未享受中央财政资金补贴、在省级电网并
网销售的光伏电站，如果在2014年底建成投产，河北省发
改委将给予1.3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2015年建成投产的
项目上网电价为1.2元/千瓦时。这两个电价在投产后暂执行
三年，期间将随国家标杆电价的调整而调整。这意味着河
北2014年和2015年建成的电站在投产后三年内将比国家标
杆电价高0.3和0.2元/千瓦时。

在分布式方面，河北省对于50千瓦到1兆瓦(不含1兆
瓦)的自发自用项目，在2014年建成的提供每瓦5元的补
助，在2015年建成的提供4元/瓦的补助，相关资金由省、
市、县区三级财政部门按照5︰3︰2的比例分担。分布式光
伏照明电源方面，如景观照明、路灯、信号灯等，公益性
的全部由政府财政负担，非公益性的按照分布式项目的补
贴执行。以上支持政策都有一个前提：必须使用河北光伏
企业制造的组件。

出台类似地方政策的还有山东、辽宁、浙江嘉兴和江西
合肥。辽宁在标杆电价基础上再补贴0.3元/千瓦时，但据悉
尚未有项目获得该补贴。合肥政府通过的《关于加快光伏推
广应用促进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对享受国家优惠
政策以外的光伏发电项目的运营企业，由市财政根据建成后
的实际发电量，给予0.25元/千瓦时的补贴。合肥市还鼓励业
主委托专业公司管理运营屋顶、光电建筑一体化等电站，并
按照实际上网电量给予管理公司0.02元/千瓦时的额外补贴。 

辽宁推出的《对太阳能光伏发电实行财政补贴实施意
见》中规定，2012年12月31日之前投产的项目，按照0.3
元/千瓦时进行补贴，之后补贴每年递减10%。辽宁阜新、
铁岭、朝阳三市的光伏电站补贴全部由辽宁省财政负担，
其他地区的补贴省财政负担70%，其余由各市财政负担。项
目业主在每年的10月10日前，结合前三季度发电并网量预
计全年总量并向相关部门申报，以获得补贴。

地方政策虽然看起来很好，但想获得真金白银的支持
并不简单。这些政策的收益者大都是当地企业，外来者要
获得更是难上加难。

政策的效果预期

国家电网第一次推出针对光伏行业的政策主要面向10
千伏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电网并且单个并网点装机容量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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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6MW的项目。国家电网各个子公司将为光伏项目优化并
网流程、简化并网手续并提升效率。国家电网为并网项目
提供接入方案制定、安装电能计量装置、并网验收及调试
等全套服务，还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免收并网费用以及
系统备用容量费。

之所以制定6MW装机限额，国网表示一方面国家统计
局把单个并网点达到6MW以及更大容量的电源定为大型电
源，将办理更多手续；另一方面最常见的10千伏线路的送
电容量为5-8MW，6MW能更好的单点接入容量与配电网匹
配。在最早的几批金太阳项目中，不少项目都存在并不了
网的难题。而现在当并网不再是难题后，市场的瓶颈就集
中在政策的经济性上。

几个政策理论上将为2013年分布式光伏发电带来最少
5GW的安装量。在突入而来的分布式应用面前，屋顶成为
了电站开发商除了政治资源外最紧缺的资源。英利为了支
撑其近1.6GW的申报量(部分项目与其他业主合作)不得不鼓
励有关系的员工在中国各地寻找可利用的屋顶；此前屋顶
为这家公司在实施金太阳项目带来过麻烦，如项目属的长
城汽车工厂屋顶需要进行改造才能铺上光伏组件。如果回
顾2012年第一批金太阳项目，会发现有相当比例的获批业
主因为找不到屋顶或推迟工期或干脆放弃。

王斯成表达了对一刀切补贴对寻找屋顶的担忧，“征求
意见稿中的电价支持了工商业用电，而这部分屋顶已经在
多轮金太阳项目中被占用了很大一批，现在甚至连大量金
太阳项目都找不到合适的屋顶。所以我们建议至少分两档
补贴，再加一档针对低电价用户的补贴，这样所有的建筑
物都能放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发商如何与建筑屋顶
业主打交道，开发商帮屋顶业主省了电，这部分费用中的
一大部分要从业主那里再要回来，风险非常大。所以CERIA

制定的方案是通过电力公司来交易，业主的电费正常交，
开发商直接跟电力公司签署协议。这样一来开发商跟业主
要谈定的就是屋顶租赁协议。CREIA还建议屋顶租金照顾
到双方利益。我们测算过，1千瓦的光伏系统占地面积约为
25平方米，建议每平米每年租金2块钱，1千瓦租金大约50
元，而这部分电费收益每年最少1000块，相当于出让了5%
的收益。所以希望能让分布式发电的收益提高到20%，这样
开发商会很乐意出让5%的收益。”

分布式示范区政策对申报地区要求以下几个条件：具
备长期稳定的用电负荷需求、安装条件合适、所发电力主
要满足自发自用，并优先选择用户用电价格高、自用电量
大的区域以及工商企业集中地区，鼓励高比例采用光伏发
电智能微电网技术等新的管理模式。这意味中国上百个城
市的工业区将会被有效的调动起来做光伏电站——工业区
如今几乎存在每一个市县级城市，并且有些地区不止一个
工业区，如无锡市区就有超过五个工业区。

2012年，平均工业用电价格约为0.75元/千瓦时左右，
如果再加0.35元/千瓦时的补贴，自发自用的话将相当于1.1
元/千瓦时。如果发电上网，则按照当地脱硫上网电价的价
格卖给电网公司后在补贴0.35元/千瓦时，2012年中国平均
脱硫电价不足0.45元/千瓦时。因此，将电力卖给电网的收
益比自发自用要的收益要低25%左右。

另外，不同区域的项目也会获得不同的收益率，投资回
收期也不同。不同区域的工商业电价以及脱硫电价都不同。
如长三角地区在波峰期上网电价在1元/千瓦时左右，而西
部地区只有0.5元/千瓦时；即使同一个省电价也会不同，今
年四月内蒙古西部电网普通工业用电价格为0.5379元/千瓦
时，而东部地区为0.724元/千瓦时。事实上，在向能源局申
报的地方政府中，发达地区的积极性明显要高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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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国家电网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流程。注：括号内数字为该项流程的工作日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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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江苏、山东、广东、河北、福建、浙江等省份。在竞争激
烈的省份，甚至有十家城市来竞争进入上报名单中。

数量VS质量

中国不缺少政策的数量，发改委的上网电价政策、财
政部的金太阳项目、住建部的光电建筑支持政策以及国家
能源局的分布式光伏示范区政策等共同搭建了中国光伏发
电的市场结构和规模。但一位在政府涉及光伏产业的人士
表示，“全球几种主要的光伏补贴模式包括上网电价、装机
补贴、度电额外补贴等在中国几乎都能找到，这也让投资
者、开发商不得不去判断哪种政策的风险小、收益好，而
多种政策存在于同一国家的情况并不多见。”

光伏特许权招标项目已经退出历史，先不评价其成败，
就从已经实施三年的金太阳项目和一年多的上网电价政策来
看，其中的漏洞还是不少。所有的投资第一目标是保证不亏
损，而政策就是要保证参与者实现这个最低的要求。但事实
上，只有通过一些“灵活操作”才能保证项目不亏损。

在陕西2011年新增光伏项目中，会发现有2个2009年
的金太阳项目，分别是国电和华电的各5MW金太阳项目。
这种在时间上的灵活操作将使得项目盈利性大增——2009

年的金太阳项目是按照并网系统及配套输配电工程总投资
额的50%进行补助，而当时的系统成本是目前的一倍，因
此盈利空间远大于按照规定时间建成。有业内人士透露，
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采用这种打时间差的方式获得更高
的收益，按照规定如果在截止日期内没有动工的项目会按
照动工时金太阳的补贴额度重新发放补贴，“当然也有能蒙
混过关的项目”。2010年至今，金太阳政策都在不断进行调
整，每次调整都会遇到应对收益率不足而出现的新问题。

在有限的补贴内做到最大的收益，推迟工期并不是最坏
的方法，相比之下那些降低项目质量、偷偷缩减装机量的方法
更为普遍。而这就是初始装机补贴的漏洞和政策制定的质量问
题，虽然相关部门也制定了监管策略，但执行并不到位。而统
一的上网电价补贴政策是否完全合理也值得探讨。虽然这种补
贴方式可以避免装机补贴的问题，但是要求在并不长的时间点
内建成才能获得更高的电价迫使投资者缩减工期，也带来了项
目质量隐患。另外，由于东西部光照资源的差异较大，使得电
站投资更多的偏向于西北地区，而投资者在一年后并没有获得
理论上的收益。示范区政策由于缺乏细节，虽然各地政府在积
极争取，但真正能推动多少项目落地也缺乏动力。

政策不是单一的文件，而应该是系统的。即使存在合
理的上网电价，但是无法保障电网全额收购光伏电力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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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投资者积极性受到打击。目前与光伏政策相关的机构有
发改委、财政部、能源局、住建部以及国家电网，过多的
政府机构参与也影响了政策制定的系统性。

没有政策是十全十美的。在光伏市场发展成熟的区域，
如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地，政策也在不断调整。西班牙、
捷克也曾推出了极具吸引力的政策，而不合理的政策后果是
这两个国家在推出政策后的一年时间内装机量暴增，而随后
又陷入停滞状态。一位在欧美参与多个项目开发的人士表
示，“在好的政策下，投资者不会赔钱又不会赚太多，这也是
成熟市场的标志。” 

政策的落实

2012年的两批金太阳项目审批总量为4.543GW，截至
发稿前，PV-Tech PRO记者了解到，已经完工建成、开工或
开始筹备的项目不足一半。至于国家能源局的分布式光伏
示范区，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在2012年第一批金太阳中的放弃做的项目中，部分是
由于投资收益率不理想，如保利协鑫放弃大部分项目是因
为收益率太低，最终只选择做徐州在自家工厂上的项目；
还有一部分是找不到合适的屋顶——虽然在申报时就要求
先确定屋顶，但事实上的操作并没有如此严格。第二批金
太阳项目申报量超过10GW，这意味着所需的屋顶面积约
5000万平方米。屋顶将是制约分布式光伏发展的最大瓶
颈。据记者了解，某公司为获得浙江一家工厂的屋顶使用
权，不得不签署一份协议，将补贴款与屋顶业主平分。在
深圳，某企业希望在一家投资公司所持有的工业区屋顶上
建设金太阳项目，该投资公司董事长以影响风水为由拒绝
了这个请求。

相比于屋顶难找，金太阳本身的内部问题“更要命”。
一方面，补贴额未必能全部发到业主手中，其中就有来自
政府的克扣。另一方面，由于补贴方式未必能满足业主对
收益率的要求，出现了大量偷工减料的现象，其中包括装
机虚高、工程质量欠缺等。

国家电网已经开始通知其各地公司对光伏项目并网展
开业务培训，国网相关部门统一对此进行培训，其95598
服务热线也开始受理分布式光伏并网咨询。未来国网会陆
续出资约百亿人民币对光伏系统并网接入进行配套。从国
网出台《分布式光伏并网管理规定》政策后，中国已经有
不少项目向当地电网公司递交了并网申请表。分布式项目
发展力度最大的江苏在2012年11月份就接受了13个项目总
计30.5MW容量的并网申请。

但江苏对光伏的支持心有余而力不足，受中国整体经
济化境的影响，江苏财政支出吃紧，原本计划今年支持的
200MW 1.3元上网电价项目不得不拖到2013年开工建设。
本文截稿前，申报的项目已超过2GW，参与企业正就能否
进入支持名单做着努力。有的企业已经在另辟蹊径了，如

苏北的几个项目已经“冒险”开工了，背后的当地政府允
诺会帮助办理补贴、土地和并网手续。某一个项目的业主
在感到获批无望后也获得当地市政府的支持，其项目有望
获得当地市财政2元/瓦的装机补助。

军队也加入到分布式光伏发电中来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后勤部的基建营房部申报了200MW项目。虽然审批与
其他金太阳项目无异，但并不能纳入金太阳项目总量中，
其补贴也由财政部按照投资额的70%单独支付。

最受关注的依然是电价政策。《电价征求意见稿》受到
热议之前，CERIA就曾给发改委价格司提出建议：

1. 分区上网标杆电价提高至0.8、0.9、1、1.1元/千瓦时；
2. 分布式电价补贴采用分档制，一刀切的电价补贴存在

的问题包括没有公平性；低电价建筑没有经济效益；
随着用电价格逐年上涨，而补贴执行20年，后期会有
不当收益。建议最好按照固定收益分区电价，如果不
同意至少应分为2档固定度电补贴电价，0.35和0.6-
0.7元/千瓦时；

3. 建议反送光伏电量在脱硫电价上补贴0.2元/千瓦时；
4. 对分布式光伏系统，应允许自由选择交易模式，如

果不允许自由选择，也应该给出“大型光伏电站”和 
“分布式光伏”的界定和区分条件，而这一点《征求
意见稿》中没有明确；

5.   所有交易通过电网公司执行，包括分布式光伏项目，
 以减少开发商的风险。

CREIA在《电价补贴测算方案》中还计算了补贴额度。
按照2020年全国累计100GW的装机目标，2013年以后新增
大型光伏电站装机46GW，分布式光伏46GW，20年补贴资
金的总需求达到5521.3亿人民币，其中大型光伏电站的总补
贴为3540.3亿，分布式补贴为1981.1亿。按照计算，2015
年大型电站年度电价补贴约为60亿人民币，分布式光伏电
价补贴为39亿；2020年上述数字分别涨至222和122亿。
对此，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是否有能力补足以及如果出
现缺口财政部如何弥补，都将是考研政策落实的重要问题。

截至发稿时，发改委价格司没有公布新一版的征求意
见稿，在征求意见时也加大了文件的保密工作。记者目前
得到的消息是，新的电价政策文件将列出更详细的内容，
如每度电的电费中将有一部分钱分配给电网公司等细节。
如果标杆电价下调幅度较大，将直接影响今年新的地面电
站投资规模并可能出现政策调整前的抢装潮。而分布式光
伏则仍在等待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不管金太阳如何调整，不管电价政策怎么变动，不管
电网公司支持光伏的后续政策有多少，最关键的是，这些
政策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合理体系，让电站投资者能有稳定
的合理回报并受到正常的约束和监管。也只有形成完整的
政策体系，中国光伏电站市场才能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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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发电将迎来B2C时代？

文/肖蓓

2012年四月，在国人认为分布式光伏发电遥远尚不成
熟之际，《PV-Tech PRO》对分布式发电进行了相关调研，
《中国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拐点即将到来》一文中对几个
重要国家的分布式民用屋顶发电模式、补贴政策等相关情
况做了一个比较，而对于中国的探讨，得出了“拐点”即
将到来的预告。

2013年五月，在2012年报道中国分布式发电新闻后一
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分布式发电政策与环境发生了令人意
外的变化。2012年十月国家电网对分布式民用屋顶光伏发
电并网放开政策，推出一个窗口、一站式服务，极大的鼓
励了整个行业，上海、北京、山东等地个人家庭屋顶光伏
电站的成功并网与运行，被看做中国光伏市场迈向B2C时代
的一个积极信号。

“分布式无论从经济性(已能和火力发电电价抗平)，还
是环保需求性都已经无法阻止这一大趋势了。分布式我更
愿意称之为后B2B时代，即它的终端用户或参与者不仅仅是
之前的那几家国企央企大型电力公司，而是普通的工商业
客户。真正的B2C是指光伏装在寻常百姓家的屋顶，类似
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一样，光伏发电系统陈列在电器大卖
场，当作家电产品来卖。继分布式之后，居民屋顶系统俨
然也会成为必然。”晶科能源全球品牌总监钱晶如此阐述。

政策推进与国网态度转变

在海外，民用光伏系统越来越受欢迎，与传统的B2B模
式相比，B2C模式正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行业跌入谷底的
2012年，随着中国西北部大型光伏电站的快速发展，东南部
分布式也日益受到重视并提速发展，尤其一些政策的出台。

2012年四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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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了此前中国分布式政策的空白，政策
的起草揭开了中国分布式光伏发电快速启动的序幕，使其
逐渐演变成2012年下半年中国光伏产业的焦点之一。

2012年九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申报分布式
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范区通知》，对项目实行单位电量定
额补贴政策，对自发自用电量和多余上网电量实行统一的补
贴标准，总发电量、上网电量由电网企业计量和代发补贴。

几乎与能源局发布通知的同一时间，国家电网发布了
《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暂行)》，明
确了电网企业并网服务程序，并承诺从并网申请受理到并
网验收和并网调试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使得
并网难的状况得到改善。同时表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免
收系统备用容量费，发电量可全部上网，全部自用或自发
自用余电上网，为个人申请安装光伏系统打下了基础。

2013年2月27日，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召开加强分布式
电源并网服务电视电话会议暨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关于
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关于促进分布式
电源并网管理工作的意见》、《分布式电源接入配电网相关
技术规范》三个文件，其中适用于分布式光伏发电，与居
民息息相关的一些工作细项做了进一步简化与明确规定，
详见表一。

国家电网态度的转变以及能源局发出的积极信号让
人们看到分布式光伏发电商业化发展及民用光伏发电的源
头，提振了处于低谷期的中国光伏企业们的信心。不仅国
内民营光伏企业看到了另一个市场发展空间，不少终端消
费者也跃跃欲试。

多个“赵春江”式家庭电站的兴起

2012年9月国家电网对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放开后，
短短半年时间，北京、江苏、江西、上海、山东等地受到
鼓励的人们开始在自家屋顶建起了光伏发电系统，此前维
持了六年的“唯一中国家庭电厂”记录被打破。

2006年上海电力学院太阳能研究所所长赵春江在上海
阳明国际花苑建造“中国第一家庭电厂”时，中国的分布
式光伏发电政策处于一片空白，太阳能发电系统成本也比
较昂贵，按照2011年七月份价格计算，由22块136W多晶

表一：分布式电源并网流程简化表(部分)

简化环节	 具体流程	 收费方式

系统接入手续减少 1、提交接入申请； 2、制定并确认方案； 3、送达接入系统 免费 

验收调试环节减少 1、计量表计安装；2、由此前分别签订购售电与供用电合同改 计量表安装免费
 为发用电合同一体化，签订调度协议；3、并网验收与调试 

简化接入技术要求 1、一次系统接线方式为专线接入(也可T接)；2、可采用无线公 接入公共电网，
 网通信单通道；3、调度要求，380V只要求上传电量 电网企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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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组件及逆变器、交流开关箱、电缆等组成的3kW光伏发
电系统总成本为6万人民币。截止2012年该光伏电站已使
用了六年，发电18000多度，1kW平均每年发1000度电。

刚开始由于赵春江家使用的是原电能表，无法双向
计量，向电网反送电时电表同样按用电计量，导致每月
发的太阳能电力输送到电网上，不仅没有补贴还要额外收
费，10元/瓦，一月需要多支出300元。后来电网公司免费
将单向电能计量表更换成双向电能计量表后，才结束每月
额外支出的局面。

尽管早期建设家用光伏发电系统投入了大的成本，也
经历了诸多细节改造问题，但建造家庭电厂赵春江表示不
后悔，他说：“上海是个大城市，也是人均用电大户，利
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规模可大可小的特点，把该技术推
广应用到普通家庭，发挥家用光伏系统的就地发电就地使
用、减少输电损失、故障就地解决的优点，将更能体现光
伏发电技术的综合经济效益，同时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极大的价值和社会效益。”

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示范，后面吃螃蟹的人操作
起来困难相对减少。2013年一月笔者去到上海松江区涞
亭南路888弄的党记虎家里，他是上海市松江区第一个吃 
“家庭电厂”螃蟹的人(如图一)。在填写了《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并网申请表(适用于居民个人申请)》及提交了相关资
料后，党记虎在自家屋顶上安装了1kW的太阳能光伏发电
系统。他向《PV-Tech PRO》介绍：“计划安装2.5kW，先
并网1kW，平均每天可发7.5度电，目前成本约为2万元人
民币。”

当天正好上海松江区供电局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察
看安装情况，据上海市松江区供电局客户服务经理唐毅

介绍，一般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派专人到居民家中现场
勘探，然后制定接入系统方案，用户确认后对电站按方案
进行改造。结束后提出并网验收和调试申请，通过后即免
费安装电能计量装置，然后签订购售电合同及并网调度协
议，并网运行，发电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据介绍，目前松江已经有了两个分布式家庭屋顶电
站。然而，并网问题解决了，补贴价格及电费结算还是一
个难以平衡的问题。

2013年一月党记虎家安装用户侧上网分布式光伏发电
系统时，虽然国家电网已经公布服务手册允许并网，但由
于没有进一步的补贴价格政策发布，补贴费用无法结算，
只能自己先按照计量表的发电数据进行记载，等分布式发
电价格政策出台后才能与国家电网进行核算。党记虎对补
贴的期待值是每度电0.4-0.5元，他认为作为用电量大且寸
土寸金的上海而言，0.5元的补贴更合适。

唐毅表示：“电力公司认为分布式民用光伏发电是一件
好事情，可以帮助解决集体用电的问题，持支持态度。但
我们现在手上只是一些技术文件，以保障其安全性，具体
上网补贴文件还没有到我们手上。”

激烈争执的补贴价格

在补贴价格、费用结算问题悬而未决之际，针对中国
光伏发电价格政策的征求意见稿横空出世，2013年三月中
旬中国国家发改委向部分政府机构、相关光伏发电企业下
发《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价格政策通知》的征求意见稿，对
下一步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提出了新的实施方案。

在征求意见稿中，有关分布式发电的政策这样提及：

图一：上海松江区涞亭南路888弄的党记虎家的屋顶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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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发电电价补贴为0.35元/千瓦时，补贴资金来自可再
生能源发展基金，并由电网企业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转
付。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并入电网的电量，由电网企业按
照当地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进行收购。分布式光伏电价
将免收随电价征收的各类基金、附加以及系统备用容量和
其他相关并网服务费。

征求意见稿给光伏行业带来了的偏空气氛，特别是价
格补贴低于此前0.4-0.6元/度且包含余电上网部分的市场预
期，引起了行业内人士的激烈争执。

首先发难的是看好分布式发电并期待有所作为的光伏民
营企业代表们，海润光伏董事长杨怀进表示，这一电价补贴
方案低得超过预期，如果按照这一电价补贴方案实施，就不
是在扶持光伏企业，而是将光伏企业“一网打尽”。

晶科能源也透露出失望，认为分布式电站的投资集中在
华东一带，这些地区的光照条件一般，投资额也高于地面电
站。因而，算上0.35元的补贴，分布式发电也只是保本而已。

而站在自然人的角度，这样的补贴价格对于初始资金
投资的回笼有直接影响，以党记虎家的光伏系统价格为例，
设备投资清单包括电池组件、微型逆变器、通信控制器、
光伏支架、专业保护开关、交流尾线缆等共计20,000元
人民币(未包括人工成本)。20000元(成本)=7.5(平均日发电
量)×0.4773元(收购电价)×5587.06(天)，需要约15.3年才
能回收成本；如果加上0.35元的补贴，相当于0.8273元的收
购电价，成本回收期可以减少至8.83年，补贴越高成本回收
期越短。

“如果住宅用户按0.3元的补贴价格处理，我是看不到
收不回成本的那一天了，现在的分布式补贴价格应该是针
对企业，而不是个人。”党记虎对热议中的补贴价格表示要
区别看待，认为居民分布式光伏发电价格应该要高一些。

现实情况是，超过十年的成本回收期对居民的吸引力
不大，还要考虑另一个趋势，未来国家相关部门还会根据
光伏发电成本变化等因素逐渐调减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
和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如果几年后补贴下调，那么
成本回收期又将延长。

对于眼下的情况，基于中东部地区的用电价格千差
万别，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员王斯成表示，若分布式发电
自用部分补贴“一刀切”将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他建议，
对于分布式光伏项目至少应分两档固定电价补贴：分别为
0.35元/千瓦时和0.6-0.7元/千瓦时。同时建议返送光伏电
量在脱硫电价基础上补贴0.2元/千瓦时。

外部推力

在自家屋顶建光伏发电项目的人比以往多了起来，但
要拉动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需要更少阻力及更多动力。

作为一个自然人在自家建设光伏家庭电站项目时，目
前的阻力除了补贴及费用结算，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比

如“自发自用”是否需要交纳相应税费，以什么形式交？
增值税发票如何开具？“多余电量”如何上网销售？分布式
发电的计量方法和对电力调度的影响？分布式光伏发电高
渗透率带来的电能质量问题等，这些还没有明确答案。

虽然国家电网态度进行了转变，但还需考虑国家电网
的积极性，政策发布后配套制度的制定及执行都转移到国
家电网，工作很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秘书
长吴达成提醒，这其中涉及利益分配的方面不少，如国家
电网“坚强智能电网规划”技术研发、技术标准、管理规
范，能否使光伏分布式系统做到“即接即用”？自备电源、
直供电还是发电企业(与电力法的矛盾)？以及可能引起的电
力体制上变革等。

电网及电力公司的确存在担心的方面，据上海松江区
供电公司唐毅介绍：“电力公司主要关心的是保护，现在只
有几户人家，但以后可能会有几万几百万户人家同时使用
太阳能发电，每户人家1kW，总体发电量是很大的。在大
规模供电情况下，对公网的冲击有多少，如何与公网独立
开，可靠地分隔电；以及怎么样在电网停电的情况下进行
保护停止供电等，这些情况与问题都需要考虑并解决。”他
个人认为，目前光伏组件问题不大，反倒对逆变器产品的
性能要求更大。由于逆变器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不少小
规模系统开始使用微型逆变器，微型逆变器可以单独追踪
每个组件的最大光伏输出功率，改善阴影遮挡问题，从而
优化效能。据了解，赵春江的个人电厂采用的艾伏逆变器 
(如图二)，党记虎家采用的是昱能逆变器，目前运行情况良
好。

淘科网络总经理陆剑洲也赞同需要考虑地方电力公司积
极性的问题，同时提出自发自用项目收益模型不固定，无法
获得贷款。以前期待的与电网公司结算看来希望很小，居民
用户几乎不可能有兴趣，分布式的窗口无法真正打开。

有业内人士提出，通过另一个角度的优惠政策发布，
寻求投资者的资本进入这个市场，借用其他力量推动民用
住宅光伏市场的发展，将这个窗口真正打开。比如居民住
宅光伏电站项目不以居民为单位，而是以房产开发商为单

图二：赵春江教授家发电系统用到的逆变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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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进行初始投资，结合政策优惠引进风投，最后分摊到用
户，将资金链进行分割，合理地利用资本市场。

晶科能源全球品牌总监钱晶建议：“根据美国《联邦投
资赋税优惠》法案(The Federal Investment Tax Credit)，
太阳能光伏发电投资额的30%可获政府现金补助。以素有 
‘阳光之州’美誉的加州为例，凡在住屋、商业建筑或公
用建筑屋顶上安装太阳能设备的家庭或企业，都可获得州
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多项补助，其中包括享受30%的减税优
惠，使安装成本减少30%。该减税优惠政策吸引了包括谷
歌、微软、巴菲特在内的众多投资者，大量资本涌入新能
源资本市场，使住宅光伏市场和公共事业光伏市场得到了
迅速发展，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促成了美国光伏市场的良
好发展。中国在这方面也可以借鉴美国的成熟模式，通过
退税政策吸引优质投资者进入光伏市场。” 

这也是当前许多投资者、制造商、运营商在琢磨的一
个问题，其中政策导向尤其重要。

然而实际操作中的电网安全问题与政策都处于一个
逐渐完善的阶段，正如江苏辉伦太阳能市场部经理袁全所
言：“光伏行业依旧属于‘政策驱动型’而非‘市场驱动
型’的行业。德国政府花了十年时间培育市场和民众接受
以光伏为主的新型能源，而中国政府自2009年相继出台 
‘金太阳’政策至今也不过4年不到的时间，况且我们应
该看到中国的光伏补贴政策还需要不断细化、简化、合理
化。所以，中国光伏的B2C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

预言

过去两年时间里，是中国光伏产业国内市场逐步开
启并迅速发展的两年，就目前发展的形势看，中国光伏产
业的大部分市场在西北部地区，绝大部分光伏发电系统安
装在中国西北部太阳能辐照最好的高原上，比如甘肃、青
海、新疆、宁夏等省份自治区。

光伏项目规模不断增加的西部地区吸引了众多的中国
光伏企业，英利、晶科、晶澳、天合光能、海润光伏等企业
组件销售人员活跃在这些领域，其中不少企业参与了电站
开发，以合作参股的方式优先绑定一些项目的组件出货量。

然而，经过几年的迅速发展，大面积的拿地让西部一
些省市地区的土地开始变得紧张，青海格尔木的土地逐渐
不够用，国电、青发投等投资西部电站的国有主力们放缓
了脚步，考虑是否根据获得土地来规划2013年及未来继续
投资光伏电站。

另外，这些扎堆集聚的大型光伏电站群很多面临着并
网问题，2012年新增装机所发的电力在2013年上半年几乎
无法送出，直接影响了电站的投资收益率，让人开始怀疑
如此大规模建设西部光伏电站的必要性。西部一些省市政
府开始考虑分布式发电，虽然过去两年安装了不少光伏电
站，但对于当地的GDP等经济增长拉动并不明显，且集中式

发电侧大型电站不适合输网的需求，这让他们当初的热情
减淡了不少，此前一度出现“弃光”情况。

在中国“十二五”计划中，制定了2011年-2015年
18GW的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规划(如表二)，中国政府逐渐
将开启国内光伏市场的注意力转移到东部南部这些电力需
求量大的地区，形势似乎正在朝着有利于分布式发电的方
向在改变。

尽管分布式发电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但中国分布
式光伏政策的逐步落地，它很有可能将光伏带入另一个阶
段，让太阳能光伏发电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了可能。有人预
言，3-5年后西部大型光伏电站将逐渐走弱，组件在西北地
区的销售将非常困难，而小型的分布式发电、微型的微网
系统则将兴起，中国光伏发电将真正走向面对消费者的B2C
终端市场时代。组件、逆变器等光伏终端产品的销售将逐
渐与传统产业趋同，一切野蛮的生长将逐渐向现代化管理
与自由市场靠拢。那时考验中国光伏制造企业的不是如何
招投标、如何争项目……而是，企业的品牌知名度与售后
服务。

后记：至本文截稿日时收到消息，上海松江区党记
虎家于并网的第67天即3月19日拿到了上海供电公司的
光伏上网电费结算，上网电量196kWh，当时电价暂时按
0.4773元/kWh脱硫燃煤价格计算，结算收入93.5元人民
币。

令人意外的是，党记虎告诉笔者，3月26日上海松江
供电局又按1元/度补了差价，现在他家的光伏上网电价为
1元/度，进一步缩短了成本回收期，以此计算加上人工成
本，总成本25000元回收期在7-9年，这令他对民用分布式
光伏发电感到了信心。他表示，现在上海个人分布式光伏
上网电价都是1元/度，但即便是1元也尚不算高，他认为如
果引入金融系统，民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将有更大的发展。

党记虎家的上网电价虽然按照1元/度结算，但是购
电协议暂时还是按脱硫燃煤签订的，整体而言，关于民
用个人分布式光伏发电的价格还没有定论，目前各省市
地区(如北京、山东、浙江、辽宁等)的价格也并不一样，
《PV-Tech PRO》将持续关注中国民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发
展，并分享给大家。

表二：中国太阳能发电发展规划，来源：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分类/年度 2015 2020

集中式光伏 1600万kW 4400万kW

分布式光伏 1800万kW 5400万kW

光热发电 100万kW 200万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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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正逐步成长为东南亚
地区内的主要太阳能市场。Solarbuzz的芬利·科尔维尔
(Finlay Colville)和韩启明两位分析师对这些国家内中最具增
长潜力的领域进行了跟踪分析。

从历史数据来看，亚太地区的太阳能光伏需求量被局
限至农村电气化和离网应用。但是，随着新激励机制的实
施，来自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等国的光伏需求
量开始迅速增加。

整个地区将经历较强的经济增长态势，并面临不断上
涨的电力需求。这种状况加重了传统化石燃料的负担、增
加了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同时提高了可再生、可替代
能源组合的多样性。较高的电价以及较强的太阳能资源正
使得光伏成为愈来愈具有竞争力的能源之一。

新政策机制使得消费者能够很好地利用悬而未决的电
网平价条款。随着2012年内光伏需求增加至720MW，该
地区预计可在未来五年内实现35%的复合年增长率。NPD 
Solarbuzz预期，亚太及中亚地区的新兴市场“最有可能”
的光伏需求量可在2017年达到3.2GW，即具有5GW的增长
潜力。

泰国预计将成为该地区内最大的地面支架光伏系统市
场，同时，印尼和孟加拉则预计将以离网设备市场为主。这
些市场在提供新的光伏机遇的同时，也存在着无数的规则、
资金和技术壁垒。此外，还需对电网互联手续进行全面解
读，光伏电力才能被该地区内的总体能源供应体系所接纳。

促进光伏需求的主要市场

在未来的五年期间，东南亚地区领先的光伏国家将包
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这四个国家合起来将占
到整个新兴亚洲国家在未来五年内光伏市场需求量的一半。

图一显示出根据NPD Solarbuzz的最可能预计情景模
式，至2017年新兴亚洲市场需求中，泰国、马来西亚、菲
律宾和印尼各国的所占比例。在这一预测映射中同时存在
下降和上升区间，这一结果是在对各国内对光伏安装起到
促进或阻碍作用的一系列因素的分析基础之上得出的。

泰国
泰国全年均具有较高的日照辐射，其中东北部农村地

区的日照辐射程度最大。截止至2017年的光伏需求量呈现
出上涨趋势，涨幅潜力在1GW左右。泰国市场将以地面支
架系统为主。除非有新的政策实施，以增强其可行性，商
用市场和住宅设备市场需求很难出现较大增长。

目前，光伏应用的一个主要动因是上网电价补贴政策
的辅助增值项目。地面支架领域内的多个光伏项目(其开发
商已签署购电协议)预计可在未来几个季度内开展其储备项
目的执行。一些事业和商业企业也同样可能会将重点放在
大型商用屋顶领域内。

