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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经历了两年多时间产能过剩的起起伏伏之后，2014年扩产隐现苗头，阿特斯、

英利、天合、晶澳等光伏一线公司相继酝酿新一轮的扩产。自从2013年第四季度
始，已有多个产能扩张计划被公布，其中一些已经达到了吉瓦级别，鉴于此，《新一
轮产能扩张正在逼近》一文对主流晶硅厂商的产能扩张计划做了进一步阐述。

在这些扩产的企业中，中国公司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扩张的成果是使亚
洲成为在太阳能硅片、电池和组件生产等方面的霸主。根据市场调研公司NPD 
Solarbuzz做出的2013年前十位光伏组件供应商排名，榜单上仅有一家公司是总
部位于亚洲以外。

日本无疑是亚洲地区最炙手可热的市场之一，自2012年开始实施极具吸
引力的上网电价补贴计划后，本土光伏需求引领着日本光伏市场在2013年内
实现了非常强劲的增长。2014年刚刚结束的日本东京PV Expo展会，成为继中
国SNEC展以后，亚洲地区最受关注的一个盛事，更多中国光伏公司如大全、海
润、晶科等登陆日本。

中国同样受益于政策发布，受电价调整影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的
2013年最终并网量为11.3GW，超出了此前国家能源局所预计的10GW装机10%。
《政策推动的中国市场》一文将窥探地面电站与分布式方面的政策与市场的关系。

制造工艺方面，2013年中国光伏制造商对与印刷工艺的需求呈现出新的特
点，由于设备的进一步更新、导电浆料的进一步升级，使超细栅线太阳电池金属
化逐渐成为可能。晶澳、中利腾辉、力诺、中电等业内知名光伏公司纷纷推出了
四主栅、五主栅电池及组件， SCHMID集团亦发布最新多主栅技术，业内一致认
为《未来五年浆料印刷仍将是太阳电池提效关键》。

制造端的努力全部需要体现在终端应用上，然而眼下不管是地面电站还是
分布式，都存在融资问题。2014年2月招商新能源联合光伏众筹概念的提出开
启了光伏电站融资新模式的探讨，国观智库副总裁李月撰写的《光伏商业模式创
新：PPA/租赁》里对终端电站商业模式做出评估分析。同时，PV-Tech高级编辑
Mark Osborne也为大家带来一篇特别报道：《光伏的即插即用电站》。

在2014年5月份即将面世的《 PV-Tech PRO电站专刊》中，将更详细的为读
者带来今年1月份本刊记者在考察了超过70座光伏电站后的详细报道以及与电站有
关的种种环节，包括开发、设计、建设、运营、融资、质量等，敬请期待。

肖蓓 
PV-Tech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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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nar®薄膜给太阳能组件带来卓越的保护性能
Photovoltaic Protection technology

Be prepared to face harsh environments: Don’t use the wrong protection technology

Kynar® Film 

kynar.com

选择正确的背板保护以应对严酷的环境

KPK® 背板
KPK® backsheet

 100%纯Kynar®表面保护
 100% Pure Kynar® surface protection

	 零担忧性能失效：双面Kynar®薄膜保护 
 0% Worry: Both sides are protected

Kynar®薄膜:  100%完好保持薄膜厚度
Kynar®	film: 100% thickness retention 

 优异的长久耐风沙侵蚀性
 Permanent sand erosion resistance 

 卓越的长久抗UV保护性 
 Permanent UV protectionKPK® backsheet 

Surface after exposure
户外曝晒后KPK®背板表面完好

Competitor’s backsheet 
Surface after exposure
选择不当的背板户外曝晒后表面开裂



全球

NPD Solarbuzz：领先太阳能光伏
国家项目储备达95GW，光伏项目
4,300个

根据NPD Solarbuzz最新全球光伏
项目追踪报告Global Deal Tracker，在
领先的太阳能光伏国家，准备建设的
商业及公共事业电站项目有4,300个，
其中近半数是规模在250kW到5MW的
项目。

目前全球太阳能光伏需求领先的
国家包括：亚太地区五个主要国家（中
国、日本、印度、泰国和澳大利亚）， 
四个欧洲国家（德国、英国、意大利
和法国）以及北美（美国和加拿大）。 
NPD Solarbuzz预测，未来五年中这些
国家终端市场的光伏需求量将占全球
的80%以上。领先的太阳能光伏国家
的项目储备总量已达到近95GW，其中
50MW以上的大型电站项目占了68%，
虽然这些大型项目的数量不到500个。

预计中国、日本和美国将在未来
五年推动太阳能光伏新增装机。

目 前 ， 这 三 个 领 先 的 光 伏 国 家
有超过3,600个250KW以上的项目储
备，总规模约65GW。NPD Solarbuzz
预测2014年这三大国家将建成24GW
的商业和公共事业电站。

欧洲地区

Fraunhofer ISE：2030年太阳能光
伏成本有望低于化石燃料

根据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
所(Fraunhofer ISE)进行的一项新研
究，预计2030年德国太阳能光伏的平
准化发电成本(LCOE)将下滑至低于的
化石燃料的成本。

Fraunhofer ISE项目负责人克里斯
托夫·科斯特(Christoph Kost)表示：
“发电成本并非决定可再生能源和常
规能源竞争力的唯一决定因素。上游
和下游成本也发挥重要作用。环境条
件，如太阳能辐照和风能可用性，以

及融资成本及新发电站的风险溢价都
大幅影响结果。”

Fraunhofer ISE总监Eicke R. 
Weber教授补充道：“到2030年，光伏
发电成本将下降至每千瓦时0.06-0.09
欧元。就这一价格而言，甚至小型屋顶
安装光伏系统都将能够与向岸风能竞
争，也能与未来褐煤、硬煤和联合循环
燃气发电站较高的发电成本竞争。”

Fraunhofer ISE的科学家通过
分 析 德 国 全 球 辐 照 水 平 为 1 0 0 0 至
1200kWh/(m2a)的各个位置的光伏系
统，来评估光伏的LCOE指标。

美洲地区

GTM：美国商业存储市场2014至
2020年有望每年增长34%

根据GTM Research的一份报告，
美国商业储能市场在2014至2020年间
每年将增长34%，致使分布式储能部署
超过720MW。

该分析公司称，光伏将成为商业
存储市场的推动因素之一，未来六年
代表着“商业储能长期、可行性增长
机会的开始”。GTM日前将商业存储市
场比作2005年美国太阳能发电市场的
状态，在其中，该技术尽管仍旧昂贵，
但是“足够成熟可以广泛采用”，而商
业模式“刚刚开始浮现”。与太阳能相
似，GTM还断言，政策和补贴将推动
分布式发电市场主宰重点地区。

亚洲地区

中国拟为巴基斯坦能源基础设施投
资两百亿美元

中国已经同意为巴基斯坦能源基
础设施投资两百亿美元。

巴基斯坦总统马姆努恩·侯赛因
(Manmoon Hussain)与旁遮普省省长沙
赫巴兹·谢里夫(Shahbaz Sharif)在访
华期间就在巴基斯坦太阳能项目的持
续投资签署谅解备忘录。

已发布的文件表示，中国已承诺约
两百亿美元的能源投资，作为回报，中
国将持有燃煤电站的所有权。这笔投资
将用于太阳能、水电和燃煤电站。

中东及非洲地区

南非或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太阳能市场

IHS在其季度报告中将南非被评为
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光伏市场。在对包
括南非在内的多个新兴市场进行宏观
经济气候、市场规模潜力、可赢利性
和项目储备成熟度等因素的分析后，
南非市场的评分为66(满分100)。

南非计划在2030年之前将太阳能
总量提高至8.4GW，而该国的可再生
能源项目也倍受欢迎，吸引了大量太
阳能投资。这些都是促使南非市场在
该次分析结果中位列第一的原因。

在IHS排名中位居第二的是泰国市
场，评分为49分；然而，IHS预计该国
备受投资商欢迎的上网电价补贴将发生
变化，即向太阳能发电商支付费用的补
贴，将被变更为仅含屋顶发电的上网电
价补贴。

土耳其市场得分为45，排在第三
位，同时IHS预计，土耳其市场的排
名由于其太阳能项目储备量偏低而存
在一定风险。土耳其市场目前的太阳
能系统安装量较低，仅有3MW实现
联网，而其在2013年初时曾计划完成
150MW项目。IHS的报告指出，对电
力能源不断上涨的市场需求和电力价
格，以及土耳其对太阳能的1GW安装
潜力，推高了该国市场的排名。

目前规模超过1MW的项目申请正
等待600MW的项目招标。但对规模在
1MW以下的项目来说，上调的上网电
价补贴和精简后的审评流程已为土耳
其在2023年完成其3GW太阳能目标的
过程做好了铺垫。

罗马尼亚以43位居第四，紧随其
后的是获得了42分的墨西哥。

IHS的分析结果针对的是中短期市
场吸引力，每个季度都会根据政府政
策与市场发展进行调整。

市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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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讯

整理/蒋荒野

中国

去年十一月，财政部发布《关于
预拨2013年无电地区金太阳示范工
程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同意预拨
无电地区金太阳示范工程财政补助资
金5.18亿元，支持青海等无电地区建
设光伏发电项目。同月，为推进分布
式光伏发电应用，规范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管理，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了 
《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

财政部随后又宣布，为促进光伏
产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促
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
有关规定，对分布式光伏发电自发自
用电量免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国
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大中型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农网还贷资金
等四项针对电量征收的政府性基金。
上述规定自去年11月19日起施行。

工信部在去年十一月末宣布根据
《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及《光伏
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经
企业申报、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核实推荐、专家进行书面复核。工
信部已公告符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
条件》企业名单(第一批)予以公示。根
据公示名单，首批通过审核公示的名
单有134家。

今年一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
了第一批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
的名单，总计81个城市和8个产业园
区，并给出了到2015年替代能源量和
占当地能源消费比例的详细指标，以
及相应的重点建设内容。

今年二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再次
发布关于下达2014年光伏发电年度新
增建设规模的通知，通知对象为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发改委(能源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国家电
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水电水利规
划设计总院。

地方政策方面，今年一月底，山
东省发改委向该省各地市发改委以及
国 网山 东 省电力公司下发了《关于

2014年光伏发电年度新增建设规模的
通知》，并给出了执行方案。

印度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在去年十一月
敲定其太阳能净计量政策，对屋顶光
伏用户可以注入电网的太阳能发电量
出台一个上限。向电网注入的太阳能
电力不超过其年度耗电量的90%，多余
的能源将“失效”。客户可以将多余的
能源转交给第二年使用，但是不能再
转入第三年。

新命令还对光伏渗透实施30%的上
限，旨在避免具有大量易变光伏渗透
的电网的不稳定性，确保电网安全。

日本

日本经济贸易产业省去年十一月
宣布，根据该国上网电价补贴计划，
住宅光伏安装项目补贴申请将于今年3
月31日，日本财年最后一天结束。

根据METI，如果申请量在截止日
期前达到计划预算上限，METI网站和
新闻媒体将发布通知，停止接受申请，
提前关闭申请渠道。当期预算取决于至
十月三十日发布在JPEC网站上的累计
申请数字。光伏项目必须来自于获得认
可的制造商，并向JPEC注册。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可持续能源发展局在去
年十二月初宣布，从今年一月一日开
始，用于资助马来西亚上网电价补贴
的电力附加费将从1.0%提高到1.6%。

去年十月，该国正式结束2013年
对住宅上网电价补贴计划的新申请，
进一步的上网电价补贴申请预计将于
今年进行。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国家电力监管机构今年
一月末宣布该国大型光伏项目的预付
上网电价补贴费率，建议监管部门按
计划设定低于向机构推荐的费率。

该新公布的上网电价补贴将适用
于装机容量为1MW至100MW的电
站，并在该国北部和南部设定不同的
费率。NEPRA将此分区称为“分层
补贴结构”，由于“巴基斯坦太阳能
辐照概况”，称该系统很“理想”。预
计补贴支付将涵盖二十五年的运营。

北 部 地 区 的 项 目 运 营 前 十 年 每
千 瓦 时 将 获 得 2 0 . 0 1 巴 基 斯 坦 卢 比
(0.189美元)，接下来十五年则为9.13
巴基斯坦卢比。同时在南部地区建设
的项目前十年将获得21.11巴基斯坦
卢比，接下来十五年8.75巴基斯坦卢
比。

加拿大

去年十二月中旬，安大略政府宣
布正逐步取消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本
地生产配额要求。

日本和欧盟曾向世界贸易组织控
告安大略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规定， 
60%本地生产配额要求才有资格享有
政府的上网电价补贴。

美国亚利桑那州

亚 利 桑 那 州 在 去 年 十 一 月 成 为
美国首个出台对屋顶光伏用户收费的
州，亚利桑那州公司委员会(ACC)投票
通过提议，允许州级公共部门亚利桑
那州公共服务公司(APS)对太阳能净计
量客户每千瓦征收0.70美元的费用，
美 国 太 阳 能 行 业 日 前 将 其 描 述 为 一
项“开先例的”行动。