在未来五年内，已与泰国电力网络运营商签署了购电
协议的开发商将在政府公布截至日期前继续在地面支架领
域内建造太阳能电站。大型商用屋顶安装设备也有望凭借
租赁模式的盛行而迎来强劲涨势。小于100kW的商用设备
和住宅设备市场则将以较小的增长率发展。

马来西亚
从历史数据上来看，马来西亚的光伏市场上有两个具

体方案：农村电气化项目和MBIPV项目。马来西亚的人口
和能源类型均属于密集型。超过80%的能源消耗量来自西马
来西亚的半岛，而在包括沙巴和沙捞越在内的东马来西亚
则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能和水能。

马来西亚在2011年12月份时曾为可再生能源推出过一
项上网电价补贴制度。这一刺激机制的实施提高了可再生
能源投资商的信心。马来西亚市场上的光伏融资大多来自
于可再生能源基金，该基金的资金则依赖于对每月电费收
取的1%额外收入。

然而，在2011年爆出的配额分配过程中涉嫌贪污与偏
私的消息损害了境内外投资商的投资热情。不过，由于光
伏系统成本的下降和该国对实现未来能源投资组合间的平
衡的目标，使得马来西亚光伏市场的增长前景依旧强劲。

在制定上网电价补贴机制之前，MBIPV项目已然为马
来西亚光伏市场带来了绝大部分的市场需求。然而，马来
西亚政府对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图进行了研究，并
决定促进光伏系统在屋顶和住宅领域内的应用。就季度数
据来说，每年从十月至下一年三月的雨季期间，建造进度
将受到极大影响。

在未来的几年内，无论是境外还是境内投资商均有

图一：该地区内主要光伏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
印尼)在未来五年内市场需求量的年度预期。资料来源：NPD 
Solarbuzz《新兴亚太及中亚光伏市场报告》2013年3月版

地面支架系统主导东南亚地区市场

Finlay Colville, 韩启明, NPD Solarbuzz

22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22 www.pv-tech.cn

市场



  

可能在上网电价补贴刺激机制框架下安装光伏项目。由于
马来西亚的土地资源有限，地面支架系统领域的增长将较
为缓慢。然而，住宅和建筑集成领域的增长速率将较为适
中，并大多将在政府规划下发展。

菲律宾
此前，菲律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能源，但目前，

该国市场上存在着很多可再生能源。直至近期，进口原油
及煤矿仅占该国能源组合总量的40%，显示出可再生能源在
菲律宾所具有的重要性。地热和水力发电相较于太阳能光
伏来说仍旧是极具竞争力的能源形式。

部分由于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颁布的农村电气化促进
措施，大多数菲律宾的太阳能安装申请是在农村地区。而
大多数在农村地区的安装申请是独立的光伏系统，涵盖了
从太阳能家用系统到商业化光伏照明设备等不同类型。

由于2012年累计下了大量的光伏项目储备，因此2013
年的光伏市场需求量将出现大幅增长。然而，菲律宾政府
日前却对该国203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中的太阳能安装目标
进行了大幅削减。

目前，光伏储备项目量超过了500MW，其中多家投资
商来自日本和韩国。此外，由于政府部门对农村电气化的
持续推进和包括上网电价补贴和电力净计量等刺激政策的
实施，菲律宾市场的光伏前景预计将依旧保持乐观态势。

项目储备中大部分获批太阳能项目都超过了兆瓦级
别。但该国的雨季从每年的一月延续至六月，并经常性地
出现热带风暴。这些将对地面支架系统的安装进度造成影
响。已签署了太阳能服务合同(SESCs)的开发商仍选择在地
面支架领域内开发太阳能电站。光伏建筑一体化安装设备
领域在未来几年内的增长将较为缓慢，主要以自用为主。

印尼
从历史数据来看，印尼对其化石燃料的需求进行了大

幅度的补贴，但由此产生的补贴负担也对该国财政产生了
极大影响。太阳能在印尼被视为一个具有潜力的可再生能
源，并可从丰富的日照资源中获益。

印尼政府预计将在2013年开始实施专门的光伏上网电
价补贴。此举将极有可能促建印尼边远地区内的太阳能电
站开发投资，并主要集中在发展稍落后的东部农村地区。
由于印尼目前征收的较高电价，私人投资商很可能对联网
光伏项目更感兴趣。

由于大多数海外投资商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他们
希望能够与不同的区域政府签署服务合同。但是，融资仍
旧是印尼境内光伏开发所遇到的主要阻碍。由于光伏市场
需求的迅速增长，以及上网电价补贴等刺激机制的事实，
印尼的光伏产业前景仍将维持乐观态势。

就短期来看，太阳能电站的开发将通过竞标过程进
行。在离网设备领域在市场需求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

下，投资商也开始对地面支架领域展现出兴趣。
在未来五年时间内，所有国内外投资额的增加都将对

大型太阳能电站造成直接影响。在整个印尼东部(如东努沙
登加拉地区和巴布亚各地)电气化水平的提高也将对整体光
伏需求量做出贡献。

各应用类型的光伏市场需求预期

如图二所示，在未来四个季度内，地面支架市场预计
在泰国、菲律宾、印尼和其他国家内迅速增长。尽管地面
支架系统将在2013年的光伏市场需求中占据主要地位，但
在泰国、马来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中，商用屋顶设备和住
宅用设备的市场需求也在稳步增长。离网设备受到印尼、
孟加拉和该区域内其他国家一系列农村电气化和柴油替换
活动的促进。

图三所显示出的是在未来五年，受到泰国、印尼和马

图二：各不同设备类型在未来四个季度内市场需求量的季
度预期。BM代表着建筑集成，Non-res代表着非住宅应用设
备。资料来源：NPD Solarbuzz《新兴亚太及中亚光伏市场报
告》2013年3月版

图三：各不同设备类型在未来五年内市场需求量的年度预
期。BM代表着建筑集成，Non-res代表着非住宅应用设备。
资料来源：NPD Solarbuzz《新兴亚太及中亚光伏市场报
告》2013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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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市场上公共事业规模和商用规模项目的促进，地面
支架系统预计将维持其在光伏市场需求中所具有的主导地
位。由于光伏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商用设备领域将从2015
年起持续稳定增长。离网设备领域将借力农村电气化项目
而继续增长。

最终，东南亚的新兴市场将对全球光伏市场需求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每个国家仍将具有各自不同的
供需要求。尽管该区域内的光伏总需求以地面支架系统为
主，屋顶和离网应用设备的机遇将更为本地化，并受到不
同国家不同政策的促进。

光伏应用的机遇与挑战
未来五年内光伏应用的发展动因：

 · 预期能源成本的增加为未来的可再生能源提供了机遇。
 · 光伏系统成本的持续下跌将为下游商业模式打开新思路。
 · 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的光伏项目储备提高了光伏市场上的海内外投资商的信心。

未来五年内光伏应用可遇到的挑战：

 · 来自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强有力的竞争，主要是水力发电和地质热能。
 · 国有企业主导项目开发，私人投资商机遇受限。
 · 融资仍旧是一大阻力，特别是对于缺少购电协议的项目来说。
 · 上网电价补贴的修改影响投资商信心。

作者简介

Finlay Colville 博士做为NPD Solarbuzz副总经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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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日本，时机已至

Izumi Kaizuka, RTS Corporation

随着2012年七月份时日本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宣布，
日本光伏市场上除了久居主位的住宅光伏系统之外，出现
了公共光伏系统、工业用光伏系统以及公用事业规模光伏
系统发电等市场。这种状况在光伏系统安装和光伏发电等
领域内创造了新的商机，并促进了日本光伏安装水平的快
速增长。仅在2012年第四季度内，该市场内的装机量就增
长了近150%。

在这种增长态势之中，大型光伏电站吸引了绝大部分
的注意力，但是获批项目的数据也显示出了住宅光伏市场
的强劲需求。归属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的自然资源与能
源厅(ANRE)日前公布，截止至2012年十月末，即在上网电
价补贴政策实施四个月后，已有2212MW光伏发电系统通
过该政策获批。

图一显示出在上网电价补贴政策下获批的项目走势。获
批的兆瓦级(1MW及以上)的光伏电站容量已达1008MW。60
余个光伏电站的规模在10MW以上。规模在10kW至1MW之
间的获批光伏系统总量达到了618MW。而对于住宅光伏系统
来说，已有133554套系统获批，总计586MW。

新的上网电价补贴政策为日本市场上的工业应用创造
了新商机，并且联合地方政府为各地方经济活动的复苏提
供了较强的促进作用。而在开发大型光伏电站方面，由地

方政府开发的工业综合开发厂址，以及私人公司所有的闲
置已久的土地也得到了充分利用。各都道府县和省市的开
发商每周都会汇总汇报一次。来自不同产业部门的公司也
纷纷加入到销售光伏电力的市场，包括IT与通讯公司、仓储
公司、铁路公司、建筑承建商、便利店、贸易公司和大型
家用电器零售商等，更遑论光伏制造商们了。此外，还有
多家电力公司成立子公司以开展光伏发电业务。

当非住宅市场在日本光伏市场上吸引了很多目光时，
住宅光伏市场预计可凭借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颁布的补贴政
策持续增长。在国家住宅光伏系统补贴政策中规定，个人
可凭借低于10kW的系统申请到¥35,000/kW(约合2200人
民币)的补贴。除了国家政府颁发的补贴外，还有逾800个
地方政府正持续为住宅光伏系统实施补贴政策。在经历了
日本东部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物之后，民用光伏系统的
市场需求量由于电力短缺而出现大幅上涨。

2013年的市场

据称该市场2013年的总量将有望达到3GW水平；一些
预计表示，该国甚至有望在今年将装机量提高至5GW。尽
管上网电价补贴面临着削减，但至笔者截稿日时，业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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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上网电价补贴政策下获批的项目走势

日本的上网电价补贴政策导致该国光伏装机量呈井喷式增长，并开拓出一个巨大的新市场。并且，尽管该上网电价补
贴政策面临着削减危机，日本的太阳能市场也会维持着这种增长态势。

  ——Izumi Kaiz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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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仍旧认为此举对日本市场的增长影响不大。
在四月份，日本经济产业省决定将上网电价补贴率削

减10%，这就意味着规模在10kW以上的安装系统所获得的
补贴将从¥42/kWh降至¥37.8/kWh。但是，在为日本政府
提供关于新上网电价补贴率咨询意见的委员会内部，关于
是否应为不同规模的非住宅安装系统单独设立补贴率一事
产生过争论。

一位委员会成员指出，为非住宅安装设备设置单独的
补贴率对规模较小的安装系统并不公平。然而，委员会最
终决定将为所有的非住宅安装设备设置单独的补贴率，因
为此前的上网电价补贴机制进仅进行了六个月，此次的变
动有可能影响到系统开发商的商业规划。此外，委员会所
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规模较小的光伏系统设置较高的
补贴率可能会导致申请扎堆现象，并从而造成支付上网电
价补贴的电力附加费用出现大幅增长。

目前，上网电价补贴削减幅度仍在产业的预计之中，
并且日本光伏市场并不会因此而出现大幅缩减，因为自从去
年颁布该补贴政策以来，光伏项目的成本出现了大幅下跌。

不过，日本光伏市场仍将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阻碍。例
如，大型电站的土地成本正变的愈来愈高，并且不同地方
政府有着不同的分区管理政策。举例来说，将农业用地转
变成光伏电站用地，则需要经历极为耗时的申请步骤。

无论怎样，上网电价补贴政策为日本的光伏系统安装
发展带来了极大改变。光伏系统的传播模式已经从供应方
主导转向了用户主导模式。各财政机构也积极地为光伏产
业提供支持。通过光伏系统集成商、光伏应用产业和用户
等的不同从业方式，光伏产业的下游领域也正蓬勃发展，
不断扩大着整个光伏产业的涵盖范围。在公共、产业、商
业、公路与铁路，以及农业应用等领域中安装光伏系统也
正变得极易实现，而农业领域内的应用量并未超过住宅应
用设施。

这些领域内的应用逐步形成除住宅外光伏市场外的另
一核心市场。同时，海外制造商正通过强调自身产品的低
价优势试图进入日本光伏市场。在这种环境中，日本光伏
产业需调整商业结构，在长期可靠和其他优势的基础上提
高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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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目前，日本市场以住宅市场为主，但在未来大型电站将变成主角，因为日本市场不仅银行利率较低且具有较
高的补贴率。因此，同中国、德国等国家相比较之后，公司在日本市场上可获得较好的总体回报。此前的上网电价补
贴率是42日元，是中国的三倍、德国的两倍，因此，10%的削减幅度并不会影响现有的业务。

Ben Chow，超日太阳能市场总监

自从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市场一直不断鼓励太阳能的发展，其中并不仅仅包括大型太阳能电站，还包括住宅和
商用屋顶项目等。日本市场的回报率很高，但进入门槛也很高，因为各商家更倾向于与本土企业打交道；他们不倾向
于来自中国、德国或美国的公司合作。我们通过聘请当地专家和使用本土资源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是公司在该市场立
足的一个关键因素，并且公司在该市场上的大部分雇员也是本土员工。即使被削减了10%，日本的上网电价补贴仍高
于其他国家。因此，对于私人投资者和基金投资者来说，这一市场是极具诱惑力的——所有的投资商都能获得稳定的
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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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地区

昱辉阳光证实与Enerparc达成44MW
组件协议

中 国 光 伏 制 造 商 昱 辉 阳 光 于 近
日 达 成 一 份 协 议 ， 将 为 德 国 E P C 公
司 E n e r p a r c 提 供 4 4 M W 组 件 。 该
43.6MW的交易中35MW的生产将被
外包给位于波兰和印度的第三方原始
设备制造商(OEMs)。

今年三月PV-Tech曾透露，昱辉阳
光正计划通过启用外包制造商，满足
欧洲对于其组件日益增长的需求。

昱 辉 阳 光 首 席 执 行 官 李 仙 寿
表 示 ：“我 们 与 许 多 O E M 之 间 强 有
力 的 关 系 ， 使 得 我 们 能 够 最 大 化
我 们 的 国 际 影 响 力 ， 同 时 降 低 成
本。”Enerparc首席运营官斯蒂芬·
米勒(Stefan Mueller)补充道：“目前
的市场条件对于价值链深处的公司而
言是可控制的。”作为一家独立的发电
商，Enerparc目前运营逾400MW的太
阳能，并表示其预见在印度和美国的
更多机会。

另一则消息,昱辉阳光日前还证
实,已达成对日本山梨县上野原市一个 
“ 兆 瓦 级 ” 太 阳 能 项 目 提 供 2 M W 
Virtus II多晶硅组件的销售合约。

商务部：中欧光伏贸易摩擦沟通顺畅

在商务部于4月18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中央电视台记者向商务部发
言人沈丹阳提问，近期媒体报道的欧
洲平价太阳能联盟联合欧洲700多家光
伏企业上书欧盟委员会一事，是否会
对中国光伏贸易战产生积极影响。

沈丹阳回答：“关于你提到的欧盟
光伏企业的问题，我们也已经注意到
了。是否会影响欧盟方面对这个案件
的裁决或者决定，不是我们所能说的。
我们所能说的是，WTO成员适用反倾
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不应当对正
常的国际贸易往来主动设置不必要的障
碍，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出现复苏迹
象，欧盟经济还没有摆脱危机的情况
下，坚持自由贸易立场，少用、慎用贸

易救济措施，积极发挥贸易对经济增长
的带动作用，应当成为包括中欧双方在
内WTO各成员的共识和责任。”

他又说道，“关于中欧无线通用设
备和光伏产品贸易摩擦案件，中方高
度重视，并且愿意通过与欧方磋商解决
贸易摩擦问题。目前，中欧之间在包括
这两个案件在内的贸易摩擦问题上的沟
通是顺畅并且是有益的，欧方有代表团
来，我们也有代表团去。中方期待和欧
方一道来寻求解决方案，妥善化解无线
通讯设备的光伏贸易摩擦。”

美洲地区

SDG&E抢购47MW新太阳能发电

加利福尼亚州公共部门圣地亚哥煤
气电力公司(SDG&E)已完成对47MW太
阳能的三个新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

两个项目装机量达20MW，一个
位于克恩郡，正在由E.ON Climate and 
Renewables建设，另一个坐落于圣地
亚哥郡，由Silverado Power建设。

SDG&E表示，在2012年是连续第
二年，其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总电力销
售中的比例超过20%大关。该公司还表
示，在2011和2012年，其签署了三十
六份购电协议可再生能源合约，总发
电量达1,750MW。

亚洲地区

力诺电力与时风集团签约20MW光
伏电站项目

力诺光伏日前宣布，力诺太阳能电
力集团3月26日与时风集团签约20MW
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据称该项目已列
入2012年国家“金太阳”示范工程，
预计今年5月底建成投产，项目建成后
可实现年发电量2500万度。

时风集团20MW光伏电站项目由
力诺太阳能电力集团担任EPC总承包
商，合同金额近2亿元。时风集团将利
用电动汽车产业园、现代农业装备产业

园和化纤轮胎产业园第一、第二工厂车
间屋顶南半部分总计34万平方米，投
资建设20MW太阳能光伏并网电站。太
阳能组件采取与屋顶表面一体化结合的
形势，预计采用8.2万套240瓦多晶硅
组件，采用用户侧380V并网，线损、
变损最低，发电主要满足办公、照明、
车间设备等日常使用。

赛维LDK与泰国开发商签署63MW组
件合同

赛维LDK太阳能有限公司4月17日
宣布，公司已与泰国光伏项目开发商EA 
Solar Nakornsawan Co., Ltd签订一项组
件供应合同。根据合同条款，赛维LDK
预计将从2013年8月开始提供63MW光
伏组件，每周发货量约6.3兆瓦。

非洲及中东地区

晶科能源在南非签署115MW光伏
组件供应协议

4月3日，晶科能源宣布与一家知名
的太阳能项目开发商达成组件供应协议，
为南非的两个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提供
115MW的高效太阳能组件。项目将由该
开发商开发、设计和建造。该协议有效期
三年，开发商可基于该协议的条款，进一
步向晶科采购光伏组件产品用于其在世界
范围内的其它光伏发电项目。

这两个项目均属于南非IPP第二轮
采购项目。第一个项目总量75MW，第
二个项目40MW。 

晶 科 能 源 首 席 营 销 官 A r t u r o 
Herrero说道，“在南非市场，我们与合
作伙伴在第一和第二轮中都成功地达
成了合作协议。南非拥有充足的太阳
能资源，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大力的政
府支持，已成为晶科能源最重要的新
兴市场之一。在南非业务的蓬勃发展
已为公司在当地市场树立起了长期可
靠的合作伙伴形象。我们期待这两个
项目的完成以及未来第三轮的合作，
能够使得太阳能在南非更具备成本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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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赌，2013年底谁将扭亏为盈

文/肖蓓

2013年第一季度始，整个太阳能光伏产业负面新闻成
为主旋律。其中，让人倍感意外的破产重组消息由尚德电
力传来，这家一直排名靠前、揭开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序幕
的招牌企业在几次三番的财务警告及债务纠纷后，已经深
陷泥潭、步履维艰。

2012年度全球组件出货量前十排名中，英利绿色能
源、天合光能、阿特斯、尚德电力、晶澳、晶科能源入列
在位，也因此成为中国排名前六，紧跟其后的是昱辉、赛
维、中电光伏。

然而，出货量上的增长并没有给这些企业带来更多的
盈利荣光，组件平均销售价格(ASP)的下滑否定了出货量的
增长及运营开支的削减，有些市场甚至达到出货越多亏损
越多的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却没有办法叫停，一旦停
下来，亏损将更大。

经历2012年大范围亏损后，中国的光伏制造商们尤
其渴望在2013年迎来收获季。那么，中国TOP 6光伏组件
制造商中，谁能在2013年年底使公司财务账目实现真正盈
利？

英利的逆袭

2012年的成绩单出来了，英利以全年2.2971GW的组
件出货量超越尚德电力、First Solar，排名全球第一，作风
硬派有点草根的英利完成了登顶逆袭，逆袭后的英利马不
停蹄又开始了2013年的发展步伐。

2013年4月15日，英利绿色能源首席执行官苗连生
来到了广东，在这个南方开放窗口英利新成立了一家子
公司——深圳英利，这是英利集团2013年国内第一个分

支布局动作。它将从事太阳能的应用端，包括太阳能应用
产品、中小型分布式太阳能发电系统、家庭太阳能发电系
统、灯具照明等太阳能应用型产品，正迎合了中国近期的
热点分布式发电。

中国本土对于英利而言，是深入解读政策和深耕的一
个市场，2012年英利24%的收入来自中国，其中2012年第
四季度44%的收入来自中国。

苗连生预计，公共事业市场的稳定发展及分布式发电部
门的快速发展将很可能使中国成为2013年最大的太阳能市
场。对此，他们也将重要筹码押注在这里，英利绿色能源预
计2013年其向国内市场的组件出货量将进一步提升40%。

事实上中国市场不是最优市场，相反，是平均销售价
格(ASP)最低的市场，在一些地面电站招标中组件的价格甚
至出到了4.2元/W。在这样低价竞争的市场，有时候组件出
货并不是好事，盈利点太低，出货越多亏损反倒越多。英利
2012年全年组件出货比2011年整年出货增加43.2%，年度
净收入却比2011年低5亿多美元，难逃亏损局面(如表一)。

英利管理层总结2012年的经验,认为其非现金库存是造
成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2012年英利的非现金库存(主要为
组件库存)达到1.068亿美元，在需求较高的2013年他们将
努力平衡这一情况。

英利2013年实现盈利的关键手段：3.2GW组件出货量
+成本控制(非硅0.45美元/瓦、材料、生产等)+减少非现金
库存+减少资本支出(控制在1.3亿美元-1.5亿美元)。

上 面 的 公 式 要 与 盈 利 画 上 等 号 ， 需 要 有 几 个 前
提：2013年组件供不应求+组件ASP价格适当上涨+成本下
跌幅度增大+无战略性决策失误。

眼下市场上的情况是，第一季度需求有转旺痕迹欧洲

图一：2011年-2012年中国主要光伏制造商组件出货量统计(单位：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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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价格略微提升，但日本市场价格略有下降。成本控制
已经到临界点，非硅为例，目前下跌至0.47美元/瓦，到年
底也仅为0.45美元/瓦，跌幅不明显。硅成本近几年降低不
少，跌到中国大部分多晶硅企业停产破产，如今面临反弹
空间，2013年企稳现象明显，下降可能性小。

保守派天合，向国内突围

虽然天合光能成为组件出货量排名第二的企业，但出货
量并没有像英利、晶科等公司一样成翻倍增长，过去一年里
天合光能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发展策略，不仅表现为对工厂的
生产及库存管控，同时还有其对整个营运开支的消减。

然而，天合光能2012年全年还是出现了亏损，收入13
亿美元，净亏损2.666亿美元(如表二)。

天合光能首席执行官高纪凡对此表示：“虽然第四季度
出货量实现持续提升，但是我们的底线继续受到供求失衡
及一些竞争对手挑战性定价的不利影响。在这样的商业条
件下，我们致力于销售利润、库存管理及持续削减开支，
使我们获得积极的运营现金流。”

2013年天合光能的公司内部组织架构有了新的调整，
成立了四个大事业部：组件事业部、亚太系统事业部、欧
美系统事业部、蓝海事业部。四个事业部中有两个与系统
有关，可以看出天合光能2013年将公司一半重心放在了终
端系统方面。

2012年天合光能的主要市场在欧洲，占比达到50%。
但是由于“双反”，欧洲将对中国生产的组件征收追溯性关
税等原因，使得欧洲市场变得更有风险，也促使天合往其
他市场的转移开拓，特别是中国。3月28日新成立的四川成
都销售中心是天合战略调整踏出的第一步，以此开发中国
西南市场。

“我们期待中国市场的份额增加，2013年目标占比达
到15%，加上电站项目一共为20%。”天合光能副总裁、组
件事业部总裁朱治国给出了他的期望值，同时他表示，天
合光能将争取在今年第四季度实现盈利。

目前为止，天合光能的发展曲线比较稳定，事业部的重

新划分预示了其在2013年的一个大致走向。中国无疑将在
亚太地区中占据重要比重，将发货区域转到ASP最低及竞争
很大的中国，不知结果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底线将
继续受到竞争对手挑战性定价的影响。或者，期冀于2013
年中国光伏市场出现有新的局面，比如分布式的发展。

阿特斯，最被看好

2012年企业都在忙于向终端电站转型之时，阿特斯已
经在下游终端走了一段路，这家被称为最早进入下游项目
领域的中国光伏制造商，开始尝到甜头。目前阿特斯在加
拿大拥有400MW的项目，在美国有250MW的项目，在其
他区域共有100MW项目。

该公司管理层在讨论财务业绩的电话会议上指出，公
司光伏项目储备量为780MW，加拿大的所有项目都有买家
预定，转换为收入约为15亿美元，预计系统解决方案业务
将至少占2013年总收入的50%。

就在2012年8月的时候，阿特斯系统解决方案业务的
占比尚只被预估为20%，如今这块业务正逐步凸显。眼下组
件销售几乎没有多少利润可言，只有项目开发收益丰厚。
阿特斯首席执行官瞿晓铧在接受《PV-Tech PRO》采访时
表示，他希望公司至少40%的收入来自解决方案业务，其中
包括项目开发、融资服务、EPC承包和硬件销售。他将阿特
斯从单纯制造商转变成一方面为电池组件制造商，另一方
面为终端光伏电站系统集成项目整体方案解决商的转型称
为“华为中兴”之路。

市场方面，阿特斯的市场拓展情况与英利存在差别，
主要市场在欧洲及美洲，然后为亚洲及其他市场。在阿特
斯的地域市场安全评级中，美国、日本和加拿大被评为低
风险国家，而中国及欧洲地区国家则显示风险。

2013年阿特斯的组件销售及业务重点将在低风险国家
中推动，这三个国家的组件平均销售价格(ASP)是最高的，
目前位列第一等级。存在“双反”风险及复杂且ASP价格最
低的中国，则让阿特斯持谨慎态度，如无意外，2013年阿
特斯在中国的动作及份额将维持不动。

  

企业/指标 2011年出货量 2012年出货量 增减比率 2013年计划 2012净收入 2012净亏损

英利绿能 1.6038GW 2.2971GW 43.2% 3.2-3.3GW 18.285亿美元 4.919亿美元

表一：英利绿色能源组件出货及相关指标

企业/指标 2011年出货量 2012年出货量 增减比率 2013年计划 2012净收入 2012净亏损

天合光能 1.51GW 1.59GW 5.4% 2.0-2.1GW 13亿美元 2.666亿美元

表二：天合光能组件出货及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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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公司业务及市场的把握，瞿晓铧提出了盈利希
望：“我们整体解决方案的业务能力和项目储备得到我们低
成本制造能力的支持，使我们处于太阳能发电产业下一阶
段增长的有利位置，我们2013年的重点在于在全年的基础
上恢复盈利。”

成本方面，阿特斯的组件制造成本在2012年年底时实
现了其年初制定的目标，达到0.55美元/瓦，相比其他企业
尚有适当下降潜力。

“阿特斯是中国前十光伏组件制造商中最有希望最早

实现盈利的公司，有些企业的盈利目标可能性不大，但阿
特斯可能性很大，这个拐点也许将在第四季度出现。”晶
澳、天合等企业客户及供应商关系经理以及阿特斯本职员
工均向《PV-Tech PRO》表示看好。

2012年阿特斯同样陷入了亏损，但亏损面最小，在同
比13亿美元净收入的情况下，净亏损1.951亿美元。这样，
高ASP市场(美、加、日)出货增长+解决方案营收增长+成本
管控+无任何新装机容量计划+亏损面小，在2013年组件需
求转旺商业模式发生转变的情形下，阿特斯有望于年底实

企业/指标 2011年出货量 2012年出货量 增减比率 2013年计划 2012净收入 2012净亏损

阿特斯 1.323GW 1.543GW 16.6% 1.6-1.8GW 13亿美元 1.951亿美元

表三：阿特斯组件出货及相关指标

企业/指标 2011年出货量 2012年出货量 增减比率 2013年计划 2012净收入 2012净亏损

晶澳 0.458GW 0.942GW 105.6% 1.7-1.9GW 10.669亿美元 2.739亿美元

表四：晶澳太阳能组件出货及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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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扭亏为盈。

稳健的晶澳如何盈利

2012年是晶澳完成转型的一年，组件出货由2011年
的458MW，翻倍上升为942MW，实现105.6%的正增长。

然而组件竞争日益激烈，进入组件领域的晶澳太阳能
并没有喘息机会，组件销售不少是亏本赚吆喝或舍本占市
场。晶澳太阳能在2011年保持有不错的净收入，但2012年
第二季度以来晶澳营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从2012年第三
季度开始，其净收入开始下滑，减至2.609亿美元，较第二
季度2.875亿美元下滑9.2%，净亏损5910万美元。

“第三季度我们发货量国内排名第二，达418MW，但
我们发现做得越多亏得越多，仔细观察，国内出货越多亏
得越多。我们将组件发到了ASP最低的两个地方，是造成我
们三季度亏损较大的原因之一。”面对第三季度的营收下滑
与亏损局面，晶澳前任CEO方朋在接受《PV-Tech PRO》采
访时直言不讳，并总结经验。

与英利一样，晶澳的主要市场也在欧洲与中国，这容
易使其净收入产生缩水，尤其体现在中国公共设施级项目
的平均销售价格降低(下滑13%)及德国市场的高竞争性导致
收入下滑。同时，该公司也与英利一样对市场的预估比实
际乐观，产生的非现金库存影响了他的收益。

自2012年第二季度开始，晶澳存在大量组件库存，直
到第四季度才好转。同时，在此期间他们尝试了一些新的
营运模式，拒绝了一部分国外订单，加大了亏损。

亮点是，晶澳在日本市场的拓展进行得比其他企业顺
利，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并顺势成为2012出货日本排名
第二的中国光伏组件制造商，第四季度销售收入近7000
万美元。但日本及新兴市场的盈利难掩其整年的亏损颓
势，2012年晶澳同样加入了亏损名单(如表四)。

客观而言，晶澳太阳能的财务指标及负债情况位于同行
业低风险评级，一如其低调的行事风格，比较稳健。同时，
其高效的电池产品是晶澳另一块主要业务版块，并有不容忽
视的营收。怎么在稳健谨慎的财务状态下，尽快恢复盈利，
是晶澳太阳能2013年需要给投资者及分析师做出的答复。

企业/指标 2011年出货量 2012年出货量 增减比率 2013年计划 2012净收入 2012净亏损

晶科 0.7608GW 0.9124GW 19.9% 1.2-1.5GW 7.696亿美元 2.48亿美元

 表五：晶科能源组件出货及相关指标

图二：2011-2012年昱辉阳光硅片、组件出货情况(单位：MW)

企业/指标 2011年出货量 2012年出货量 增减比率 2013年计划 2012净收入 2012净亏损

昱辉 0.2801GW 0.7164GW 155.7% 1.4-1.6GW 9.691亿美元 2.034亿美元

表六：昱辉阳光组件出货及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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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太阳能董事长靳保芳表示：“进入2013年，我们继
续致力于削减成本及严格现金管理。避免低价业务，以支
持利润恢复并有潜力恢复到全年盈利。”

晶科，有难度

2012年晶科能源在市场方面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有
两件：南非的收获及中国出货量排名第二。其中，南非市
场接近100MW，中国以出货量超过400MW的成绩超越天
合、尚德等竞争对手，排名第二。

两个市场都有亮眼提升，但也存在风险，中国市场的
问题已经很明显，在晶科财报中显示，由于“保留款”条
约的销售合约，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组件销售收入下滑。晶
科能源指出，这些客户获准在一到两年之间拒绝支付整个
合约价格的5%至10%。这影响了晶科的收益，也将加大账
期风险，2012年晶科能源收入7.696亿美元，净亏损2.48
亿美元(如表五)。

值得一提的是，晶科在过去一年里连续前三个季度毛
利均有提高，以减少净亏损。作为此前主攻市场欧洲，虽
然因“双反”存在风险，但也因“双反”而可能提价，晶
科2013年仍持续跟进这个市场，四月举行的土耳其光伏
展，铂金赞助商的晶科被看做一线品牌是现场收到的反
馈，不少客户无论是德国还是土耳其，对晶科的印象分不
错。

仅仅欧洲不够，为了提高收益，晶科采取多元化市场销
售策略，南非、日本、中国、美国将成为晶科2013年的重
要订单来源。面对连续六个季度的亏损，晶科能源首席执行
官陈康平表示，公司已经走到业务和财务状况拐点。晶科能
源正在避免新增产量，在2012年重大亏损之后现金储备成
为他们的一个关键目标，而走向盈利的道路充满困难。

不得不提的昱辉阳光

昱辉阳光这两年跑的很快，尤其是组件。
2011年组件出货量还在两位数转动，2012年第二季度

就已突破百位，并在2012年第四季度达到一个小高潮，出
货320.5MW。相比2011年全年280.1MW组件出货，2012
年已经直线上升到716.4MW(如图二)。

快速发展的同时，营收也受到考验。2012年昱辉阳光
也遭遇亏损，2012年全年毛亏损为3570万美元，而2011
年为毛利润9610万美元，2012年全年净亏损2.034亿美
元。昱辉阳光首席执行官李仙寿表示：“销售价格的下滑和
供求严重失衡对我们的利润有巨大影响。” 

2013年延续2012年的发展趋势，昱辉第一季度组件

出货势头也很猛，预计组件出货量远超过产量，为了满足
超过其额定产量的需求，昱辉阳光宣布将部分生产外包给
第三方制造商，其中，“Virtus”品牌组件是其亮点。目前
昱辉阳光在波兰、南非、印度均有OEM工厂，产能达到
500MW。2013年第一季度以来昱辉的组件市场呈现多元化
收获的局面，在南非、日本、墨西哥、希腊等国收获订单。
得益于销售的给力，昱辉今年第一季度销售增长近30%， 
实现净利润75万元。以昱辉目前的发展速度，2013年很有
可能进入TOP 6排行榜。

按照全球平均销售价格(ASP)日本第一、美国第二、新
兴市场第三、欧洲第四、中国第五的排名，新兴市场的开
拓有助于昱辉组件的出货及利润提升。但由于也是一家新
转型公司，存在不稳定性，易出现为争夺市场而出现的低
价竞争，同时其还有其他生产版块如多晶硅，不能避免是
否会受到影响，为此，2013年昱辉阳光要全年摆脱亏损有
难度。

总结

2012榜上有名的尚德电力，旗下主要子公司无锡尚德
正在经历破产重组，亏损的局面大于其所能承受的范围，
是2013年中国TOP 10光伏制造商中第一家跌落谷底的公
司，在拖欠诸多债务的情形下，2013年要获得翻盘的胜算
很小。

雪上加霜的是，四月尚德电力第二次收到了退市通知，虽
然有六个月时间恢复合规，但采取哪种行为来合规尚不明确。
目前该公司的未来发展堪忧，但不管发展如何，期待他的复
活。

难兄难弟的还有一家发展并不稳定的公司，赛维LDK的
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大于其扭亏为盈的可能
性，为此这里也不做详细阐述。

整个行业均处于亏损的局面，业内一部分人士纷纷表
示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中长期看好，方朋预言2012年太阳能
产业崩盘还不到50%，才到三分之一，预计2013年会更困
难。也有对市场持乐观态度的同仁，称2013年全球组件供
需转暖，且在欧洲地区由于双反因素组件价格有望略涨。
但这其中的产能过剩是个问题，虽然一些公司短期停止生
产，也有公司彻底停产，遗留的问题是关于永久关闭的精
确装机容量。

言归正传，上述TOP 6光伏组件制造商中，只有经营
最好的公司不犯决策错误在年底基本可以持平。最被看好
的为阿特斯，乐观的话，我们将在今年某个季度看到其率
先扭亏为盈，而2013年全年不太可能获得。其他企业，待
定，等到年底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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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市场组件和平衡系统分析
韩启明，NPD Solarbuzz

2013年的第一季度已经过去，随着众多领先的组件和
平衡系统供应商公布了2012年的财务报告，我们可以更清
晰地讨论中国光伏市场上组件和平衡系统供应商们多种多
样的运营策略。

根据最新的NPD Solarbuzz亚太光伏市场季度报告，在
2012年地面电站市场占中国光伏市场的71%。在地面电站
市场上，与项目开发集团的良好关系和灵活的销售策略对
组件和平衡系统供应商的国内销售量有显而易见的贡献。

2012年中国的屋顶电站市场需求达到1.5吉瓦，较上一
年增长了14%，主要是由于大型商业建筑应用的增加。在
2013年，屋顶电站市场的激励机制将从容量补贴转为发电
量补贴，适用于地面电站市场的全国标杆上网电价也预计
将在2013年底下调。基于对更高的投资回报率的期待，各
种各样的创新的组件和平衡系统将会应用到光伏系统中。

凭借着优越的产品质量和有竞争力的价格策略，英利又
一次站上了2012年的头条，蝉联国内光伏市场第一的位置。
事实上，英利也以2.2吉瓦的出货量荣登全球光伏市场第一的
位置，而此前这一位置由第一太阳能和尚德电力占据。

晶科能源，晶澳太阳能和海润光伏在2012年的排名中
占据接下来的三个位置。尽管它们在国内市场的出货量相
差不大，但是运营策略却大相径庭。

晶科能源的销售策略较为灵活，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
是电站合作开发。在甘肃黑河水电50兆瓦项目中，晶科能
源持有9%的股份。在甘肃金昌和敦煌的项目中，晶科能源
也在和数个商业电站开发集团合作，在上百兆瓦的电站中
持有一定的股份。另一个武器是直接投资电站，早在2011
年晶科能源就布局青海德令哈并完工了15兆瓦的光伏电
站，并且在2012年又完工了15兆瓦的光伏电站。

相比之下，晶澳在组件销售中注重现金流的安全，在
2012全年只直接投资过一个电站，但是凭借电池技术上积
累的美誉，也一样获得了国内发电集团的青睐，在2012年
先后从中电投和中广核，大唐集团手中接过近250兆瓦组
件订单。

绑定大客户是海润光伏和航天机电的主要策略。海润光
伏与很多公共事业电站开发集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
们的组件订单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来自其他公共事业电站开
发集团品牌。海润光伏也采取参股的方式，和国电集团共同
开发光伏电站。上海航天机电和公共事业电站开发集团华电
集团在甘肃嘉峪关项目上有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中国一线组件厂商市场份额增长的趋势仍然在排名中
显现出来。前十位的组件厂商占据了中国光伏市场55%的组
件出货量。持续上升的一线中国组件厂商的市场份额是低
成本高质量的产品和灵活进入中国终端市场的销售策略相
结合的一个结果。

根据NPD Solarbuzz中国光伏平衡系统市场报告的研
究，2012年全年中国的光伏平衡系统市场市值超过145亿

人民币。其中逆变器市场和支架市场分别占据整个平衡系
统市场的17.2%和16.6%。

在2012年输出功率大于250千瓦的逆变器类别占据了
中国光伏市场58%的市场份额。这一类别的市场份额最高的
原因有两条：(1)大型光伏地面电站的传统偏爱(2)东部大型
金太阳光伏屋顶电站对成本控制的选择。

凭借品牌优势和公共事业电站开发集团的偏好，阳光电
源在中国光伏逆变器市场中占有领先地位。阳光电源在2012
年凭借1392.6兆瓦的出货量刷新了国内第一的纪录，包括
1258.62兆瓦的国内出货量和133.98兆瓦的国外出货量。

特变电工，艾默生和南京冠亚在2012的排名中占据接
下来的三个位置，紧随其后的是科士达和正泰电源。他们的
全年国内出货量相对比较接近，使得最终持平的排名略多。

特变电工和正泰是在前十名中仅有的两个既能够提
供全产业链产品又参与电站开发和总包的厂商。它们大多
数的国内逆变器销售都是在自主开发的或者总承包的电站
上。特变电工的销售策略非常灵活，同时内部竞争也非常
激烈。总承包合同换产品订单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某个
匿名的项目上特变电工以采购了某组件厂商40兆瓦的组件
做为条件，拿下了后者20兆瓦的总承包合同。相比之下，
正泰将更多的销售精力放在了逆变器的海外销售上，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功，比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非等等。

前十名的逆变器厂商占据了中国逆变器光伏市场82%
的市场份额。一线的逆变器厂商垄断的原因是品牌的信任
和电站开发集团对系统运行效率的重视。在未来前十名的
逆变器厂商预计将占据超过90%的国内市场份额。

光伏支架系统的市场份额相对分散。固定式支架在过去
的一年里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主要受益于钢材价格的波
动和工艺的简单。然而各种各样的其他支架系统也正在被尝
试。螺旋桩的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上升，特别是在砂石地形
较多的地区，比如新疆。可调式弧形固定式支架和条形桩结
构也可能进一步增多，以实现发电量最大化的目标。

在2012年底帷盛太阳能首次登上国内支架出货量第一的

图一：2012年中国逆变器厂商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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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座，紧随其后的是深圳安泰科和诺斯曼。光伏支架市场的
新一轮排名看起来更像是2011年排名的一次重新洗牌，帷盛
太阳能取代安泰科成为第一名是最值得注意的变化。

根据NPD Solarbuzz中国光伏平衡系统市场报告的研
究，2012年中国光伏支架和跟踪系统市场的市值约为25亿
人民币，而帷盛太阳能的国内销售收入占前者的20%。

凭借着吉瓦级别的光伏支架加工能力和众多公共事业电
站开发集团的偏爱，深圳安泰科在2012年的国内光伏市场中
占到了12%的市场份额。快速增长的中国光伏市场导致众多
支架厂商陷入缺少有经验的项目管理团队和充裕的现金流的
困境，在过去的一年里电站安装现场付款延期和违约的现象
也是频繁发生。

由于不涉及螺旋桩之外的业务，诺斯曼在中国光伏支架
市场中显得非常特别，凭借安装工期短和支架系统品质高的
特点逐步建立起好的名声。海外新兴市场也是诺斯曼关注的
重点。

根据NPD Solarbuzz中国光伏平衡系统市场报告的研
究，单轴和双轴的跟踪系统的市场到2017年底将成长到6亿
人民币市值的水平。振发新能源在国内的斜单轴跟踪系统市
场上做出了尝试，2012年底在甘肃金昌完成了100兆瓦斜单
轴的安装。在青海格尔木，国电龙源通过一系列的项目在对

比传统固定式支架和双轴跟踪系统对发电量的影响，后者来
自韩国的品牌PARU。

总之，尽管中国光伏市场目前仍由本土品牌垄断，但是
随着补贴机制转向度电补贴，以及对可持续的光伏发电收入
的追求，越来越多的电站开发集团将会在未来几年里重视电
站的性能评估和运营维护，而这也将是现有厂商和新进入者
的绝佳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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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明负责大中华地区下游光伏市场的研究与分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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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同时参与撰写多份Solarbuzz的全球与区域市场报告。

加入Solarbuzz之前，他曾在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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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亚太非洲区域销售工作以及光伏市场分析工作。韩启明还曾
任职于美国应用材料公司，负责SunFab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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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多晶硅末日后未来路在何方？

马克·奥斯本, PV-Tech.org, Solar Media Limited

经历了糟糕的2012年后，2013年多晶硅市场的前景是
否会好一些？马克·奥斯本(Mark Osborne)对此进行了深
入调查 

一年前，《Solar Business Focus》创刊之际，我们提供
了关于光伏多晶硅产业详尽的最新消息，以及产能过剩正
在对该行业及下游市场产生的影响。本文启用供应商和市
场分析师最新的分析，旨在对2013年这一至关重要并极端
动态的市场进行深入分析。

2012年分析概要

日前证实，一年前提供的关于多晶硅行业定价和业务
动态的预测相当具有预见性。由于大规模产能过剩，2011
年现货价格已下滑60%，2012年第一季度现货价格徘徊在
每千克三十美元左右。预计价格会进一步大幅下跌，到年
底达每千克二十美元的谷底。第四季度现货价格确实达到
这一水平；然而，在十二月稳定之前价格却大幅下跌至每
千克十五美元左右。

由于生产成本高于现货价格，预计进行大规模重组的
小型生产商远超过一百家，主要集中在中国，正如德国的
列车时刻表一样毋庸置疑。

由于主流企业关闭设施支持了光伏组件制造商的成
本削减，他们定期修订多晶硅供应合约定价，并持续减少
现货市场的库存。然而，许多主要的组件制造商的成本下
降速度仍低于售价的下滑。然而，如果多晶硅价格没有下
滑，那么已经可悲的负利润将会更糟。

多晶硅末日

2012年十二月，中国市场行业报告指出，中国约90%
的多晶硅生产商已经停产或退出该行业，较前一年的50%
大幅提高。尽管现货市场价格不高于成本水平，但是据悉
仅有包括保利协鑫、大全和亚洲硅业在内的少数生产商继
续生产。

直接结果是，由于平均销售价格较上一年下滑约61%， 
2012年多晶硅进口量提高26%。

中国最大的生产商保利协鑫报告，较2012年第二季度
12998吨，第三季度产量大幅下跌至7631吨。保利协鑫报
告，随着产量下滑，多晶硅出货量也有所下滑，第三季度
出货量仅为657吨，而第二季度达5971吨。在几年积极的
产能建设后，保利协鑫额定产量达65000吨，有望成为市
场领导者，其成本与国外公司相比也更具竞争力。

2013年一月，在撰写本文之际，保利协鑫预警，其预
计2012年全年将承受“重大亏损”，上半年亏损已达3.3亿
港币。

赛维LDK的年产量总计达1.7万吨，在今年下半年关闭
所有多晶硅生产。该公司此前表示，正在实施技术升级以
大幅降低生产成本。然而，管理层对于何时重新启动生产
却含糊其辞，并不排除直至2013年下半年才启动重新。

大全新能源，一家新的相对较小的参与者，采用先进
的生产技术，最近预计2012年第四季度出货量将季度同比
下滑近50%，并且由于其规模限制了生产成本的竞争力，无
法以低价获利。

在撰稿同时，Renewable Energy Corporation ASA 
(REC)还表示，其将停止西门子太阳能级多晶硅在其美国华
盛顿州摩西湖多晶硅一厂的生产，据悉该工厂的年产量仅
为2400吨。然而，REC强调，其Butte工厂的粒状太阳能
级多晶硅生产维持运营，并预计2013年生产20000吨的多
晶硅。

一月，主要的多晶硅生产商Hemlock Semiconductor援
引未解决的贸易争端，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争端，作为解
雇约四百名员工决议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降低多晶

图一：保利协鑫多晶硅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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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产量并延迟其田纳西州新工厂的投产。尽管尚未提供具
体吨数，但是该公司计划削减产量。当新工厂于2013年投
产时，Hemlock旨在将产能将提高到每年约4.6万吨。

韩国生产商OCI制定的拓展计划日前也暂停，而德国生
产商瓦克(Wacker)也将延迟其目前正在美国建设的新设施
的生产。

英国小型硅片供应商PV Crystalox毫无意外地宣布，将
永久关闭其位于德国的多晶硅工厂，前一年该工厂曾经历
停产。

多晶硅后末日

去年多晶硅市场正确预测光伏安装量增长将放缓，增
长率约为20%成为常态，而前几年增长率较高。这将影响多
晶硅需求，预计该趋势将在2013至2014年持续下去。

Bernreuter Research初步估计表明，全球多晶硅产量
事实上在2012年跌至约23.5万吨，较2011年25.5万吨的输
出量下滑约8%。

Bernreuter Research负责人兼全球多晶硅市场报告
《2012年太阳能多晶硅生产名录》(The 2012 Who’s Who 
of Solar Silicon Production)作者Johannes Bernreuter表
示：“鉴于大量库存及薄膜组件的供应，这23.5万吨足够
2012年全球新安装的33至34GW光伏装机容量。”

预计2013年光伏安装量的提高将导致今年多晶硅产量
提高。Bernreuter预计，2013年产量提高约6.5%。

该市场研究公司预计，2013年光伏安装量可能达
35GW至37GW，推动多晶硅需求复兴，可以推动多晶硅现
货价格到2013年底达每千克20至25美元。尽管历史上重要
的市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但是预计其将衰落，中国、
美国和日本等新兴市场预计将收拾该残局。

最新的预测可以极大缓解苦苦挣扎的多晶硅行业，由于
这些价格可以使主要的生产商获利，而较小的参与者将继续挣
扎或干脆继续关闭工厂。大规模的库存过剩将终止，并且工厂
利用率的提高也将为该产业提供较低但是重要的利润率。

乌云若隐若现

Bernreuter表示，在中国政府开始调查美国、欧洲和
韩国进口的多晶硅正在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的投诉后，
日前关于中国将对国外多晶硅征收高达50%的进口关税
的谣言四起。这样的申诉日前得到主要生产商Hemlock 
Semiconductor和瓦克的反驳。尽管Bernreuter相信，多晶
硅需求提高以及潜在的进口关税对中国该挣扎的产业帮助
将不大，但是中国苦苦挣扎的多晶硅生产商仍推动进口关
税。

Bernreuter指出：“大多(中国)制造商的制造成本仍太
高，而他们的产品质量太低。我们设想针对中国客户的许
多国外多晶硅出货量将转到台湾硅片制造商手中，然后作
为硅片或太阳能电池进口到中国大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继倾销申诉之后，中国组件生产

图二：REC多晶硅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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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已经被迫从台湾采购太阳能电池，以应对美国对中国太
阳能电池征收的关税。

关注产能过剩

尽管企业降低产量，关闭工厂并退出该产业，但是新
入行者却不断涌现。Qatar Solar Technologies等公司日前
获得融资，以建设价值十亿美元的多晶硅工厂，旨在于中
东建立起光伏产业，并成为国际原料供应商。

如果多晶硅价格反弹并稳定在每千克二十五美元左右
的水平，2014年光伏安装量的增长将为该行业提供拓展暂
停的并网装机容量的信心，特别是来自瓦克、Hemlock和
OCI等主要的供应商。

大全和赛维LDK等小型参与者正在投资升级工厂，以
将生产成本降低至他们能够盈利的每千克二十美元左右的
水平。

GT Advanced Technology等专业设备供应商仍预
计，2013年疲软的收入目标中最大比例来自多晶硅部
门。GTAT管理层在其最近的电话会议上表示，其预计2013
年收入为五亿至六亿美元。然而，预计光伏部门销售额仅
占1%。预计2013年多晶硅部门销售额将占42%。

主要的参与者日前也努力使成本降低至每千克十二美
元至十美元范围，这强烈暗示着他们是在为保持市场份额
而战。恐惧因素是如果供求恢复到平衡水平，公司将急于
提高暂停的额外产量，从而危害价格恢复。

未来技术变革

根据技术发展周期，预计到2014年，光伏组件制造商
将扩大单晶硅和特别是n型硅片的使用比例，以达到更高的
转换效率。厚度140微米以下的硅片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之一。

因此极有可能提高对于较高纯度多晶硅的需求，并且
由于高纯度多晶硅难以实现高产量，可能使较小的参与者
退出市场。

在过去两年末日式发展之后，预计多晶硅部门将按下
复原按钮，在2013年为缓慢复苏作出大步改进。

从长远来看，光伏安装量的持续增长及对成本削减的
持续关注应该会改善多晶硅行业的环境，后末日时期至少
会持续到2016年。然而，提前预测一年以上的发展困难
重，这种做法应该被避免，只有勇敢向前才是可取的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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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主流企业多晶硅扩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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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质量的木桶效应 
——至少要用25年的组件，其辅材质量需要
进一步被重视

文/王超

越来越多的组件被安装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一边是投
资者在有限的空间内寻求最大的收益，一边是组件企业为
不得不因价格竞争来降低成本。在供求关系中，质量是博
弈双方都需要维持的底线。随着光伏装机量不断提升，问
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光伏钢化玻璃、电池片、封装材料、
接线盒等，这些组件部件如果出现问题，或许造成的影响
在短时间内不会明显显露，但迟早会为电站的稳定运行带
来麻烦。正如木桶的盛水量由组成的木板中最短的那块决
定一样，组件的质量将受制于所采用的原材料中品质最差
的那种。如何在有限的价格空间内买到“好”的组件，也
成为电站投资商不得不花心思考虑的事情。

25年的效率保障

在《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价格政策征求意见稿》中，发改
委价格司第一次明确了标杆电价自电站投运后执行期为20
年；在各个电站的可行性研究中，一般对电站的运行时间按
照25年计算。这意味组件在被安装上以后要工作至少20年。

组件质量参差不齐不仅出现在企业与企业间，即使同
一家公司生产的不同批次组件也存在质量差异。这种差异
有时是人为的，选择不同质量的电池片、不同厂家的辅材
都会带来不同的组件品质，当然这也决定了它的价格。

如果一个企业的中标价格过低，显然这批产品中无法
使用最好的材料。TÜV南德的许海亮透露，通过第三方
认证的产品都是有备案的，但买家并不一定对指定的型号
做审查，这是个漏洞。如果买家没有对采购做采购审核控
制，组件企业很可能会更换材料。许海亮经常会遇到更换
材料但没有主动备案的情况，“任何一个厂家不可能在数年
的生产中使用同一种材料。”

这里同样面临标准的缺失。作为中国代表参与IEC标准
制定的王斯成表示，“现在单一组件标准无法适应不同气候
区域。中国的气候区域比欧洲的单一国家复杂多了，有高
温的、潮湿的、干热风沙的，也有沿海盐碱腐蚀环境的，
甚至还有3000米以上高原地区的。在这么多气候区只用一
个标准来考核组件质量并不合适。”在王斯成看来，环境严
苛的区域对组件质量的要求就高，而那些环境温和的区域
对组件质量要求没那么高，如果再用最高的标准去要求，
反而会造成成本的浪费。这就要求电站开发商在前期对项
目环境进行勘查时就要形成对组件质量的要求框架。

王斯成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金太阳项目只拿初始补
贴就可以了，在新的补贴模式下分布式电站要靠长期稳定

发电来盈利，就不能只采用便宜的组件了。但开发商也没
法保证所有产品都用同样品质的材料，他们担心组件企业
偷换价格便宜的辅材。所以现在开发商要进行工厂监造，
监督使用通过认证的材料。”

以背板为例，组件采购的背板中，不同的批次其性能
一致性也会有所不同，工厂和买家因为成本问题规避第三
方的核查，更换材料也不告诉认证机构，只有出了问题或
被认证机构查到后才进行第三方测试来评估质量风险。因
辅材导致组件直接出现问题的比例并不很大，但更多问题
的产生诱因是辅材的质量。许海亮建议，买方在采购过程
中要做好尽职调查和质量审核控制。

细节的把控

EVA胶膜的质量差异表现在透光率和耐候性上。如果
EVA质量出现问题将直接影响组件输出功率和寿命。西北勘
测设计院光电分院副院长肖斌在积累了中电投等大量项目
的经验后认为，对于西部高海拔、紫外线强的区域，要特
别重视EVA的质量，在长时间紫外线照射下，会造成角膜老
化、降解，并使胶膜变黄，进一步影响透光率，影响组件
效率和功率。

组件的四周被三种材料包围，玻璃、铝边框和背板。
玻璃、铝边框对环境侵蚀的抵抗性能较好，这里最容易受
到影响的是背板。由多层高分子薄膜材料黏合起来的背板
关系到组件长时间的可靠性。在组件所出现的诸多问题
中，背板失效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背板失效的因素有多
种，如绝缘失效、开裂撕裂、层间脱层、与EVA或接线盒
脱层等。

对 于 背 板 来 说 ， 材 料 的 选 择 至 关 重 要 。 背 板 的 膜
材料有多种选择，TPT(含氟层+PET+含氟层)、TPE(含
氟层+PET+EVA)、PET(PET-PET-PE层)、APA(聚酰亚胺
+PET+聚酰亚胺)、AAA(三层聚酰亚胺复合)等是最常见
的几种。此外，比亚迪的铝背板以及天合光能近期推出
的用玻璃代替复合材料背板的双玻组件都是新的尝试。
这几种常见的复合膜材料的评价指标是耐候性、绝缘
性能、粘连度以及寿命。在恶劣环境下，PET的表现最
不好，稳定发挥的时间寿命无法满足组件的25年使用
要求，其余四种中表现最好的是TPT、APA和AAA的粘
连度最然表现更好，但抗紫外线能力要差一些，后者
在西部地区的性能需求更重要。杜邦对分别TPT和PET
背板并在户外运行超过10年的组件进行对比评测。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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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发现采用TPT背板的组件年平均功率损失为0.8%， 
而采用PET背板的组件年平均功率损失超过1.3%，甚至有组
件年功率衰减达到4.6%。

氟是对抗紫外线的重要因素，作为氟化物研究的全球
领先者，杜邦的Tedlar材料在全球背板份额中超过50%。 
杜邦Tedlar产品经理付波认为TPT和TPE可以根据环境不同
进行选择，“对于苛刻环境下，TPT背板要表现更稳定，TPE
背板在一般环境下也能承受20年以上的稳定应用。”Tedlar
材料在多项测试中保持了稳定的性能，即使背板在接线盒
面的那层出现紫外老化后，内层依然会保持稳定。如果内
层一旦开裂，将出现脱层、撕裂等现象。杜邦将Tedlar TPT
背板的内层软化极限温度提升到250℃，这样一来，背板在
户外高温下的稳定性能获得更好的提升。

在付波看来，PET的使用有很大风险，“从在日本测试的
采用PET背板的组件来看，随着时间延长，年衰减功率是不断
提升的，可能前几年还是正常的。如果在中国西部使用，PET
背板在五年内保持正常功能没有问题，但更长时间后它的绝

缘、阻隔性能都会暴露很多问题，进一步产生老化、漏电、
绝缘等现象。”从中电投在西部通过大量电站投资、运维得到
的经验看，采用双面含氟背板的意义越来越大。

接线盒作为组件的一部分并且直接关系到电力输出，
其质量要求也非常高。抗老化、耐紫外线、防水防尘等是
基本要求，更高的要求是好的散热模式以有效降低内部问
题、更低的体电阻来减少功率损耗。

付波分享了关于杜邦在质量控制上的经验，“组件的失
效分三段，第一段是可靠性，由于设计、加工工艺等出现
的问题，叫做可靠性失效；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微笑曲线
的底部，这时的失效叫做随机失效；时间再往后第三阶段
产生的失效就是老化失效。在第一阶段可以通过IEC等标准
来规避，第二阶段是必然出现的，我们所要看重的是第三
阶段的老化失效。”

辅材最容易出现老化失效，由于这种情况不是在短时
间就能体现出来的。作为电站投资商，如果把控不好，或
许要在五年或十年后为当下的决策失误买单。

图一：在上万块组件中，质量问题无法避免，只有轻或重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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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始，一项关于组件的新的技术门槛逐渐风行起
来，PID测试至此走进人们视野中。

2012年12月，美国独立光伏组件测试实验室PV 
Evolution Labs(PVEL)对五家国际一级组件制造商进行了
PID(Potential Induced Degradation，电势诱导衰减)测试，
这五家企业包括中国英利绿色能源、晶澳太阳能、天合光
能、日本京瓷和Solarworld。

彼 时 ， 越 来 越 多 光 伏 组 件 制 造 商 增 强 对 P I D 的 重
视，国际方面，日本松下、德国Centrosolar公司、美国
MEMC(Silvantis M330组件)、Mage Solar、Suniva等相继
进行了测试。

中国方面截至2013年第一季度，阿特斯、海润光伏、
晶科、尚德、比亚迪、中盛光电、中电光伏、赛维LDK、
昱辉阳光、天合光能、东营光伏、优太、辉伦太阳能、英
利、晶澳、航天机电(HT-SAAE)等中国知名光伏组件制造商
先后宣布其组件通过PID测试。与此同时，同一季度几乎所
有日本客户都开始要求中国组件制造商出示通过PlD-FREE  
(免于电势差诱导衰减)的测试报告。PID-FREE测试报告在过
去一年里逐渐成为继JET、JEPC后各大组件制造商追逐的热
门认证方向。

何为PID，有哪些影响？

据第三方检测机构介绍，PID全称电势诱导衰减，是指
当太阳能组件与地面形成高强度负电压，其所形成的电位
差将导致太阳能电池或模组造成损害外，还会引发发电效
率衰减的问题。PID可影响整个系统的发电能力和总输出功
率，近年来已经成为国外买家投诉国内组件质量的重要因
素之一(见图一、二对比)。

PID现象容易发生在高温、高湿、高压的条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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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衰减作用，严重时会导致功率衰减50%以上，直接影响了
电站的实际发电量和投资者的收益，低质量的组件甚至会
使高盈利性的项目变成灾难性的投资。

“这种现象于九几年时在日本就出现了，但由于当时的
光伏产业发展规模不大，问题并未凸显。近几年随着光伏
产业的快速发展，终端电站装机容量不断上升，问题暴露
出来。特别在日本，由于受气候环境影响，PID现象尤其明
显，越来越受到日本终端客户及业主方的重视。”TÜV SÜD
光伏产品部销售经理朱其枫反馈。

此前，美国NREL实验室(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证实了无论组件采用何种技术的P型晶硅电池
片，组件在负偏压下都有PID的风险。

尚无统一标准

尽管各光伏组件制造商在各认证机构做PID测试进行的
如火如荼，但目前整个行业对PID尚没有公认的统一国际
标准。比较统一的测试条件是-1000V、85%湿度，关于时
间、温度方面还存在差异，以时间为例，测试长度可以在
96-192小时之间。

详细查看部分组件制造商的PID-FREE测试报告，会发
现其中的不一样，据认证公司反馈，测试条件可以根据客
户要求调整，有些组件企业对自身组件产品要求高，会按
照最严酷的测试条件进行测试；而有些组件企业因为市场
情况不一样，会选择温和一点的测试，这些因企业因测试
机构而异(如表一)。

虽然没有针对PID的统一标准，但很多第三方认证
机构的PID测试实际上是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提出的
IEC62804、IEC61215、IEC61730标准参考前提下进行。
这里有一点让人疑惑，大家所熟知的IEC标准中包含了环境 

与组件有关：渐为人知的PID现象

文/肖蓓

图二：发生PID现象后的组件EL图片图一：发生PID现象前的组件EL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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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认证机构 测试条件 测试结果

Kyocera TÜV Rheinland  高压环境，具体未显示 测试通过，未显示功率衰减
 Fraunhofer CSP 

Centrosolar TÜV Rheinland -1000V, 168小时(7天),  测试通过，功率衰减1%
  室温+气温波动
Silevo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1000V, 85°C, 相对湿度85%,  通过，基本无衰减
(Triex module) Laboratory(NREL) 1500小时 

Mage Solar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UL -1000V, 25°C, 85% 测试通过，功率衰减不到5%

Aide solar TÜV SÜD -1000V, 85°C, 85%, 96小时 测试通过，功率衰减低于3%

Canadian Solar PV Evolution Labs(PVEL) 85°C, 相对湿度85%, 600小时,  测试通过
  高电压(±1000V)

Hanwha TÜV SÜD 65°C, 相对湿度85%, 96小时,  功率衰减降低不到5%
SolarOne  高电压(±1000V)

Trina Solar TÜV SÜD 85°C, 相对湿度85%, 96小时,  测试通过，功率衰减小于5%
  高电压(±1000V)

 PV Evolution Labs(PVEL) 85°C, 相对湿度85%, 600小时,  优良
  高电压(±1000V)

Jinko solar TÜV SÜD a) 85°C, 相对湿度85%, 96小时,  测试通过，功率衰减降低不到5%
  高电压(±1000V)
 CSA b) 90°C, 相对湿度90%, 96小时, 
  高电压(±1000V) 

LDK solar TÜV Rheinland -1000V, 室温+普通湿度,  功率衰减都小于1%，获得A级评定
  168小时(7天) 
 PV Evolution Labs(PVEL) -1000V, 室温+普通湿度,  功率衰减都小于1%，获得A级评定
  168小时(7天)  

ET solar PI Berlin 1000V, 85°C, 相对湿度85%, 96小时 功率衰减小于0.3%

China Sunergy TÜV Rheinland 1000V, 60°C, 相对湿度85%, 96小时 功率衰减为0.1%

Hareon Solar TÜV SÜD a) 85°C, 相对湿度85%,  测试通过，功率衰减小于5%
  96小时, 高电压(±1000V) 

  b) 85°C, 相对湿度85%, 
  192小时, 高电压(±1000V) 

Suntech Power VDE认可的尚德第三 1000V, 85°C, 相对湿度85%,  测试通过
 方实验室测试 96小时, 外加EL测 

Astronergy TÜV Rheinland 1000V系统偏压, 85°C,  功率衰减低于测试标准结果
  相对湿度85%, 96小时
Phono Solar PI-Berlin -1000V, 85°C, 相对湿度85%, 96小时 A级(功率衰减小于5%)

CNPV Solar  Intertek -1000, 60°C, 相对湿度85%, 96小时 衰减低于0.3%

Renesola TÜV SÜD 1000V系统偏压, 85°C,  测试通过，最大功率衰减1.34%
  相对湿度85%, 96小时
EGing PV TÜV SÜD 85°C, 相对湿度85%,  测试通过，功率衰减降低不到5%
  96小时, 高电压(-1000V) 

UP Solar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1000, 60°C, 相对湿度85%, 96小时 测试通过
 Certification for Mechanics 

Yingli TÜV SÜD -1000V, 85°C, 相对湿度85%, 96小时 通过，基本无衰减
 Intertek  

JA Solar TÜV SÜD 加压-1000V, 85°C, 相对湿度85%,  通过，功率下降率低于1% 
  96小时
HT-SAAE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UL 加压-1000V, 85°C, 相对湿度85%,  通过，功率衰减低于测试标准结果
  96小时 

注：各光伏组件制造商测试组件具体型号未包含于表内

表一：部分获得PID-FREE测试报告的主要光伏组件制造商名列

42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商业



Benefi ts of Sikasil® Bonding and 
Sealing Technology

Sikasil®

Framing – new design options

��No protruding edges which trap dirt, water or snow
��Minimizes standing water on the module edge
��Higher productivity thanks to fast curing adhesives
��Cost savings thanks to reduced material consumption
��Higher architectural appeal, especially for BIPV

Bonded mounting systems

��Reduced material consumption
��Cost savings and quality increase through prefabrication 
 in production 
��Reduction of installation time by up to 40 % 
��Higher productivity thanks to fast curing adhesives
��Minimised loads on glass and cells
��Enables simplified mounting system designs

Potting  
��Durable water-tightness and insulation
��Shorter cycle times thanks to short “non-flow” times
��Short curing times due to fast reacting products
��Long las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ilding-Integrated Photovoltaics (BIPV)

The challenge is to fi nd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architectural demands and 
building functionality, and achieving construction approvals. Sika can draw on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with façade, insulating glass and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d is able to support users in the plann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hases. 

Trusted from planning to implementation

Sika’s global team of solar experts supports solar system providers all the way 
from planning to implementation and onwards. Sika’s solar engineers assist 
module manufacture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st appropriate solutions. 
Sika’s application engineers achieve a smooth integration of the bonding 
technology into the customer’s module fabrication or installation process.

Sika (China) Ltd.