APS认为，收费对于抵消日益增
长的太阳能系统的数量转移到非太阳
能用户纳税人身上的成本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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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共部门表示，净计量客户能够通
过将剩余电力注回电网而获得抵减费
用，从而实际上将维护电网的成本转
移 到 了未 使用 太阳能的纳税人的身
上。

ACC勉强支持这一说法，赞成对
所有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后建设的新
系统收费。预计该费用将使太阳能用
户每月支付总计约为五美元。但APS立
即回应该委员会的决议，声称这一数
字还远远不够。然而，该委员会的决
议却受到太阳能行业和环保团体的猛
烈抨击。

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国有电力公司Autoridad 
de Energia Electrica在去年年末强制
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商将储能整合到
新的安装项目中。

根据新规定，将要求可再生能源
项 目 运 营商 将安装项目额定产量的
30%添加到储能设施中，以辅助频率
控制，并须具有相应的灵活性，将项
目产能的45%存留至少一分钟，以更
好地进行阻尼控制，来补偿不同发电
来源所带来的波动。

比利时

佛兰德在二月十四日宣布削减住
宅太阳能补贴。此次削减自二月十七
日起生效，针对10kW以下住宅系统。

此外，该地区在去年十一月曾废
除自去年一月其开始实施的广遭诟病
的并网费。

保加利亚 

去年十二月，保加利亚议会提议
立法改革，对太阳能和风能收入征收
20%税款。保加利亚法院此前已经拒
绝试图对太阳能和风能项目征收电网
接入费，保加利亚风能协会表示，最

新的提议将同样对该国的可再生能源
部署带来损害。

 
德国

去年十二月，格拉·默克尔的保
守党联盟与中左翼社会民主党(SPD)达
成的联盟协议包括对自发自用电力征
收附加费。尽管上网电价补贴规定将
对光伏电力保持不变，但是仍需要约
四十七万SPD成员通过在十二月的公投
批准的协议，将意味着该费用将必须
由自主发电的离网客户支付。

今年一月末，德国内阁批准了关
于上述自发自用太阳能发电新收费项
目。那些启用自产太阳能电力的客户
将被要求支付每千瓦时0.044欧元的费
用。该征税将仅适用于今年八月开始
安装的10kWp以上新屋顶安装项目。

荷兰

荷 兰 于 去 年 十 二 月 撤 销 了 向 将
剩余电力注回电网的太阳能所有者所
征 收 的 分 销 费 用 。 国 家 输 电 运 营 商
Netbeheer Nederland表示，将保留
接入电网的连接费，但是从一月一日
起，将不对太阳能项目征收分销费。

罗马尼亚

去年年末，罗马尼亚政府批准一
项法令，将授予太阳能发电商的可再
生能源证书数量减半，从六个证书削
减到三个。此前，由可再生能源产生
的每兆瓦能源可以在罗马尼亚交换一
个证书，最多可获得六个证书。从今

年一月开始，授予将限制为三个。
这些变化将不会影响现有的光伏

电站，或者那些去年早些时候已受到
削减影响的电站。

西班牙

西班牙反垄断机构CNMC(全国金
融市场竞争委员会)在今年二月七日公
布了针对太阳能电站所享受扶持政策
的削减额。

由于此次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变
更，预计西班牙政府每年将可在太阳
能补贴方面节省下5.5-6亿欧元

UNEF(西班牙太阳能协会)对盈
利率被限制在7.5%的新制度进行了计
算，相较于目前安装设备所获得的上网
电价补贴，此替代机制相当于对相关价
格进行了25%的削减。

规模在10MW以上的大型系统将
面临超过40%的削减幅度。新的系统将
取消以产能为基础的上网电价补贴，
该笔款项将用于以太阳能资产投资额
为基础的偿付。

英国

英 国 政 府 根 据 其 新 的 “ 差 价 合
约”可再生能源支持系统，在去年十
二月末对大型太阳能设定调整后的执
行价格，并于今年生效。该系统与现
有的可再生能源责任认证(ROC)计划
重叠，大型太阳能目前凭借ROC获得
支持，该机制将实施至2017年。(见下
表)

然而，该可再生能源领域仍根据
英国电力市场改革，对独立发电商保
留目前的市场路线。

英国补贴年份     草案(去年六月公布) 确认执行价(去年十二月) 

2015/16         每兆瓦时125英镑 每兆瓦时120英镑

2016/17         每兆瓦时120英镑 每兆瓦时115英镑

2017/18         每兆瓦时115英镑 每兆瓦时110英镑

2018/19         每兆瓦时100英镑 每兆瓦时1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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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voltaic旗下ICOSOLAR系列TPA 
HR背板可抵抗恶劣使用环境

产品应用：本品可应用在晶硅光伏组
件背板上，用来保护太阳能电池，特
别是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之下。
相关信息：Isovoltaic公司可提供经验
证的TPT薄膜(ICOSOLAR 2442)和聚
酰胺薄膜(ICOSOLAR APA 3G)，后者
已经获得了UL认证和TÜV类型认证，
并已被多个组件制造商所采纳使用。
上市时间：已上市。

Isovoltaic公司日前推出结合了
Tedlar和Polyamide(聚酰胺)两种材料
的光伏组件背板，可改善现场运行耐
久性并提高组件效率，特别是在恶劣
使用环境之下。

ICOSOLAR TPA HR产品据称可
通过材料的选择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同时还可通过较高的反射率改善组
件效率。独特的树脂配方据称已在
ICOSOLAR 2442等TPT背板中使用了
25年。该配方最新的说明保证背板隔
层间的粘度在经历了3500个小时的湿
热测试后仍可正常工作。电池面上额
外的特殊聚酰胺层可实现优良的高反
射率和高达100N/cm的粘度。经过实
地使用考验的Tedlar外层具有抗UV性
强、气候耐受度高等特点。PET内核可
提供相应的机械稳定性、电气绝缘和
水蒸气阻隔。

松下推出升级版HIT光伏组件，转
换率达19.4%

产品应用：本品可应用在住宅屋顶系
统之中。
相关信息：新款HIT组件同时配有特制
排水框，可持续排出积攒的雨水，并有
效防止电池板内部的湿度累计。据称，
该排水框还有助于保证组件自身在低角
度安装情况下的倾斜程度。相关组件产
品已通过JET进行的IEC 61285/61730
标准认证，公司表示，(至去年底)在销
往欧洲市场的3,309,916太阳能组件产
品中，仅有0.0039%的质保索赔案例。
上 市 时 间 ：升 级 后 的 H I T - N 2 4 0 于
2014年1月上市，新款HIT-N245将在
2014年春季在欧洲市场上市。

松下公司日前推出了HIT-N245和
HIT-N240系列光伏组件。HIT-N245
组件具有19.4%的转换率，并同时具有
多种升级版功能，旨在提高整体操作
性能，特别是在住宅屋顶市场内的表
现。整个欧洲市场内较低的上网电价
补贴率正不断地推高对高效组件的市
场需求，以确保住宅业主能够获得足
够的投资回报率，并同时获得使用寿
命较长的高质量产品。

新款HIT组件是专为住宅屋顶应用
设备而设计的，该应用类型要求光伏
组件具有高效能、高质量，且使用寿
命长。凭借19.4%的组件转换率和22%
的电池转换率，HIT-N245成为市场上
性能最高的组件之一。公司称相关组
件的相关低温系数为-0.29%/℃，从而
在正常运行环境中具有远超出传统电
池的操作效果。

道康宁为MWT电池推出硅基ECA
设计

产品应用：除了MWT太阳能电池，道
康宁的导电粘合剂还可应用于其他光
伏背接触组件生产工艺中，如IBC等。
相关信息：PV-5802 ECA的银填充量
少于60%，但在固化后仍旧具有电阻
率小于1mOhmcm的良好导电性。该
产品在多个温度范围内具有较好的灵
活性，从而可以消除压力并获得耐久
力。在加速老化试验中，相应组件显
示出了较低的衰退速度：在经过了300
个热循环(-40-85℃)后衰退率为0%，
在置于湿热环境(85℃、相对湿度85%)
中1500个小时后，衰退率为0.2%。
上市时间：已上市。

道康宁的新一代硅基导电粘合剂
(ECA) PV-5802专为MWT组件技术而
开发，将被用在天威新能源旗下由荷
兰ECN开发的金属环绕穿透组件生产
线上。这款PV-5802产品据称具有经
优化的电子特性及稳定性，从而大幅
提高MWT组件的电子性能、可靠性和
耐久力。导电粘合剂常被用来在粘连
电池的载流带、栅线和背接触板。互
联处的衰退会影响载流能力。因此需
要光伏组件中导电粘合剂承受压力的
能力在二十年以上的产品寿命中具有
极小的衰退现象。

使用了PV-5802的MWT组件具有
较低的电池/组件能源耗损，数值低于
0.4%。多晶硅组件的全区域效率可达
16.8%。该产品的设计还与据有有机可
焊性保护层涂层的接触背板相兼容。

新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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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光伏制造商完成霸主地位

马克·奥斯本(Mark Osborne), PV-Tech.org 

2013年的光伏产业经历了很多拐点，并将进一步强化
亚洲在光伏供应链上的制造重心地位。

然而，其他新兴市场，如MENA地区和以巴西为代表的
一些拉美国家，被认为会对亚洲的制造业地位提出挑战，
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内无论政府扶持状况与直接投资程度
如何，打造一条具有竞争力、成功的制造业供应链仍旧充
满挑战。

2013年前十位光伏组件供应商

据市场调研公司NPD Solarbuzz做出的2013年前十位光
伏组件供应商排名显示(参见表一)，仅有一家总部在亚洲之
外的企业——CdTe薄膜领军企业福思第一太阳能——凭借
组件出货量跻身排行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福思第一太阳能最大的生产基
地却位于马来西亚。总部同样位于美国的SunPower公司曾
出现在2012年的榜单上，但今年却无缘前十。SunPower大
部分主要生产工厂均位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NPD Solarbuzz指出，昱辉和京瓷两家公司在2013年的
排行榜内取代了尚德电力和SunPower两家。

据NPD Solarbuzz的数据显示，排名前十位的供应商在
2013年内的光伏组件出货总量超过了18GW，同比2012年
增长了40%，同时，2013年全球光伏需求量增长了20%至
36GW，凸显出了主流企业市场份额的提升以及亚洲组件生
产的主导地位。所有跻身排行榜的企业都实现了吉瓦级别
的产能和供应出货量，据该市场调研公司表示，这种情况
还属首次。

英利绿色能源的市场主导
英利绿色能源成为首个年度供应量超过3GW的组件供

应商，进一步巩固了它的市场主导地位。
据NPD Solarbuzz表示，英利绿色能源同时还凭借大量

的自产电池生产量占据了2013年光伏产业内电池生产商排
行榜中的首位。

天合光能蓄势待发
在亚洲组件制造商中，随着天合光能成为2013年内

第二大组件供应商，该企业很明显正逐步获得与英利相抗
衡的竞争实力。天合光能的组件出货量同比2012年增长
了60%，公司为2014年制定了较为激进的目标，以为其在
2014年稳定排行榜做好准备。

英利绿色能源与天合光能两家在2013年内的总出货量
达5.8GW。据NPD Solarbuzz在2014年一月初公布的《组
件跟踪季报》显示，在过去的十八个月内(从2012年年中至
2013年末)，这两家领军企业将所占的市场份额由2012年
第二季度的12%提高到了2013年第三季度的近15%。

“英利和天合光能在过去十八个月内均制定了较为激
进的出货量策略。”NPD Solarbuzz高级分析师廉锐博士表
示，“随着全球光伏产业将重点放在降低成本和控制支持
上，在市场份额上出现了明晰的机遇。这两家公司精准地
抓住了这一机遇推动资本化，他们现在已然准备好成为首
个多吉瓦级组件供应商，并推动下一轮终端市场的强劲增
长。”

2013年前十名电池制造商排行榜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前三位电池制造商(中国)的电池出货总量占到了15%，每个
电池制造商在年度内的产量均超过了2GW，这也是首次有
电池生产商实现2GW以上的电池年产量。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间，少有企业能
够连续几年稳居组件和电池两个排行榜的首位。

中国其他企业也正努力赶超
但是，英利绿色能源与天合光能并不是唯一奋勇直前

的企业。晶科能源与昱辉阳光也在过去两年内积攒起了强
有力对的市场动力，并在2013年排行榜的名次上取得了较
大的进展。

晶科能源和昱辉阳光在2013年内均在组件供应量上取
得了长足进展，以极为接近的出货量水平分别位居排行榜
的第五、六位。

确实，晶科能源在2013年首次跻身太阳能电池制造
商排行榜前十位，取代了此前榜单中的尚德电力。晶澳太
阳能作为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的地位在2013年内同样大幅提
升，排在仅次于英利绿色能源的第二位，并同时在组件制
造商榜单中占据第十位。