28, Jingdong Road, 
Suzhou Industrial Park, Jiangsu, China 
Tel: +86 512 62732888 
Mobile: +86 138 1752 3806

www.sika.com/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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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85温度湿度等)、安全电气条件下的测试条件。目前市场
上流通的组件，一般都通过了IEC61215、IEC61730标准
测试，在已有测试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对组件做PID测试？

PVEL首席执行官Jenya Meydbray表示：“此项严格
的测试显示出现在普遍存在的影响系统能源产出的环境条
件。各家企业担心市场上产品质量水平越来越仰赖第三方
评估。这些第三方的能力超越了大部分企业内部测试，而
且也超越了确保光伏组件符合的IEC要求。”

“同时，IEC61215、IEC61730光伏性能测试标准制
定时由于PID现象没有大规模爆发，所以标准中对于环境(如
双85)的测试侧重于安全方面，另外IEC标准测试中并没有涉
及到外加一定的电压模拟组件实际在发电系统中的情况，而
一旦加上电压问题后就产生了PID。”朱其枫认为，两者的着
眼点不一样，IEC只是针对这一块组件的问题，没有考虑偏
压，而PID是针对组件放进系统后，整个的影响如何。

TÜV SÜD负责PID项目的工程师蒋步祥补充道：“光伏
系统(或逆变器)刚起步的时候，设计的最大系统电压都只有
200~300V，但是慢慢地随着技术发展以及大规模电站的需
求，最大系统电压逐渐被提高到了600V进而到1000V，未
来还会继续上升。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出现了问题，就需
要对标准进行相关补充。”

Intertek天祥集团商用电子电器中国区总经理李琼也向
《PV-Tech PRO中文专业版》介绍：“虽然目前草稿标准尚
未正式发布，PID认证也并非强制认证，但正是因为在实际
使用过程中，很多组件出现了大规模的效率衰减，而在研
究衰减成因时发现了PID效应，所以PID效应在光伏组件中
是大量存在的。因此PID认证非常的必要，PID-FREE的组件
可以明显的减少功率损失。” 

发生PID的真实原因

之所以还没有统一标准，VDE上海总经理韩强表示，因
为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获得最终答案：“最关键的是，现
在还没有找到原因，抓不住实质，为什么会产生PID现象，
为什么会发生衰减？发生的机理并不清楚，如果找不到原
因，就不能保证是否还会发生PID问题，可重复性不太确
定。因此在没得到发生原因的情况下，相应的国际统一标
准就不会出来。”

韩 强 表 示 现 在 正 由 国 际 公 认 的 第 三 方 机 构 ( T Ü V 
Rheinland、VDE and Fraunhofer ISE)在共同进行标准草案
的制定，但需要找出PID产生的真正原因才会有更多的进
展。在现有测试标准下，只要组件显示出其额定功率性能
损失少于5%，其就被认定为通过测试，是否能保证组件万
无一失？他认为值得怀疑。 

对于产生PID的原因，业内认证机构中存在争议，与韩
强博士观点不一样的是，TÜV SÜD认为导致PID发生的原因
有迹可循，通过研究发现目前的P型电池片组件的PID现象
是可以恢复的，也可以说是可逆的。一般在系统工作状态
下，在一个阵列的一串组件中，靠近阵列负极的一部分组
件内部处于负电势，组件边框因接地电压为近似为0V，这
样边框和组件内部电路之间存在一个负的电压差，正是这
个相对的负电压会导致组件的功率衰减。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电池，电池表面的减反射层和
PID现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关于如何防止PID现象发生，
我们可以在电池制造过程中适当调整氮化硅膜的致密性和
膜层厚度，比如二次镀膜等方法，这样可以减少因电池片
因素引起的PID现象。”蒋步祥解释道。

当减反层的折射率大于2.2后，PID现象不再被观察到。
在此背景下许多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电池片生产商通过平衡提
高减反层折射率和不降低电池效率的关系来开发避免PID的
电池片。晶科能源宣布量产的“Eagle”系列组件，就声称
采用创新的电池片技术与组装工艺来避免PID效应。

“亦或是在组件端，通过采用绝缘性能好的封装材
料。”蒋步祥表示，虽然现在业内对于真正引起PID的原因和
如何避免，尚无统一定论。TÜV SÜD通过大量实践研究发
现，封装材料是除了电池以外产生PID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
素。在外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如高温高湿度使电池片和
接地边框之间产生漏电流，封装材料、背板、玻璃和边框
之间形成了漏电流通道，因此采用适合的封装材料对防止
PID现象也有关键作用，特别是EVA，因为它是和电池片直
接接触的。

Intertek的李琼也认同封装材料的关键性，表示：“产生
PID效应的机理是电池经过封装材料和组件边框形成的回路
在高电压的作用下，在组件电池的封装材料和组件上表面
层及下表面层的材料中出现的离子迁移现象，这种现象被
认为是引起PID的主要原因。”

表二：封装材料与PID，数据来源：Simon Koch, Christian Seidel, Paul Grunow, Stefan Krauter and Michael Schoppa Photovoltaik 
Institut Berlin AG, Polarization Effects and Tests for Crystalline Silicon Cells

材料 电池起始平均功率(W) 电池48小时PID测试后平均功率(W) 衰减率%

EVA 1.71 0.15 -91.35

PVB 1.71 0.01 -99.31

硅胶 1.65 1.62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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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优威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民表示不否认
封装材料与PID现象的密切关系。据他介绍，目前的实验结
构和光伏组件制造商较多采用的测试方法是，对组件的PID
效应进行评估。比较常见的实验1是在25℃的温度下，在组
件玻璃表面覆盖铝箔，1000V直流电施加在组件的输出端
和铝框上168小时。实验2是组件先进行85%的湿度85℃高
温测试，然后在60℃或85℃的环境下100小时，将1000V
直流电施加在组件输出端和铝框上100小时。

较多的PID衰减被发现发生在实验2的老化以后，根据
目前实验结果发现PID现象与玻璃、电池和胶膜的关系较
大，其中使用EVA或PVB封装的组件都被发现在湿热环境中
老化非常容易产生PID现象(如表二)。

上述实验数据显示，三种封装材料都能导致不同程度
的衰减，虽然硅胶的表现较好，但有其他报道表示硅胶在
更长时间的PID测试后也呈现出大幅度功率衰减的现象。

“当将EVA更换成热塑性弹性体后，电池功率衰减的现
象大幅度减小，因为热塑性弹性体的结构中没有可以水解
的基团。”李民向PV-Tech PRO介绍，自去年年底开始，公
司买电池片回来专门做测试，已经连续测试了五个多月。
海优威公司已开发出比单纯使用VA28的EVA更为减慢水解
速度的特殊级别EVA胶膜，从而可以帮助组件厂减缓PID的
发生。但他也认为单纯靠EVA的改进完全解决PID现象很
难，特别是要通过双85老化。

“如果你去仔细了解，会发现目前所有通过双85的PID
组件，全部是使用改进过的电池片，即增加电池片减反层
的致密性。”在李民看来，除了EVA，其他方面的配合对防
止PID很重要。

检测公司认为具备较低透水率、较高体积电阻率的EVA
对防止PID有作用，除了电池及封装材料，TÜV SÜD表示，
还可以考虑从光伏系统整体设计方面来做文章，比如通过
改变组件的接地模式设计、以及考虑采取逆变器直流负极
输入端接地等方式来避免负电压来防止PID现象。

认证的动机

在测试过程中，除了组件，测试机构同时要求申请测
试方提供电池片、EVA、背板、玻璃和边框等信息来评估制
造工艺是否完全相同，测试得出的结果只适用于测试样品
的结构。

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
测试企业对外宣布其组件通过了PID测试并获得了认证

测试报告，那么其生产销售的组件是否与其拿去进行测试
的组件产品品质及结构一样？

这成为国外客户及各大第三方认证检测机构普遍担心
的问题，因为不乏有组件制造商因为市场需求变更并采用
与测试不同的零部件。按照要求，涉及到电池片、EVA、
玻璃材料、背板材料、边框材料、焊带材料、接地方法变

  



  

更，以及电池片工艺变更、硅片变更，都需要重新进行组
件PID测试。

认证机构对此同样采取抽样检查的措施，此类抽检一
般情况下一年一次，在出现问题后进行追加，有些需要一
年4次或多次。这样的抽检实际效果往往差强人意，难免
漏网之鱼。曾有业内人士提出质疑，试问中国哪家组件厂
敢说自家产线上抽检的组件能通过PID测试？虽然大家都有
证，但往往理想与现实大相径庭。

为此认证机构也不得不提醒相关终端客户和买家，除
了查看颁发的认证证书外，还需要仔细对比其CDF(材料)清
单、结构数据表、生产厂商信息等。其中标有PID标识的组
件必须要有清晰的内容，比如制造商名称、代号或品牌标
志、类型或型号、序列号、组件适用的最大系统电压等。

TÜV SÜD光伏产品部经理许海亮表示：“认证是一个必
要的工具，但不是万能的，基于认证而开展的品质控制能
力提升、随机测试、出货检验等可以更好的协助买家把控
质量。买家要有好的品质意识，PID认证或传统认证，都是
与关键材料、工艺、品质控制相关的，所以买家要学会看
证书、看报告。”

这个问题解决的本质，取决于光伏组件制造商寻求认
证的态度与动机。

从JET、J-PEC到PID-FREE，不断流出的新的组件认证
测试报告向我们宣告一个新的市场信号。过去几年，电池效
率一直是企业惯用的市场营销手段，但实验室效率到工厂效
率的转换旷日持久，让人逐渐失去耐心；近几年逐渐演变
成对组件品质的追捧，成为新的市场关注焦点及营销手段。

对组件品质的追捧与营销直观表现在对各种认证的攀
比，有些企业对待认证的观点很模糊。以PID为例，虽然
他们了解电势诱导衰减的重要性，但他们主要是对通过测
试获得该认证更感兴趣，为此在测试过程中，有些甚至自
己也不清楚要做双85还是常温亦或是IEC标准条件下的测
试。

Intertek李琼表示：“Intertek很早就开始PID-FREE组
件的测试和标准研究，而近期市场才开始对这类产品的关
注，说明我们的制造企业大部分仍然停留在被动的适应市
场而不是走在市场前面的。”

“一些以技术为导向、近几年发展比较稳定的组件大
厂，他们对认证有自身的规划，每年有相关预算，然后按
步实施。他们进行认证的目的更多的是在新产品推出之时   
(包括材料变更)帮助其改进产品，不断验证产品以达到质量
上的最优。在保证了质量的稳定才能降低风险，使企业走
得更稳，他们不仅仅只是关注‘通过’，而是为了推动获得
更积极的结果。”相关认证公司表示，一般这类企业在做一
项他们认为值得追求的测试时，那么他们会将测试条件提
高，并力求获得该测试的最佳结果。比如阿特斯、天合光
能、韩华等这一类老牌光伏企业。

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还有一类大厂，是近两年迅速发

展起来的新贵，主要以销售为导向。他们对于认证的态度
与第一类大厂截然不同，比较随机，本身无认证计划也无
认证预算。基本根据客户及销售反馈进行相关认证，简单
理解为，为客户认证、为认证而认证，且每次认证的要求
特点是时间短、速度快。事实上，往往在短时间内迅速拿
到测试报告的认证，其含金量未必高。比如在接到客户提
出的认证要求后，销售会给出比其他企业更短的时间以争
取订单，一个原本需要40天的测试，承诺在10天，这样导
致后端技术人员在进行认证的时候会产生很大问题，下面
做事的人也会很累，疲于奔命。

“所以这一类公司的产品质量，一般都不好。”认证公
司给出结论，并预计两年后，有几家组件大厂生产的组件
质量问题会暴露出来。

中小型组件企业则基本选择常规认证，其中也有走高
端路线、以技术为导向，对认证严格要求的企业，企业虽
然不大但走的很稳，但因为产能及成本限制，整体而言这
类企业在中小企业中比较少。

更公正的监督

新进入光伏产业的相关企业，如组件、接线盒、连接
器、逆变器等企业所有产品都需要进行认证；企业在生产
过程中一些元器件方面进行了变动或更换，使得与当初进
行认证时的相关要求不一样，同样也需要再次进行认证。
以组件为例，仅组件一个产品就涉及上千个型号，而且还
在不断增加中，每个新出现的组件型号都需要通过认证这
个环节，由此可知这将衍生出多大的认证市场。

认证中质量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果组件工厂
更为关注质量的话，那么，除了认证公司的检测项目，企
业再考虑工厂资深的品质控制、研发而产生的试验项目，
这个市场和工作量更是大的惊人。

在这个市场中除了对被认证企业提出要求，反过来，
也应对认证机构做进一步规范，在最初光伏市场中大量使
用光伏产品的时候，系统安装商及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发现
了一些问题，怎么能保障生产的光伏产品安全、可靠且有
效？于是就有了标准的出台，这是认证机构形成及发展的
初衷，也是它的意义。

现在业内新出现了众多的认证机构，使得原本应该严
谨的质量检测认证充斥着过多的商业化成分，变得越来越
市场化。前面提到一些企业通过PID测试后，在批量生产过
程中所生产的产品没有按照测试时所需要参照的标准及要
求去生产，而不乏认证机构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为
企业提供了“作弊”的温床。

也有业内专家提出建议，是否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
针对认证机构的第三方监督机构，以便更好地规范整个市
场？或者加强国家对第三方的监督与管理，这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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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太组件获UNI 9177防火认证

国际太阳能光伏组件供应商优太
(Upsolar)获UNI 9177标准认证，意大利
火灾反应一级认证。

该公司的UP-MxxxP系列组件包含
非易燃材料，确保了防火性及环境可持
续性。

优太意大利经理Giuseppe D’Elia
表示：“此次防火测试的结果证明了优太
在生产我们高品质光伏组件中使用了精
良的材料。优太的组件，尤其与我们的
技术合作伙伴SolarEdge与Tigo Energy
的发电优化解决方案结合，是目前市场
上现有的最安全的产品。通过最小化火
灾形成和蔓延的风险，我们的组件为安
装商简化操作，而从长远来看，确保了
我们客户的安全。”

UNI 9177测试符合意大利内政部消
防、救援和公共民防部门颁发的《2012
版光伏系统安装指南》。

Spectrolab 37.8%的电池效率破世
界记录

空间太阳能电池和电池板制造商
Spectrolab宣布，其多结太阳能电池效
率已达37.8%。

Spectrolab的电池效率经过美国能
源部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证实。

2012年六月，Lux Research曾预
计Spectrolab在五年内效率可达45%， 
在十年内可达50%。

Spectrolab声称，其太阳能电池技
术已经实现较高的效率水平，该公司先
进技术副总裁纳塞尔·卡拉姆(Nasser 
Karam)表示：“即使在低倍聚光条件
下，也能超过45%。”

First Solar拟制造铜电极晶体硅太
阳能电池

领先薄膜和光伏项目开发商First 
S o l a r 于 近 日 收 购 了 美 国 单 晶 企 业
TetraSun，此举震动了太阳能行业。
在退出具有竞争力的CIGS薄膜技术的
研发，并重新致力于碲化镉(CdTe)技术
后，First Solar计划在2014年下半年
开始TetraSun铜基单晶电池的“试验
性”生产。

First Solar尚未说明资本投资方
式、生产太阳能电池的地点以及初始
额定产量。

First Solar首席执行官吉姆·休斯
(Jim Hughes)表示：“这一突破性技术
将开启一半的光伏市场，其支持高效
率解决方案，迄今First Solar对此尚
未涉足。这一新的能力将通过分布式
发电满足客户的需求，加之我们提供
一直作为公共事业规模系统基准的领
先的CadTel，给予我们一套独特的端
对端解决方案，服务全方位的商业应
用。”

First Solar指出，根据与TetraSun
的大股东JX Nippon Oil & Energy正在
进行的讨论，其收购的目标之一是在
日本推广该技术。

除了在日本安装一个光伏示范项
目，First Solar日前在蓬勃发展的日本
市场获得的成功有限。虽然在日本没
有立法直接禁止碲化镉产品的使用，
但是为了回收，标记使用物质(镉)的产
品的条例确实存在。

美国竞争对手SunPower日前与东
芝就今年日本安装项目的逾100MW组
件续签分销协议。

反而，对TetraSun的收购向First 
S o l a r 在 美 国 市 场 主 要 的 竞 争 对 手
SunPower发出信号，其计划在地面安
装和住宅屋顶市场直接与同类技术竞
争。

TetraSun首席执行官Denis De 
Ceuster在SunPower工作十二年，其中
包括太阳能电池研发总监职位。

预计TetraSun的十四名员工将
继续他们在加州圣何塞基地的研发工
作。该协议的财务细节尚未公布。

SunPower X系列产品上市，组件
效率达21.5%

SunPower新款高性能X系列光伏组
件日前正式在美国上市，采用该公司去
年三月实现量产的Maxeon Gen 3太阳
能电池(电池效率24%)，组件效率达到
21.5%，该产品将在五月份登陆欧洲市
场。

SunPowr在前期的电话会议中表示
电池技术的持续进步大幅降低了产品成
本。

X系列组件电池间的连接采用铜基
材料，这降低了电阻损失提高整体组件
效率。此外，SunPower还宣称公司全黑
的组件外观特别符合住宅光伏用户的需
求。除96片电池的345W型号外，公司
还针对小屋顶推出了250W的小尺寸组
件。

SunPower此前主打的产品为组
件效率超过20%的E系列，该系列产品
采用Gen 2电池，在2011年Intersolar 
Europe展会上首次亮相。SunPower E系
列的三款组件在Photon杂志去年的评测
中排名前三位。

公司称新X系列产品的实际发电量
比传统晶硅组件高8%到10%。此外，公
司新产品在弱光吸收，光谱响应和温度
系数方面均有所提升。

SunPower首席执行官Tom Werner
表示，“我们上一代的E系列组件采用
SunPower的二代电池，在行业中树
立了相当高的标杆，不过我们的研究
人员一直都在努力继续突破。现在，
我们终于可以自豪的发布X系列产品
线，SunPower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效率记
录，我们将向市场提供最可靠的太阳能
技术。”

优太的UP-MxxxP组件荣获UNI 9177火
灾反应一级认证 X系列光伏组采用Maxeon Gen 3太阳能

电池，组件效率达到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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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生产概况

在讨论对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生产流程上的任何工艺步
骤进行技术改造时，都必须考虑到其对整个太阳能电池生
产流程的影响。因此，在介绍我们感兴趣的工艺之前，有
必要先对从硅片到成熟太阳能电池的整个生产流程进行简
要介绍。

硅片通常是从单晶或多晶硅锭上切割下来的。该步骤
可以直接由硅片厂或太阳能电池生产商完成。被切割下来的
硅片经过几道不同的生产工艺后便可以封装成光伏组件了。

电池生产流程的第一步是湿法刻蚀，我们在该系列报
道中的第二篇对该工艺进行了深度介绍[1]。切割时留下的
硅片缺陷将在该步骤被清除掉，随后对硅片进行制绒操作
以获得能减少入射光反射的微型金字塔结构。

第二步是热扩散工艺，通过该工艺可以在硅片表面制
备一层n型半导体层。该系列报道中的第一篇便对扩散工艺
进行了详细介绍[2]。n型层通常由磷掺杂制成，并与硅片自
身的p型材料层结合形成电池的p-n结，该结构的本质是能
产生电流的平面半导体器件。在进行扩散操作的时候，电

池表面会生成一层磷硅玻璃结构，可以在随后的刻蚀和去
玻璃工艺中去除掉。

第三步是利用等离子增强化学气相沉积工艺制备电池
减反射(AR)层，正是这一减反射层使电池拥有蓝色外表，此
时电池已经准备好进行金属化操作了。我们在第三篇系列
报道中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3]。光伏工业使用丝网印刷方
法完成太阳能电池的银和铝金属化。

市场趋势

根据最新NPD Solarbuzz光伏设备季度报告中研究
结果显示，太阳能光伏行业在2012年设备上的花费为36
亿美元，与2011年的129亿美元相比下降幅度非常大。
这份涵盖了从硅锭到组件的c-Si电池和薄膜电池的行业报
告预计，2013年的设备花销将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
点。“2013年的设备投资将进一步下降至22亿美元”， 
NPD Solarbuzz的副总裁Finlay Colville表示。这家市场分析
公司预测只有八家光伏设备供应商在2012年的光伏领域收
入超过了1亿美元，而2011年该数字达到了23家。

工厂设施

David Jimenez & Alan Levine, Wright Williams & Kelly, Inc., Pleasanton, Californi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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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光伏技术前进的道路上，经济因素将自始至终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在尝试推广生产技术时，现有的

产品生产却面临着艰难的商业挑战。本文是光伏工艺商业分析系列报道中的第五篇。该系列文章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大
体分为两类：购置成本(COO)模型和成本与资源模型。这两种方法都分析了与采用新工艺、设备或材料相关的商业因
素。这些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短期问题——某些时候是行业生死攸关的问题——对现今的商业决策过程有着
巨大的影响。本文尝试研究那些被认为能获得最大短期回报率的技术领域，包括n型硅片、Al2O3钝化和铜金属化。

图一：对十大光伏设备供应商行情走势的预测

当扩大产能无以为继 
——c-Si电池制造的技术趋势及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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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至2011年的过度投资是造成今天产能过剩和供
过于求现状的首要因素。它还是终端市场价格崩盘从而导致
众多客户破产的罪魁祸首。光伏行业库存和收入达到十亿美
元水平的好日子在三年内都将一去不复返。”Colville说道。

根据2011年至2012年期间c-Si组件富有竞争力的安装
量，NPD Solarbuzz表示设备供应商最担心的是中国和台湾
二手设备市场的兴起。最重要的是，这将推迟设备投资的
复苏时间。

至于组件安装量和收入方面，IHS iSupply 预测全球安装
市场将在2013年上半年后期再次出现好转，并在下半年持续
复苏。与此同时，因在2010年和2011年大规模投资引起的
产能过剩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将较2012年有所缓解。

IHS公司指出，让市场叫苦不迭的光伏组件价格疲软
趋势将在2013年有所放缓，并最终在下半年止跌回升。
到2013年第四季度，晶体硅组件平均价格预计将达到每
瓦0.55美元，较2012年同比下降14%，相比于2011年与
2012年第四季度之间的32%的降幅，该下降幅度已经缩小
许多。产能过剩与价格下降，加之全球主要市场的增长疲
软，将使全球光伏组件市场继续处于颓势，直到2013年下
半年才将有所起色。虽然该预测比设备供应商的设想更加
乐观，但市场无法维持无休止的双位数价格下降。

对于光伏市场或其供应链来说，前景都不容乐观，在
许多人看来，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好日子已经到头了。何以
见得？因为更宏观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在很大程度
上，光伏行业都要依靠有利的政府政策发展(补助、上网电
价和碳税等)。但由于政府(例如美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正陷
入大规模预算赤字和累积债务的窘境，这些政策的吸引力
正逐渐受到质疑。与之相反，水力压裂法的广泛使用已使
天然气(发电领域的竞争性资源)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此
外，天然气供应链的资金供应非常充足，拥有部分全球最
大和最赚钱的公司。

简而言之，目前市场上的挑战包括：产品供过于求，
由于政府限制导致需求紧缩，及竞争技术(天然气等)成本持
续快速下降。

这意味着道路前方的壁垒已经筑起。太阳能行业经常
被拿来与繁荣和衰退周期都非常相似的半导体行业进行比
较。然而，半导体行业的繁荣—衰退周期一直是紧随基本
供应和需求的。该行业高度依赖政府政策的日子已经几十
年前的事了。此外，半导体行业大多数竞争都来自集成电
路(IC)行业内部，而不是该行业之外的其它竞争性技术。

很明显的事实是，现阶段光伏行业的“效仿”路线图
已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目前“效仿”产品在长期内将不
可能获得利润。随着c-Si组件价格一直以双位数的百分比
速度下跌，制造商们必须寻找有竞争优势且现有旧生产工
艺所不具备的技术。对工艺进行升级改造是唯一潜在可行
的商业战略。实际上，公司应该习惯于持续不断的技术升
级；停滞不前的太阳能电池工厂将无法在目前或在可预见
未来的任何时候保持长期竞争力。该清楚的是，市场将淘
汰那些在提高生产工艺方面无所作为的公司。正如在低潮

期投资的困境一样，这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
这将意味着“交钥匙工程销售模式”的终结吗？作者

认为出现这种结果不无可能。此外，组件生产商正在电池
层面寻求独特的技术，通过持续的竞争优势来防止被市场
淘汰。因此，在可预见未来我们将看到，一些创新电池生
产商和知识产权开发者在将他们技术大规模推向市场之前
进行深度合作(可能包括收购)。

技术升级

为了应对现有的挑战，问题将变成：去何处寻找这些
有潜力获得竞争优势的技术呢？我们将在这部分探讨可行
性最高的短期机会，即那些能在十二个月内发挥影响力的
技术以及其它有潜在吸引力的领域。首先将关注能提高电
池效率并降低电池成本的“后起之秀”。

N型硅片[4]
光伏技术的早期推动者其实是卫星行业。实验证明，P

型(硼掺杂)电池(例如基于p型硅片的电池)抵挡宇宙射线的
能力比n型电池更强，从而不容易引起衰退。这一早期应
用带动了p型电池的发展并被今天大多数生产商所使用。
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未来光伏技术将朝着n型(磷掺杂)电池
发展。研究结果已经指出，n型电池的效率将有能力超过p
型电池。根据国际光伏技术路线图(ITRPV 03/2012)，到
2015年n型电池在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市场份额将逼近30%   
(目前为5%左右)。

n型电池的优势在于其不会出现p型电池的光致衰减
(LID)效应。此外，n型电池受硅锭中常见杂质的影响程度较
低。因此，理论上高效率n型电池的制造成本将比使用相同
硅片制造工艺(切克劳斯基直拉单晶法)的p型电池低。然而
n型硅片的电阻分布较大，将减少单块硅锭所能切割的硅片
数。目前推荐的解决方法是使用连续进料切克劳斯基直拉
设备，而这又将为设备公司带来新的销售机会。

Al2O3钝化[5]
Al2O3因能为p型c-Si表面提供良好的钝化效果并易于大

规模生产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Al2O3存在几种不同
的晶体结构，但用作钝化层时却是非晶态的。该层薄膜对
太阳能电池有效光谱区间内的光线都是透明的。在c-Si表面
沉积Al2O3钝化膜的方法有原子层沉积(ALD)、PECVD以及
物理气相沉积溅射(PVD)。此外，溶胶凝胶法也是候选方法
之一。为了获得良好的钝化效果，还需要对沉积得到的薄
膜层进行退火操作。实验结果表明，使用Al2O3钝化的n型
电池效率能达到23%以上。

显然，在c-Si光伏制造领域，PECVD和PVD的生产规模
是可扩大的。现有PECVD系统的竞争优势在于它们能非常
方便的进行改造，从而避免了对新技术的大规模投资。报
道结果显示PVD的效果要逊色于PECVD和ALD。但传统ALD
并不适合大规模太阳能电池生产。不过，产能问题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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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批次生产或使用能允许线上常压工艺的空间ALD技术(基
于先驱气体的空间而不是时间的分离)来解决。

至于成本方面，有报道称每块电池片的Al2O3沉积时间
只需几分钟。然而，背表面钝化方案的实施将对购置成本
的影响非常大。一项与成本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Al2O3钝
化将不需要使用半导体级别先驱物，太阳能级Al(CH3)3便能
获得良好的结果，自燃先驱物的消耗量也相应减少。

Cu金属化[6]
金属化在c-Si电池生产成本中占据了大部分空间[3]。银

浆料丝网印刷依然是主要的技术，但使用铜替代银以降低
电池成本已成为行业的共识。虽然元素银的导电性能优于
元素铜，但银浆和电镀铜的导电优劣性却刚好相反：实验
数据表明使用电镀铜可以将电池效率提高0.5%。

然而，将铜作为c-Si电池电极材料，需要考虑一系列
的问题。首先，铜原子能扩散入电池内部并形成半导体材
料内载流子的捕获陷阱：因此需要制备一层扩散阻挡层。
其次，当铜暴露在空气时容易被氧化成多孔化合物(银则不
会)；为避免出现该问题需要制备一层额外的电极保护层(例
如覆盖层)。第三，将铜作为电极材料增加了太阳能电池制
造工艺的复杂程度。例如，为了使铜电极与硅片形成欧姆
接触，需要通过刻蚀或激光剥离方法去除部分氮化硅钝化
层。其次，在沉积铜电极前必须沉积扩散阻挡层。其中，
后者可以通过电镀工艺完成，该工艺常见于IC工业，只是产
能远低于太阳能制造的要求。

其它方法
提高电池效率并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每瓦成本)的可行

性方法有许多，有望降低终端使用者的成本(平准化发电成
本，LCOE)以及总能源购置成本。在作者看来，虽然上述方
法在未来十二个月很有可能投入到工业化生产，但此外还
有其它方法值得行业考虑。

选择性发射极[7]
选择性发射极电池的优势在于金属电极下方重掺杂减

小了接触电阻、栅线之间低掺杂改善了电池表面钝化以及
降低金属电极下方的复合速率。然而，形成p-n结特性的材
料也严重阻挡了蓝光的进入。

选择性发射极则是通过改变电池表面的磷含量来解决这
一问题的。在金属电极下方掺杂更多磷的基本原理是提高金
属和硅片的接触质量，从而更有效地收集电子。此外，还可
以降低电极栅线之间区域的复合损失，从而提高蓝光响应。

制备选择性发射极的方法有许多，包括掺杂银浆、丝
网印刷、选择性扩散、激光掺杂、回刻蚀、掺杂银浆回刻
蚀、埋栅和离子注入等。然而，这些方法的共同缺点是电
池的蓝光响应强度效果会因组件其它部件(玻璃和乙烯-醋酸
乙烯酯，EVA)对蓝光的吸收而减弱。据估计这些材料可将
选择性发射极带来的效益削减50%。只有组件层次的改进才
能充分利用选择性发射极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否则这种成

本更高且技术更复杂的选择性发射极电池工艺就无法达到
其应有的效益。

带有本征薄层的异质结(HIT或HJT)[8]
根据HIT/HJT太阳能电池的制备过程，本征a-Si层沉积

在随机制绒的n型c-Si硅片表面，随后再沉积一层p型a-Si层，
以形成p-n异质结。在c-Si的另一面，沉积本征层和n型a-Si层
以获得背表面场(BSF)结构。在两层掺杂的a-Si层表面都要制
作透明导电氧化膜(TCO)，最后使用丝网印刷方法制作金属
电极。通过添加本征a-Si层，可以将c-Si表面的缺陷钝化掉。

HIT/HJT结构的发电性能优越，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
验室(NREL)曾报告获得23%左右的效率。此外，HIT/HJT电
池显示了比传统p-n型c-Si太阳能电池更好的温度系数。当
部分原始专利期限终止后，该项技术将变得更加吸引人。

金属穿孔卷绕(MWT)[9]
MWT属于众多背接触技术的一种。在MWT电池中，

前电极栅线穿过孔进入硅片背面，降低遮光和表面复合损
失。MWT组件的全背电池互连设计能有效减小现有双面互
连H型太阳能电池的阻抗，从而降低电池-组件(CTM)损失。
据报道，使用MWT结构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为0.3%。

交错背接触(IBC)[10]
IBC电池由p型掺杂和n型掺杂的c-Si硅片和交叉线(交

错背电极)构成。这种结构的优势是所有p型和n型区域的电
极接触都是处于硅片同一面的。当电池片相互连接成组件
后，所有金属电线都从同一边引出。有报告称，该电池的
效率超过23%。

另一种方法是结合IBC与HIT/HJT (IBC-HJ)。这类电池
的潜在效率非常高，p型和n型硅片分别为24%和25%。IBC-
HJ电池结构包括无电极和钝化良好的前表面、由非晶/晶硅
异质结接触结构的背面。

 
技术细究

提高电池总体性能的方法之一是吸收更多达到电池表面
的光子，但是知易行难。为此要使用各种办法，通常是几种
方法结合使用，从制备随机金字塔到AR层。一种相对较新
的方法是采用包含了在硅表面制备纳米孔在内的工艺。该工
艺可以捕获部分通常会被减反射层反射掉的光线，包括低角
度入射光线和散射光线。使用固定安装角度可以增加10%的
吸收光子。器件吸收的光子越多表明能产生的电子也越多。

图二比较了商用电池的标准金字塔制绒刻蚀形貌(左)和
同类型硅片的黑硅刻蚀形貌(右)。左边硅片还需要沉积一层
氮化硅AR层以将反射率从10%降低至5%。而右边的硅片则
不需要额外AR层，但平均反射率却只有1%甚至更低。

图三显示了典型黑硅表面层的高倍显微剖面图。图四
显示了相似的黑硅层剖面图，不同的是其毛孔层被沉积了
一层二氧化硅。该二氧化硅层是通过液相沉积(LPD)工艺在
中等温度下(<60℃)制备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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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硅能起到钝化和保护黑硅纳米孔结构的作用。
在沉积完二氧化硅后无需经过其它表面处理工艺就可直接
进入电池生产线印刷金属电极了。黑硅工艺只需在一台湿
法设备上完成，避免了氮化硅沉积步骤。

显然，新步骤会增加新成本，问题是：该工艺如何以成
本低廉的方式与现有生产线结合呢？幸运的是，该问题的答
案也属于工艺替换的一部分；所以，在成本和价值上能与现
有技术竞争，它才能说得上经济有效。制备纳米孔和液相法
沉积氧化层可以集成在同一台设备中完成。这种做法所带来
的成本效益能达到每片电池约10-12美分。针对黑硅工艺的
购置成本评估已经初步完成，包括本文随后讨论的部分：该
新工艺的竞争力为达到12美分，从而将传统电池的成本降至
每片1美元(舍入误差)。如果你能将电池以超过每片1美元的
价格卖出，便能达到盈亏平衡了。即使在今天，相比于这种
技术所增加的陷光效应，该成本也能带来适度的收益。

研究实例

我们的“技术细究”工艺以Natcore Technology的黑硅
工艺制备的纳米孔结构作为例子。为了使纳米孔结构在短
期内成为有利可图的生产选择，它不仅要满足技术需求，
还必须提供一个高回报率的商业目标。该目标将通过一份
初期的购置成本评估展现。

购置成本回顾
关于购置成本的更详细讨论发布在了该系列报道的第

一篇文章里[2]。为了方便回顾，我们将基本购置成本计算
程序写成如下形式：

               (1)

其中，CU = 单位成本(硅片、电池、组件等)；CF = 固定
成本；CV = 变动成本；CY = 产量损失引起的成本；L = 工艺
周期；TPT = 产能；YC = 综合产量；u = 利用率。

设备总效率(OEE)回顾[12]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生产率计算方法之一是OEE。该方法

基于可靠性(即两次事故之间的平均时间，MTBF)、可维护
性(维修所需平均时间，MTTR)、产能、利用率和产量这几
个参数进行计算。我们将所有上述参数分成以下四个OEE的
替代计算标准：

1.   可利用性(可靠性和可维护性同时测量)
2.   运行效率
3.   输出速率
4.   产量/质量率

如上述列表所示，计算OEE需要许多参数。如果不追

求绝对准确性，则方程二的公式可用来计算近似的OEE值。

              特定时间内好单元输出
OEE =   
  理论输出速率×时间

方程二

不同计算方法之间的关系
各个层次都有许多相应的设备性能计算方法。虽然它

们可能显得不连贯，但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它们都能
与树状图对应得非常好。图五描述了设备性能计算方法的
树状图。如图所示，将时间纬度加入质量和安全性后，它
就变成了“可靠性”。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结合在一起变成   
“可利用性”。将生产速度效率、可运行效率和生产缺陷率
与可利用性相结合后，就变成了“生产率”。购买和运行成
本与生产率一起形成“生命周期成本”(LCC)。当碎片、废
品、消费税、保险和利率也被加入LCC并将总数用生产总量
归一化后，它将得到“购置成本”。