韩华新能源(Hanwha SolarOne)和晶澳太阳能分别位
列榜单的第八位和第十位。两家企业均在2013年首次实现
1GW以上的年度组件出货量。

日本市场复苏
自2012年开始实施极具吸引力的上网电价补贴计划

后，日本市场的光伏需求引领着日本光伏市场在2013年
内实现了非常强劲的增长，并为多个本土企业的业绩复苏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包括夏普、京瓷、松下和Solar 

由于全球光伏产业在供应链上的产能过剩，导致了产品销售均价迅速下跌，在经历了两年的无利润不景气市场后，亚
洲制造在太阳能硅片、电池和组件生产等方面的霸主地位已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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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ier等企业。
夏普太阳能在2013年的组件制造商排行榜中上升至第

三名，为公司业绩反转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而就在几年
前，夏普公司的海外市场份额曾以惊人的速度下跌。

在宣布关闭其位于英国和美国的组件制造厂后，该公
司将其生产业务回缩至日本，同时通过大力实施其在未来
几年内将50%的生产业务外包的策略，夏普正重新获得其成
本竞争力。夏普也凭此成为当下光伏产业中推进“精简工
厂”业务模式的领军企业之一。

京瓷同样也受益于强劲的国内市场需求，并在2013年
NPD Solarbuzz的榜单上位居第九。

尽管Solar Frontier与松下并未进入2013年的前十位榜
单，但据该市场调研公司表示，两家企业均凭借高于自身
2012年的出货量跻身全球同类企业前二十位。

台湾的复苏
与日本企业的外包策略以及美国针对中国大陆电池/组

件制造商征收的反倾销税相呼应，新日光等台湾供应商也
在2013年内从低开工率中恢复，并迎来了不断上涨的市场
需求。

凭借其去年与DelSolar公司进行的合并，新日光在
2013年的电池企业排行榜中相较于其2012年的名次提高了
三位。另一家台湾太阳能电池供应商昱晶能源在2013年排
行榜上的名次同样较2012年有所提升。

2014年趋势

全球光伏市场需求预期值被不断地调高，从这一点来
看，光伏产业预计将延续2013年的强劲复苏趋势。NPD 
Solarbuzz在2013年底更新了其市场需求预期，称2014
年 产 业 将 继 续 蓬 勃 发 展 ， 并 预 计 市 场 需 求 量 将 达 到
49GW。

随着福思第一太阳能和SunPower等公司总部位于亚洲
之外的主流组件制造商在2014年缩减产能，主流亚洲企业
将有望进一步扩张其市场份额。

尽管有很多关于中东及北非(MENA)地区所具有的发展
潜力的报道，包括沙特阿拉伯宣布在2030年前实现约500
亿美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计划等，但在其打造一条从多晶
硅到组件，再到下游光伏项目的全面集成生产供应链的同
时，预计在接下来的五年内，亚洲产业上游领域的主导地
位都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如巴西等拉美国家缺少激励政策来促进光伏产业的快
速发展，但是其国内产业企业正逐渐意识到进入并开发国
内市场的潜力。但是，直到2020年前，任何对拉美国家制
造商跻身产业顶级梯队的期望都是不现实的。

在欧洲，光伏组件制造商在近几年经历了一系列的整
合与妥协，目前仅有SolarWorld还依旧持有一定的产能。

近期其对博世太阳能旗下光伏业务的收购，以及从卡塔尔
获得的投资及债务重组意味着SolarWorld未来有望在欧洲
市场大展拳脚。

然而，相较于促进SolarWorld恢复其在欧洲市场中的
地位，卡塔尔介入SolarWorld业务这一事实对于MENA地区
打造生产基地来说更像是一剂催化剂。

随着中国光伏市场需求在2013年增长至12GW，并预
计在2014年将取得安装量14GW的目标，很明显，中国组
件制造商具有极大的优势来进一步巩固其领先地位。

日本的安装量预计将延续2013年的强劲增长趋势，日
本制造商可借此巩固其市场地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中国制造商间进一步的整合
行为，以及在顶级制造商具有更大竞争力的情况下，中等
制造商后来居上的发展势头是否将延续至下一年。

表一：NPD Solarbuzz公布以出货量计算的2013年前十位的光
伏组件供应商

表二：NPD Solarbuzz公布以出货量计算的2013年前十位的光
伏电池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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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动的中国市场

文/王超  

2013，制造和应用同步扩大

无锡尚德的破产重整成为光伏行业2013年“收视
率”最高的事件之一，但尚德剧情的演变对同行的心态并
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即使没有在尚德破产重组中胜出，
英利丝毫没有改变其既定的发展战略，英利集团董事长苗
连生在明确退出对无锡尚德收购竞争时表示，“会收购一些
企业，已经考察了二、三十家产能在400-500MW的中小
企业，并最终选择2-3家。”英利并不惧怕扩张，他们凭借
3.2GW的出货量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企业，2014年规划了
更大的下游电站计划。

不止英利，中国一线光伏制造商，如天合光能、阿特
斯、晶澳、晶科、昱辉、海润、大全等都走向扩产之路。
制造商扩产的动力来自于全球市场的增长。从全球37GW的
装机量看，亚太市场和北美市场的增速最大。

2013年8月下旬出台的《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
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中规定的分布式发电0.42
元/千瓦时的补贴，以及地面电站从0.9—1元/千瓦时的三
类分区电价为未来两年左右的中国光伏发展设定了基调。
电价政策的出台直接影响了下半年光伏电站的装机。甘肃
某市光伏园区的负责人直接感受到了电价政策出台后的影
响，“2013年3月15日，政府部门召集项目业主开会以推动
光伏项目建设，领导表示电价即将调整，希望提前开工，
但没人动工，直到10月份才大量开工。”最终，有一家企业
没能按时建成而错过了1元的电价。

地面电站的争夺

受电价调整的影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的2013
年最终并网量为11.3GW，超出了此前国家能源局所预计
的10GW装机10%。新增装机的推动直接来源于西部地
区，这些地区在2014年大都要下调电价，项目收益也受到
直接影响。NPD Solarbuzz统计数据，2013年甘肃并网量
为2.34GW，新疆为1.72GW，青海为1.67GW。《PV-Tech 
PRO》记者不久前在甘肃采访时获悉，甘肃电网公司对
3013年底并网项目的接入“非常宽容”。“有些电站只建成
了一部分，也通过了甘肃电网的并网验收。”据相关人士透
露，“甘肃本来就存在限电情况，新接入的项目很难满发，
甚至有些项目90%的功率都要被限掉，建成了没法满发还
不如年底先并一部分再接着建。”这位知情者还表示，“更重

要的因素是甘肃在过去批了太多的路条，2014年甘肃的配
额只有500MW，根本不够用，为了减少2014年的竞争程
度，2013年便在可能的情况下接入更多的项目。”

2013年11月，国家能源局就2014年光伏发电装机规
模征求了意见，为8GW分布式项目和4GW地面电站项目
下发给各省的额度征求意见。在三个月后，国家能源局把
2014年规划总额上调至14.05GW，其中分布式8GW，地
面电站6.05GW，后者规模获得上调。这源于各省对地面电
站配额的需求。东部某省发改委相关人员透露，“我们不知
道分布式项目能完成多少，但至少地面电站可以保障。”在
第一次征求意见后，各省发改委相关领导频繁前往北京去
争取更多的地面项目配额，于是在2014年2月，国家能源
局对十多个省份的地面电站配额上调了10MW左右。

当配额下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后，各地区的操作也
不同。如浙江，把分布式和地面都分解为更详细的指标给
下面的地市；山东则把分布式指标分解下去，省发改委仍
然对地面项目进行统一控制。在甘肃、新疆、青海等几个
装机大省，仅有的指标更被各家项目业主紧紧盯住。在本
文截稿前，尚未获得这几个省份的配额如何分解的细节。
部分地市和项目业主在把精力放在获得配额的同时，也在
另辟蹊径。新疆哈密地区发改委在2014年春节后就开始
号召当地的业主尽快展开新项目的建设了。新疆哈密拥有
1.25GW的光伏项目是国家能源局特批的，不占新疆配额，
其中950MW归哈密地区发改委，300MW归建设兵团发改
委。这是以风光互补的名义获批的，目前这1.25GW路条已
经配置完毕。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在共和建成了320MW光
伏电站后，今年仍将建成数百兆瓦的电站，按照规划这个
项目总装机达到1GW，而青海今年的配额只有500MW。不
过不用担心，黄河上游水电在共和的项目为水光互补，并
不占用青海的配额。

据相关人士透露，国家能源局为各省制定的配额是根
据当地的电网接入条件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综合制定的，这
种不占配额的风光互补与水光互补项目可以更好的解决容
纳问题。在甘肃，有企业试图寻找新的方式来避免配额的
限制。一家企业申报了超过上百兆瓦的农业光伏项目，另
一家企业试图通过结合沙漠的防沙治沙来跟国家能源局要
一些特殊的政策。

国家能源局在对2014年建设规模征求意见时还特别指
出，如果西北地区发生限电情况将调减当年建设规模，并
停止批复下年度新增备案规模。《PV-Tech PRO》记者不久

2013年中国光伏电站新增并网装机11.3GW，成为全球第一大光伏市场。在2013年包括国家发改委、中国能源局、
国家电网等政府部门陆续出台的十多个相关政策以来，光伏行业对中国市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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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西北考察中发现，限电情况已经存在并且2014年难以
有效的解决，部分地区的电力送出还将会更严峻。

分布式的迷茫

在地面电站份额被激烈竞争的背后，是分布式项目的
8GW额度及其项目的不确定性。国家能源局为了实现目
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是发布《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管理暂行办法》，为分布式项目给出了更明确的规定；另一
方面，又联合国家开发银行给出了《支持分布式光伏发电
金融服务的意见》，核心包括金融创新、建立地方投融资机
构、统借统还等。为了打开分布式项目发展的突破口，国
家能源局甚至设立了18个分布式光伏示范区，通过资源的
集中调配来寻找分布式项目遇到的问题、瓶颈并找到相应
的解决方案。

而近期关于2014年分布式的规模，一度有未获证实的
传言，国家能源局保底完成4GW，有信心做到6GW。事实
上，产业界对分布式项目缺乏信心已经很明显了。按照中
国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王斯成的分析，以自发
自用为主的分布式项目，居民电价和大工业电价用户项目

的收益明显要低于工商业电价用户的收益，前者的从盈利
性上看没有吸引力。这也是18个示范区的项目普遍以工商
业电价用户为主，而已经动工的少数项目往往是企业在自
己屋顶上所实施的。

APEC低碳城镇联盟在2013年11月曾联合国家开发银
行在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进行调研，针对分布
式项目所突出存在的问题，给出了两个主要的解决建议：
建立统借统贷统还的融资平台以及代收代付的电费收费、
支付平台。虽然国家能源局在与国家开发银行商定对分布
式示范区进行金融支持，国开行总行也给出了顶层意见和
方针，但在各分行具体实施时则遇到了各种不同的障碍。
此外，国家能源局在要求申报分布式示范区时曾明确指
出，每个示范区原则上支持一个业主统一投资建设，而事
实上，部分示范区已经分裂为多个企业的多个项目，而山
东某获批的示范区业主正计划将项目权转交给另一家大量
持有光伏电站的企业。融资困难、找不到合适的屋顶、风
险控制等都是分布式开发商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2014年5月份的《PV-Tech PRO电站专刊》中，将
更详细为读者带来今年1月份本刊记者在考察了超过70座光
伏电站后的详细报道。

图一：西部光伏电站的新增规模与电力送出在短时间内无法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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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融资：光伏电站向公众募集资本

文/肖蓓  

数据显示，1GW光伏电站项目投资额接近100亿元，
资金已成为光伏电站项目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国内光伏
电站投资企业主要通过银行贷款、非光伏资产的抵押或担
保贷款、光伏资产的抵押或现金流出售、企业债等传统渠
道解决融资问题，但这些渠道难以满足光伏行业庞大资金
需求，融资困难将制约企业投资开发的进度。

海润光伏首席执行官杨怀进对电站缺少融资支持深有
体会，2012年举全力转型介入光伏电站终端业务的海润光
伏，投资电站近20亿，2013年持续这一战略，深入电站
业务开发。然而在转型过程中电站融资成了拦路虎，他表
示：“如果能顺利融资，我们有把握3年后开发电站规模达
到数个GW级规模电站项目，年电站业务吞吐量数百亿人民
币以上的水平。但从2012年开始商业银行看到光伏行业不
好就不加区别地对所有光伏企业抽贷，直接导致企业难以
为继、雪上加霜。另外，对企业的海外项目，银行的放款
速度太慢，流程太长，往往项目已经完工了，项目贷款还
没完全批复下来。最致命的是有关部门还下发不支持光伏
行业的明文规定。”

除了大型地面电站，融资问题同样存在于分布式光伏

电站中，光伏企业开发建设分布式电站项目，大部分资金
来自于政策性银行及商业银行贷款，一旦银行停止对光伏
企业放贷，企业就会遭遇“钱荒”，电站建设很难再进行下
去。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王斯成也提到融资问
题，他客观分析道：“虽然目前融资政策有了，但还没有像
德国、日本那样对项目设有融资机制。我们现在只对贷款
人融资，对项目没有融资机制，没有担保、没有评估，银
行不介入，贷款人如果有资质可以贷，没有资质，省里由
政府担保的融资平台，等于皮球推给地方政府。”

目前，光伏电站产业已经引发了融资租赁公司、银
行、保险、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热情，然而融
资问题依旧难以实现进一步突破。

光伏互联网众筹模式

诺亚财富CEO汪静波在2013年岁末年初时曾说：互联
网金融是新的金融形态，如果预测一下，2014年与2013年
会有哪些最大的不同，我想，可以预见的，就是互联网金

图一：深圳前海新区1MW分布式太阳能电站将是此次众筹模式的第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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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时代，或者是互联网财富管理年代的来临。
互联网金融最先从各大主流门户互联网站开始，以迅

猛速度扩散，如今也引进入新能源产业。
2月19日深圳，招商新能源集团旗下联合光伏（原为金

保利新能源，00686.HK）携手国电光伏和网信金融（众筹
网）等合作伙伴共同启动光伏互联金融战略合作，通过互
联网金融，众筹打造光伏电力新模式。

众筹是向大众筹集资金进行项目融资，现代众筹特指
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发布筹款项目并募集资金。

深圳前海新区1MW分布式太阳能电站将是此次众筹模
式的第一个项目，也是国内电力行业与互联网金融的第一
次合作，项目将通过互联网众筹平台－众筹网以众筹的模
式向公众募集资金，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推动新能
源电站的建设。众筹网将承担电站认购人资格审核，协助
签署协议文件，向公众传播众筹等职能。

除了众筹平台，整个光伏互联金融战略还有三个重要
角色，其中联合光伏为项目发起方，提供分布式电站的批
文，协助招商供电（第一期项目）取得并网，同时作为电
站运营方，以确保电站长期稳定收益。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资金监管方，与联合光伏签署协议
文件，协助项目公司开设众筹监管专户，以实施全程资金
监管，专款专用。电站施工方为国电光伏，带资建设负责
施工质量，并为发电量做担保。

第一个众筹电站项目将于2014年3月31日截止认购，
电站采取股权众筹方式，认购同时享受的是股权对应的权
利，在中国股权有专门的法律保护。目前招商新能源已出
资100万人民币认购，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PGO）成员
公司国电光伏、国电南瑞、国电蒙电、中电48所、保利新
能源将各认购60万，其余资金将面向向社会公众，发起方
将会有意识的首先选择一些行业代表及名人参与认购。

“在股权众筹过程中有资格审核，比如对年收入有要
求，比如年收入超过50万或年收入多少钱，通过资格审核
才能认购这个股权。”联合光伏首席信息官姚杰向《PV-Tech 
PRO》介绍：“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推出第一个电站股权众
筹的时候是用这个模式，有人数方面的限制，对投资门槛也
有限制，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未来都是用这种模式。”

据悉，联合光伏的第二个众筹电站会建设在上海，将
采用另外一种创新的方式把门槛进一步降低，逐步降到普
通民众都能参与。

联合光伏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原表示：“因为
众筹这个理念很多人还很陌生，所以需要有一个项目甚至

几个项目作为载体去推动，老百姓慢慢接受这个过程。众
筹可能是太阳能发电的一条融资渠道，帮助光伏电站解决
融资问题。我们将和国家开发银行一起探讨创新投融资模
式，重点支持大型并网光伏电站、国家分布式光伏发电示
范区等项目建设。”

收益率及担保问题

对于大家关心的认购项目的资金回报收益、收益保证
期限、怎么退出等细节关键问题联合光伏并未公布，需要
通过资格审核成为认购股东后才能看到。

据透露，投资回报收益率有可能与美国众筹网的利率
差不多，大约在5-6%左右，相比银行存款具有一定吸引
力，同时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老百姓投资信托也好、股市也好，虽然现在信托都
是刚性兑付，但不可能永远都是刚性兑付，这是第一。第
二，现在市面上的理财产品对应的都不是实体资产，对应
的货币基金或银行间的某一个产品，金融市场永远是有波
动风险的，对于我们这个电站来说，我的电费收入每一度
电锁定二十年，二十年之后人民币可能从一块钱遍到八毛
钱甚至五毛钱，但是我的电费还是一块钱，所以老百姓投
资电站本身就是保值增值，因为你买的资产收的电费二十
年后还是那一块钱，并没有贬值，但是人民币放在银行里
肯定是贬了。”姚杰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也是众筹模式的主
要出发点。

联合光伏还计划在未来所有的光伏电站项目中应用移
动互联网手段，将新能源与大数据管理跨界整合应用，以
提高电站的管理效率。

“每个人今后通过下载我们的APP可以看到自己投资的
电站，我们委托了可再生能源交易所来做这件事情，等到
第一个电站完成做最后交收，第一个电站的持有者那时可
以看到具体数据。”李原介绍道。

众筹集资建光伏电站的模式理念，在业内引起多方面
关注，大家观点不同褒贬不一。

“如果是真实操作，对于眼下光伏电站融资不失为一
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一位负责中国光伏电站业务的上市
公司高官表示，需要看后续的项目如何操作，是否可持续。

此外，有律师提出光伏电站的“众筹”模式存在“非
法集资”嫌疑，有法律风险。同时，新颖的众筹模式如何
确保投资收益的稳定，如何建立完备的担保体系都需要进
一步明晰。

15

市场



商业新闻

欧洲地区

意大利制造商Waris与Solarmarkt
签署分销协议

意大利太阳能制造商Waris继与经
销商Solarmarkt Deutschland签署一份
协议后，将翻倍其位于Condino的制造
厂的产量。根据Waris，此发展标志着
该公司国际化的起步阶段，同时加强
了其在意大利国土的市场占有率。

该多晶硅生产商位于意大利北部
特兰托的35MW工厂，年产量将提高
到70MW。Waris称，产量的飞跃是该
设施及公司更广泛的“综合改造”流
程的一部分。该扩大的70MW工厂将
聘用约六十名员工。

Waris组件的销售和分销独家协议
通过Solarmarkt，涵盖欧洲中部销售区
域，Waris旨在2014年在该区域销售
20MW的组件。

梅耶博格与CSEM光伏中心拟建立异
质结电池中试线

梅耶博格(Meyer Burger)与CSEM
光伏中心合作建立Swiss-Inno HJT项
目 ，其包括一条中试线以及开发计
划，以产生低成本异质结硅太阳能电
池技术(HJT)。

研 发 基 金 三 年 里 向 S w i s s - I n n o 
HJT项目提供约1125万美元。HJT项
目包括梅耶博格集团成员Roth&Rau 
Research、PASAN和梅耶博格位于Thun
的能力中心，以及CSEM的光伏中心。

异质结技术的关键是在单晶硅片
两面沉积超薄非晶层，使其提供双面
能力以获得更高的转换效率。

美洲地区

SunEdison瞄准一百五十亿美元年
度项目融资业务

主要的光伏能源供应商(PVEP)
SunEdison计划将其光伏项目业务发展

到每年将需要多达一百五十亿美元的
项目融资资本的规模。

管理层在讨论2013年第四季度财
务业绩的电话会议中曾指出，该公司
具有一项成为全球范围内下游光伏项
目业务领导者的战略计划，并涵盖公
共部门、商业和住宅市场。

SunEdison首席执行官艾哈迈德·
夏蒂拉(Ahmad Chatila)在电话会议上
评论道：“第一，这是一个包含公共部
门、商业和住宅的多渠道方法。第二，如
果你真的想拓展业务，我们将洽谈一
百亿美元，可能是每年一百五十亿美
元的项目融资和债务及股权。你无法
通过与大型机构协商达到。你必须通
过真正的公共市场实现。并且你必须
在全球范围内执行。”

亚太地区

赛维LDK利用海外破产威胁债券持
有人

赛维LDK与美国债券持有人之间长
期的债务延期协议似乎结束，如果债
券持有人不同意达成和解，那么该负
债累累的光伏制造商可能在开曼群岛
启动破产程序。

赛维LDK表示，其与主要的海外债
权人就两个方案取得长足进步，都证
明对于债权人而言承担其可转换票据
是很困难的。该公司表示，其仍旧乐
观相信将达成和解。然而，赛维LDK威
胁在开曼群岛启动破产流程，该控股
公司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但是事实
上有形资产非常少。该公司已申请通
过开曼群岛大法院任命一名临时清盘
人。

开曼群岛可能的破产程序将使该
公司申请美国第十五章破产，与尚德
电力控股(Suntech Power Holdings)相
同。其提议未能获得债权人批准可能
迫使债权人对赛维LDK债券相关的海外
业务寻求第七章破产令。如果成功采
取第十五章举动，将保护赛维LDK符合
债权人的重组规则，直至达成和解。

苏州爱康金属与日本某光伏企业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爱康科技子公司苏州爱康金属公
司与日本一家光伏企业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确定了2014年的战略
发展方向。该日本光伏企业通过多次
前期调研考察，最终选定爱康作为中
国唯一的支架供应商。

苏州爱康金属总经理李光华与该日
本光伏企业社长签署协议后表示，“此
次合作，对整个光伏行业，尤其是日本
市场的开拓带来更新的商机，创造更多
的商业模式，实现共赢，为全球绿色能
源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中东及非洲地区

晶澳保威拟联手开设150MW南非
光伏组件厂

晶澳太阳能与保威新能源合作成
立了一家合资公司，拟在南非伊丽莎
白港建造一座标定产能为150MW的光
伏组件组装厂。

该合资公司背后的两家合作企业
表示计划将在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生
产业务，并将雇用约200名工人。该工
厂坐落在伊丽莎白港的COEGA工业开
发区，并具有将其扩建至600MW的潜
力，以满足南非国内的预期市场需求。

南非能源部设立了可再生能源独
立发电商采购计划(REIPPPP)，旨在该
国境内推广可替代电力能源的普及，以
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并减少大规模
停电次数，该计划已经成功发掘出了该
国市场的大规模发展潜力。REIPPPP的
前两次招标过程吸引了众多主流国际项
目开发商和组件制造商，以及领先零件
(BOS等)供应商在该国设立业务中心，
如SMA Solar和保威新能源等。

逾1GW的光伏项目已经在前两轮
REIPPPP中获得批准，其中多个公共事
业规模项目已在2013年完成建造。此
次合作中关于晶澳公司的财务细节并
未被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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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浆料印刷仍将是太阳电池提效关键 

文/肖蓓   

导电浆料是提高太阳电池光电转换效率并有效提供光
伏组件输出更多电力的关键材料，在光伏界，太阳电池效
率每年的提高点约0.3%-0.4%，其中主要来源之一在于金属
导电浆料，它每年协助电池效率提升0.2%左右，然而近两
年，太阳电池的效率提升变的越来越困难。

业内普遍认为，当前组件的销售价格(尤其中国)已经达
到一个历史最低点，想要通过上游材料及电池技术工艺进
一步降低成本的空间已经变得很小，这种极限让大家把目
光更多的转移到终端的BOS系统上。尽管如此，太阳电池生
产商及材料、设备供应商仍在做不断的尝试，力图使自己
继续保留在电池转换效率提升的名单里，同时绞尽脑汁寻
找降低成本的途径。

细栅、多栅高效电池组件成趋势

仔细观察近几年的太阳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的变化，会
发现两个特点，其一，电池转换效率平均约以每年0.3%
的提升速度向前发展，此类情况多出现在一线大厂之间，
然而提升正逐步放缓，其余二三线电池生产商甚至无法获
得进一步提升；其二，多晶的技术发展比单晶要快，获益
于多晶硅片技术进步提升，多晶电池这几年的效率增长明
显，多晶组件市场需求增加(尤其在中国)。但不管两者如何
发展，晶硅太阳电池的转换效率提升已渐渐趋于一个临界
点，缓慢而难以突破。

组件制造商认为生产制造端的技术与成本控制已经到
达一个极限点，为此把目光更多的放在终端的BOS系统上，
电池生产商却无法停止，他的职能是生产电池，生产高效
高质电池。于是一线电池生产商们如晶澳、天合、韩华、
英利、晶科、昱辉、尚德电力、中电光伏、京瓷、夏普等
各自开发新的技术路线，如高效低浓度扩散电池、背钝化
结构、MWT背接触电池、IBC背接触电池、HIT等。作为电
池生产商的材料供应商，杜邦、贺利氏、三星、儒兴等紧
跟电池厂商的节奏，开发与其电池技术路线相匹配的导电
浆料，甚至共同研究更合适的电池工艺。