工厂设施

图二：金字塔制绒表面(左)和使用同种硅片的黑硅表面(右)

图三：典型黑硅表面层高倍显微剖面图

图四：采用LPD工艺沉积后的黑硅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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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成本输入
该部分将展示针对黑硅工艺的购置成本分析结果。表

一给出了主要的输入参数。
除了表一的参数外，作者还采用了来自SEMI E35[11]

的样本值以计算管理进度和管理费用。这些值由SEMI 
North American成员提供，可能不适用于其它地区。然
而，根据笔者的经验这些案例的值在相对基础上并不影响
购置成本结果。

成本驱动
对表二中TWO COOL购置成本模型[14]细节进行的

分析给出了主要成本和生产率参数。续生成本(recurring 
costs)大约是整个工艺周期初始投资成本的三倍，且主要由
消费成本驱动。接下来，最主要的成本驱动因素将会被放
在与提升机会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进行考虑。

表三根据SEMI E35的十三种产品分类详细研究了成本
构成。最高帕累托成本是材料/耗材，包括了安装、存货、
消费和废品丢弃；受设备成本、输出率和安装费用影响的
贬值；以及包含维修和技术劳工在内的维护。

最高的两个成本驱动占据了总购置成本的三分之二。
因此，我们将着重分析那些对材料/耗材成本输入参数非常
敏感的领域。

成本驱动敏感性
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供应和耗材。表四显示了根据供应

项目计算的每套系统年度成本。决定这些项目敏感度分析
的因素是它们与其它因素的潜在内部联系。改变耗材的价

格/质量比能够影响输出、消耗量和产量；消耗量的改变能
影响输出和器件的转换效率。我们将研究可通过减少消耗
量或每升材料1所需成本计算的成本效益。

如图六所示，材料1的使用对总购置成本影响较小。这
种敏感度分析是基于使用材料1的单箱工艺；然而，也存在
以此材料为主的双箱工艺。因此，减少50%的使用量可将该
工艺的总购置成本降低6%。虽然它不可能获得这种幅度的
下降和保持工艺控制，但它肯定能带来降低成本的机会。

同样，材料1的价格对总购置成本也有类似的影响：价
格降低50%，该工艺的总购置成本也将出现大约6%的下降。
需要注意，材料1对购置成本影响较小的原因是工艺所有耗
材的数量不止一种，而材料1只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总成本。

影响折旧、购买价格和输出的因素将在下一篇文章讨
论。对于高产能特别是价格变动非常高的设备，购买价格
对购置成本有着适度的影响(图八)。在该例子中，购买价格
每改变10万美元(5%)将会使成本出现大约为1.2%的变动。

此外，如图九所示，根据设备运行曲线的位置可看出产
能的提高将对购置成本有着显著的影响。在该例子中，该设
备是以每小时1300片(wph)的平均输出量运行的，而在平均
值附近每提高100wph对购置成本的影响就扩大5%。

总设备效率
表五显示黑硅工艺步骤的OEE：可以看到，在最大输出

速率1300wph的基础上，OEE超出了90%。该模型中出现
的100% OEE损失来自可利用效率，最初与设备停机时间相
关(计划内和计划外)。由于这是对该工艺的初步分析，OEE
和购置成本的值应该只作为潜在机会考虑。

工厂设施

图五：设备性能计算标准树状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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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光伏行业是一片充满挑战的领域。由于政府政策的
改变以及来自太阳能外界的能源竞争，导致产能过剩问题

正在加剧。不寻求创新的太阳能电池供应商将会被强者淘
汰。当公司财务拙荆见肘的时候，确是需要花钱之时，虽
然这听起来与直觉不符。它们必须把钱花在更新更有价值
的技术和低成本工艺上。这并非可有可无的事情。

但现在已有企业投资了那些在作者看来短期内有最大
投资回报率的领域。在每一片领域，这些选择都通过降低
成本或增加产品价值——某些技术是两者兼而有之，来与
基本生产工艺相区别。 

持续不断的技术提升已经成为太阳能电池研发的标杆
准则；但在固定生产线上这将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但当
工厂规模和产能越变越大时，这种不间断的提升显然需要
生产运行中短期持续的变化。

这种在不同商业环境下带来的不确定性并不让人喜
欢。然而，关于将要做的选择方面，它确实可能带来高产
出以及成熟的工艺。公司所追求的路线图需要经过仔细评
估以做出最好的商业决策——这种决策可能与那些最常被
提及的技术相差很大。最终，在决定产品路线图时，像购
置成本和工厂水平成本模型这类工具将是必不可少的——
将这些方法与短期和长期决策过程相结合，可以证明那些
被淘汰和繁荣发展的公司之间的差异。

每套系统成本 $2,000,000

所需系统数量 1

折旧成本 $2,225,000

设备效用率 90.99%

生产效用率 90.99%

综合产量 99.90%

每周出产良硅片等值 198,526.93

良硅片等值成本   

 计入碎片 $0.12

 不计入碎片 $0.12

平均月成本   

 计入碎片 $104,919

 不计入碎片 $103,883

工艺碎片分布   

 设备产量 100.00%

 缺陷有限产量 0.00%

 参数化有限产量 0.00% 

设备成本(整个设备寿命期间) $2,385,041

 每块良硅片等值 $0.03

 每输出1cm2良硅片 $0.0002

经常成本(整个设备寿命期间) $6,428,164

 每块良硅片等值 $0.09

 每输出1cm2良硅片 $0.0005 

总成本(整个设备寿命期间) $8,813,205

 每块良硅片等值(拥有成本) $0.12

 每块良硅片等值支持 $0.12

 每输出1cm2良硅片 $0.0007

 每生产分钟 $2.63

参数	 值

产能 1300片/小时
硅片尺寸 156mm

工艺寿命 7年
MTBF 200小时
MTTR 10小时
设备成本 200万美元
设备产量 99.90%

效用(寿命期间) ~130万美元
耗材(寿命期间) ~240万美元
维护(寿命期间) ~160万美元

表二：COO计算结果

每片良硅片等值成本动因

材料/耗材 $0.050

贬值 $0.031

维护 $0.022

劳工 $0.014

土地成本 $0.002

供应人员 $0.001

碎片 $0.001

培训 $0.000

系统认证成本 $0.000

其它材料 $0.000

ESH准备和许可 $0.000

搬迁和重新整理 $0.000

其它支持服务 $0.000

供应/耗材	 每套系统的年度成本

材料1 $103,567

材料2 $79,208

材料3 $54,947

材料4 $37,148

表四：年度供应/耗材成本

工厂设施

表一：主要COO输入参数

表三：成本动因帕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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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材料1数量与COO的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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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材料1价格与COO的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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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购买价格与COO的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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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输出量与COO的敏感度分析

总设备效率 90.90%

 利用效率 90.99%

  工程使用时间 0.00 小时/周
  备用时间 0.00 小时/周
  可利用小时数/系统(生产时间) 152.87 小时/周
  停工时间  15.13 小时/周
   计划内维修时间 7.00 小时/周
   计划外维修时间 7.92 小时/周
   测试 0.00 小时/周
   辅助 0.21 小时/周
  计划外时间 0.00 小时/周
  设备停工时间 152.87 小时/周
  总时间 168.00 小时/周
 性能效率 100.00%

  输出量/套系统 1300.00片/小时
  理论输出量 1300.00片/小时
  运行效率 100.00%

  净开动律 100.00%

 质量效益 99.90%

  设备产量 99.90%

  缺陷有限产量 100.00%

  参数有限产量 100.00%

  阿尔法误差因子 100.00%

  贝塔误差因子 100.00%

  返工率 0.00%

表五：OEE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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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缆连接技术的工作原理

智能电缆连接技术

梅 耶 博 格 公 司 始 终 致 力 于 将 光
伏能源打造成一流的可在生能源，因
此公司对从硅片到太阳能光伏系统等
层面的太阳能技术进行持续开发。如
今，高效太阳能电池，如异质结技术
(HJT)、选择性发射极、背面钝化电
池或交错背接触技术(IBC)需要特别关
注，以限制在光生电流输送过程中的
损失。梅耶博格开发智能电缆连接技
术(SWCT)，旨在将高效太阳能电池转
变为可靠的组件。

低温自由焊接

SWCT是一项基于引线键合的接
触式电池技术，通常启用十五至四十
条铜基电缆。然后这些电缆被嵌入一
块电极箔(图一右侧)，在基质制备阶段
直接应用于电池金属化。这些电缆被
连接到金属化的电池，并为大多数原
料，如铜、银、铝、镍及其合金提供
电气接触。电缆数量和电缆厚度可以
定制，符合几乎所有的电池金属化。

基于微不足道的欧姆损耗及较好的
光捕获，SWCT功率增益高达5%

向SWCT的演变由减少副栅线长
度的想法推动，目前正在缩减副栅
线欧姆损耗并提高每块太阳能电池
的功率。事实上，并非只有三条铜
带，SWCT技术提供高达四十条包铜电
缆，为电池外部带来光生电流。副栅
线的长度从五厘米(三栅电池)减少至三
到六毫米，副栅线欧姆功率损耗变得
微不足道。

由 于 电 缆 的 数 量 可 以 被 定
制，SWCT既降低了副栅线的损耗，还
减少电缆的损耗，因此最小化副栅线
长度以降低副栅线的功率损耗。

组件中典型的光损耗源于遮光、
光吸收和反射。SWCT通过电缆代替
电池上的栅线，降低遮光。三栅线电
极构造(3BB)设计栅线宽1.5mm，栅线
遮光达3%。由于圆形电缆的几何体结
构，遮光在SWCT有所减少。这一电
缆几何体使得光被反射回玻璃的每个
面，发生内部反射，以及倾角或朝向
太阳能电池的全反射。总之，遮光被

减少，较带状技术光捕获提高25%。

 银成本降低至七美元

银浆金属化消耗是推动电池成本
降低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太阳能组
件成本也随之降低。事实上，每块电
池200mg的银浆消耗标志着每个组件
要消耗12g，为此一个300W组件为每
瓦3.7美分。因此通过减少每块电池启
用的银量，避免栅线和细线印刷，是
推动成本降低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一
优势平衡了铟涂层电缆的额外成本。
事实上，目前连接一块60片电池组件 
(前面和背面)启用约3g的铟, 即300W
的成本为1.5美元，目前铟成本市价为
每千克520美元。这一数值远低于没
有银栅线和细线印刷的前后表面节省
的6-9.6g银的价值，即300W组件节省
高达7美元，目前铟成本的市价为每千
克925美元。

长寿命技术并提高产量

由于没有额外的温度负荷，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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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左侧，电池金属化中电极的应用；右侧，与SWCT连接的一块电池小型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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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薄200微米电缆较3栅1-2mm宽的
带具有灵活性，SWCT较标准的连接技
术降低了对硅片的压力。如果不幸电
池破损，该SWCT提供一个优秀的解决
方案来降低电池破损的负面影响。

为了证明微裂纹的影响是微不足道
的，沿着栅线的两块电池都是破损的(图
四：红色方块)。一块电池连接SWCT，
另一块电池通过两条带焊接。尽管与
SWCT连接的电池破损，仍具有完全的
活力，而与带连接的电池有一块完全不
活跃的区域(红色方块内的暗区)。

目 前 的 标 准 组 件 设 计 启 用 一 个
EVA密封层和一个PET背板。这一夹层

在接触水分后有衰减的劣势。观察显
示，EVA组件在湿热条件下功率严重
损耗。对于用EVA材料密封的组件而
言，DH电势衰减具有普遍性，EVA级
是衰减时间的主要标准。TPO获选作为
SWCT实际解决方案，由于其提供卓越
可靠的性能以及可用性，而且是市场成
本较低的金属箔。较EVA而言，TPO密
封剂的优异性能基于较低的水分吸收。

梅耶博格开创组件生产新时代

SWCT是一项突破性连接技术，
可兼容大多数电池技术，由于最小化

集电损失，对于高效太阳能电池尤其
具有吸引力。SWCT通过去除栅线和
印刷线，可以将效率提高至5%，由于
节省银浆，使成本降低至每个组件七
美元。由于TPO密封剂提供保护，抵
御电势诱发衰减(PID)，并且多触点限
制了电池破损的影响，SWCT较标准
设计，确保耐用性和可靠性。此外，
由于副栅线可以做的尽可能小，甚至
中断，凭借较少的遮光和较少的金属
化材料，呈现的结果已经改善效率潜
力。由于SWCT可应用于大量金属和半
导体，其开辟了广泛应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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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源自康斯坦茨大学斯蒂芬·布劳恩(Stefan Braun)

图三：左侧，采用栅线技术的电池；右侧，采用智能电缆连接技术的电池

图四：左侧，采用栅线技术的电池；右侧，采用智能电缆连接技术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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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射极和背面钝化电池技术(PERC)极有可能是下一
代晶体硅印刷太阳能电池的发展方向。国际光伏路线图
(ITRPV)预测，背面钝化电池会在未来两年内投入批量生产
[1]。采用常规太阳能电池参数进行数值模拟，其模拟结果
表明，由于减背面复合速率Srear的减小和背面反射率Rb提高
[2, 3]，PERC电池比常规铝背场丝网印刷电池效率高1.5%   
(绝对值)。已经有多家公司和研究机构在大面积PERC电池
上实现了超过20%的优秀转换效率(最高可达20.2%)[4, 5, 6, 
7]。市场上已经出现一些量产化的设备用来沉积背面钝化层
[8, 9]，同时有些设备还处于研发阶段[10, 11]。特别是由于
其优越的钝化性能，氧化铝组成的背面钝化层引起了业内
格外的关注。在原子层沉积氧化铝过程中已经实现了低于
10厘米/秒的低表面复合速率[12]，该工艺是通过高温烧结
实现的，而这种烧结正与丝网印刷工艺中的烧结相吻合。

“除了具有优越的电性能外，氧化铝
沉积工艺可达到较高的沉积速率，从
而可实现较高的产出量，并降低购置
成本”

然而，除了具有优越的电性能外，氧化铝沉积工艺可达
到较高的沉积速率，从而可实现较高的产出量，并降低购置
成本。等离子增强型化学气相沉积工艺(PECVD)采用电导耦
合等离子(ICP)来形成高密度等离子体(HDP)，其电子密度可

达1×1012cm-3[13]，从而可实现速率高达每秒几纳米的沉
积工艺 [14]。电导耦合等离子增强型化学气相沉积工艺(ICP 
PECVD)已经被广泛的研究并应用于沉积电介质绝缘层和封
装层，包括氧化硅[15, 16]或氮化硅[16, 17, 18]等。那时的
研究重点主要是在微电子制造领域内的应用，例如形成最终
的钝化层或扩散阻挡层等。电导耦合等离子工艺的一个重要
特征是其等离子密度可以独立变化于离子能量之外，而离子
能量通常低于30eV。因此，对于沉积速率和减小硅片表面
的损伤的独立优化是可行的。近年来，Singulus已经将电导
耦合等离子工艺进行商业化，使用其工具平台来对硅基太阳
能电池的氮化硅减反射涂层进行沉积[14]。

此文研究了电导耦合等离子工艺首次在氧化铝层沉
积过程中的应用。电导耦合等离子氧化铝层的沉积采用了
ISFH的实验室设备进行。这里分析了氧化铝层的表面钝化
性能，优化了氮化硅保护层的沉积，以用来提升烧结后的
表面钝化质量。对于背面钝化，电导耦合等离子工艺氧化
铝/氮化硅叠层被应用在大面积PERC丝网印刷电池上，并达
到了20.1%的转换率。此外，通过内量子效率建模并测量了
钝化绝缘层的电学性能，通过测量反射率分析PERC电池的
光学性能。

采用电导耦合等离子工艺的氧化铝沉积过程

氧化铝层通过ISFH的实验室设备(Von Ardenne CS 
400P)进行沉积；该设备由一个上料腔、一个传输腔和包括
ICP氧化铝腔室在内的多个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腔(如图一
(a)所示)。腔室内示意图如图一(b)所示。真空腔室外的电导

Thorsten Dullweber, Christopher Kranz, Birgit Beier, Boris Veith & Jan Schmidt, Institute for Solar Energy Research Hamelin (ISFH), 

Emmerthal, & Björn Roos & Thorsten Dippell, Singulus Technologies AG, Kahl am Ma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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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钝化发射极和背面的电池被认为是下一代产业化丝网印刷硅太阳能电池。但是，在背面钝化层的沉积方式中，只

有有限的几种方法可以同时满足大批量生产和低成本的要求，并能够实现高质量的表面钝化。此文对于一种新型的氧
化铝沉积方式(电导耦合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进行了评估和优化。高达5纳米/秒的沉积速率，烧结后低于10厘米/秒
极低的表面复合速率，可以通过此沉积方式得到实现。当应用于PERC电池时，氧化铝层表面采用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
一层氮化硅。在15.6厘米×15.6厘米Cz基p型单晶硅片上采用印刷电极、背面氧化铝/氮化硅叠层钝化即可实现经第三
方认证的20.1%光电转换效率。内量子效率显示背面复合速率Srear110±30厘米/秒，内反射率Rb91±1%，表明了电
导耦合沉积氧化铝/氮化硅叠层的优越背表面钝化性能。目前，电导耦合沉积氧化铝工艺正在从ISFH实验室型设备向
Singulus的量产型设备转化，以期在2012年实现该沉积工艺的商业化。

电池工艺

采用电导耦合等离子沉积氧化铝进行钝化的
20.1%转换率产业化PERC太阳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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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线圈采用13.56MHz高频发生器激发出等离子体；使用
三甲基铝(TMAl)作为前驱气体，氧气作为反应气体。硅片
在载板上进行传输，并在氧化铝沉积过程中对其进行电加
热。

依 赖 于 工 艺 参 数 ， 高 静 态 沉 积 速 率 可 以 达 到 5 纳
米/秒，同时可将低离子能量维持在30eV以下。氧化铝层
的厚度可以通过沉积时间进行调整。之后，在氧化铝钝化
层上沉积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保护层(SiNA/Roth&Rau或
Singular/Singulus)氮化硅，以提高烧结过程中的稳定性，
同时提高PERC电池的背表面光学反射。

电导耦合等离子体氧化铝的表面钝化性能

为了确定表面钝化的性能，覆有PECVD氮化硅叠层
(SiNA/Roth & Rau)的ICP氧化铝层被沉积至p型区熔单晶
硅片(1.4欧姆厘米)的两面，然后在带式炉中进行峰值温度

为910℃的烧结工艺。在载流子浓度为1×1015cm-3的条件
下，用准稳态光电导(QSSPC)测量少数载流子的寿命。通过
所测量到的少子寿命τeff，对硅片表面的整个复合均有影响
的最大表面复合速率Smax即可通过公式Smax=W/(2×τeff)计
算得出，其中W是硅片的平均厚度。 

“准稳态光电导测量显示在烧结后，
少子寿命达到了2毫秒”

准稳态光电导测量显示在烧结后，少子寿命达到了2毫
秒，与ICP氧化铝/PECVD氮化硅叠层烧结后低于10厘米/
秒的表面复合速率相对应，如图二所示。图二中的误差条
对应着硅片不同测量位置上最短和最长的有效少子寿命，
显示出了硅片表面的均匀钝化。图中还显示出了表面复合
速率和氧化铝层厚度之间微小的依赖关系，当氧化铝厚度
为15纳米时，具有最小的表面复合速率7.5±1.5厘米/秒。

下一步是评估Singular设备中采用电导耦合等离子体源
的氮化硅保护层的应用效果[14]。本次实验中所使用的氧
化铝层厚度为20纳米。之前有过报道，在沉积氮化硅前对
原子层沉积的氧化铝进行退火可以减少起泡现象，因此可
以提高烧结后的钝化质量[19]。Singular设备的设计使得可
在沉积氮化硅之前先对预热腔进行退火。相应的，沉积氮
化硅前预热腔的加热温度也可进行调整，用以优化氧化铝/
氮化硅叠层的钝化性能(均采用电导耦合等离子化学气相沉
积制备)。钝化层叠层沉积在Cz单晶硅片(156毫米×156毫
米，电阻率2欧姆厘米)的两面。此研究采用工业用硅片，便
于比较在不同工艺温度条件下结果的不同。

在烧结前，少子寿命和沉积温度的关联性很小，如图
三所示。在900℃烧结后，这种关联性开始改变：少子寿
命随沉积温度的升高而增高，最大时可达到600微秒。图
四下的光学显微镜照片表明，沉积温度的提升减小了ICP
氧化铝/氮化硅叠层在烧结后起泡的现象，这也解释了ICP
氧化铝/氮化硅叠层在有效寿命期间所出现的钝化性能的提
升。

电池工艺

图一：(a)实验室型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设备(Von Ardnne CS400 P)包括上料腔、传输腔和包括ICP氧化铝腔室在内的多个等离子化学气
相沉积腔。(b)电导耦合等离子氧化铝沉积腔示意图——等离子通过腔体外的线圈进行电导耦合激发，采用三甲基铝和氧气作为反应气
体，硅片在载板上进行传输，并在沉积薄膜过程中加热

图二：有效载流子寿命和对应的表面复合速率(SRVs)，在Cz单
晶硅片(1.4欧姆厘米)上氧化铝厚度的函数。结果显示，当采用
氧化铝/氮化硅叠层钝化时，烧结后少子寿命可达到2毫秒，表
面复合速率低于10厘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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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氧化铝/氮化硅叠层在高效丝网印刷PERC电池上的
应用

采用ICP氧化铝/氮化硅叠层对电池背面进行钝化已经
应用于工业高效PERC丝网印刷电池上。PERC电池的工艺
流程和Dullweber等人在其研究报告[20]中所阐述的十分类
似，所以此处只提及最重要的工艺步骤。

试验采用工业用硼掺杂、156毫米×156毫米、Cz单晶
硅片，电阻率为2-3欧姆厘米，起始厚度为200微米。在制
绒和磷扩散前，硅片背面沉积一层绝缘电介质，使得背面
处于平整且未掺杂的状态。电池正面进行均匀磷扩散形成
60欧姆/方块的发射极。接下来，在背面采用如前所述的电
导耦合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形成氧化铝。以厚度为10纳米
的氧化铝做为参照，实验分别对沉积厚度为20纳米和30纳
米的氧化铝进行了比较。

采用Roth&Rau公司的SiNA设备用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
在氧化铝表面沉积氮化硅保护层，用以提升光学和钝化性

电池工艺

图三：156毫米×156毫米，2欧姆厘米，Cz单晶硅片表面采
用电导耦合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制备20纳米厚氧化铝及氮化硅
保护层。烧结后，当沉积温度较高时，有效少子寿命得到显著
提高

图四：对于不同沉积温度：(a)420摄氏度，(b)560摄氏度，(c)840
摄氏度下的电导耦合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氧化铝/氮化硅叠层烧
结后的光学显微镜照片。高沉积温度减少了起泡的生成(白点)，
因此提升了烧结后的表面钝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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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此外，还可以采用Singulus公司的Singular设备在900
摄氏度用ICP制备氮化硅保护层。电池正面发射极表面覆盖
氮化硅减反射涂层。背面绝缘叠层的堆垛用激光进行线型
开孔[21、22]。采用线接触替代点接触是因为线接触可以
实现深且均匀的局部铝背场[23]。正面的银电极采用两次印
刷工艺，栅线宽度达到70微米，遮光损失(包括主栅)大约为
6.2%[24]。铝背面接触通过铝浆全面积印刷实现，此铝浆
为商业化的特定应用于局部背接触。

PERC电池横断面示意图如图五所示，电池正面和背面
照片如图六所示。电池背面、钝化层上的电极接触线可以
清晰可见。

“厚度为30纳米的ICP氧化铝PERC电
池实现了第三方认证的20.1%的转换
效率，是迄今为止工业太阳能电池最
高的效率之一”

表一总结了每组电池的最佳电流-电压参数。厚度为30
纳米的ICP氧化铝PERC电池实现了第三方认证的20.1%的转
换效率，是迄今为止工业太阳能电池最高的效率之一。高
开路电压Voc(655毫伏)和高短路电流密度Jsc(39.0毫安/平方
厘米)显示出氧化铝/氮化硅叠层优越的背面钝化性能。在
PECVD(SiNA/Roth & Rau)和ICP(Singular/Singulus)两种不
同的氮化硅保护层下，厚度为20纳米的氧化铝电池也表现
出了类似的电流-电压特性。采用原子层沉积的氧化铝和氮
化硅叠层也显示了类似的参数特性。

表一也包括了传统铝背场丝网印刷电池的电流-电压特
性参数，电池转换效率为18.7%。通过比较可以发现，PERC
电池具有比传统电池更高的开路电压Voc和短路电流密度
Jsc，这些也要归功于电池背表面所提升的电和光性能。

氧化铝/氮化硅钝化丝网印刷PERC电池内量子效率分析

图七显示了表一中的PERC电池的内量子效率和反射
谱。背面钝化层主要影响了900至1200纳米波长范围内的
反射率。如图六，PERC电池在此波长范围内显示了相同的
内量子效率和反射值。通过分析建模，可算得有效背面复
合速率为80-150厘米/秒，背面内反射率为90-92%，显示
出ICP氧化铝/氮化硅钝化叠层优良的电学和光学性能；这
些性能和原子层沉积氧化铝/氮化硅叠层性能基本相同。

“ICP工艺已被证明可用来制备高质量
氧化铝钝化层”

结论与展望

此文介绍了一种新颖的沉积氧化铝薄膜的方式，即电
导耦合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可以实现5纳米/秒的高速沉

电池工艺

被表面钝化 氧化铝层厚度 [nm] Voc [mV] Jsc [mA/cm2] FF [%] η [%] 

ICP AlOx/PECVD SiNy 30 655 39.0 78.8 20.1*

ICP AlOx/PECVD SiNy 20 657 39.1 77.8 20.0*

ICP AlOx/ICP SiNy 20 649 39.4 77.5 19.8

ALD Al2O3/PECVD SiNy 10 656 39.2 76.9 19.8*

Al-BSF N/A 638 37.1 79.1 18.7

*已得到Fraunhofer ISE CalLab实验室独立验证

表一：156毫米×156毫米，p型Cz单晶硅片PERC电池标准测试条件下的电流-电压参数。电池效率为20.1%

图六：20.1%效率PERC电池正面和背面照片。正面和普通工业
丝网印刷电池类似，背面采用电导耦合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氧
化铝/氮化硅叠层钝化及其线接触

图五：PERC电池结构示意图，正面和背面均为丝网印刷电极，
背面采用电导耦合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氧化铝/氮化硅叠层钝化

62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技术



积。测试硅片上的实验证实了优良的表面钝化质量，使用
氮化硅保护层，烧结后表面复合速率可减小到7.5厘米/秒。
沉积氮化硅之前，在预热腔对电导耦合等离子化学气相沉
积氧化铝进行适当的退火可以显著增加钝化质量。采用氧
化铝/氮化硅进行背面钝化的工业型PERC太阳能电池已经实
现了20.1%的转换效率，是迄今为止该类电池中效率的最高
值之一。

内量子效率分析表明背表面复合速率达110±30厘
米/秒，内反射率也高达91±1%。PERC电池背面复合速率
100厘米/秒，是测试硅片有效表面复合速率10厘米/秒和
背铝接触区域400厘米/秒的加合结果[23]。据笔者所知，
这是首次成功地展示出ICP工艺可被用来制备高质量氧化铝
钝化层。此种氧化铝沉积工艺正在从ISFH实验室向Singulus
的量产型设备Singular转化，以在2012年实现此种技术的
商业化。

鸣谢

笔者在此感谢ISFH同事对于电池工艺的支持，以及
Heraeus和Ferro为本实验提供丝网印刷浆料。笔者还感谢DEK
公司的T.Falcon在正面丝网印刷工艺方面所进行的硕果丰盛的
合作。此项工作得到德国环境、保护自然和核安全联邦委员会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旗下HighScreen和ALBA II研发项目的资
助，同时，Singulus、Rena、Schott Solar、Solar World和
Q-Cells等业内合作伙伴也对本项目予以资助。

参考文献

[1]  SEMI PV Group 2012,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photovoltaic (ITRPV.net): Results 201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itrpv.net/doc/roadmap_itrpv_2012_full_web.

pdf], p. 13.

[2]  Dullweber, T. et al. 2011, “High-efficiency rear-passivated 

screen-printed silicon solar cells”, 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 13th Edn, pp. 77–84. 

[3]  Schmidt, J. et al. 2012, “Impurity-related limitations of next-

generation industrial silicon solar cells”, Proc. 38th IEEE 

PVSC, Austin, Texas, USA [in press].

[4]  Schott Solar AG 2011, Press Release (August)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ffpress.net/Kunde/SOL/

PM/12592330/].

[5]  Engelhart, P. et al. 2011, “Q.ANTUM – Q-Cells next 

generation high-power silicon cell and module concept”, 

Proc. 26th EU PVSEC, Hamburg, Germany, pp. 821–826.

[6]  Veith, B. et al. 2012, “Comparison of ICP-AlOx and ALD-

Al2O3 layers for the rear surface passivation of c-Si solar 

cells”, Proc. 2nd SiliconPV Conf., Leuven, Belgium [in 

press].

[7]  Münzer, K.A. et al. 2011,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19% rear passivation and local contact Centaurus 

电池工艺

图七：表一中PERC电池的内量子效率和反射谱。通过分析
模型，得到背面复合速率为80-150厘米/秒，背面反射率为
90-92%，显示了电导耦合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氧化铝/氮化硅
层钝化优越的电和光性能

图八：ICP氧化铝工艺正在从ISFH实验室型设备(左图)向Singular量产型设备(右图)进行技术转移，为了在2012年将此新型钝化技术商业化

63

技术



technology”, Proc. 26th EU PVSEC, Hamburg, Germany, 

pp. 2292–2297.

[8]  Sperlich, H.-P. et al. 2010, “High productive solar cell 

passivation on Roth & Rau MAiA® MW-PECVD inline 

machine – A comparison of Al2O3 , SiO2 and SiNx-H 

process conditions and performance”, Proc. 25th EU 

PVSEC, Valencia, Spain, pp. 1352–1357.

[9]  Münzer, A. et al. 2012, “Technical performance and industrial 

implementation in favour of Centaurus technology”, Proc. 

2nd SiliconPV Conf., Leuven, Belgium [in press].

[10]  Werner, F. et al. 2011, “High-rate atomic layer deposition of 

Al2O3 for the surface passivation of Si solar cells”, Energy 

Procedia, Vol. 8, pp. 301–306.

[11]  Vermont, P.G., Kuznetsov, V. & Granneman, E.H.A. 

2011, “High-throughput solar cell passivation on in-line 

Levitrack ALD Al2O3 system – Demonstration of process 

performance”, Proc. 26th EU PVSEC, Hamburg, Germany, 

pp. 1644–1647.

[12]  Veith, B. et al. 2011, “Comparison of the thermal stability 

of single Al2O3 layers and Al2O3/SiNx stacks for the surface 

passivation of silicon”, Energy Procedia, Vol. 8, pp. 307–

312.

[13]  Kändler, E., Graßhoff, G. & Drescher, K. 1995, 

“Characterization of plasma in an inductively coupled high-

dense plasma source”, Surf. & Coatings Technol., Vols. 

74–75, Part 1, pp. 539–545.

[14]  Roos, B.F.P. et al. 2009, “SINGULAR – A novel static inline 

PECVD-deposition concept for silicon-cell production”, 

Proc. 24th EU PVSEC, Hamburg, Germany, pp. 1665–1668.

[15]  Inoue, Y. & Takai, O. 1996, “Spectroscopic studies 

on preparation of silicon oxide films by PECVD using 

organosilicon compounds”, Plasma Sources Sci. Technol., 

Vol. 5, pp. 339–343.

[16]  Lee, J.W. et al. 2000, “Low temperature silicon nitride 

and silicon dioxide film processing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chemical vapour deposition”, J. Electrochem. Soc., 

Vol. 147, No. 4, pp. 1481–1486.

[17]  Han, S.-S. et al. 1998, “Preparation of a-SiNx thin film 

with low hydrogen content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enhance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J. Electrochem. 

Soc., Vol. 145, No. 2, pp. 652–658.

[18]  Yota, J., Hander, J. & Saleh, A.A. 2000, “A comparative 

study on inductively-coupled plasma high-density plasma, 

plasma-enhanced, and low press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silicon nitride films”, J. Vac. Sci. Technol. A, Vol. 

18, No. 2, pp. 372–376.

[19]  Vermang, B. et al. 2011, “On the blistering of Al2O3 

passivation layers for Si solar cells”, Proc. 26th EU PVSEC, 

Hamburg, Germany, pp. 1129–1131.

[20]  Dullweber, T. et al. 2011, “Towards 20% efficient large-area 

screen-printed rear-passivated silicon solar cells”, Prog. 

Photovolt., DOI: 10.1002/pip.1198.

[21]  Gatz, S. et al. 2011, “19.4%-efficient large-area fully screen-

printed silicon solar cells”, physica status solidi (RRL), Vol. 

5, pp. 147–149.

[22]  Gatz, S. et al. 2012,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bulk 

and rear recombination of screen-printed PERC solar cells”, 

Proc. 2nd SiliconPV Conf., Leuven, Belgium [in press].

[23]  Müller, J. et al. 2011, “Contact formation and recombination 

at screen-printed local aluminum-alloyed silicon solar cell 

base contacts”, IEEE Trans. Electron. Dev., Vol. 58, No. 10, 

pp. 3239–3245.

[24]  Hannebauer, H. et al. 2011, “18.9%-efficient screen-printed 

solar cells applying a print-on-print process”, Proc. 26th EU 

PVSEC, Hamburg, Germany, pp. 1607–1610.