在两方面努力下，2013年中国光伏制造商对与印刷工
艺的需求呈现出新的特点，由于设备的进一步更新、导电
浆料的进一步升级，使超细栅线太阳电池金属化逐渐成为
可能。细栅、多栅太阳电池技术是在现有生产设备和生产
工艺的基础上研究开发高方阻细栅密栅多晶硅太阳电池的
制备技术。

该技术采用高方阻均匀发射极，掺杂浓度比常规扩散
层低，能够降低载流子的表面复合速度，提高短路电流密
度。需要采用新型正面电极银浆料，调节烧结工艺，以避
免正面电极烧穿p-n结。通过增加正面电极细栅线的数目，
避免串联电阻增大、填充因子下降。

2013年晶澳太阳能、中利腾辉、尚德电力、力诺光

伏、中电光伏等业内知名光伏公司纷纷推出了四主栅、五
主栅电池及组件。其中力诺光伏自行设计、开发的四主栅
电池片，主流档位封装组件功率达到253.7W。通过在电池
正面采用四条主栅线，力诺光伏称其四栅线电池的填充因
子较三栅线电池提高1%以上，有效降低组件总电阻损耗。
组件封装后250W组件的比例提高到60%以上。除此外，力
诺还宣布目前五栅电池正在研发中，预计很快将进入小批
量实验下线。

中 电 光 伏 推 出 了 名 为 W a r a t a h 的 高 效 电 池 及 组
件，260W多晶电池效率达到17.4%，强调五主栅。中利腾
辉也推出全新高效四主栅多晶电池及组件，电池平均效率
达到17.7%，据中利腾辉光伏技术研发副总裁Paul介绍， 
“目前，中利腾晖四栅高效多晶组件已进入批量试产阶段，
并且60片四栅多晶电池组件255W比例可达到90%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中利腾辉四栅电池组件的量产没有更
换设备，是在现有产线基础上进行了局部优化及改造。针
对目前各家企业相继推出多主栅电池及组件产品，中利腾
辉组件技术经理许志祥表示：“这是一种好现象也是一种趋
势，以前由于技术问题，大家都是传统的栅线，现在随着
技术进步，可以做到更细更多，进一步提高了单位面积组
件的输出功率。”

事实上国外在这块已有追溯历史，2009年三菱电机推
出了四主栅，组件效率达15.4-16%，单晶为16%。日本京
瓷也开发了三主栅电池片，并申请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专
利，这为进入日本市场的光伏制造商埋下了专利壁垒。

为了避免京瓷的专利风险，力诺光伏在正面电极设计
方面大幅区别于京瓷专利，从而使这一产品有效避免专利
诉讼。随着这一栅线变化的趋势，后面会有更多的企业追
随并创新，预计未来正面电极除了保持常规的性能外，配
合光伏电池制造商对电池表面的设计也将是一项需要思考
的工作。

在光伏多晶电池工艺中，早些年线宽要印到120-
130µm，电池效率仅在14%左右，要做到如今电池组件厂
商所推出的多栅高效产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通过导电
浆料与印刷工艺的进一步开发，在过去两年里一些品牌银
浆可以做到细线印刷，线宽仅50µm，且效率可达到17%以
上，2013年众多电池生产商在以往基础上又取得进一步发
展，这些成绩的获得脱离不了导电浆料在其中的贡献。 

眼下细栅技术在电池企业之中得到试验与推广，但其
中存在的技术难度也变得越来越高，比如减少丝网印刷栅
线宽度尽管有助于减少遮蔽带来的损失，但却会导致栅线
线阻更高，这是留给设备制造商以及浆料供应商的一个共
同课题。为减小由于正面栅线条数增加引起的正面电极的
遮蔽效应，需要采用阻挡板、银浆微加热等技术解决了细
栅线印刷问题，减小正面遮光面积。 还有二次印刷技术，
在电池片上需要刷两次导电银浆，要求对准精确，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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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丝网印刷、烧结炉等设备与浆料更好的兼容配合。
在领先材料供应商杜邦公司的技术发展蓝图里，计划

2015年达到22%电池转换效率的目标，好的接触电阻表
现、优异的细线印刷能力、良好量产性能等是达到目标的
前提，其新开发的DuPont™ Solamet® PV18x将提升细线印
刷能力，可实现>0.1%的效率提升(如图一)。

银耗量五年降低0.17g

由于当前各大光伏制造商对高效单多晶产品的竞相追
逐，国内外一线光伏上市公司纷纷与材料供应商杜邦、
贺利氏等签订战略供应合同，也正因为如此，在2012
年、2013年业内普遍比较低迷的时刻，原材料供应商们的
业务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依旧保持较高利润，这让人感到
眼红。

另一方面，近两年随着硅料硅片价格的下降，原本在
太阳电池生产成本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导电浆料变得越来越
突出，其占比光伏电池(包括硅片环节)总成本也逐步上升，
达到14%以上。在太阳能电池的结构成本中，导电浆料成
为除了硅材料之外，影响太阳电池成本最重要材料。

由于导电浆料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为此太阳电池、
组件制造商对一款正面导电银浆的评判标准中，成本也成
为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他们希望银浆价格低，希望银
浆企业能帮助他们实现更低的银耗量，减少印刷单耗，降
低对贵金属的依赖。

有益于效率与成本，才存在发展空间，以往大家只知
道导电浆料对提升电池转换效率做出了贡献，那么其对电
池生产成本的降低作用在哪？减少银浆使用量是一种方
式，据测算，目前一块2.8W的单晶电池片，需要正面银浆
料0.13克左右，背面银浆料0.06克，这还是浆料供应商们
多年努力降本的成果。

让我们来做一个回顾，2009年－2013年过去的几年
里，太阳电池的效率、电池银耗量、组件价格以及导电浆
料的价格出现了哪些变化，先看一组数据(如表一)。

从表一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从2009年的0.30g到2013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Eff. Multi- 16.0-16.3% 16.3-16.6% 16.6-16.8% 16.8-17.3% 17.3-18.4%

Eff. Mono- 17.5-17.7% 17.8-18.0% 18.0-18.5% 18.5-19.0% 19.0-19.3%

Paste usage, g/ cell 0.25-0.30 0.2-0.25 0.17-0.2 0.15-0.18 0.13-0.14

Avg. module price,  15-16/W 13-15/W 7.5-8.5/W 4.1-4.3/W 4.2-4.5/W 
RMB, estimated

Avg. silver pate price,  7240 8250 11580 10840 8100 
RMB/kg

由于2011-2012年白银价格较以往相比趋于较高水平，为此影响到银浆价格同比升高

表一：2009年至2013年银耗量及正银价格走势

图一：杜邦™ Solamet® PV18x 可实现 > 0.1%的效率提升，来
自其优异细线印刷能力

 2013 2014 2016 2018 2021 

银耗量平均值g/cell 0.14 0.10 0.08 0.06 0.04

用硅量 g/wp 7.0-8.0 6.0-8.0 5.0-7.0 4.0-6.0 4.0-5.0

电池厚度µm 170-180 160-180 150-170 140-160 120-150

表二：未来几年电池主要材料降低趋势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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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0.13g，五年期间单位银耗量降低了0.17g，是持续
下降的趋势。虽然下降但银浆价格同样存在不稳定性，还
取决于银价，白银的价格通常随当年市场及需求价格出现
波动，这需要浆料供应商及电池厂商保持对白银的市场观
察，以做出正确合理的判断。

减少对原材料的使用，同时是设备供应商在千方百
计思考的问题。据设备制造商DEK太阳能介绍，在二步印
刷中使用其细栅钢网(Fine L1ine Stencil™)将产生不错效
果，通过首先用细丝丝网印刷主栅，接着再用Fine Line 
Stencil™印刷细栅，从而使效率更高、浆料消耗更低。它
使每个印刷工艺都能使用优化的浆料，不仅能精确控制主
栅和细栅线的相对印刷高度，由此节约银浆，还能使用无
接触的主栅浆料，以提高Voc，从而提高电池效率。

为了更快的降低成本，有人提出刻槽埋栅、激光SE、
局部背场以及新南威尔士的电镀技术，甚至提出取代银
浆，实现正面无银的猜想。以电镀为例，它是用含银的电
镀液，选择现在流行的Ni/Cu/Ag三层度，成本比较划算，
一般是镍、铜、银三层，在这个架构上，银的份量减轻
了，而铜比银便宜很多；还有只用镍和铜的，在价格上就
拉开了差距，差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价格，当中就是铜
价和银价的差额。DEK公司最近给出一份研究结果：电池
效率提高，加上正面浆料减少40%，这对于众多太阳能电
池制造商而言是一个现实的前景。

替代产品及正面无银的研发给浆料供应商带来了潜在
威胁，他们需要证明更多的贡献与实力。与用硅量不断减
少的规律一致，浆料供应商们在帮助电池制造商实现逐年
降低银耗量的目标，比如贺利氏(如图二)。

鉴于降成本的考量与工艺的改进，未来几年减少原材
料用量的趋势还将持续，到2015年，太阳电池用硅量将减
少至6.0-8.0g/wp，而电池银耗量将降低为0.09g，电池的
厚度也将变薄(如表二、图二)。

  

图二：银耗量逐年降低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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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产能扩张正在逼近

马克·奥斯本(Mark Osborne), PV-Tech.org

在经过了长达两年多的长期产能过剩的起起伏伏之
后，很难相信光伏产业的供应链已然进入了下一个产能扩
张期。在2011年，整个产业被超过60GW的额定产能所
累，而彼时EPIA数据公布的全球终端市场需求仅为30GW。

受累于如此大量的产能过剩，再加上终端市场需求在
2012年内几乎未出现任何增长(31GW)，随后发生的状况近
乎宗教般自然而然。

整个供应链上产品价格的暴跌所导致的最好状况是较
低的产能开工率，而最坏的状况则是企业关门大吉、破产
甚至整个退出行业。

自那时起，整个产业经历了逾两年的无利润发展，资
本支出预算也被压缩至仅对工厂设备进行最低水平的维护。

但是，据NPD Solarbuzz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终端
市场的强劲增长复苏将系统安装量推高至36GW以上。

该市场调研公司的最新《光伏设备季报》预计，过去
两年内设备供应商对资本支出的冻结状况，随着供需的重
新平衡，将在2015年即可出现解冻趋势。

“在2012年和2013年，太阳能光伏设备供应商遭遇
了该领域内最为严重的低谷期，”NPD Solarbuzz副总监芬
利·科尔维尔(Finlay Colville)表示。“这种下滑趋势是由于
严重的产能过剩所造成的，并在2012年对整个行业进行了
洗牌，导致2013年内制造商的资本投资预算被叫停。”

Solarbuzz表示，行业内的产能过剩导致光伏设备支出
在2013年下跌至八年间的最低点，仅有17.3亿美元，而这
一数字在2011年为130亿美元。这意味着2013年的设备供
应商所获得的订单甚至少于10亿美元。但是，Solarbuzz预
计在未来的六个月内，光伏终端市场需求预计将追上45GW
的产业“有效产能”。

该市场调研公司还指出，2014年预计出现的49GW的
终端市场需求将有望将一级制造商的开工率推高至90%以
上，同时提高生产外包模式的规模，无论是硅片、电池还
是组件。

“因此，光伏制造商对于新增产能的计划将很快会
被公布，并最终促进设备供应链上的收益状况出现强劲反
弹。”Solarbuzz表示。

分析师预计，设备生产商的新一轮发展将主要受到小
部分一级制造商的驱动——反映出了近期行业洗牌对整个
供应链的整合作用。

资本支出收受到成本下调和生产力所带来的规模经济
的刺激，起初将以1GW左右的增量出现。“随后，技术导
向型支出——历史上来说对于光伏设备供应商来说是利润
增长潜力最小的领域，随着逼近20%的光伏电池转换率成
为行业标准，该种支出将会逐步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Solarbuzz表示。

市场调研公司IHS也重申了其预期，指出光伏资本支出
将从2013年的最低点增长42%，在2014年达到33.7亿美
元。

对于2015年的预期也显示出了增长趋势，尽管IHS将
预期资本支出数字由43.41亿美元下调至了42.2亿美元。但
资本支出预期数值在2014年已然出现了25%的增长幅度。

主流晶硅产能扩张计划

自从2013年第四季度起，已有多个产能扩张计划被公
布，其中一些已经达到了吉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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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斯太阳能

阿特斯太阳能已经将其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组件工厂
产能由2013年末的330MW提高至了2014年1月31日的
530MW。目前，该公司位于中国和加拿大的各组件加工厂
总额定产能为2.6GW，该数字在2013年仅为2.4GW。

阿特斯太阳能所采用的是具有典型性的灵活垂直一
体化生产模式，但其硅锭/硅片(200MW)和太阳能电池
(1500MW)的产能要远小于组件的产能(2.6GW)。

公司近期筹集2亿美元，计划将产能进一步增加值
3GW，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晶科能源

晶科能源在2013年内增加了数百兆瓦组件产能，近期
再次宣布收购尖山光电，此次收购可为晶科带来约500MW
的电池产能、500MW硅片产能，以及100MW组件产能，
从而将总额定产能增加至2GW以上。

天合光能

天合光能同样采取了收购策略以获得新产能，其收购
了小型太阳能电池制造商湖北弘元光伏科技公司的大多数
股权，并将二级组件制造商东君光能的相关业务纳入旗下。

相关协议是天合光能与东君光能的所有者，中国企业
集团亚邦投资控股集团签署的。新的合资企业将被命名为
常州天合亚邦光能有限公司。天合光能持股51%，亚邦集
团占49%。相关声明还指出，工厂设施将由天合光能进行
管理。

天合光能表示，两家公司的总投资额约为4500万美
元，该笔款项将用于资本支出和满足运营资本需求。

东君光能的光伏组件额定产量为400MW，预计该数字
在2014年内将凭借合资企业的投资增加至500MW。

天合光能同时还将与湖北弘元光伏科技公司的所有者
深圳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组成合资企业，在名
为湖北天合太阳能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的业务中持股51%。

双方表示，现有生产设备将在2014年年中增加至
420MW。

在近期对生产线进行升级、改善设备吞吐量(将其年度
额定产能由此前的2.4GW提高至了2.8GW)后，天合光能总
组件产能目前达到了3.3GW，相较于2013年中期数字提高
了900MW。

该公司太阳能电池的额定产能提高至了2.6GW，其在
2014年内的电池生产潜在外包需求为600MW。

晶澳太阳能

晶澳太阳能和保威新能源日前建立一家合资企业，位
于南非伊丽莎白港，主营光伏组件制造，原始额定产能为
150MW。该合资企业的合作双方表示生产业务在2014年
第二季度即可开展。

该工厂位于伊丽莎白港的COEGA工业开发区内，合作双
方有能力将该工厂产能扩张至600MW以满足该国市场需求。

SunPower

SunPower公司曾公布2014年公司资本支出计划，
相较于2013年几乎翻了一番。公司在其2013年年报中公

1,200 1,200

2,400

2,80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硅锭产能 (MW) 硅片产能 (MW) 电池产能 (MW) 组件产能 (MW)

M
eg

aw
at

ts
 (M

W
)

天合光能产能状况

2014年1月

天合光能今年一月产能状况

22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商业



布，2014年的资本支出范围在1.5-1.7亿美元之间，相较于
2013年的7000-9000万美元的预期值增长了88.8%。

公司在近期召开的2013年第四季度电话会议中指
出，随着公司加速其在菲律宾的350MW工厂Fab 4的建
造，2014年第一季度的资本支出额将在2500-3000万美元
的范围之间。

公司预计，除非对其位于马来西亚的合资工厂Fab 3
进行进一步的产能扩张——该工厂据称现有实际产能
800MW，但其额定产能却超过1GW——公司的发展将在
2014年受限于产能。目前公司并未公布任何关于在2014年
内对Fab 3进行产能扩张的计划。

然而，SunPower公布了其对新一代Fab 5制造设备所进
行的准备计划，该工厂的规模将大于所有现有工厂。

一旦菲律宾的新工厂完成建造，该工厂将作为2015年
主要产能扩张计划的一部分开始建造。

韩华 Q CELLS

韩华Q CELLS早在2013年十二月就已开始在马来西
亚赛柏再也市建造一座新的太阳能电池工厂，并将安装
204MW太阳能电池生产线。新生产线将着重于生产高效太
阳能电池，以用于旗下Q.PRO G3系列多晶硅光伏组件，该
系列组件预计将于2014年秋季初期开始投产。

凭借新增的204MW太阳能电池生产线，韩华Q CELLS
表示其位于马来西亚所有工厂的总额定产能将超过1GW，
具有1.1GW的集成产能和1.3GW的总产能。

主要薄膜产能扩张

制造领域内在过去两年内遭遇了众多企业破产、工厂
关闭等事件，薄膜制造领域也未能幸免。即使是如福思第
一太阳能(First Solar)这样的领先企业，也在此期间取消了
其在美国和越南的大幅产能扩张计划。

但是，公司仍旧宣布了多个重大计划，带动了薄膜制
造业的复苏，目前此种复苏主要受到以CIGS技术为导向的
产能扩张的促进。

汉能太阳能

汉能曾表示其将在2014年三月在中国河北省曹妃甸建
造规划中的3GW CIGS薄膜生产基地，并于年底开始安装相
应工具。

汉能正创立一家子公司——河北曹妃甸汉能光伏公

司——以持有、运营该新基地。初始计划是建造总额定产
能为600MW的两条独立的生产线。

汉能太阳能表示，其中一条交钥匙生产线具有300MW
额定产能，并将使用MiaSolé的CIGS溅射工艺技术，而另一
条300MW生产线将使用Solibro的共蒸镀制造工艺技术。

上述两个CIGS制造商均已被汉能集团所收购，其技术
许可被转让至汉能太阳能和其他相关子公司。600MW一期
建造和设备支出预计将为7.8亿美元左右。

汉能就MiaSolé位于加州圣克拉拉工厂产能扩张计划向
加州可再生能源与先进运输融资局(CAEATFA)申请了为期
两年的延期许可。扩产所需资金预计将在2015年第四季度
到位。

Solar Frontier

领先的CIS薄膜光伏组件制造商Solar Frontier正计划在
2014年三月开始新建一条150MW的CIGS工厂。

Solar Frontier的主要工厂Kunitomi(额定产能为
900MW)据称在2013年初即已实现全负荷运转，而其年度
产能为60MW的Miyazaki 也同样在2013年七月恢复生产。

Ascent Solar 

美国柔性CIGS薄膜制造商Ascent Solar此前曾宣布在中
国设立合资薄膜工厂，该公司近期就相关规划给出了最新
进展。

公司指出，该合资工厂将在江苏省宿迁市委的帮助
下，在宿迁经济产业开发科技园区建造100MW的CIGS薄膜
生产厂。

初始产能将为25MW，并将在2016年第一季度实现全
面投产运营，在随后的六年时间内，公司将逐步将产能扩
增至100MW。据称，宿迁市原本计划向该合资工厂提供约
为3250万美元的现金投资，并持有少量股份。但是，在修
改后的合约中，宿迁预计将提供480万美元现金投资，并持
有合资工厂75%的股份。

总结

随着终端市场需求在未来两年内持续增长，大多数
一级光伏制造商均预计将会宣布重大产能扩张计划。随着
45GW的“有效”产能在2014年后期枯竭殆尽，新一轮吉
瓦级的重大产能扩张预计将会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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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的主意：不做短途玩家，计长远 

文/肖蓓  

新政策发布，市场变幻人心思变。顺风介入、尚德易
主，通威入手合肥赛维LDK，传统能源电力公司伸手电站，
曾经的领头羊成为了行业过客，新一轮玩家入场你方唱罢
我登场，搅动得光伏业越来越热闹，浮躁动荡的年代，一
家“老牌”光伏公司安静地成长。

2010年，在产能急速扩张、强手如林的竟争中，晶澳
太阳能取代尚德、夏普成为太阳电池产能与出货量全球第
一，当年出货1463MW电池，产能2.1GW。2011年仍顶着
电池全球第一的晶澳开始悄悄转型，由电池过渡到组件。

停止电池产能扩张、兴建组件厂、建设组件销售团
队，2012年晶澳业务成绩出现分化，组件出货939MW直
逼电池业绩，连跃七级出现在全球前十组件供应商排行榜
上，2013年前三季度组件出货806.9MW，年度组件总出
货将超往年，实现转型。

从硅片、电池到组件，再到电站系统集成，伴随光
伏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市场变化，晶澳的发展走过了多个阶
段。2014年伊始，为了进一步成长，晶澳太阳能持续打出
三张策略牌。

出海，新市场带动组件出货

2014年1月，晶澳太阳能宣布与保威新能源成立合资
公司，拟在南非伊丽莎白港建造一座标定产能为150MW的
光伏组件组装厂。该合资公司背后的两家合作企业表示计
划将在2014年第二季度即开始生产业务，该工厂坐落在伊
丽莎白港的COEGA工业开发区，并具有将其扩建至600MW

的潜力，以满足南非国内的预期市场需求。
“这是晶澳在海外开设的第一个工厂，晶澳一旦进

入，就是实实在在地做。”晶澳副总裁曹博负责全球业务
的开拓与市场营销，据他介绍，南非市场也存在本土化限
制，“我们需要在当地立足，这家工厂将在我们在南非市场
上寻求利益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使我们在发现并寻
求最佳商业机遇时具有更多的本地信息与资质。”

南非国家能源部设立了可再生能源独立发电商采购计
划(REIPPPP)，旨在该国境内推广可替代电力能源的普及，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并减少大规模停电次数，目前
该计划已经成功发掘出了该国市场的大规模发展潜力。

IMS Research在2014年2月公布的季度报告中将南非
评为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光伏市场，该国计划在2030年之前
将太阳能总量目标提高至8.4GW，这将吸引更多太阳能投
资方参与可再生能源项目招标。

既然晶澳决定将主营业务发展到组件，那么就需要足
够的组件出货量来增加营收，组件销售迫在眉睫。然而组
件竞争日益激烈，由于价格倾轧厉害出货量增加盈利却减
少，组件销售的难度也不小。除了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
场成为增加出货量及盈利的砝码。

南非是晶澳太阳能开拓新市场的其中之一，更早也更
吸引目光的还有中国及日本市场，2012年第二季度开始，
晶澳中国组件出货量大幅提升，到第四季度占比达到46%， 
2013年持续保持；2013年上半年晶澳同时成为中东地区最
大中国组件供应商，新市场的开拓使晶澳全球业务市场占
比出现变化，传统市场逐渐降低，新市场占比增加，整体

图一：2010-2012年晶澳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组件出货对比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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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增长率108%（如图一），风险得到分散。
晶澳的新市场开拓与其转型密切相关，晶澳从电池到

组件的转型并没有表面上那么轻松，应该说企业的转型都
是慎重而严肃的，首先要想清楚为什么这样转型，转型中
间会遇到什么问题，转型后的角色定位等，否则很容易因
为判断失误而出现致命伤。这几年光伏产业中出现的大扩
产和转型，从多晶硅、硅片到电池、组件、电站，过长的
产业链、过大的产能脱离了企业所能承受的负荷，导致现
金流断裂，倒闭、重组不仅仅发生在小企业，领先公司尚
德、赛维等都是前车之鉴。

回顾晶澳这两年的转型及新市场开拓，曹博表示：“在
晶澳2011年思考转型时，我们对组件市场做了深入分析同
时对未来几年的市场变化进行了预测对比。根据当时IMS
全球装机规模预测，2011-2015年占全球70%份额的欧洲
市场将大幅下降，而美国市场因为提出双反电池片存在风
险，且当时主要竞争对手都在集中在这两个市场；另一方
面，以中国、日本、亚太、中东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占比将
逐年上升，虽然当时新兴市场的量还很小，但未来成长速
度快，晶澳拥有良好的机会。为此我们制定了转型时的组
件销售策略，以欧洲市场为基础尽快提高组件出货量，重
点加强日本、中国继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布局，陆续加强中
东、非洲计美洲等新市场布局。”

自欧盟及美国相继启动对中国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
的双反后，中国光伏公司对欧美市场慢慢变得谨慎，随着
双反的节奏一直持续到2014年，欧盟以与中国达成配额限
制及价格承诺而宣告一段落，这两年欧洲市场的全球占比
也如预测中下滑，新兴市场“临危受命”，一些国家与地区
成为继欧洲传统市场后光伏企业相继登陆的目标，各凭本
事开发与争夺新市场，策略很重要。

“从这两年的市场格局变动及晶澳取得的成绩看，我
们当初设定的策略是符合发展的，也是对的。今年我们将
继续加强中国、日本、东南亚、中东非洲及南美等新兴市
场的战略布局，南非投资设厂是我们的第一步。中国作为
本土市场，在晶澳市场占比中占有重要份额，今年分布式
也会参与其中。”曹博与《PV-Tech PRO》分享了2014年
晶澳的市场营销策略与布局，他表示：“对于传统市场欧
洲，我们将加强品牌建设，依托产品和品牌优势，加强欧
洲市场的资源配置，在现在欧盟与中国达成的共识里，晶
澳反倒具备了优势，同样的价格更好的质量，自然更具竞
争力，晶澳的电池、组件产品的质量在业内有目共睹。”

技术升级，2014年Q1推新一代主流电池

“2014年2月日本光伏展会期间，我们将正式推出已
经研发成功的Percium高效单晶和Riecium高效多晶电池。
其中Percium电池采用背钝化和局部铝背场技术，单晶电池

转换效率达到20.3%，高于行业平均水平1.3%，Riecium电
池采用黑硅技术，多晶电池转换效率达到18.4%，高于行
业0.8%。”晶澳首席技术官及首席运营官刘勇向《PV-Tech 
PRO》介绍，这两款电池不出意外将成为新一代主流电
池，Percium电池和Riecium电池全部为晶澳自主研发完
成，包括设备研发。