作者简介

Thorsten Dullweber先生在2002年博士毕业
于斯图加特大学。从2001年至2009年，他在
西门子、英飞凌和奇梦达任项目负责人。自
2009年起，Thorsten开始领导ISFH的太阳能

电池研发团队，主要从事工艺改进和工业丝网印刷硅太阳
能电池的效率提升。

Christopher Kranz先生在2011年获得梦斯特
大学物理硕士学位，并随后在ISFH从事太阳
能电池工艺研发博士课题研究。Kranz先生目
前致力于发射极和背面同时钝化的丝网印刷

电池研究。

Birgit Beier女士是ISFH的太阳能产线工艺工
程师，负责产业规模的硅太阳能电池钝化和
减反射涂层等领域内的研究工作。Beier女士
1996年毕业于南威斯特伐利亚应用科学大学

工程物理系。

Boris Veith先生是ISFH材料研究组科学家。
他目前的研究领域包括晶体硅电池新型表面
钝化方式的评估。Veith先生在2010年硕士毕
业于莱布尼茨汉诺威大学物理系。他的论文

课题是氧化铝钝化晶体硅太阳能电池。

Jan Schmidt先生是莱布尼茨汉诺威大学物理
系教授，同时还是ISFH光伏系主任。Schmidt
先生目前从事的研究领域包括硅材料内缺陷
的控制、太阳能电池概念和制备工艺的研

发，特别针对于新型表面钝化技术。

电池工艺

64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技术



Bjorn Roos博士毕业于凯泽斯劳滕应用技术大
学。他在2003年加入Singulus研发部，从事
光学涂层的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和溅射工艺
的研究。2007年，Roos博士转入光伏技术

组，从事Singulus的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设备研发；并从
2008年起任光伏产品经理。

Oliver Hohn先生在法兰克福J.W.Goethe大学
获得博士学位。他从2002年开始一直在
Singulus公司研发部门工作。除了从事溅射阴
极和真空源工作外，Hohn先生也负责光伏设

备和工艺的开发。

Torsten Dippell 先生在2001年博士毕业于达
姆施塔特技术大学化学系。从2001年至2007
年，Dippell 先生在Interaxia(瑞士)和STEAG 
Hamatech公司任研发中心项目经理。从2007

年起，Dippell 先生在Singulus研发部任项目负责人，他目
前正在进行硅太阳能电池的工艺研发工作。

垂询方式

Thorsten Dullweber
Institute for Solar Energy Research Hamelin (ISFH)
Am Ohrberg 1
D-31860 Emmerthal
Germany
电话：+49-5151-999-638
传真：+49-5151-999-400
电子邮件：t.dullweber@isfh.de

电池工艺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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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光伏系统的PID抗性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
光伏逆变器采用了负偏压接地，在标准p-型硅太阳能电池组
件上可能由此导致由高电压应力造成的输出功率衰减。最
近，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来避免PID效应。在
文献[1-3]中讨论了减反射涂层和PID效应的关系。本文的研
究重点在于介电钝化层和硅片交界面的相关性；从而通过
限制并联电阻失效来增强晶体硅电池的PID效应的鲁棒性。 

测试方法

我们对加速衰减组件的使用寿命的几种方法进行了分
析和比较。通常情况下，p型晶体硅电池组件的正面被潮湿
导体覆盖并与一个高压直流电源的正极相连，而接线盒的
两条导线都接到该高压电源的负极。该测试模拟了雨天环
境中处于临界负偏压接地的光伏系统的运行状况。

水槽测试
文献[1]中阐述了一个简单的PID测试方法，在组件的正

面玻璃上覆盖一个潮湿的导体表面。在实验安排中(图一a)，
组件接通负的1000伏特电压下并完全浸入水中。测试时间
从160小时增加到大于1000小时。测试期间每隔24小时测
量一次组件的电流-电压-曲线(IV)和电致发光图像(EL)。

湿热测试环境
恒温恒湿箱通常用在严苛的测试环境加速衰减实验(图

一(b))。在文献[2-3]中讨论了不同的测试环境。测试温度的
增加对于玻璃中钠离子向晶体硅电池内的迁移和由此引起
的PID效应有着很显著的加速效果，一家独立测试厂商采用
的最严苛的测试环境为： 

湿热测试环境(DH)，
85℃，85%相对湿度， 
-1000V，
96 小时测试时间。
测试期间组件的漏电流变化被记录下来。测试完成之

H. Mehlich, S. Frigge, , M. Chen, D. Decker , H.-P. Sperrlich, G. Köhler, M. Meyer, M. Hein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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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年以来，人们对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电势诱发衰减 (PID)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

充分理解衰减机理和在组件和电池片层次上的复杂关系。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在电池片层次上避免PID效应。我们采
用数种加速衰减方法，测试了不同结构的电池片的输出功率变化，结果表明氮化硅减反射层淀积工序之前的预处理方
式可以影响组件的PID特性。此外, 我们开发并且优化了一个新的硅片表面预处理工艺来获得最佳的电池片性能。经过
该工艺处理的氮化硅减反射层可以提供高效的钝化质量, 低的光损耗和可靠的PID抗性。

电池工艺

具有高抗电势诱发衰减的表面质量改进工艺

图一：PID 组件测试条件：a）水槽中，室温下；b ) 湿热测试
环境

a) 水槽测试 b) 恒温恒湿箱

图二：电晕放电测试中的电池片

具有高抗电势诱发衰减的表面质量改进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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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线盒的两条导线都接到该高压电源的负极。该测

试模拟了雨天环境中处于临界负偏压接地的光伏系统

的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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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1] 中阐述了一个简单的 PID 测试方法，在组件

的正面玻璃上覆盖一个潮湿的导体表面。在我们的实

验安排中(图一(a))，组件接通负的 1000 伏特电压下

并完全浸入水中。 测试时间从 160 小时增加到大于 
1000 小时。测试期间每隔 24 小时测量一次组件的电

流-电压-曲线 (IV) 和电致发光图像 (EL) 。 
 

a) 水槽测试 b) 恒温恒湿箱 

  
 图一：PID 组件测试条件：a）水槽中，室温

下；b ) 湿热测试环境 <Figure 1> 
 
湿热测试环境 
 
恒温恒湿箱通常用于在严苛的测试环境加速衰减实验

（图一(b)) 。在文献 [2-3] 中讨论了不同的测试环

境。测试温度的增加对于玻璃中钠离子向晶体硅电池

内的迁移和由此引起的 PID 效应有着很显著的加速效

果，一家独立测试厂商采用的最严苛的测试环境为：  
        湿热测试环境 (DH) 

85°C, 85% 相对湿度，  
-1000V， 
96 小时测试时间。 
 

测试期间组件的漏电流变化被记录下来。测试完成之

后，测量组件的 IV-曲线和 EL 图像，并与测试之前

的相关数据和图像进行比较。 
 
电晕放电 
文献 [5, 6] 中阐述了一种通过电晕放电进行电池片高

电压应力的测试方法。我们开发了一个具有优化电极

配置的新工具用于测试。在未经封装的电池片的上表

面施加高达 20kv 的电压进行电晕放电测试，采样记

录在高电压应力下电池片的并联电阻的实时变化。测

试持续一小时，结束后测量电池片的 EL 和 DLIT 图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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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电晕放电测试中的电池片 <Figure 2> 
 
 
电池片的表面预处理 
 
不同的组件封装材料可能造成不同的 PID 衰减效果。

采用其他的封装材料如硅胶可以避免 PID 效应[7]。
在接下来的测试中我们采用了一种对 PID 衰减敏感的

EVA 材料用于组件封装。在所有的电池片上采用了

常规的微波等离子氮化硅 SIN 淀积工艺 (折射率 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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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测量组件的IV-曲线和EL图像，并与测试之前的相关数
据和图像进行比较。

电晕放电
文献[5, 6]中阐述了一种通过电晕放电进行电池片高电

压应力的测试方法。我们开发了一个具有优化电极配置的
新工具用于测试。在未经封装的电池片的上表面施加高达
20kV的电压进行电晕放电测试，采样记录在高电压应力下
电池片的并联电阻的实时变化。测试持续一小时，结束后
测量电池片的EL和DLIT图像。

电池片的表面预处理

不同的组件封装材料可能造成不同的PID衰减效果。采
用其他的封装材料如硅胶可以避免PID效应[7]。在接下来的
测试中我们采用了一种对PID衰减敏感的EVA材料用于组件
封装。在所有的电池片上采用了常规的微波等离子氮化硅
SIN淀积工艺(折射率RI≈2.08，厚度Th≈82nm)[8]。在湿
法去除磷硅玻璃和氮化硅淀积工艺之间，添加了不同的表
面预处理工艺。最终所有的样本组(电池串)在水槽测试中展
示了不同的PID衰减结果(图三)。

 第一排：热氧化层
第二排：SQi 
第三排：1小时自然氧化
第四排：无预处理

160小时PID测试之后的EL图像

表面质量改善(SQi)

在文献[2]中比较了几种分别在光伏系统，组件和电池
片层面降低PID效应的解决方案。基于研究，我们开发了一

种新的在电池层面上限制PID效应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对
电池的性能不会造成负面影响，拥有成本约为0.2到0.4欧
分每片。在氮化硅减反射淀积工艺之前，采用名为“表面
质量改善(SQi)”的设备对硅片表面采用高能量密度的工艺

电池工艺

图三：PID测试结果。 样本组中的电池片在氮化硅减反射膜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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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处于严苛测试环境 (85°C, 85% 相对湿度,-

1000V)下经过 SQi 预处理的 p 型多晶组件的输出功率

及填充因子-时间曲线。经过 96 小时的测试，均未出

现明显下降 <Figu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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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七：a)处于电晕发电测试下的电池片的并联

电阻的时间曲线变化。经过一小时测试之后在

未经 SQi 处理的电池表面出现了局部的并联电

阻失效；b) EL；c) DLIT。而经过 SQi 处理的

电池片与初始图像没有区别 <Figure 7> 
 
总结 
 
研究表明，可以通过氮化硅淀积之前的预处理步骤来

避免 PID 效应。基于这一认识，可以独立优化减反射

层(ARC)的质量。结果表明，PID 效应可以被限制在

太阳能电池的制造流程中，而对太阳能电池的效率不

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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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避免PID效应。基于这一认识，可以独立优化减反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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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耐用的“太阳”:
高速检测太阳能电池的LED光伏模拟器

要想降低太阳能电池片的生产成
本，必须要有更高的产能和良品率。
在生产工艺制订过程中，尤其是对那
些产能为3600pcs/h的高速线，产线
末端的检测设备，越来越成为一个瓶
颈。为了解决这种状况，生产经理引
入了LED单元的新型光源。德国斯德
拉马公司，该领域的领导品牌，最近
开发出了重复性超过18000次/小时的
新型LED型光伏模拟器，LED光源不需
要传统卤素光源特有的充电过程，大
大减少了等待时间，加上可以自由选
择闪光时间，该系统被誉为最快的光
伏检测系统。

每 种 光 伏 材 料 都 有 其 特 定 的 光
照要求，这样才能发挥最好的转换效
果。通常情况下，60毫秒的标准曝光
时间，是没有办法让某些高效片表现
出最佳性能的。即便是很小比例的电
池片被分错等级，也会造成每年数百
万元的损失。

斯德拉马公司可以将这种A+A+A+
级的LED闪光系统整合到光伏生产线
上。公司总部及其研发中心位于德国
南部，近几年，随着公司业务发展，
斯德拉马在中国太仓市建立了分公
司，旨在更加快速的服务于客户。

有 了 新 一 代 光 伏 电 池 测 试 系 统
ProMoSim®evo³，斯德拉马能够在 
“最大功率点”测试方面提供“瑞士
军刀”级别的效果。相比传统闪烁光
源，LED矩阵光源可以同时提供短脉
冲闪烁和持续光照两种模式。Strama-
MPS能够让世界各地的PV生产客户拥
有更高的收益。
超强的检测能力：无需充电，测试周
期可以达到<0.5秒，闪光频率高；可
脉冲闪光或稳态持续光照，不需要快
门或者触发器。
高度精确的效率检测：最大工作功率
（Pmpp)测量不一致性最小(<0.4%)；
光谱匹配度优秀(<±10%)
更真实的太阳光模拟：这种A+A+A+级
模拟器除了可以提供短脉冲闪烁，还
支持稳态持续光照模式、光强波动和

可编程光谱等其他方式的测试。例如
特定光谱响应。
超长的LED灯管使用寿命：LED矩阵灯
管可以持续闪烁50.000.000次以上，
长期辐照不稳定度均低于0.5%，因
此，光谱非常稳定、可靠。

这 些 显 著 的 特 点 能 够 让 客 户 实
现更高的品质标准和技术变革。该系
统已经通过了国际知名检测机构德国
TÜV Rheinland集团的检测和认证，其
光谱辐照度等级已经超过IEC60904-9
中A级的2倍。斯德拉马公司通过提高
自身要求，使得ProMoSim®evo³的性
能已经超越了IEC、JIS和ASTM中对
A+A+A+等级的要求。

谁在追逐先驱的足迹，又是谁创造
了如此优秀的设备？斯德拉马,1946年
成立于德国的施特劳宾。这儿是著名光
学和物理科学家约瑟夫·冯·弗劳恩霍
夫的出身地。就像是一个温床，孕育了
光谱检测设备的各种奇思妙想。几十年
来，斯德拉马公司已经将自身打造成了
客制化生产、测试设备和自动化解决方
案领域内的专家。2006年，作为LED
照明技术的先驱之一，斯德拉马建立
并研发了第一个基于LED的太阳光模拟
器，该产品应用于欧洲高端光伏制造商
的全自动化生产线上的测试模块。从那
时开始，结合自身的研究基础，加上与

其他研究和测试机构的通力合作，最终
开发了ProMoSim®evo³太阳光模拟器技
术。这能为客户提供更高精度的效率测
试，将光谱漂移的风险，闪光时间限制
及重复率的限制远远抛在了后面。

斯德拉马致力于为全球的光伏、
汽车和电子行业提供服务。现有雇员
680名左右，其中施特劳宾总部约有
480名。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博世、肖
特、宝马、大众、西门子等国际知名
公司。2011年，斯德拉马中国分公司
成立，开始服务于亚洲市场。

凭借检测和测试上的技术优势，
加上自动化方面的成功经验，斯德拉
马从一开始就为光伏行业设计了解决
方案。不仅如此，该设备还能提供高
速抓取等其他生产工艺过程。比如下

图就是一种用于PECVD过程中从石墨
盒快速上下料的装置。该过程产能超
过3600pcs/小时，这款设备采用了非
常有效的抓取方式，避免了由于手动
装料引起的碎片。这种采用机器人抓
取的模式，可以整合到现有的生产线
上，取代人工操作。不仅可以流畅的
抓取硅片，还可以选择检测该工艺过
程前后每一件产品的质量。

该设备在德国和中国都有样机，
供客户操作体验以及客户产品测试。

图一： ProMoSim®evo³ LED，用于太
阳能电池检测的LED太阳能模拟器

图二：硅片抓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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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铜、铟、镓和硒元素——缩写为Cu(In, Ga)Se2或
CIGS——作为基本材料的薄膜太阳电池(TFSCs)正受到前所
未有的关注，原因是它所能实现的高达27%的潜在转换效
率[1]，是整个TFSC领域中最高的。目前，以硬质材料作为
衬底的CIGS太阳电池的实验室效率最高能达到20.1%，而以
柔性聚酰亚胺材料作为衬底时，则最高能达到17.1%[3]。 
尽管当前柔性CIGS太阳电池的效率相对较低，但由于它
的卷对卷制备工艺成本低廉，而所需的生产热预算也相对
较低，所以人们一直对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除以上两点
外，柔性CIGS太阳电池在生产工艺上的其它优点还包括：
较高的比功率、优异的抗辐射特性(应用于太空[4])以及适合
于光伏建筑一体化的柔软材质。

采用单片集成互连结构(MII)的CIGS电池组件制备工
艺只能实现相对较低的转换效率，目前普遍处于12.1%到
15.9%之间[5]。因此，损耗更低的串联互连结构在开发高
效率太阳组件方面拥有更巨大的潜力。此外，为了尽量避
免扩大有效区域的面积以及接触电阻和互连线分流引起的
损失，需要提高薄膜互连结构的精确度，同时确保划线操
作时不受损坏。

工业化生产组件时，要求工艺速度高、成本低、产量
大以及可靠性强等。扩大CIGS薄膜太阳电池的生产规模并
将生产成本降低至1美元/Wp以下，是未来整个CIGS组件制
造领域的必然发展要求。而激光工艺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关键技术之一[6]。

为了提高大面积组件的转换效率，需要将其分割成许
多互相串联的小区域，以保持低的组件电流，从而限制薄

膜层和互连结构间的串联电阻所造成的损失。MIIs的标准生
产方法包括交替沉积薄膜层和制作薄膜图案。加工流程分
成三步划线工艺，分别称为P1、P2和P3。这三步工艺决定
了单块电池的长度、电极区域的结构以及前端电极的隔离
等。然而，这种取代了外部集成互连(EII)结构的技术采用的
顺序是首先制备完整的薄膜叠层，然后才进行划线加工。
因此，MII和EII方法的挑战各有不同。

目前的薄膜制备工艺经常使用机械方法进行薄膜划
线，但这种划线技术在线宽、薄膜碎屑、设备老化和划
线速度等性能上有诸多不足。尽管如此，该技术仍然在使
用，特别在对热敏性较强的CIGS薄膜进行P2和P3划线操作
时[5]。因此，虽然存在技术缺陷，但这类机械设备的持续
使用却表明，利用激光对薄膜叠层进行划线加工的设想仍
然不能一蹴而就。目前已知存在几种用于MII型CIGS太阳电
池组件生产的激光划线工艺。其中，针对钼薄膜层的(P1)激
光划线工艺已经被广泛接受[7, 8]。然而，该技术所使用的
纳秒激光可能会引起钼层碎裂，这是必须极力避免。

受 材 料 热 敏 感 性 的 限 制 ， 目 前 仍 然 没 有 成 熟 的
工 艺 能 对 C I G S 太 阳 电 池 的 所 有 材 料 层 进 行 激 光 划 线
加 工 。 出 于 相 同 的 原 因 ， 激 光 加 工 还 可 能 导 致 材 料
改 性 或 引 起 界 面 损 伤 ， 例 如 引 起 C u I n S e 2 从 半 导 体
态 转 变 成 金 属 态 的 相 变 。 虽 然 纳 秒 激 光 器 已 经 处 于
验 证 阶 段 ， 但 只 有 使 用 超 短 脉 冲 激 光 才 能 避 免 C I G S
薄 膜 划 线 时 出 现 任 何 有 害 的 热 效 应 [ 9 ] ， 尽 管 有 报 告
称 即 便 是 使 用 超 短 脉 冲 激 光 仍 然 会 损 伤 p n 结 [ 1 0 ] 。 
与此同时，目前通过使用名为“焊接”的纳秒激光技术，
却已将由激光引起的CIGS金属态相变应用在了P2互连线的
制造上[11]。

Gediminas Raciukaitis, Paulius Gecys & Simonas Grubinskas, Department of Laser Technologies, Center for Physic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CPST), Vilnius, Lithuania, Klaus Zimmer, Martin Ehrhardt & Anja Wehrmann, Leibniz Institute of Surface Modification, Leipzig, 

Germany, & Alexander Braun, Solarion AG, Leipzig,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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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薄膜太阳电池(TFSCs)在实现高转换效率和低廉制造成本上依然拥有巨大的潜力。而集成互连结构则通过将电池

串联成组件的方式，有效保持了小面积太阳电池的高转换效率。激光划线技术被广泛用于制作基于a-Si和CdTe材料的
TFSCs互连结构。此外，三层铜铟镓(二)硒(CIGS)复合物的光学特性与太阳光谱的匹配度相当高，意味着它可以制成光
电转换效率非常高的太阳电池。然而，由于该材料具有热敏感性，因此需要开发新的激光划线工艺以避免出现任何的
余热效应。此外，在加工非透明衬底(金属箔或聚合物)型柔性CIGS太阳电池方面，划线工艺还面临着其它挑战。而正
是在应对这些挑战时，超短激光脉冲划线表现出了比其它技术更好的质量和选择性。对激光能量耦合进行模型仿真以
及利对激光划线的深入测量，可以找到针对柔性CIGS太阳电池的激光划线加工方法。使用高速划线工艺加工的小型
CIGS集成组件所测得的高转换效率也充分证明了这种技术的潜力。

薄膜技术

用于柔性CIGS太阳电池的薄膜激光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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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大多数关于皮秒激光在CIGS电池划线上的
应用研究都是在硬质玻璃衬底上的材料层进行的[12, 13]。
对玻璃衬底型太阳电池进行激光划线时，可以利用微爆破
效应让激光透过玻璃衬底进行刻蚀[14]。但由于钼材料被
同时用于制作CIGS太阳电池的背电极和聚酰亚胺衬底，导
致激光受到缓冲层光学特性的影响而无法透过衬底进行划
线。在衬底为柔性金属[11]和聚合物[10, 15, 16]的CIGS薄
膜上完成划线操作仍然具有挑战性。因此研发出前表面激
光划线工艺对于推进组件工业化生产来说非常必要。图一
(a)显示了一块MII互连区域的截面图；而图一(b)则给出了典
型的CIGS太阳电池叠层结构。

本次研究的目的是开发一项能与用于精确加工CIGS
太阳电池的卷对卷生产线兼容的快速灵活的激光技术。而
在皮秒激光脉冲照射过后，薄膜材料层的激光吸收特性、
能量耦合以及热扩散动力学行为都已通过仿真实验模拟得
到。此外，还使用了脉冲宽度为皮秒和飞秒的激光对沉积
在柔性聚合物衬底的CIGS TFSCs进行划线。并分别展示了

在两种脉冲宽度下，太阳电池在激光划线区域附近的划线
质量、元素成分、局部电学特性以及效率和并联电阻等评
估结果。

能量耦合与激光诱导应力仿真

激光诱导物理过程仿真在解释相应实验结果时发挥着
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加工过程中包含了许多物理过程，
所以我们采用了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中的有限元分
析方法来模拟工艺过程。

在考虑电磁波的吸收和反射效应后，通过求解亥姆霍
兹光束传输方程，可以得到耦合入薄膜内激光能量的数值
[8]。薄膜叠层内激光光子产生的能量耦合值主要决定于激
光波长和材料复折射率  ( ，其中n为复折射率的
实数部分，kext为消光系数)。薄膜层界面间的反射会使得入
射激光沿光束穿透的方向发生周期性调制，特别是只能部
分穿透薄膜的波长，例如1064nm。通过内部界面间耦合激

薄膜技术

图一：(a) 标准单片集成互连(MII)结构图，以及在各个沉积步骤间进行的P1、P2和P3划线工艺；(b)上表面分别为由ITO和AZO(ZnO:Al)
制成的透明表面电极的典型CIGS太阳电池叠层结构

图二：显示了CIGS电池内部结构的晶格温度分别随空间(上到下)和时间(左到右)的变化。脉冲宽度为10ps的激光(横轴上标示的红色箭
头)从底部射入CIGS电池内部(激光通量=1J/cm2，波长=1064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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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能量的局域化，可以控制激光划线工艺的选择特性。
为了研究透明导电层和CIGS层的去除机制，采用双温

度模型以及计算得到的激光脉冲吸收值，画出了与激光波
长相应的CIGS太阳电池温度分布图。图二显示了ITO作前表
面电极的CIGS太阳电池的仿真结果。

可见光在吸收层内部就被完全吸收。至于红外光，高
温在CIGS-Mo界面处仅维持几百皮秒的时间，而CIGS层本
身却是一直保持低温的。这有效避免了CIGS材料的热衰退
现象。

由于激光诱导应力随温度梯度线性增加，因此高达
6000K的大温度梯度∆T将会在不同材料层内引起高达几十
个GPa的应变值。样品的被辐射区域会产生塑性形变并在激
光诱导热应力下发生破裂[14]。由界面附近局部吸收引起的
应力局域化是有益的，因此能引起薄膜碎裂的红外激光束
便非常适用于刻蚀热敏性薄膜叠层。图三的SEM图显示了
分别使用波长为1064nm和1572nm激光刻蚀CIGS薄膜的效
果，可以看到激光诱导机械移除过程。

在图三(a)的例子中，波长为1064nm的激光脉冲在
CIGS/Mo界面内被有效吸收，并能清楚看到Mo层已暴露在
外。而在图三(b)中，1572nm波长激光脉冲的能力不足以
将CIGS层全部剥离掉。

划线与激光波长

带厚ITO上表面电极CIGS的激光划线操作是使用不同

波长的皮秒激光(脉冲宽度为10ps)完成的。其中，使用
1064nm波长激光划线可以使钼层清晰暴露在外(图四)。该
结果与理论猜想相吻合，理论上认为大部分1064nm辐射
是在CIGS-Mo界面被吸收的，这可以产生良好的层移除选择
性。而波长为532nm的光在划线边缘形成了熔化区域，这
是由于该波长激光在CdS-CIGS界面的高吸收系数导致的。
而CIGS材料则通过直接的激光刻蚀过程被移除走，并因此
增加了热效应。波长为355nm的辐射光能刻出高质量划
线；但是需要低脉冲能量的轻度曝光并进行多次激光扫描。

研究发现波长为1064nm的激光适合于CIGS薄膜的P3
划线。通过将扫描速度提高至900nm/s，可以在完全不影
响下面吸收层的情况下，只将ITO层选择性移除。

为了在结构复杂的TFSCs上刻出高质量的划线，材料层
的选择性和深度的控制都至关重要。通常使用SEM和X射线
能散分光计(EDS)来分析皮秒和飞秒激光划线工艺后剩下的
材料层结构[17]。EDS分析时在划线沟槽边缘处没有发现任
何熔融钼斑点，而所有材料层都依然保持着明锐的界面。
这表明超短激光有潜力完成高质量的选择性薄膜层加工。

激光照射区域的拉曼光谱
CIGS是一种热敏感材料，激光划线附件区域都会发生

结构变化。CIGS材料发生金属相变后，可能会引起内部并
联结构从而降低太阳电池的效率[18]。拉曼光谱仪是适用于
测量固体材料局部错乱的灵敏工具。我们通过检测获得了
激光划线周围不同区域的空间分辨率为2µm的拉曼光谱图

薄膜技术

图三：分别显示了图(a) ITO/CIGS/Mo/PI 和 图(b) ZnO/CIGS/Mo/PI太阳结构中蚀坑的剖面图。同时显示了能量耦合对材料刻蚀质量的
选择性效应：1064nm激光可以将图(a)的CIGS材料完整刻蚀，而图(b)中使用1572nm激光则无法将其完全剥离

图四： CIGS电池结构中的P3型激光划线：图(a)和图(b)使用的激光波长分别为1064nm和1572nm，而速度都为单通道200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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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熔融区域(沟壁)以及沟槽外部都能看到明显的拉曼光
谱变化，这些区域是高斯光束的边缘部位照射在薄膜后形
成的。然而这些光谱变化并未显示任何在皮秒激光划线后
产生的第二次金属相CuSex结构，因为在接近262cm-1的拉
曼光谱处没有出现新的谱线。这检测结果表明皮秒激光在
对CIGS TFSCs进行划线时，划线附近区域只会出现较低的
材料热诱导结构相变。

激光划线CIGS太阳电池的光电特性

为了优化CIGS太阳电池的激光划线效果，对激光诱导
相变的电学特性进行表征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需要同时采
用非原位和原位表征技术。表征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太阳电
池在激光划线后光电特性的变化。

激光划线CIGS TFSCs的电学特性表征
图五显示了用于在激光划线期间进行准原位测量的实

验装置示意图。使用该装置可以迅速采集有关激光划线引
起太阳电池特性变化的可靠信息。结合激光划线平台的检
测功能，划线的几何图形、光学图像以及根据I-V曲线抽取
出的电学特性，如今都可以进行准原位测量，达到评估激
光和薄膜的相互作用以及优化TFSCs的激光划线工艺的目
的。

使用超短激光脉冲(λ=775nm，tp=150fs)对CIGS 
TFSCs进行连续多重划线会因为并联结构的出现而引起并联
电阻Rp的突然下降，如图五(b)所示。这种情况发生在第一
次划线中，此次划线的激光刻蚀深度接近1微米。不过，之
后的几次划线后Rp却没有明显改变，因为这几次激光脉冲
只照射在改性的CIGS材料上。但测试结果显示，如果薄膜
吸收的能量没有在划线期间完全移除的话，即使是飞秒激
光脉冲也会导致CIGS的热改性。

太阳电池的电学特性检测结果无法解释引起激光诱导
改性或者改性区域扩散的原因。因此，必须使用光电技术

对材料进行局部研究，以了解激光诱导缺陷的结构，同时
它还是研究电性能缺陷与划线边缘处化学、物理和形貌特
征之间关系的必要手段。目前，合适的高分辨率电光测量
技术包括了激光束诱导电流(LBIC)测试、电致发光(EL)图像
以及在反向电流下的黑暗锁相热成像(DLIT)。

锁相热成像(LIT)是一种对单晶和多晶太阳电池进行非
统一性表征的实用技术[19]。它利用的是器件的AC红外图
像，而该器件的温度则受锁相频率相同的外部AC电压的影
响。热成像图显示了它的局部电流损失。

为了检测任何由激光刻蚀引起的短路电流，我们对划
线附近区域进行LIT检测。图六(a)显示了典型的划线工艺后
CIGS电池的LIT图像，此次划线使用的是波长为1064nm的
红外皮秒激光。在图像上能清楚看到薄膜沉积层的缺陷，
该缺陷在所检测的表面上引起了短路电流损失。不过，从
图中却并未观察到任何因使用皮秒或飞秒激光划线而引起
的表面温度变化。此外，这两种激光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内
部并联结构。经过适当调整后，IR摄像头被用于大面积区域
检测；但由于分辨率太低以至于无法观察到与线宽同等大
小的区域，同时也检测不到细小的缺陷。

在反向电流状态下进行的高分辨率DLIT测试非常适
合于分析激光划线边缘的局部并联结构[10]。图六(b)给出
的DLIT图像清楚显示激光诱导缺陷只在划线的其中一边产
生。此外，可能由于划线速度放缓的原因，在划线末端没
有观察到缺陷。这种缺陷的局域化可能是因为在拓展线宽
时激光重叠(阴影)不完全或光束轮廓不对称造成的。在激光
划线边缘同时观察到了局部和分散并联结构。然而，电流
检测结果显示，即便是使用超短激光脉冲进行划线也可能
导致Cu(In, Ga)Se2薄膜组件效率的下降。

激光束诱导电流是一种可用于检测半导体缺陷的非破
坏式光学技术。IBIC图像显示了从电极流出的总电流，这
是有局部激光束辐射引起的。二极管激光束被聚焦在一个
直径为50µm的斑点上，该尺寸决定了该检测技术的空
间分辨率。激光划线的区域处在相邻两个前端电极栅线之

薄膜技术

图五：对CIGS TFSC 进行准原位测量，以表征超短脉冲激光的划线工艺效果(tp≈150fs)：(a)实验装置；以及(b)连续激光划线时的并联
电阻(激光通量0.786J/cm2，脉冲重叠率为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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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LBIC图显示，皮秒激光划线附近区域有着统一的电流
分布。虽然该技术分辨率无法检测沟槽边缘处微米级的缺
陷结构，但仍可看出划线附近区域的死层面积是相当小的。

激光划线后的PV特性
对工艺参数进行适当优化后，我们对全部处于预制阶

段的平均效率为10.7%、工作面积为32cm2太阳电池进行划
线操作。此外，所有电池的激光划线总长都为360mm。在
进行激光划线前后都进行里一次光电效率和并联电阻测量，
以评估激光划线对太阳电池性能的影响。同时还使用未经
激光划线的参照电池以监控实验样品的衰退状况。检测所使
用的辐射光谱为标准AM1.5光谱，光强为1000W/m2。此
外，CIGS太阳电池样品的初始光电效率为10.7%左右。

激光划线完成后进行的发电效率测试显示，使用优化
的皮秒和飞秒脉冲宽度进行激光划线，电池性能和并联电
阻出现了轻微下降。在激光划线后，CIGS太阳电池效率的
平均下降幅度为0.35%，造成效率下降的原因包括：划线直
接减小了表面活性面积。

将CIGS激光划线应用于大规模生产的相关事项

由于涉及到可靠性、工艺速度以及柔性衬底在R2R工艺
中的可操作性等问题，要将CIGS激光划线应用于大规模生
产仍然困难重重。其中，可靠性问题主要与激光划线对电
池性能造成的残余效应(即便是使用超短激光脉冲)以及对薄
膜厚度和结构变化的容错程度有关。从成本角度考虑，为
了在单步流程内完成卷对卷柔性电池的生产，需要提高激
光划线的速度。制作MIIs时，沿着生产流程进行的激光划线
工艺(P1、P2、P3)所形成的隔离区域可能会阻碍该技术的
工业应用。因此，未来柔性CIGS太阳电池的进步可能来自
于新的互连结构。这些内容将在下文提及。

使用变形激光束减少划线引起的改性区域
在新型多层结构TFSCs上进行激光划线需要保证薄膜刻

蚀的高度选择性，避免相邻材料受到影响。受光束大小限
制的高斯光束焦点能量只占激光束总能量的86.5%。与之相

对应，边缘的能量则占总能量的13.5%。但就是这部分边缘
能量导致划线周围材料发生了改性。因此，这种光束空间
分布形式无法获得清晰的划线边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可以使用特定的光学元件将平滑的高斯分布光束转换成正
方形平顶光束[20]。由于激光能量均匀分布在限制区域内且
光束边缘能量分布陡峭，因此平顶形状光束能将划线边缘
改性区域的面积减少34%。不仅如此，平顶光束的使用也降
低了划线宽度对激光脉冲能量波动的敏感度，从而提高了
划线工艺加工不同材料时的可靠性。

通过平行划线方法充分利用激光功率
为了方便与现有生产线的进行整合，工业生产上的划

线工艺必须做到高速度、低成本。此外，最佳的划线效果
通常出现在划线激光功率只占光源总功率一部分的时候。
因此，提高生产效率并提高激光功率利用率的方法之一是
将光源分成几条小光束后同时在一块薄膜上划出几条平行
的刻线。在TFSCs中，典型的集成互连线间距是5-10mm，
这意味着振镜的工作区域内可以容纳太阳电池的几个区
域，同时还可以使用普通的光束引导系统。此外，用于
新型外部互连结构的同步划线可以在一步之内完成，并严
格控制着同一互连的相隔划线的间距。依靠该方法，电池
的“死层”面积可以大幅减小。

使用单个振镜并在实验装置中安装一个光束分光器可
以实现四条平行光束同时对CIGS TFSCs进行划线[21]。划
线工艺所需的总能量远远小于激光源发出的最大功率，因
此该工艺可以轻易地让四条或更多的平行光束同时操作。
通过更换光学元件来调节分光角度，可以控制平行激光束
的间距。保持同样的划线条件，平行激光可以加工出重复
性优越的划线槽(如图七)。这种方法不但有优化CIGS太阳电
池划线工艺的潜力，还满足了工业化生产对工艺速度和成
本的要求。

通过该方法获得的工艺参数与单光束方法非常接近。
由于加工CIGS太阳电池P3线所需的功率只有总激光功率的
十分之一，因此使用皮秒激光划线时可以将其光束数目扩
大至十条。这种将单束激光同时分成多束的方法或许能真
正大幅降低工艺的成本。

薄膜技术

图六：(a)CIGS太阳电池激光划线区域的LIT图。其中的亮点代表薄膜沉积的缺陷，而蓝色线条代表电极栅线；激光划线就位于竖直电极
栅线之间。(b)CIGS太阳电池电极栅线附近重叠激光划线的DLIT图。(c)使用皮秒激光划线后，太阳电池的LBIC光电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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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集成互连结构和CIGS组件
按照EII方法[22]，我们使用激光划线和丝网印刷导电粘

合物对柔性GIGS TFSCs进行电极互连，以制作小型组件。为
了达到互连目的，EII(如图八所示的剖面图)需要三条平行划
线，正如上面所说的，这三条划线可以同时完成。然而，EII
对激光划线工艺甚至比MII还高，因为从P1到P3，TFSC的
所有薄膜层和界面都必须避免受到损害。这是一项艰难的挑
战，因为CIGS的所有材料层都需要进行划线，而划线工艺也
需要进行特殊优化。

完整的EII式CIGS组件制造工艺包括了：

1. 沉积完整的CIGS太阳电池材料层
2. 使用超短激光脉冲进行激光划线
3. 通过丝网印刷含银导电粘合物制作互连电极

EII技术的优势在于：(1)减少了因保证覆盖精度所需的
划线程序；(2)通过将制造工艺分成薄膜沉积和激光划线两
部分，可以对两者进行独立优化而不互相影响；以及(3)制
造CIGS太阳电池时可以使用现有的CIGS薄膜沉积工艺。通
过调整激光通量、划线宽度和划线重复数量来制作平行划
线图案，可以改进激光划线的程序。

图八显示了进行过激光划线的柔性CIGS薄膜组件，
该组件的输出电压为4.5V，效率为10%。通过对面积为
20×20cm2的组件进行测试，发现其相对精确度和覆盖精
度分别比外界制造商提高5µm和10µm。互连线覆盖面积
的稍微扩大是因丝网印刷的精确度有限造成的，这也提供
了未来进一步提高组件效率的思路。

总结

对激光能量耦合的建模以及利用激光划线的广延特性
促进了以柔性聚合物作为衬底的CIGS太阳电池高速激光划
线的发展。选择合适的激光波长可以将能量耦合在材料层
界面的特定区域内。材料层界面将大部分激光吸收后，引
起局部快速升温。因快速升温引起的瞬态应力导致了薄膜
层的脱落，而不是使材料蒸发。

尽管激光划线的加工质量极具潜力，但对于大多实
际生产线来说，这种工艺的速度都过于缓慢。而划线工艺
的可靠性问题目前仍然充满争议。不过，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研究人员开发了平行加工方法，并使用光束变形技术
来提高划线质量。

皮秒激光对CIGS薄膜太阳电池进行划线加工时，展现
了该技术在工业应用上的广阔潜力。而采用与外部集成互
连相似的新互连结构使激光划线技术更好地应用在柔性太
阳电池的卷对卷生产工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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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最后阶段。此外，从2008年起他便一直担任CPST的研究
人员。

Simonas Grubinskas曾在维纽尔斯大学攻读理论物理学，
如今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继续深造。此前他曾在CPST激光
技术部工作过，主要负责激光诱导工艺的仿真工作。

Klaus Zimmer曾德国米特韦达应用科技大学攻读微电子工
程专业，并获得激光薄膜沉积领域的博士学位。他研究的
领域包括微纳米图形成型、激光技术和微米技术。Klaus目
前担任莱布尼茨表面改性研究所的高级科学家以及团队负
责人，主要从事激光技术的研究。
Martin Ehrhardt拥有分别来自德国米特韦达应用科技大
学和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的物理工程和物理学专业学
位。目前他正在布尼茨表面改性研究所撰写关于激光微纳
米图形成型技术的博士论文。

Anja Wehrmann曾在米特韦达应用科技大学攻读微系统工
程。并在布尼茨表面改性研究所研究过薄膜太阳电池的激
光划线技术，如今与First Solar德国分公司进行合作研发。

Alexander Braun拥有来自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物理学学位并
在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获得激光物理博士学位。从1996年
起他便专注于薄膜技术、激光物理和表面科学的研究，如
今担任位于莱比锡的Solarion  AG的CTO。从2006年起他便
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

垂询方式

Dr. Gediminas Raciukaitis
Head of Department of Las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Physic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CPST)
Savanoriu Ave. 231
LT-02300 Vilnius
Lithuania
电话：+370-5-2644 868
传真：+370-5-2602 317
Email: graciukaitis@ar.fi.lt

薄膜技术

80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技术





生存方案——零缺陷质量

生存方案：降低单件成本

光伏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仍
在继续中。想要在未来的市场中生存
下去, 企业必须具备生产单件低成本硅
片的能力。由于硅料成本仍然是硅片
生产成本中最大的一块，因此唯一的
出路就是在保持较低生产成本的同时
提高良率。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
自动化的生产设施。只有这样才有可
能在维持严格的流程参数的同时,确保
生产流程的可重复性。此外，整条生
产线必须能够连续的收集和评估数据,
通过这种方式能持续可靠地提高质量
和产量。

放眼全球范围，位于德国威尔堡
的阿诺德集团是为数不多的致力于脆
性材料(如硅和玻璃)加工设备的生产
商中的开拓者。经过几十年的经验积
累，专注于可以独立提供用于硅锭加
工的高科技设备和必要的流程和自动
化技术，其核心技术覆盖单多晶硅棒
的加工和硅锭的研磨， 切割和粘贴。

除 了 硅 料 生 产 外 ， 对 硅 片 质 量
和产出起到决定作用的将是自动化生
产线上对材料的保护和敏感的硅块搬
运过程。配有材料质量检测系统，确
保只有高质量的硅料才被传输到下游
的流程步骤进行加工。运用智能生产
原理的成功例子就是汽车行业：今天
它高要求的质量，稳定的流程及监控
和优化流程数据是很有说服力的。同
样，没有类似标准，光伏行业将不可
能实现它的最终目标。特别是在紧密
相连的生产流程中，每台设备必须拥
有高的流程稳定性，高要求的传感器
技术和带有对外围设备接口的智能控
制技术。

阿诺德既可以提供自动化单体设备
也可以提供整体的全自动生产线。阿诺
德远程生产分析工具(Arpat),它是每台
研磨和切割设备的流程自动化的核心部
分。它的目标是定义质量等级，识别偏
差及其原因，制定改进方案，永久删除
错误，从而确保最大产量。借助配有根
据六标准差原理(Six Sigma被全球广泛
成功运用的质量和流程管理方法)工作的
流程分析工具(封闭循环流程开发)，在
生产过程中不断的收集，存储和分析数
据。从中得出的结论将有助于我们不断
的改进工艺流程，从而使其更加经济。

从 阿 诺 德 的 角 度 来 看 ， 只 有 通
过高度的流程自动化和不断的测评流
程数据才能到达“次品趋于零”的目
标，这将是未来立足竞争激烈的光伏
市场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Arnold Gruppe 阿诺德集团
Herbert Arnold GmbH & Co. KG

Peter Weier, Business Unit Silicon 

Weilstrasse 6

35781 Weilburg/Germany

电话: +49 (0)6471 939426

传真: +49 (0)6471 2065

peter.weier@arnold-gruppe.de

www.arnold-grupp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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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循环流程开发。图片来源：阿诺德集团，威尔堡/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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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伏组件结构
晶体硅(c-Si)光伏组件通常由太阳能玻璃前盖、聚合物

封装层、前后表面印刷有金属电极的单晶或多晶硅电池、
连接单个电池的焊带以及聚合物(少数采用玻璃)背板组成。

而薄膜光伏组件既可以通过在组件背面沉积半导体层
的底衬工艺(substrate process)制造，也可以使用在组件前
表面沉积半导体层的顶衬工艺(superstrate process)制造而
成(如图一中(b)和(c)所示)。

为了确保组件的力学稳定性和对整个太阳能电池吸
收光谱范围内的高透光率，并保护电池和金属电极不受外
界环境侵蚀，必须在电池前表面使用太阳能玻璃。对于柔
性太阳能电池技术，则选择聚合物作为前板，这层结构对
材料阻挡特性要求非常高。背面材料同样要确保力学稳定
性、电气安全性，使电池和组件其它部件不受外界影响。

生产工艺
一套标准的组件生产工艺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玻璃清

洗和干燥；电池片串焊；组件层压，包括十字接头的焊接；
固化；边缘密封和装框；安装接线盒；最后是功率测试。

有三种工艺可以将电池矩阵固定在这些材料中。其中
最常用的是真空层压工艺，该工艺最初用于加工乙烯-醋酸
乙烯酯(EVA)封装材料，之后还用于加工热塑性薄膜。对于
薄膜电池工艺还有另一个选择，即装配了热压器的卷对卷
层压机，该设备常见于玻璃行业。使用铸塑树脂可以避免
使用层压工艺，例如硅胶。在c-Si组件工艺中，液态封装材
料需要分两次添加：第一次添加于玻璃表面，随后再添加
于电池矩阵。

在一系列组件生产步骤中，固化工艺的耗时最长。而
组件生产商追求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研制能在相同时间内加
工更多组件的层压机来降低工艺耗时。除此之外还有另一
种可行的方法，即对封装材料本身进行调整，例如添加经

光伏组件

光伏组件封装材料综述

Cornelia Peike, Ingrid Hädrich, Karl-Anders Weiß & Ines Dürr, Fraunhofer ISE, Freiburg,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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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光伏市场在过去五到七年间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封装材料市场的强劲爆发，并导致供应链的暂时性短缺。与此同

时，组件价格也出现显著下降，给生产成本和光伏组件原料成本带来巨大压力，促使封装材料市场朝着新型材料和创
新供应商转变。由于封装材料对组件效率、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有着显著的影响，加之上述市场压力的推动，对封装
技术和材料的选择便成为了组件设计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本文对目前市场上的不同材料、光伏组件封装材料的整
体需求以及这些材料与其它组件部件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综合介绍。

底衬

背电极

前电极

前盖

封装层

后盖

背电极

电池
前电极

顶衬

封装层

后盖

封装层

电池

前盖

封装层

电池

图一: (a)c-Si光伏组件的整体结构；(b)底衬型薄膜光伏组件；(c)顶衬型薄膜光伏组件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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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优化的过氧化物交联剂以加快交联速度，或者使用热塑
性封装材料。

“对于所有固化工艺来说，最主要的
挑战是如何获得均匀和足够的固化或
交联水平以确保粘合强度和稳定的层
压效果”

对于所有固化工艺来说，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获得均
匀和足够的固化或交联水平以确保粘合强度和稳定的层压
效果。要达到这一目的，组件封装操作必须提供良好的导
热和均匀的压力、高度精确的温度控制以及保证工艺参数
的长期稳定。

与组件效率相关的损失机制以及与其它部件的互相影响
电池-组件(CTM)效率比可以定义为互连电池片封装成

组件后的效率与封装前电池平均效率之间的关系。CTM值
大小受电池种类的影响非常大。例如，对于同一种封装材
料，拥有均匀减反射膜和高蓝光光谱响应的高效太阳电池
的CTM损失通常比低效电池高。

从电池到组件，中间有几种因素影响着发电效率，但
多数影响都是负面的。其中，由组件内部非活性区域引起
的损失只影响组件效率而不会降低实际功率输出。能影响
功率输出的因素可以分为光学和电学因素；其中电学损失
主要是由电池间的串联电阻引起的。

电池封装后会出现某些交互光学效应(如图二所示)。首
先，任何两种折射率不同的材料界面都会引起光反射。其
次，位于电池前表面的所有材料层都会吸收部分入射光线。
其中，来自电池表面的反射光，包括细栅、主栅和焊带反射
光，可以被部分反射或全部反射回电池表面。通过使用高反
射率背板，可以将入射到电池间隙的光线散射回来。如果散
射光线到达组件的第一层界面，通常是玻璃—空气，会被部
分或全部反射组件内部，反射效果决定于入射角。部分被反
射回来的光线将射入到电池活性层，并提高电池电流和输出
功率。对于封装材料，最关键的是避免吸收有用光谱区间的
光线(其中c-Si电池的光谱区间为350-1200nm)

能削弱到达电池表面光线强度的损失机制有几种，它
们分别为(如图二所示)：

 ·  ①、③反射损失，发生于空气-组件前表面和前表面-封
装材料界面；

 ·  ②、④吸收损失，发生在玻璃内部和封装材料内部；
 ·  ⑤电池吸收；
 ·  ⑥电池表面反射以及在玻璃-空气界面处的部分或全部

再反射；
 ·  ⑦背板材料的吸收；
 ·  ⑧背板材料的反射，以及在玻璃-空气表面处的部分或

全部再反射。

封装材料的折射率影响着玻璃-封装层界面以及硅-减反
射膜(ARC)-封装层界面的反射损失。对于有陷光结构和ARC
层的电池，光耦合引起的光增益会更少。

封装材料特性

对封装材料的要求
为了优化组件效率，对光伏组件封装的要求可以分

为五个方面：发电量、电气安全、可靠性、组件工艺和成
本。

 ·  封装材料的光吸收率应该尽量低并提供合适的折射率
以减少界面反射

 ·  高导热性能以降低工作温度并提高发电量
 ·  根据IEC 61215的标准类型批准测试，为了保证电气安

全，漏电流必须足够低
 ·  为了确保光伏组件可靠性，封装材料在UV辐射、高

湿、温度循环、超低或超高环境温度、机械负载以及
对地电势差等特性上都至关重要。此外，封装材料必
须与其它组件部件保持足够的粘附性，以保护电池和
金属线不受外界环境影响。

 ·  同时，组件生产商对材料成本、工艺成本和生产时
间、保存期限和质保方面也非常重视

光伏组件

图二: c-Si光伏组件的光学损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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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封装材料的参数和方法
根据上述要求，在选择光伏封装材料时必须考虑以下

几个重要因素(见表一)。除了基本材料特性，例如玻璃转
变或熔融温度这种可以通过特性表征技术(差式扫描量热法
DSC或动态机械分析法)测量的参数外，机械特性也同样至
关重要，因为需要足够的缓冲效果以抵消机械冲撞和机械
与热机械负载。

“一个被普遍忽略的事实是，材料温
度严重影响着封装材料内部的水蒸气
传送速率和氧分子传送速率”

影响光伏组件耐用性的重要因素包括背板和封装材料
的气体(例如氧气和水蒸气)扩散特性[2]；这两种气体都能从
聚合物背板表面进入封装聚合物层并穿透光伏组件，到达
电池和前表面玻璃之间的区域，从而加速衰退反应。一个
被普遍忽略的事实是，材料温度严重影响着封装材料内部
的水蒸气传送速率(WVTR)和氧分子传送速率(OTR)。如图
三所示，由于温度升高能大大加速渗透过程，尤其是高温
下的高传送速率，组件内外将出现大量的粒子传输。

另一种用于材料表征和评估的有趣工具是拉曼光谱

仪，该设备被认为是一种用于分析小型测试层压样品或全
面积光伏组件封装衰退效应的快速且非破坏性方法。

封装材料

市场调查
在60至70年代，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主要用于第一

代光伏组件的封装，之后被其它材料所代替，例如EVA，
并一直持续几十年。所有聚合物都是热塑性材料或人造橡
胶；然而，后者必须在层压过程中发生交联反应，因此增
加了生产周期和成本。受到降低光伏组件成本的压力驱
使，新的封装材料纷纷被投入市场，但因为光伏制造商们
必须保证其产品能够长期稳定使用，所以着重考虑影响可
靠性的缺陷是必不可少的。

“受到降低光伏组件成本的压力驱
使，新的封装材料纷纷被投入市场”

光伏市场在近几年的增长带动了许多新兴EVA材料供应
商的涌现。同时，非EVA材料供应商的数量在过去几年也出
现了增长：9家公司带着23种非EVA产品进入了该市场[5]。

光伏组件

参数                          方法   相关特性

玻璃化转变温度TG DSC、DMA等 材料特性在所处温度范围内的有限变化
熔融温度TM DSC、DMS等 加工性能
杨氏模量E DMA, 张力测试 对电池的机械应力
折射率n 折光测定法 最小光损失
吸收率 傅立叶变换光谱 最小光损失
体电阻率 电阻率测试 电绝缘性
WVTR 渗透性测试 了解组件内的粒子传输过程
OTR

表一：封装评估中最重要的几项参数与测试方法

图三：不同封装材料的WVTR和OTR随温度的变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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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在用的不同聚合物数量非常多，但相比于光伏
市场的总年度产量，该市场仍然是聚合物供应商有利可图
的市场。因此化合物产品通常都是由小型公司生产的。图
四显示了不同材料品种的产品数量。

材料特性和稳定性
封装材料可以分成1)非交联热塑性材料或热塑性橡胶

(TPE)材料，以及2)橡胶材料；后者在聚合链之间形成共价
键。而使用最广泛的封装材料EVA、双组分硅胶以及氨基甲
酸乙酯(TPU)材料则需要经过交联反应，该反应可以在高温
或UV辐射或化学反应(双组分系统)条件下完成。热塑性或
TPE材料聚乙烯醇缩丁醛、TPSE和离子交联聚合物以及改
性聚烯烃(PO)在组件生产过程中熔化并且不会在聚合物分子
链(交联)之间形成化学键。

EVA
EVA共聚物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光伏组件封装材料，并

已经在光伏行业使用超过20年。长期以来，光伏EVA的耐
用性这一受添加剂成分高度影响的特性，特别是在褪色(黄
变)问题上[6, 7]，已经得到了巨大改进。这种在第一代光伏
电站中便广泛出现的黄变现象主要是由添加剂的光热衰退
效应造成的，例如UV光线稳定剂、UV吸收剂和抗氧化剂[8, 
9]。除了抗氧化剂分解之外，EVA主要的衰退反应是脱乙
酰、水解和光热分解[6]，这些反应会生成腐蚀性降解副产
品，特别是醋酸，从而可能加速金属材料的腐蚀。

最初，通过在高温或UV辐射的条件下使用交联添加剂
可以将热塑性材料EVA转变成橡胶。交联反应不单对于组件
生产时间是一个挑战，在材料存储(交联剂的挥发)和质量管
理(索式萃取法计算交联度)也同样存在问题。

聚乙烯醇缩丁醛(PVB)
PVB是一种热塑性聚合物，在80年代初期就作为光伏

组件封装材料使用。它是加工程度仅次于EVA的封装材料，
且材料成本与EVA相近。

与其他封装材料相比，由于吸水率非常高导致PVB对水
解反应非常敏感；因此必须结合低WVTR的背板使用[2]。 
为了提高材料的力学加工性能并改变它们的相变温度[10]， 
需要在PVB层添加塑化剂[10]。相对于EVA，其主要优势
在于更好的UV稳定性和更高的玻璃粘合度。此外，PVB
的UV透明度与EVA相差无几，但层压工艺时间却比EVA少
50%[11]。

早期PVB工艺由于在高压和高温下进行，所以必须使用
热压器，但新的PVB成分允许使用标准层压工艺。PVB在光
伏行业的主要应用是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以及使用玻璃—
玻璃结构的薄膜技术。

硅胶
硅胶是一种无机—有机聚合物，主要由硅、碳、氢和

氧等元素组成。虽然非常有潜力成为光伏封装材料，但由
于昂贵的价格和对要求使用特殊工艺设备(以及技术)，目前

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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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不同材料的产品数量[5]

聚合物 聚合物类型   参数
  TG [°C] E [MPa] 折射率(n) 体电阻率@230˚C[Ωcm]

EVA 橡胶 -40至-34 ≤ 68 1.48至1.49 1014

硅胶  -50 ≤ 10 1.38至1.58 1014至1015

PVB 热塑性塑料 +12至+20 ≤ 11 1.48 1010至1012

离子聚合物  +40至+50 ≤ 300 1.49 1016

TPSE 热塑性橡胶 -100 ≤ 280 1.42 1016

TPO  -60至-40 ≤ 32 1.48 1014至1018

表二：不同封装材料的常用物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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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胶的使用范围还非常小。硅胶最常用于质量要求非常高
的特殊场合，例如外太空应用。

得益于它们的化学特性，硅胶能有效阻挡氧气、臭氧
和UV射线的渗入。硅胶的其它优点还包括温度稳定范围
(-100℃至250℃)相当宽以及对UV-可见光光谱保持高透明
度。此外，其较低的杨氏模量和玻璃转变温度(见表二)还
表明硅胶能有效缓冲机械应力。硅胶的折射率处于1.38至
1.58之间，具体大小受硅含量影响。由于吸水率较低(小于
0.05%)，硅胶封装不容易受雾气影响，使其非常适合于光
学和光电器件[12]。

热塑性硅橡胶(TPSE)
TPSE是一种较新的封装材料，该材料集成了优良的硅

胶性能以及热塑加工性，但由于价格相对较高，该材料目
前只用于特殊场合。TPSE封装材料固化速度非常快且无需
添加剂就可进行物理交联，加之其在不使用塑化剂的情况
下仍然有优异的机械特性，使得它们非常有希望用于连续
的层压工艺[13]。

由于交联反应是通过氢键完成的，采用TPSE的光伏
组件将比EVA光伏组件更易回收。TPSE显示了良好的抗
UV特性和可见光透明度，温度使用范围也非常宽(-80℃至
100℃)。此外，TPSE封装材料还有非常好电阻特性(见表
二)以及相当高的疏水性。

热塑性聚烯烃橡胶(TPO)
TPO是一种由热塑性聚烯烃(例如聚乙烯和聚丙烯)和烯

烃橡胶(例如乙烯-丙烯橡胶和乙烯-辛烯橡胶)组成的聚合物

共混物。TPO因其低廉的价格而非常有希望用在光伏封装材
料上，而在过去则经常用于汽车和建筑行业中[14]。该材料
的电阻特性非常好，不溶于醋酸且不易水解，不过，TPO的
水通透性远高于EVA材料。

“TPO因其低廉的价格而非常有希望
用于光伏封装材料上”

离子聚合物(Ionomer)
离子聚合物，特别是乙烯离子聚合物，属于热塑性封

装材料，并由乙烯和非饱和羧酸共单体反应生成(例如乙
烯—甲基丙稀酸共聚物EMAA)。在光伏行业，离子聚合物
属于级别不同而价格更昂贵的封装材料。过去十五年在建
筑上的应用已经证明了离子聚合物的良好UV稳定性[15]。
此外，离子聚合物还应用在电线和电缆上[15]。

聚合物内离子成分间的物理交联反应是在合成期间自
动完成的，不需要任何额外交联步骤，这与EVA工艺有所不
同。此外，在环境测试时没有发现醋酸的形成，而保存期
限也相对延长(高达三年)[17]。过去两年离子聚合物的研究
重点已经转向薄膜太阳电池技术，原因是它能大幅度提高
湿气敏感度并拥有比EVA更低的 WVTR[18]。第一代无框
CIGS组件已经在最近通过结合离子聚合物实现[19]。离子聚
合物增强与背板的粘合度还使得它们有希望用于c-Si技术上
[20]。此外，离子聚合物还拥有高体电阻和高强度力学稳定
性(见表二)。

不同封装所需的工艺温度和时间如表三所示。不同材

光伏组件

图五：最常见光伏组件封装材料的化学结构

聚合物 条件
 设备 Tprocessing[˚C] tprocessing[min]

EVA 真空层压机 140-160 8-20

硅胶[27] 铸造工艺，点胶机 80 30

PVB[28] 真空层压机，卷对卷层压机和压热器 140-160 8-20

离子聚合物[29] 真空层压机 140-160 10

TPSE[30] 真空层压机，卷对卷层压机和压热器 160-170 7-10

TPO[31] 真空层压机 140-160 10-14

表三：不同封装材料的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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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参数变化范围相当广，且能通过特定添加剂来改变性
能。当两种硅胶结合时，其工艺时间和温度会因不同催化
剂而改变，导致结合时间达到5-50分钟，而工艺温度则在
室温到120℃之间变化。

与光伏组件其它部件的相互作用

除了聚合物老化之外，光伏组件中无机材料的腐蚀也
是光伏组件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电池衰减(例如减反射膜)或
金属线、焊带粘合和背金属的腐蚀都会导致光伏组件性能
大幅度降低[21, 22]。因为EVA降解可能伴随着腐蚀副产品
的产生，例如醋酸，所以可能加速金属的腐蚀过程[23,24]。
此外，水的渗入加速了EVA从电池表面的脱落过程[25]从而
导致金属线分解[26]。

新型电池与组件设计以及它们对光伏组件要求的影响
高效晶体太阳能电池(µ>19.0%)通过提高蓝光/UV光谱

响应来增加功率输出。因此将封装材料的UV透光极限值移
动到350nm以下将变得更加重要，而这一改变能带来超过
1%的相对效率提升。

另一个要求与降低组件重量相关，做法通常是使用更
薄的前表面玻璃或甚至将其替换成刚性聚合物层。对于后
者，为了确保与这些替代材料良好的粘合度，必须使用其
它封装材料，例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如果刚性层
应用在组件背部，可供选择的材料非常多，例如玻璃纤维
材料或甚至结构铝合金。前表面可以覆盖上高透明度的聚
合物薄膜，例如乙烯四氟乙烯(ETFE)。当使用聚合物材料封
装易碎太阳电池时，为了降低热膨胀错配，必须选择更适
合的封装材料。

此外，目前R&D层面上较关注的新电池技术包括了铜
金属化晶体硅太阳电池。因此需要根据与铜的化学活性来
调整封装材料。

“为封装选择合适的材料组合至关重
要”

结论与展望

由于封装材料对效率和可靠性影响非常大，所以选择
合适材料在组件设计环节显得举足轻重。至于耐用性和安
全性，封装材料必须满足在各种环境和工作条件下长期使
用的要求。对于所使用的聚合物材料，微环境条件在这些
衰退过程中非常重要，并受组件其它材料特别是前表面和
背部材料的强烈影响。因此，为封装选择合适的材料组合
相当重要。

除了上述的技术要求之外，来自组件市场的经济压力
也在逐渐上升，所以降低生产成本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一
方面，需要提高UV光谱波段的透光率，另一方面还要缩短

生产周期以降低生产成本。但由于组件生产商承诺的长保
质期限制了新材料和新生产工艺的引入，所以只能考虑小
部分的材料种类。虽然EVA依靠其较高的性价比以及几十年
的应用经验依然占据市场主导，但其它封装材料的数量和
种类仍然出现了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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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与伯明翰大学研发超软光伏焊带SolarSoft

 Strip Tinning Ltd (STL)是世界领
先的专业光伏焊带制造商。应客户需
求最新推出新款铜制焊带。STL发现晶
硅组件制造商为了减少焊接过程中电
池变形和断裂，十分需要一种比较柔
软的焊带产品。为此，STL与英国伯明
翰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共同开展了一
项名为SolarSoft的研究项目。开发了
可以用于120微米厚度电池的铜基材
料软焊带(屈服强度小于50MPa)。

伯明翰大学在材料处理、表征和
建模方面拥有雄厚的实力和经验。STL
与该校的紧密关系更是为焊带和焊接
技术的开发打下了基础，并在此基础
上确定了生产超软焊带所需要优化的
工艺和参数。

研发项目

铜的材质会随着晶粒变大而变软。
经过拉拔后的铜带的晶粒大小通常合
适，但晶粒会在退火工艺中由于金属重
结晶而长大。重结晶和晶粒变化的速率
则是由金属的热学参数(可以通过差示
扫描量热法DSC测量)和退火温度决定。
我们将STL产品的DCS特性导入仿真程
序，从而设计合适的退火工艺以得到软
(屈服强度小于50MPa)的铜芯焊带。

退火工艺的效果可以通过电子背散
射衍射(EBSD)技术进行检测，EBSD可
以测出晶粒的尺寸并与模型进行比对。

商业化生产

我们的研究成果已经成功从实验
室进入STL的生产，经测试，SolarSoft
焊带的屈服强度在48到65MPa，正符
合客户的需求。

从2013年第一季度发布该产品开
始，STL公司75%的客户已经开始采购
或正在测试SolarSoft焊带，为满足这
一需求，我们将在2013年第二季度新
安装一条生产线，新增的生产线年产
能折合约350MW。

欢迎在2013年第七届上海SNEC
展会期间(五月十四至十六日)莅临公司
展位(W1-102-103)垂询洽谈。

联系方式：
Strip Tinning Ltd.