目前日本市场是晶澳的主要市场之一，弘亚时代数据
显示，2012年1月以来晶澳出口到日本的组件量上升很快，
赶超早年布局日本的天合、赛维、尚德等成为日本前两大
中国组件供应商，2013年晶澳太阳能组件出货日本将大于
400MW，对晶澳出货及营收做出了不俗贡献。日本是全球
平均销售价格(ASP)排名数一数二的市场，日本客户对产品
质量及品牌的要求也很高，组件进入日本还要通过极其挑剔
严格的JET认证，日本市场更关注产品质量本身及企业的实
力，组件产品出现在卖场中，消费者需要组件保持25年的寿
命，在25年时间里能有相关的售后服务，因此，中国的组件
进入日本从来都是很难的，尤其在2011年以后。

进入日本市场之前晶澳制定的是高端策略，一方面选
择市场中最大的企业及大的分销商展开业务合作，晶澳在
日本的合作方之一为日本西控集团，西控集团是日本最大
的居民光伏电站系统提供商。另一方面是建立高端中国组
件品牌形象，从产品质量、效率、服务、态度等方面体现。

CTO&COO刘勇除了管控晶澳的产品生产研发以外，目
前同时负责日本市场，他表示：“日本市场对高质量产品的
要求与晶澳的高端产品定位相符合。晶澳的电池技术历来
领先于业内，同时以高效著称，主流产品Cypress电池效率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0.4%，从最初的赛秀、晶枫电池到R3、 
R5电池到MWT电池到Cypress、Cypress2电池再到现在
最新的Percium、Riecium电池，我们每年都在研发更高技
术的高效电池。目前我们相当一部分电池供应自身组件生
产需求，在高效电池基础上生产出来的组件转换效率也得
到保证，成为业内效率最高的组件品牌之一。针对日本市
场的特点，我们于2012年10月推出了业内第一家抗PID电
池，这些在产品质量与高效上的保证，为我们在日本市场
能一开始打开局面并保持高出货量打下了坚实基础。”

高效电池研发及先进组件技术成为晶澳持有的王牌（如
图二），得益于此目前晶澳量产主流单多晶Cypress2组件

图二：晶澳历年高效电池研发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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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片156电池）功率比行业平均高5W，效率高0.31％； 
量产新产品Percium单晶（60片156电池）组件功率比行业
平均高25W，效率高1.5%。量产新品Riecium多晶（60片
156电池）功率比行业平均高15W，效率高0.92%。

2013年，不少业内一线光伏上市公司如英利、天合、
昱辉等都采取了OEM生产策略，通过在其他国家与地区或
在本土增加OEM产量、扩大全球OEM产能，有些公司则是
自身组件产能不够，需要对外采购一部分以满足需求。

“我们不会如此操作，现在我们的产能百分之百全部
自己生产，不假他手。组件需要在户外保持25年寿命，
需要对客户负责，我们的目标是做长远。”刘勇表示： 
“我们希望生产的产品能够在自己管控之下，掌握生产流
程并对质量进行监控，生产过程中有很多程序与细节，不
是所有工厂都能按要求做到，这对产品质量会造成影响。
现在不少电站陆续反映组件质量问题，有些出现在电池方
面、有些问题则出在原材料的选择方面。晶澳可以最大程
度的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我们采用自己生产的优质高效
电池，选择一流供应商BOM材料，同时严密监控生产全
过程。现在我们所有组件通过公司内部的全自动生产线生
产，保证产品的质量与性能。”

2014年晶澳提出细化电流分档，将组件分为高电流、
中电流和低电流三档，通过提高电池电流的一致性，提高
组件输出功率。为了进一步增加产品竞争力，晶澳在成本
方面做功课。

“现在越来越多的电站业主与投资运营商开始关注组
件带来的长远效益，每度电的成本，而不是眼前组件及系
统造价，通过优质组件及系统增加发电量、降低度电成本
所带来的后续利润更多。我们经过测算，Percium组件功率
285W与行业平均水平的单晶260W对比，可节约至少11%
的运输成本、10%安装费用、10%BOS费用，Riecium组件
功率270W与行业平均水平多晶组件255W相比，可节约至
少5%运输成本、4%安装费用及BOS费用。”刘勇认为随着行
业的逐步成熟，金融保险认证等体系的介入，电站终端对
制造端的产品要求与采购会更加理性和注重质量。

稳健财务指标，年底预计200MW电站实现财务收入

2014年3月中旬，晶澳将发布2013年第四季度财报及
全年财务报告。2013年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晶澳分别出货
430MW、463.7MW、500.2MW，毛利率每季度提高2%， 
于第三季度达到11.3%，然而不够，还没有扭亏。

随着晶科能源、阿特斯、昱辉阳光等光伏公司相继宣
布恢复季度盈利，2013年被认为是观察一线光伏上市公司
扭亏为盈、实现季度盈利的重要窗口时期，在这个关键时
期，保持稳健的财务状态及良好的出货对企业而言显得尤
为重要。相比于客户竞争者的陆续盈利，2012年实现电池

到组件转型、以稳健著称的晶澳太阳能步子迈得更谨慎，
因此更让人期待这家公司的成长与成绩。

晶 澳 太 阳 能 总 裁 谢 健 表 示 第 四 季 度 财 报 会 有 好 消
息：“2013年第四季度我们将有不错成绩，相比前三季度
Q4出货量有进一步增加，盈利也有改善，可以达到预定的
1.9~1.95GW全年出货量目标，季报将于3月进行公布。除
此之外，2014年第一季度我们也延续了2013年第四季度良
好的出货趋势，为此2014年我们将计划对组件产能进行扩
产，未来组件将会扩产到与电池产能相匹配，并保持95%的
开工率。”

虽然天合、英利、阿特斯等都在宣布扩产，但在访谈
中可以感到晶澳管理层对扩产的谨慎，对是否在2014年将
组件产能扩到3GW，还存在待商榷空间。2014年的市场存
在风险，谢健直接提到了自己的担心，他认为2014年至少
存在两个不确定性，需要保持警惕心。第一个不确定因素
是美国双反对市场的影响，鉴于这个不确定因素，晶澳延
缓了对美国市场的开拓。

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中国2014年国内装机容量到底是
10GW还是14GW，如果是14GW那么市场会比较乐观。

迫于生存压力，越来越多的光伏组件制造企业开始 
“向下生长”，目前涉足电站系统的大型光伏不在少数包括
阿特斯、英利、海润、晶科、天合等，2012、2013年举全
力进入转型的代表企业当属海润、晶科，其中海润光伏仅
2012年投资电站就接近20亿。眼下晶澳公司整体财务指标
稳定，资产负债比、还账能力都处于较安全级别，现金比
率高于同行平均水平，在这方面比其他公司更具有发展电
站的优势。然而在投身电站投资的大潮中，又一次，晶澳
与其他一线光伏上市公司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我们鲜少听
到或看到晶澳开发电站的消息与动作。

谢健向《PV-Tech PRO》表示当前晶澳主营业务将还是
以太阳电池、组件为主，至于电站开发方面，公司正在谨
慎拓展电站业务，2014年会有所延伸，在中国会投入比较
多的资源，特别是开设有工厂的省份，国外个别市场也会
参与，但不会广泛。进行中的(Pipeline)项目超过400MW，
超过200MW具备建设条件，50MW已经开始建设，2014
年预计有200MW会实现财务收入。

事实上，晶澳手中早持有几百MW的电站积累，只是一
直密而未发，正如晶澳以往的惯例，对待电站业务，也很
谨慎保守。

作为一家2005年进入光伏产业的公司，晶澳太阳能算
的上是第一批资历较“老”的光伏公司了，经历了起起伏
伏的9年，明年晶澳也将迈入第十年。这些年，光伏产业冒
出了很多的公司又陆续消失了，有些电站业主以前买进的
组件如今找不到生产公司，为了能长远地存在于这个产业
里，需要企业管理层做正确地判断和决策，在晶澳管理层
看来，保持长远发展有时候谨慎点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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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商业模式创新：PPA/租赁 

李月，国观智库副总裁 

过去一段时间，随着国家财政部2013年7月底发布的
《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按照电量补贴政策等有关问题
的通知》和国家发改委8月30日公布的《国家发改委关于发
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的出台，
中国分布式光伏政策已初步形成闭环，国内市场雏形初
具。并且，根据国家能源局《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二五”
规划》，2013-2015年年均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1000万千瓦左右，到2015年底总装机容量达到3500万千
瓦以上，在这样的市场空间预期下，针对发展国内光伏应
用市场的讨论和实践逐渐升温。

在这些讨论中，中国的分布式光伏市场将以什么样的
形态发展，哪些商业模式可以促进分布式光伏的推广，是
否有国外成熟的商业模式作为借鉴等，成为很多讨论的热
点话题。在这里，根据之前在美国光伏电力市场工作的经
验，我大致介绍一下在美国市场自2006年以来兴起、并在
最近几年逐步占到新装机市场份额60%以上的创新商业模
式：PPA（电力购买协议）/租赁。

这种模式能够得到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
许多国家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降低了应用光伏
发电的成本，使得在考虑补贴优惠之后，一些市场的投资

回收年限已经开始进入机构投资者的接受范围。但机构投
资者考虑到规模效应和交易成本，直接投资的对象通常是
大型公共事业级光伏电站。这些电站所需要的占地面积通
常决定了它们不容易坐落在电力需求集中的人口或工商业
密集区。在中国青海省和美国内华达州开发的若干大型光
伏电站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
大型光伏电站的发展。

相比之下，对于处于人口或工商业密集区、电力需求
旺盛的众多中小型用户而言，由于个体规模的原因，它们
难以直接衔接机构投资者，而光伏系统高昂的初期成本又
构成了明显的门槛，使得他们既使想利用这些补贴优惠也
无能为力。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光伏创新商业模式下的开发商
涌现出来，充当了衔接机构投资者和中小型用户的平台作
用，撬动了分布式光伏市场在美国的迅猛发展。通过第三
方融资，众多中小规模的光伏电力用户通常不需要任何前
期投资就可以获得比电网更便宜的电费水平，且10到20年
的合同期为未来的电费支出创造了确定性。而对于银行等
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而言，由开发商和用户签订的PPA相
当于一个固定收益产品——PPA合同长达10~20年，电又是

图一：商业模式创新：PPA/租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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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消费的能源，系统本身既有保险又有美国能源部的背
书，因此几乎不存在违约风险。

在这种创新商业模式中，太阳能开发商（服务商）是
连接用户、投资者和设备制造商及安装商的中间环节，通
常起到平台性的作用。其中，Solarcity公司更是通过开创
和推广这种平台服务，实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并最终于
2012年年底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上市。在它的身后，
还活跃着包括Sunrun, Sungevity在内的一大批追随者。

下图是对这种商业模式所搭建的平台的核心结构的展
示。从图一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模式下，太阳能开发商所
处的核心地位。

在这种模式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开发商和用户签
订的PPA/租赁协议以及协议背后为其提供支撑的财务分析

和模型。PPA合同的内容既要保障投资的预期回报，又要使
得用户能够迅速获得电费节约的好处，使他们有动力使用
这样的光伏发电系统。

下图是美国加州一个中等规模光伏电站项目的PPA案
例。图中对比了未来20年使用和不使用光伏电力分别支出
的电费成本，以及光伏电力预期每年可以带来的成本节约
量。

在这种商业模式中，PPA和租赁两种合约结构各有特
点。图三是对这两种不同结构的介绍和对比。

从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PPA和租赁的主要区别就在
于，在PPA模式下，用户是根据约定的电价付费，付费的基
础是每月的发电量，实发实付。这时，太阳能开发商（服
务商）相对于传统市场的电网公司。而在租赁模式下，用

图二：PPA业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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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每月支付给开发商一笔固定的租金，只要系统的发电量
在合同约定的最低水平之上，则不管系统发多少电，每月
的支出都是固定的。

从以上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应用PPA/租赁模式有
两个重要前提。一是经济前提，即在现有的补贴优惠政策
下，开发商投资建设的分布式光伏系统既要有能力为投资
者提供可以接受的回报水平，又要为电力用户提供低于现
有电价水平的光伏电力；二是政策前提，即“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使得光伏电力用户既可以优先使用光伏电
力，并在光伏电力过剩的时候卖电给电网，又可以在光伏
电力不足或没有供应的情况下随时切换到传统电网，从电
网买电，从而实现经济性和便利性的双重优化。

因此，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考虑到中国借鉴PPA/租
赁模式的可能性，其中的第二个前提，即“自发自用，余电
上网”，目前在中国已经有相关政策出台。对于第一个前
提，即在现有的补贴优惠政策下，开发商是否有能力通过
PPA/租赁模式既为投资者提供可接受的回报，又为电力用

户提供更优惠的电价水平，从发改委能源所王斯成等行业专
家和我们自己团队的测算来看，国内中小规模的工商业电价
（大约0.8元以上的电价）基本是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
的。因此，在中国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开发中推广使用PPA/
租赁模式的前提是具备的。未来，有理由相信，这种模式在
中国的分布式光伏电力市场上“落地生根”为期不远。