Arden Park

Birmingham B45 OJA

UK

电子邮件：soc@striptinning.com

m.strangwood@bham.ac.uk

电话：+44 121 457 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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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在焊接时弯曲

退火后的铜晶粒EBSD图像

SolarSoft与传统焊带的应力应变曲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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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地区

英国2013年第一季度新增350MW

与英国太阳能行业的乐观预测一
致，英国2013年第一季度已竣工至少
350MW的太阳能安装项目。

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表示，这包
括数量空前的大型地面安装光伏项目，
其能够在4月1日补贴削减生效之前利
用较高的补贴费率。

英国有两个独立的补贴计划，即主
要针对小型光伏系统的上网电价补贴计
划和针对大型系统的可再生能源义务令
(ROC)。在四月初可再生能源义务令的
补贴额度已被降低，而上网电价补贴费
率则将在5月1日下调。

PV-Tech姊妹英国区网站Solar 
Power Portal报道，4月1日起ROC点数
从2削减至1.6，此举在英国公共事业规
模太阳能领域内引起了一系列剧烈活
动，以至于有分析预计一月至三月光伏
需求会超过0.5GW水平。

然而，较低的可再生能源义务等级
不能阻碍太阳能开发商，在可再生能源
义务许可证点数为1.6的条件下仍有大
量的项目储备有待开发。

德国太阳能开发商ib vogt等公
司已计划与太阳能制造商韩华新能源
(Hanwha SolarOne)设立一家合资公
司，以完成英国两个新的大型太阳能项
目。

然而，英国太阳能行业日前还对现
今向中国太阳能产品进行强制登记表示
担忧，这已经引起组件价格的上升，升
至ROC补贴的项目无法支撑的地步。

英国小型太阳能光伏市场正继续复
苏，在出台新的上网电价补贴递减模式
后缓慢增长。

能源与气候变化部(DECC)三月公
布的最新安装数字显示，大于50KW的
安装项目数量日前突破一周两千大关，
较一月每周平均安装数字高61%。

BNEF表示，2012年英国新增光伏
约800MW，其中大部分来自屋顶光伏
系统。

BNEF分析师Ranmali De Silva表
示，该报告从询问开发商在2013年四

月一日前委托的兆瓦量及BNEF跟踪的
项目得出数据。

Wattner收购22MW德国太阳能电站

德国投资公司Wattner日前收购了
坐落于德国各地的五座公用事业规模太
阳能发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2MW，预
计总成本约为3700万欧元。

这五座电站于2012年同时在整
个德国不同地点破土动工。Saxony-
Anhalt，6MW的太阳能设施，坐落于
Bennungen，据说是五座电站中最大
的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2.8MW的三座
太阳能发电站坐落于西波美拉尼亚。
第五座3.3MW电站已投入运营，其坐
落于柏林附近的Neuenhagen。

这五座太阳能电站的卖家姓名尚
未公布。

美洲地区

First Solar新增60MW北极星太阳
能项目

美国太阳能巨头First Solar已从
NorthLight Power手中收购坐落于加州
弗雷斯诺县门多塔附近的60MW北极星
(North Star)太阳能项目。交易条款尚
未公开。

该 6 0 M W 设 施 由 R e n e w a b l e 
Energy Corporation与Summit Power 
Group设立的合资公司North l igh t 
Power开发。预计此项目将于2014年
开工建设，2015年竣工。

投入运营后，预计该电站产生的电
力足以供应逾2.1万户加州家庭。所有
输出量将根据为期二十年的购电协议向
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出售。

First Solar项目开发总监James F. 
Cook表示：“我们很高兴在弗雷斯诺
县收购并建设我们首个公共事业规模光
伏发电项目。北极星将在遭受重创的经
济条件下提供迫切需要的建筑工作岗
位，并有助于该州达成其可再生能源需
求。”

亚洲地区

汉能青海海南州50MW薄膜太阳能
地面电站完工

汉能控股集团在4月初宣布，青海海
南州50MW薄膜太阳能地面电站建成。
汉能称这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薄膜太
阳能地面电站，并称这标志着薄膜太阳
能技术在中国进入大规模应用时代。

据 介 绍 ， 汉 能 青 海 海 南 州 共 和
50MW电站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
恰不恰光伏产业园，项目在2012年8月
底开工。

此外，汉能还在该电站建设中引入
了所谓的“牧光互补”模式，在光伏电
站中种植牧草，实现了“一水两用”“
一草两用”。由于光伏电站多建在戈
壁、沙漠等闲置土地，这一举措使电站
不仅能生产清洁能源，还能起到防风固
沙的作用，有利于环境和气候的改善。

非洲及中东地区

津巴布韦电力公司规划100MW光
伏设施

据报道，发电设施开发商津巴布韦
电力公司(ZPC)正计划在津巴布韦中部
省建设一座100MW太阳能发电站。

据多家媒体报道，该公司日前完成
对该电站的可行性测试，该电站将需要
投资约一亿美元，并将启动一场招标，
以找到一名能够为该项目提供部分融资
的承包商。

投入运营后，该100MW设施将通
过国家输电线并入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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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日前完成对该电站的可行性测
试，该电站将需要投资约一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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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Contact—— 
光伏行业内的高品质解决方案供应商

Multi-Contact公司创立于1962
年，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是电连接
领域的领导者，同时还是光伏连接器
应用的创始人。公司现已拥有22个分
支机构分布在全球21个国家，能够满
足世界各地对高品质光伏连接器的需
求。Multi-Contact的三个生产基地分
别位于德国、中国和美国，凭借其全
自动化生产设备以及最先进的生产工
艺，满足了全球市场的需要。

Multi-Contact不仅凭借其优秀
的创新能力有别于其他竞争者，更在
产品测试方面独树一帜。享誉全球的
MC4、MC4-EVO3以及Westlake接线
盒系列产品成为安全和耐久性方面的
标杆。实验证明即使在最恶劣的条件
下，Multi-Contact产品的性能都优于
其他品牌。

Multi-Contact坚信为客户提供持久
耐用而不需要频繁更换的产品。我们相
信您会非常乐意我们为您省去了定时维
修设备的烦恼。Multi-Contact 始终以创
新和专业为准则服务于全球光伏产业。

满意、耐久和高效是我们对您的承诺。

Multi-Contact 测试和研究

Mul t i -Con tac t与Swi s s so l a r 
(Basler&Hofmann AG)合作对光伏系统
失效点进行了分析，从而确定应用失败
的原因。我们发现50%的光伏系统失效
是由组件和连接器、线缆、汇流箱之间
的连接点导致。这个研究充分说明了连
接质量的重要性。一块晶硅组件至少有
12个连接点，分别分布在接线盒、连
接器和分支线缆的结合部位。每个连接
点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在更换、重新
安装及维护期间会导致损失

根据Swisssolar (Basler&Hofmann 
AG)的研究，59%的连接点失效发生在
头两年内。

研究结果同时还证实光伏系统失
效状况会在电站运行的第四年与第八
年之间逐步上升。失效是由于材料老
化以及连接点质量低下，连接尺寸有
偏差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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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www.swisssolar.ch / Basler&Hofmann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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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ontact 产品专注于以下几
点：

 ·  在短期内降低每个连接点的潜在
失效

 ·  增强连接点的长期稳定性能

产品的耐久性和低接触电阻使得
我们的客户受益匪浅。凭借长期的应
用、自动化装配和机电领域卓越产品
设计经验。
□ 连接点1    =>  压接
□ 连接点2 => 连接器
□ 长期稳定的性能     =>  
 Multilam和机电领域的设计

安装

压接
失效的潜在风险通常存在于以下

方面。一方面，德国光伏协会指出，
在效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安装人员会
被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最多次数的
压接，而这个过程就有可能会影响压
接品质。其次，错误的压接工具或夹
具的应用也是失效产生的另一大源
头。因此安装工人会极大的影响连接
性能。只有使用经权威认证的Multi-
Contact光伏安装工具，才能确保我们
承诺的安装质量。Multi-Contact公司
用能够提供全自动化的安装的MC4和
MC4-EVO3以及分支线缆，从而为组
件公司及安装带来便利。由此就能规
避以下风险：

 · 误压到绝缘层→烧焦，起火隐患
 · 没有使用MC工具压接

 » 接合部位变形
 » 连接错误
 » 灼热，起火风险(发热，电弧)
 » 以及电缆拔出力过低

连接器和Multilam
Mult i lam是经特殊设计制成的

有 弹 性 的 片 状 铜 合 金 ， 并 且 其 接
触 页 片 能 浮 动 安 装 在 连 接 器 凹 槽
处。Multilam自带的弹力能够保证其
与接触面的持续连接，从而确保了恒
定的低接触电阻。得益于Multilam技
术，我们的连接器应用摆脱了各种苛
刻条件的束缚，使得我们能够在包括
电气、热能和机械领域找到更专业的
电连接解决方案。

我们的测试结果证实所有的MC4连
接器的接触电阻从未超过0.35 m[Ω]。

进 一 步 的 测 试 结 果 证 实 插 合 后
的接头性能和接触电阻更优。凭借我
们独有的Multilam®技术MC4和MC4-
EVO3在长期的接触电阻方面远远优于
我们的竞争对手。对于最大限度延长
光伏电站的寿命而言，这一测试结果
就显得尤为重要。

MC4和MC4-EVO3不仅在使用
寿命上表现卓越，同时在安全性能方
面也表现卓越。连接器使用一段时间
而产生问题会引起温升。这个温升会
产生电弧更严重的会导致起火。选择
Multi-Contact连接器，我们将保证您
光伏系统的安全和声誉。

Multilam技术的优点

 ■ 最小电压降  
 ■ 高载流量 
 ■ 最小能量损失
 ■ 长期稳定的低接触电阻
 ■ 高抗腐蚀性

结论

综 上 所 述 ， 连 接 器 的 品 质 与 设
计决定了连接系统的电气性能，对光
伏电站的整体性能产生直接的影响。
电气接插件的低接触电阻、低能量损
失、可靠性、长寿命确保了能量的高
效转换以及整体设备的使用年限。

选择Multi-Contact产品，我们可
向您承诺

 ·  长期稳定的低接触电阻，回报周期短
 ·  一经安装，持久耐用，无需维修

更换
 ·  安装简单迅速，收益高 

Multi-Contact的卓越表现

 ·  数以百万计的产品被使用在光伏领域
 ·  EuPD数据显示Multi-Contact是直

流光伏连接器领域的领导者，超
过52%的市场份额

 ·  22家分支机构为全球提供高品质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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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A well named connector manufacturer 
BLUE Multi-Contact MC4 Connector System lap test
GREEN Multi-Contact MC4 Connector System Live outdoor test since 15 years红色：某知名连接器制造商

蓝色：Multi-Contact MC4连接系统实验结果
绿色：Multi-Contact MC4 连接系统十五年户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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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护光伏电站 
——中国需要更专业的电站“保姆”团队

文/王超

保障电站的运行

从2009年十月中国第一座10MW大型地面电站建成至
今，也不过三年多的时间，更多的投资者在2011年下半年
才参与进来。虽然电站投资者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目前
看起来还不够充足。

对电站运维团队来说，保证电站稳定运行是第一位。
值班日志是运维团队每天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在图一的值
班日志中，不仅要记录天气、温度、日照强度等环境参
数，更主要的是对分站室、变压器、逆变器、直流屏、高
低压配电室、汇流箱、主控室等设备运行情况进行监控。
在保证电站基本运行外，运维团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电
网调度进行沟通。

一 般 情 况 下 ， 在 中 国 ， 六 个 人 的 运 维 团 队 可 以 满
足50MW以下电站的运行需要。格尔木中电投一&二期
300MW电站的运维员总计十五人。对于这些电力企业来
说，光伏基本的运维并不困难。华能格尔木电站副总陈松
涛表示，相比火电站，光伏电站的运维要简单很多。但即
使简单，光伏电站中出现的问题仍然让运维员头痛。

大量的组件总会多少出现一些问题，而要查出有问题
的组件，外观是一方面，对每一个组串的监控则能更容易
发现问题。相比组件，逆变器出现故障的频率更多。在甘
肃嘉峪关华电电站中，本刊记者在逆变器室中发现，几乎
每台逆变器每天都有多个故障报警，如通讯失败、故障停
机、过载报警、电压跌落故障、电网频率过低报警停机、
辅电消失报警等。在华电旁边的航天机电电站中，逆变器
同样每天会出现几次故障，如孤岛故障、电网欠压、电网
过压、频率异常等。对于严重影响电站运行的故障，运维
员需要在最快的时间内作出反应。在短时间内，组件出故
障一般只影响一个千瓦级组串，而电气故障可能对一个兆
瓦级的子阵产生影响。

光伏电站监控设备供应商淘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陆剑洲表示，对电站运维来说监控系统非常重要。在他
看来，运维不仅是搜集数据，发现设备出现的问题，更重
要的是对数据的挖掘、分析。这是需要建立合理的运维模
型，不仅要保持发电量的稳定，还要对任何出现异常的参
数进行分析，发现隐患。

那些采用跟踪系统的电站在运维上要面临更多的问
题。2011年，不少电站都采用跟踪器对技术对比，一年过
去后，对应用情况的反馈也各不相同。山一中氚格尔木一

期电站采用了3MW斜单轴跟踪系统，但经过一年的运行发
现经常坏，控制系统太差。龙源格尔木的PARU跟踪系统基
本半年加一次润滑油，就在记者考察时，PARU的韩国工程
师来到格尔木对部分出现故障的跟踪器进行维修。

三峡新能源格尔木一期采用了各1MW的单轴和双轴
跟踪系统，故障频率也比较高，王屹辉告诉记者，“至少一
周维修一次，主要是风沙导致的电机故障，转轴有时也会
坏。”甘电投武威一期项目采用了应天新能源提供的1MW
低倍聚光和0.5MW双轴跟踪器，据电站运维人员周文磊介
绍，这些跟踪设备“常出现机械故障，电机、减速箱都不
行”。低倍聚光系统占地面积大，发电量比预期差。

全部使用平单轴跟踪系统的广核敦煌10MW特许权项
目总经理丁致和表示，这些跟踪器每个月要维护十几次，
主要是加润滑油、紧固螺栓和更换电机。根据丁致和的经
验，跟踪器常有以下两个问题：驱动齿轮受风沙影响，时
间长了阻力变大，会导致电机烧坏；水平单轴横梁长10.5
米，大风下组件放平后气流穿过时会发生颤抖，容易损坏
轴承。他建议把异步电机换成故障率低的调频电机。

一位西部电站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电站出现故障，
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采购不合格和建设经验不足中留下

图一：某电站的运行值班日志

中国光伏电站市场启动以来，大量非电力企业参与到电站开发、投资中，其中包括组件企业、逆变器企业等。对于这些企
业来说，建设一座光伏电站并不是难事，建成以后的运营维护才是真正的挑战，这涉及到电站能否发出足够的电力并入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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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电站设备和工程的招投标大都采用最低价中标的模
式，在几轮的投标中一旦出现不理性竞争，低价竞标，中标
的供应商为了保持一定的利润率必然会松动对质量的把控。

远离灰尘

在运维中，对组件表面的清洁是一个重要工作。过多
的灰尘可以让发电量下降10%-30%。清扫方式一般有两
种——有水和无水。有水清扫主要是用抹布或者洒水车进
行清理，但这种方式也可能有弊端。如果组件封装质量不
好，残留的水会侵蚀边框；如果水的含碱量大，则会腐蚀
边框封装处，导致组件出现隐患。在西部寒冷地区，冬季
清扫后残留的水可能因为无法及时蒸发而结冰，影响发电。

大多数电站都通过当地的专业公司进行清洗。其中又
有多种结算方式，如按照组件面积结算、按照单块组件价
格结算等。相关信息见表一。

一般情况下，五人左右的队伍在三天内可以完成一座
20MW电站的清洗工作，而过于频繁的清洗也会带来运
维成本的增加。某电站业主干脆放弃清洗的外包，在当地
雇了几个工人，使用改造后的洒水车对电站进行不间断清
洗。他们算下来，这种方式不仅能省下外包费用，同时这
些工人还能在电站中承担一些其他一般性的工作。

无水清扫或许会成为趋势。安必信已经推出了无水清
洗设备，可以根据客户要求来改变自动化程度。目前，这
家公司已经在内蒙拿到了一个上百兆瓦的电站清洗订单。
新疆大学与新疆电科院也研发出一种自动清扫机器人，这
套设备已经被验证了可行性。

更专业的运维

在保证了电站的基本运行后，对运维团队来说更高的
要求是帮助提升电站的发电量。在中国西部，由于电力输
出通道的限制，光伏电站大都受到限电的影响，这使得业
主对每瓦发电效率的评估并不那么重视。而业主也没有一
套完备的体系来考核运维团队所发挥的作用。

陆剑洲表示，“其实限电也跟运维有关。如果运维团队
做得足够好，是可以减少限电量的。”一方面，更专业的运

维可以提升电能质量，使电站与电网更好地配合。另一方
面，运维团队与电网地调中心的沟通可以从侧面增加并网
功率。

目前，已经有多家企业意向打造专业运维团队，但在
中国光伏市场能获得订单的并不多。在电站建成并网后，
建设团队会将工作逐渐转交给运维团队。要搭建一个运维
团队并不容易，大型地面电站大都在偏远地区，交通不
便；而分布式项目则因为规模小、分散，不易统一管理。
目前看，运维公司还是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能否打开市
场，还要看商业模式。本刊记者在西部调研时，装机比例
最大的国有企业大都会选择自行运维，但分布式系统的业
主背景复杂，他们更乐意将电站托管给专业的运维公司。

优太新能源(Upsolar)正在打造面向中国光伏电站的运
维团队。这家主营组件销售、电站开发的国际化公司已经
在欧洲和美国等海外市场开发及运营超过100MW电站。 
优太新能源的唐颀向本刊分享了他们在葡萄牙的一个电站
运维案例。这座建成于2005年的12.8MW地面电站在运营
一年后发现收益低于预期，Upsolar子公司中科优恒承担该
项目的运维，通过系统检测、对电站回路分析后，进行了
串并联调整和电流分档调整，对同组侧电压分析以及高低
压优化分布等一系列措施后，对电站进行优化，2007年当
年该电站发电量超过设计值10%。

“目前国内的运维公司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在国外，
运维分几个级别，不同级别收费也不同。低级别的运维主
要是保证电站稳定运行，高级别的运维可以保证并提升发
电量。”陆剑洲希望通过他们的监控系统减少运维团队的压
力，“监控系统足够专业化以后，对运维人员的要求就不那
么高了。”

欧洲最大的电站开发商和运维企业IBC也认可这个观
点。IBC中国公司技术总监何志庆表示，IBC可以通过强大
的监控系统在欧洲实现无人值守。虽然无人值守在西部电
站并不现实，但对于装机量越来越大的分布式光伏来说，
无人值守的运维是有足够诱惑力的。

对运维公司来说，对电站进行智能化改造也是有必要
的。智能化改造的关键是建立完善的监测控制系统，消除
建设中的缺陷。陆剑洲更愿意把电站的合理化改造看作合
同能源管理方式，运维公司出资进行改造，通过多发的电
量收入获得收益。

在电力企业不乐意把电站托管给专业公司进行运维的情
况下，对运维人员的培训成为新的市场。西部电站大都地处
偏远，业主并不容易招聘到高素质的运维人员。运维人员通
过实际操作积累经验可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如果进行有效
的培训，可以帮助运维员们更好的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好的运维对发电量的提升约为5%到10%，所以电站
业主要重视起来。”为了这个目标，陆剑洲期望今年年底前
推出一个体系化的产品，以监控为基础，最终帮助业主实
现电站的智能化分析、运行。 

电站名称 清洗费用 清洗频率

格尔木华能70MW电站 10万/次 10次/年
格尔木三峡新能源 1.4万/10MW 2-3次/2012年
格尔木龙源 0.26-0.28元/平米 1次/月
格尔木北控20MW电站 3万/月 ——

德令哈力诺20MW电站 0.35元/块组件 3次/2012年
德令哈协合20MW电站 0.3元/块组件 8次/2012年

表一：部分电站清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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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球首款双认证1500V光伏线缆

勃盛电子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
获得德国TÜV Rheinland 1500V光伏
线缆产品认证，配合公司已获得的美
国UL 2000V认证，勃盛电子向市场推
出全球第一款TÜV 1500V/UL 2000V 
双认证光伏线缆产品。此系列产品相
较传统DUAL 600V及DUAL 1000V产
品具有下列优势：

低损耗高效率的导体结构：以
4mm2/12AWG双认证线缆为例，勃盛
电子线缆的导体结构打破常规56/0.3
设计，以52/0.3导体结构取得TÜV测
试认可。此结构既满足IEC60228对导
体的各项性能要求，也符合TÜV及UL
对导体外径及材料的使用标准。优化
后的导体结构使得勃盛电子产品更具
成本竞争优势。

优异的耐高压性能：耐高压标准
由TÜV 2pfg1169的6.5kV提升至TÜV 
2pfg1990规定的11kV。

优异的耐紫外线性能： T Ü V 
2pfg1990将标准由TÜV 2pfg1169所
规定的750h提高至1500h。

除 上 述 显 著 特 性 外 ， 双 认 证
1500V光伏线缆继续秉承勃盛电子光
伏线缆的优势，采用低烟无卤交联环

保材料，线材柔软坚韧，适于现场布
线；抗臭氧耐酸碱，可适应恶劣气候
环境变化；线缆使用寿命长达25年。
勃盛电子的光伏线缆具备与标准接头
及连接系统良好的兼容性，该公司产
品已获全球多家知名连接器制造商一
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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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位于中国昆山的勃盛光伏线缆生产厂

图二：勃盛光伏线缆的横截面

图三：勃盛光伏线缆的导体结构图

图四：勃盛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颜色的光伏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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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轮回 
——中国热发电特许权招标重启在即

文/王超

自大唐新能源在2011年初获得中国第一个槽式太阳能
热发电特许权示范项目以来，已经过了近两年的时间。按
照原计划，项目需在特许权协议正式签署并生效后的三十
个月内完成，而事实上，大唐新能源从2011年4月12日正
式收到中标通知书至今，仍未与国家能源局签署特许权协
议。据知情人透露，2011年9月16日，内蒙古发改委对该
项目重新进行核准，使得大唐新能源开工日期的最后期限
可以延至2013年9月16日，否则政府部门有权把该项目作
废、收回或转交给其他企业开展。上述知情人表示，“大唐
没开工前是不会签署协议的，其实文本都已经做好，跟政
府也没有多少可谈的空间。”之所以迟迟未开工，最主要的
原因还是中标电价过低导致项目面临亏损。

如今，我们有必要再重新回顾下三年前的故事。

三选一的招标

在鄂尔多斯特许权招标项目中，开始时有十一家企业购
买标书，最终只有大唐新能源、中广核太阳能和国电电力投
标。时任与中广核太阳能捆绑投标的德国太阳千年有限公司
驻中国代表的周立新表示，“在2010年太阳千年就与五大电
力以及中广核都接触过，想选择一家做合作投标伙伴。开始
与国电电力合作，他们提出要求太阳千年出30%股本金，大
家就没谈成。后来也联系过华能，最终选择了中广核。而华
能因为找不到技术支持单位而最终放弃投标，准备标书也有
技术门槛。”最终，大唐新能源以0.9399元/千瓦时的最低含
税电价中标，中广核太阳能报价0.98元/千瓦时，国电电力
则报出了2.2543元/千瓦时的“高价”。

大唐新能源中标后也一直承受着业内人士的压力。    
“大唐新能源的报价已经对光热行业产生了影响，那么低的

电价大家都做不了，”失去特许权项目的中广核太阳能总经
理韩庆浩表达了对电价的不满，“未来必须出一个合理的电
价。”中广核合作方太阳千年也不想放弃这个项目，双方共
同与国家能源局以及青海地方政府沟通，获得了青海德令
哈50MW槽式太阳能热发电项目的许可。

一位参与该项目技术评标的业内人士表示，“现在国字
号企业对特许权项目投标就想尝第一口鲜，实际上那个价
格是做不下来的。就像之前的光伏特许权项目一样，投标
文件都适当做了手脚，包括内部收益率，事实上根本达不
到8%的电力项目投资合理收益率。”另一位投标单位的相关
人士表示，“2010年底大唐新能源在香港上市后筹到了一
笔资金，对这个项目志在必得，只能靠低价，而这个价格
根本就不是理性的。”国电电力的投标价格虽然是理性的，
但招标文件中规定，热发电特许权项目电价不能高于当时
1.15元/千瓦时的光伏上网电价。

中国科学院电工所研究员王志峰为大唐鸣不平，“大唐
新能源在投标时确实核算出这个价格，随着中标后的设计
深化和市场调研，发现这个价格难以做到。”周立新评价
道，“大唐新能源现在确实也在竭尽全力去做，当时电价定
价低部分原因是询价比较粗，一些供应商给的价格可能特
别低，事实上这个价格是做不下来的。当然项目退后客观
上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机会，一方面西班牙光热市场降温后
一些核心部件供货商可以腾出时间关注中国市场并且价格
有下降，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也有更长的研发时间去完善产
品。”

大唐鄂尔多斯市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志恒表示， 
“最起码我们能做到保本、微利，毕竟这是中国第一个大
型热发电项目，可以积累经验。”对大唐新能源来说，这
个项目不亏损要得益于来自世界银行的8000万美元低息

图一：中控德令哈10WM塔式热发电项目

2013年4月12日，国家能源局在青海德令哈召开会议，商讨1000MW热发电特许经营权项目的操作模式。“十二五”

即将过半，但规划的1000MW热发电项目连50MW都没有做成。就在三年前，中国首次启动太阳能热发电的特许权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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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随着世行的贷款介入，大唐新能源需要接触与投标
时所捆绑的合作伙伴的协议方，其中包括皇明太阳能、台
玻、杭州汽轮机等。与此同时，分别在青海、甘肃计划建
设50MW光热电站的中广核太阳能和华电工程则与亚洲开
发银行商讨低息贷款，这两家公司分别进入了亚行2012年
和2013年的项目名单，但最终协议尚需亚行董事会通过后
才能签署。

周立新表示，“世行和亚行的贷款提升了这几个项目的
政治影响力，因为采用的是国家主权担保贷款。”

合理的电价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热发电产业的瓶颈。韩
庆浩表示，“在德令哈的阳光资源下，合理的电价在1.25元/
千瓦时左右，在亚行的低息贷款支持下合理电价约为1.15
元/千瓦时。”事实上，中广核太阳能向集团汇报时做了最坏
的打算，按照1元/千瓦时的电价做了财务模型。虽然亚行
会提供1.5亿美元的利率不足3%的低息贷款，国家政策也会
对电价增值税提供三免三减半的优惠，但韩庆浩强调，“1块
钱的电价是做不下来的。”

中广核太阳能曾中标首个光伏特许权项目招标，韩庆浩
根据以往的经验表达了对特许权形式的不满，“不管风电还
是太阳能，大家都想获得特许权项目，抢个头彩为此不计成
本。但回头来看这是不对的，这些特许权项目都不能盈利。
要不然大唐新能源为何至今还没有开工。”在韩看来，用特
许权项目招标的办法制定电价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中广核

集团在中标首个光伏特许权项目后已经成为光伏行业的知名
企业，而这也是各家对首个特许权项目必争的原因。

就在中广核太阳能为其项目做准备时，2011年十二月
底，其合作伙伴太阳千年宣布破产。周立新认为这与太阳
千年在美国投入一亿美元开发超过2.25GW光热电站有关。
太阳千年与热发电特许权项目有着直接的关系。早在2007
年，太阳千年与内蒙古绿能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合资成立
内蒙古施德普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当时在三个地点安装
太阳能资源测光站，最后选择鄂尔多斯巴拉贡镇(该特许权
项目所在地)开展电站前期工作，2009年二月施德普将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内蒙古发改委上报国家能源局，当时
申报的电价为2.6元/千瓦时。当时兼任施德普副总经理的
周立新带领团队一直与能源局进行沟通，但无奈电价过高
而迟迟未获批。随着2008年做的项目前期工作到2010年
就要过期，施德普为了挽回前期费用的损失便向国家能源
局建议把该项目做成特许权项目进行招标，太阳千年也邀
请国家能源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电力公司在内的多
家单位组团前往西班牙考察当时全球最大的光热电站西班
牙Andasol电厂。此次考察结束后，国家能源局基本下定决
心将施德普的项目作为特许权项目进行招标。当大唐新能
源中标后，向施德普支付了3300万人民币的前期工程费。

早在施德普之前，华电工程于2006年就开始为其甘
肃高台县的光热电站立项，据当时为该项目提供前期设计

图二：中控德令哈10WM塔式热发电项目反射镜

103

项目聚焦



 

的西北电力设计院发电设计分公司设计总工程师邓科峰介
绍，“因为投资和电价成本过高，在2010年停止了相关工
作。”

目前，热发电包括集热岛和常规岛，后者与火电基本
相同。槽式技术的集热岛包括集热管和反射镜。其中集热
管主要由西门子和肖特垄断，由比利时人在威海设厂的汇
银成为新的可以批量生产的厂家，超过十家中国相关厂家
如力诺、皇明、天瑞星等尚不能形成产能规模。反射镜虽
然也已经有数家中国企业涉足，但经过长时间应用验证的
也只有少数几家国外企业。此外，能在中国提供集热岛集
成技术的企业也不多。

特许权以外的道路

中广核太阳能在其位于德令哈的科研项目上采用了多
家中国厂商的集热管，韩庆浩表示，“通过科研项目来发现
不同厂家设备间的差异。”这个已投入超过4000万的科研
项目还将帮助中广核太阳能锻炼其系统集成能力。与此同
时，大唐新能源与天威热发电公司在甘肃合作的科研项目
也已进入尾声。

就在上述几家国企正在等待电价、等待核准、等待贷
款、寻找技术时，一家民营企业默不作声地在青海德令哈
建起了10MW塔式光热电站。这是来自浙江的中控太阳能
技术有限公司，这家由中控科技集团、杭州锅炉集团、杭
州汽轮机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企业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商业
化示范电站。谈及为何选择塔式技术而不是槽式，中控太
阳能市场副总裁李伟表示，“槽式技术受制于集热管、抛物
线反光镜等外部条件，而结合股东的产品特点在塔式技术
上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中控太阳能在杭州建设了一个小
规模试验基地，但还是找不到客户。“要么是给别人的项目
提供产品，要么我们就自己做一个电站。如果电站做好后
进行商业化运营并且盈利，自然就有客户。”

中控太阳能德令哈电站开始了“裸奔”。随着与政府部
门的深入沟通，从国家部门到青海政府都对中控太阳能的
项目给予重视，先后获得了科技部的863项目支持以及青
海省先后上百万的资金支持。这些支持资金相比电站投资

仅九牛一毛，但体现了政府的态度，而中控太阳能也没有
寻求银行的帮助。相比于等待电价核准的中广核太阳能，
中控太阳能在电站建成后才申报电价。青海中控太阳能发
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武忠没有向记者透露申报价格，“最
关键就是大唐新能源的特许权电价，我们报的电价也很谨
慎，毕竟涉及到整个光热发电产业，不希望产生任何负面
影响。”

参与中控德令哈电站前期设计的邓科峰表示，“西北电
力设计院已经参与了20个热发电项目，但能迅速开展的只
有中控太阳能一家。这个项目对国家发改委触动很大，青
海政府也将其作为重点项目推动。”据陈武忠介绍，中控目
前为这座电站投入了超过2亿资金，而要完成50MW还需更
大的投入。

由于施德普还有一些资产需要处理，周立新成为太阳
千年在全球的最后一名员工，她之后去中广核太阳能协助
项目的推进，随后成为德国著名玻璃供应商FLABEG的代表
在中国市场推广其太阳能反光镜。

中国的热发电市场已经憧憬了很多年，除了中广核与
中控太阳能、国电电力所在的德令哈热发电园区外，中国
光伏电站“圣地”格尔木也在规划一座热发电园区，格尔
木能源局局长刘新平表示，“已经委托一家公司制定详细规
划。”中电投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为其光热电站已经
在格尔木选好了地址。北京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龙源电力、华能等诸多国企和央企已经计
划投资光热电站。

谈及中国热发电市场何时能真正爆发，中控太阳能李
伟表示，“谁说了也不算，这取决于国家电价政策，电价
合理了，电力企业自然会投资，相应的产品制造商也会跟
进，成本随之降低，再吸引更多的电站投资，从而进入良
性循环。”李伟所担心的是如果光热市场起来后会不会成为
第二个光伏行业——因为产能过剩导致行业危机。

目前，国家能源局已经选定了青海、甘肃、宁夏、新
疆、内蒙古、西藏等作为实施1000MW热发电特许权招标
项目的实施地点。相比于鄂尔多斯特许权项目，此次招标
或许能满足各个业主的申报容量需求而不再出现低价竞标
的现象。只有理性的竞争才能带来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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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voltaic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rganiser     Strategic partners       Media partners

IMPACT Arena,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 
Bangkok, Thailand

3 − 4 December 2013

SOUTHEAST ASIA

Looking to develop your business and make new contacts in the fast 
developing solar energy markets of Southeast Asia?

Want to understand recent market changes and how to benefi t from them?

With the ASEAN region’s PV markets predicted to grow at 50% per year to 
2017, why wouldn’t you want to be part of the most exciting solar market in 
the world?

SPEAKERS INCLUDE:

H.E. Mr Pongsak Ruktapongpisal, Minister of Energy, Ministry of Energy, Thailand
Thailand’s solar plans: its place in the government’s energy strategy and the lessons 
for others

Dr Dusit Kruangam, Chairman, 
Thai Photovoltaics Industries Association
Key issues for the Thai Photovoltaics Industry

Ms Gladys Mak, Director of FiT SEDA Malaysia, 
Sustainable Energy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Malaysia
The Malaysian approach: FiTs, targets and becoming a manufacturing hub

Mr Craig O’Connor, 
Director for Renewable Energy & Environmental Exports, Ex-Im Bank
Developing solar energy markets: obstacles, opportunities and lessons from India

Mr Edward Douglas, Investment Director, Armstrong Asset Management
From boardroom to deployment: 
a developer’s guide to investor requirement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market 

Mr Pete Maniego, Chairman,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Board, the Philippines
Solar policies for the Philippines: 
FiTs, late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_SolarEnergy

Take advantage of your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t Solar Energy 
Southeast Asia by booking your place today!

LIMITED EARLY BIRD TICKETS AVAILABLE UNTIL SEPTEMBER 30TH

seasia.solarenergyevents.com



招贤纳士

系统、产品及光伏服务研发经理             工作地点：法国巴黎

职位描述：
·· 根据公司发展路线图确定并管理项目
·· 通过广泛的技术研究，为晶硅太阳能的系统、产品
确定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研发及成本路线图
·· 进行市场分析、为客户开发光伏产品和服务并提
供建议
·· 与公司客户进行协商合作
·· 建立并维持与各学术研究机构及供应商间的合作关
系，以共同完成路线图目标
·· 持续进行系统研发工作，并整合价值链上游的各路
线图目标

应聘条件：
·· 具有物理、电子工程、机械科学、信息工程或相
关专业的博士学位
·· 英文流利，懂法文者优先
·· 五年以上相关领域学术及产业从业经验(不含博士
研究期间)
·· 在著名国际会议上有良好的论文演讲出版背景
·· 在以下一个或多个领域内具有研究经验：电力电
子技术、电力转换系统、工程机械、电网互联、电池
管理系统、通信协议，用户软件服务等
·· 愿意接受经常性出差的工作性质

查看详情并在线申请：http://www.jobsinpv.com/index.php?post_id=1167&cat=98

沉积工艺高级科学家 工作地点：法国帕莱索

查看详情并在线申请：http://www.jobsinpv.com/ad,1168,98,SENIOR-SCIENTIST-IN-DEPOSITION-PROCESSES-FOR-

CRYSTALLINE-SILICON-SOLAR-CELLS-MF-1004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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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工程师(英国)

研发经理·(纳沙泰尔) 晶硅太阳能电池结构表征科学家(法国帕莱索)·

职位描述： 
·· ·领导并积极参与半导体材料的研究活动以及高效晶
硅太阳能电池的制造工艺

·· ·与其他项目经理合作，领导、配合并参与处于研究
和开发阶段的项目

·· ·制定技术路线图，为新一代产品的关键技术开发
提供支持

·· 指导博士及博士后学生的学术研究

应聘条件：
·· 拥有薄膜材料沉积相关领域内博士学位
·· 至少十年以上实验室光伏研发经验
·· ·在半导体沉积技术，尤其是CVD领域及材料及界面
表征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 可独立进行研究，同时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

国家太阳能中心高级咨询师(英国)

新一代硅基太阳能电池掺杂镀膜工艺博士
(鲁汶)

光伏系统博士后研究生(图卢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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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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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ght Williams & Kelly: PV technology areas for largest near-term paybacks
imec: industrial version of PERC technology, yielding cell effi ciencies beyond 20% 
Helmholtz-Zentrum Berlin: discussion of alternatives to 
CdS buffer layers in CIGS 
PI-Berlin: PID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experience in the fi eld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PV plant optimization

Exclusive SNEC edition, May 2013 | SNEC国际太阳能光伏大会特刊，2013年5月          www.pv-tech.org

Exclusive Simpli� ed Chinese 
insert enclosed

本特刊内附独家
中文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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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CHNOLOGY RESOURCE FOR PV PROFESSIONALS

Nineteenth Edition (SNEC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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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   专题报道
PSE发布太阳能电池光致衰退测试系统 与组件有关：渐为人知的PID现象 组件质量的木桶效应

www.pv-tech.cn2013年5月

全球化视野深度报道太阳能产业

打个赌，2013年底    
“谁”将扭亏为盈
中国光伏市场组件和平衡系统分析

中国光伏发电将迎来B2C时代？

政策的诱惑
进军日本                      
          时机已至
看护光伏电站
——中国需要更专业
的电站“保姆”团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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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展览及会议预告

时间	 	 名称	 地点	 官方网站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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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24日 澳大利亚国际太阳能会议暨展览会 澳大利亚墨尔本 www.solarexhibition.com.au 会议 &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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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中国北京	 www.cipvexpo.cn 会议 &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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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2月 PV SYSTEM EXPO 2014 日本东京 www.pvs-expo.jp 会议 & 展览

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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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	 Intersolar China 2014	 中国北京	 www.intersolarchina.com 会议 & 展览

2014年3月 SOLARCON China 2014 中国上海 www.solarcon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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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展会媒体合作洽谈，请联系Cathy	Li：cli@pv-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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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K’S LARGEST B2B EVENT 
FOR THE SOLAR INDUSTRY

UK

8-10 October 2013 – Hall 3, The NEC, Birmingham

SAVE
THE
DATE

Solar Power UK will be rebranding as Solar Energy UK this year with
brand new focus areas including: 
Eco-House/BIPV Feature   |   Renewable Heat Feature   |   Technology Seminar (Free to attend!)

The popular Practical PV and Large-Scale feature areas 
will also be returning to Solar Energy UK this October.

Discover: the latest ground-breaking products 
Network: with your supply chain face-to-face 
Understand: through our in-depth seminar series
Learn: and develop new skills at our specially-designed feature areas

Visitor registration opens in June. Visit our website for regular updates.

uk.solarenergyevents.com

@_SolarEnergy

NEW
NEW

Supported by
Photovolta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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