作者简介

李月女士在过去近10年的工作中，主要从事
清洁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咨询和投资工作。加
入国观智库之前，李月女士在美国硅谷和德
国工作五年，在分布式光伏开发、投融资、

运营及智能电网等领域，拥有深入的实践经验。李月女士
拥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和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位，目前
定居于北京。

  

图三：PPA和租赁两种合约结构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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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日本市场的中国光伏玩家 

文/王超   

高电价－高成本＝高收益？

日本市场的火爆来自于2012年7月1日生效的政府收
购电价制度（FiT），FiT的出台则源于011年福岛大地震后
为应对电力短缺以及改变能源供应结构政府所作出的变
革。在2012年出台的政策，日本地面电站FiT为每千瓦时
42日元（40日元加5%的消费税，根据当前汇率约合人民
币2.545元），补贴期限为20年；补贴额每年下调10%； 
2013年电价下滑至37.8日元（36日元加5%消费税，约合
人民币2.29元）。目前日本正考虑在2014年将补贴再下降
10%左右，相关听证会将在近期召开。日本新的电价走向目
前并不明朗，晶澳太阳能王润川在日本了解到，由于2013
年系统成本上升了10%左右，电价下调可能会放缓。

根据德意志银行的报告，日本住宅系统成本从2012年
的每瓦465日元（约合28元人民币）下降至2013年底的
385日元（约合23元人民币）。地面电站的成本要低于住宅
系统。联盛新能源，这家由无锡国联控股的光伏电站开发
商，已经在日本市场耕耘了一年的时间。据联盛新能源日
本公司总经理任劲介绍，如夏普等一线企业的EPC价格达到
每兆瓦3亿日元（约合1800万人民币）左右，小型EPC公司
的报价约2.3亿日元（约合1400万人民币）左右。这个价格
几乎是中国EPC价格的一倍。

高电价、高成本能否带来高收益，在日本市场，最核
心的是贷款。日本银行贷款利率相对中国银行基准贷款利
率低很多，只有1.5%—2%，即使去年银行上调了利率，也
只有中国利率的一半不到。联盛新能源分析了不同投资模
式下的项目收益：全自有资金条件下收益率在10%左右；利
用中国贷款资金收益率可达到14%；如果拿到日本贷款可获
得17%左右的收益率。但任劲表示，日本银行贷款非常难
拿，大的银行涉足不多，只有新生银行等几家在这方面业
务比较成熟。

把产品卖向日本

在商业中有一种说法，中国把最好的产品卖给日本和
欧美，而日本则把最好的产品留在国内，其次出口欧美，
最后再出口中国。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先不去纠结，不过日
本光伏系统成本高昂与其产品价格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NPD Solarbuzz的统计数据，2013年下半年日本市
场上中国组件的报价约为0.65-0.75美元/瓦，约合66-76日

元/瓦，折合人民币约为4-4.6元/瓦。而日本组件的报价平
均在0.9美元/瓦左右。

从2013年中国光伏企业在日本的出货量来看，阿
特斯凭借520MW排名第一，晶澳排名第二，出货量达到
360MW，韩华320MW、尚德260MW、英利210MW、天
合光能超过100MW等紧随其后。

Solarbuzz分析师韩启明表示，“日本本土组件产能只有
3GW左右，而每年安装量能维持在7GW，这就意味着每年
有4GW的组件缺口。”来自中国的组件进口仍然不能满足需
求，韩启明表示，来自中国组件企业的代工产品在日本拥
有更重要的地位，“晶澳、天合光能、昱辉阳光等一线组件
企业以及航天机电、光为、辉伦等二线组件企业都在做日
本组件品牌的代工业务。”

在价格保障下，各个组件企业都纷纷将最好的产品推
向日本。2014年东京光伏展中，晶科推出了内置优化芯片
的智能组件以提供电池串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这使得住
宅系统的发电量比普通组件高20%左右。中盛光电则推出
了利用台湾新日光的双面电池制造的双玻组件，以求在细
分市场中占得一席。天合光能拓展了产品范围，在日本推
出了储能系统。为了更好进入日本市场，昱辉阳光与日本
半导体供应商Vitec成立合资公司，在日本生产其高效组件
Virtus Ⅱ，产能为80MW。

王润川在东京展会上对同行产品考察后发现，为了抢
夺日本市场份额，各家开始提供更高的附加值，“开始有企
业提供30年20%的功率保障，晶科、英利等提供了10年

2014年2月的最后三天，日本东京国际光伏能源展上，562家参展商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大多数一线制造企业纷
纷出席。晶澳、晶科、中盛光伏等都纷纷推出了新的产品，以谋求在这个2013年新增装机达到6.44GW的全球排名前列的
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日本市场有三高：高电价、高成本、高收益，这种独特的商业生态形成了一套新的完全不同的游戏
规则。

图一：今年日本东京国际光伏能源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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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的功率保证，或者其他企业给出了12年90%的功率保
证。”这比常规的10年90%、20年80%功率保证普遍提升
了。高效也是日本市场的“口味”，晶澳为此推出了单晶60
片、290瓦的组件；日本本土领先企业京瓷则计划将多晶组
件效率提升至18.6%，并计划未来几年内将单晶组件效率提
升至22%以上。

目前中国已有超过20家组件企业获得了日本JET认证，
获得了日本市场“通行证”。此外，他们还要得到来自日本
和欧美主流保险公司的认可。来自中国的国家电网子公司
英大泰和保险也进入日本市场，为多家中国组件企业的产
品提供担保。

深挖日本市场多年的爱康科技已经在当地组件边框市
场拥有超过70%的市场份额后，正计划提升其支架市场份
额。负责支架业务的爱康金属科技总经理李光华在这次东
京之行收货了多份订单，其中包括一个42.8MW的项目。李
光华表示，“2013年在日本的支架出货量达到100MW，今
年要做200MW以上。” 

相比组件来说，中国逆变器企业在日本的市场空间变
得非常狭小，包括阳光电源在内的诸多中国一线逆变器商
很难获得日本项目订单。TUV南德光伏产品部部门经理许
海亮对此感到疑惑，“组件企业通过JET认证后能进入日本市
场，而日本很多本土逆变器企业并没有去做认证，他们更
多是凭借信誉和技术能力，地方电力公司在项目并网前也
会要求逆变器企业提供一些测试报告。”日立、欧姆龙、
三菱TMEIC等日本本土品牌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SMA凭
借其全球知名度也有一定空间，中国只有阳光电源和中兴
昆腾在探索日本市场的立足之道。

开发日本电站

除了中国组件企业纷纷在日本开拓贸易市场外，包括
联盛新能源在内的诸多开发商也在寻求电站开发投资的高
收益。中电投集团子公司上海电力正计划发力日本市场，
这家中国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王运丹在2013年底的一个会议
上，向各个券商的分析师们描绘了日本市场的美好前景。
上海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副总刁旭表示，“我们2014年
力争2-3个项目并网，2015年至少3个项目。”刁旭带领的团
队在日本主要看重10MW以上的项目，并且以42日元电价
为主。联盛新能源也在争取更多的优质项目，目前联盛拥
有多个2MW的项目，并已有项目开工建设。

根据NPD Solarbuzz的统计，目前日本的项目储备已经
达到21GW，其中42日元电价的项目还有8GW没有完成。
这8GW的42日元项目中，约1GW由于土地权等诸多问题已
经明确取消，4GW项目已经确定要做，仍有3GW的数百个
项目仍然需要等待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评定，这些项目在土
地权确定和产品等技术指标上无法全部满足。

正信光伏是日本市场中在电站开发方面做得最成熟的
企业之一。这家来自江苏常州的组件厂不仅在日本南部的
福冈拥有一座组件厂，还收购了一家拥有特级资质的光伏
工程公司PowerMax。负责正信光伏日本市场的首席商务官
黄晓昕透露，他们已经储备了超过200MW项目，并且一边
收购新的项目权一边继续开发新的电站。正信光伏计划通
过日本的电站资产的注入进行IPO，据悉他们有望与日本某
知名券商进行合作。

联盛新能源同样在做大量的项目储备，任劲表示，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MW的储备，其中2013年计划完成
30-50MW项目。这家由无锡国联作为大股东的新晋日本市
场玩家正用充足的资金购置土地，在项目投融资方面也获
得了来自中国各个领域投资商的认可。联盛新能源副总裁
许涵峰透露，他们正在日本探索新的投融资模式以满足股
东和客户的多方面需求，“组件、保险公司都要得到银行的
认可，只有这样才能在日本更好拿到贷款。”

电站开发商们在日本的项目仍需克服各种困难。由于
日本银行贷款和保险公司的要求，他们需要使用日本的逆
变器产品，而目前看逆变器到货时间为6个月。安装工人
的缺乏也为项目增加了成本，“大型优质的工程公司订单都
已经排满了，他们在接安装订单时甚至都要考察业主的背
景。”任劲对日本工程要求感到诧异，“本来只需要建成一座
25年稳定运营的电站，但满足相关要求的话电站能更久的
稳定运行。”

虽然前景美好，但这些日本市场玩家仍然面临很多不
确定性。上海电力规划的装机目标也在受到挑战，他们并
不想在收购项目权上花费太多资金，但如果不提高价格会
很难收购到理想的项目。而英利也搭上了上海电力的“顺
风车”，以在日本进一步扩大规模。

今年4月1日，日本将出台新的FIT，消费税也将由5%
提升至8%。2014年日本市场有望突破8GW，展会后各家
企业已经开始新的市场布局，各种战略合作协议频繁签
署。对中国光伏“玩家”来说，在壁垒严苛的日本市场能
抢到一杯羹更是实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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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Solar超越GE的碲化镉电池转
换效率纪录

First Solar称其碲化镉(CdTe)太阳能
电池转换效率已达创世界纪录的20.4%。
该结果通过Newport Corp旗下技术和应
用中心光伏实验室认证，已被NREL证实。

此前的记录(19.6%)于2013年由其
技术合作伙伴及股东GE创下。

First Solar首席技术官拉菲·盖洛
彼蒂恩(Raffi Garabedian)表示：“这一
纪录标志着我们开启了CdTe光伏行业变
化潜力这一使命的又一成就。我们正在展
示CdTe光伏性能的成长轨迹已经大大超
过了已经趋于接近最终配额的常规硅技
术。在我们与GE合作伙伴关系中实现的
协同作用还证明我们在研发方面持续强
劲的投资价值。我们为这一创纪录的电池
开发的先进技术和工艺已经被商业化，并
将积极影响我们未来生产的组件和发电
站的性能。”

该公司在讨论2013年第四季度业绩
的会议上指出，其最好的生产线已实现
14.2%的组件转换效率。

中节能使用应用材料二次印刷技术
实现18.32%电池转换效率

应用材料公司对外宣布，中节能太
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基于Baccini’s 
E s a t t o ™ 技 术的精细线 二 次印刷 ™ 
(FLDP™)，于2013年12月初在常规产线
上利用常规工艺实现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平
均转换效率达18.32%，产线稳定运转，取
得了里程碑式的关键性突破。

应用材料公司以Esatto技术为支撑
的精细线二次印刷技术通过适用于生产
的全套硬件、软件、耗材和工艺解决方
案，实现先进、高效电池结构的精确二
次印刷。二次印刷技术实现了50微米以
下精细线在量产中的应用，从而提升电
池转换效率、提高成品率并减少浆料消
耗。Esatto技术包括一套先进的图形识别
系统，能实时调节印刷和对准参数，实现
在量产中最高的印刷可重复性。

这一水平的先进工艺控制加上浆料
优化，提升了电池性能和成品率，同时降
低了成本。Esatto技术的采用也证明了最

佳已知方法(BKM)，能在应用材料引领市
场的Baccini丝网印刷金属化系统上快速
实现并量产。

Solibro推动实验室CIGS转换效率
达19.6%

汉能旗下子公司Solibro称，其实验
室生产的铜铟镓硒(CIGS)薄膜工艺子组件
(5×5cm2)取得巨大进步，已证实转换效
率达19.6%。

该公司在2013年10月间宣布，其实
现18.7%的效率，已被弗劳恩霍夫太阳能
系统研究所证实。

该公司并未提供关于在如此短的时
间内大幅提高效率方法的细节。

晶澳全球发布Percium单晶组件和
Riecium多晶组件

2014年2月，晶澳太阳能开始新
产品Percium单晶组件和Riecium多晶
组件的全球发布活动。

60片电池的Percium单晶组件功率
达到了285瓦，比行业平均60片电池单
晶组件高出20瓦。Percium单晶组件的
核心Percium单晶电池运用了最先进的
背钝化和局部铝背场技术，电池平均转
换效率超过20.3%，比行业平均单晶电
池转换效率高出1.3%。该高功率单晶组
件比在同等单位面积下安装的普通单晶
组件功率高出8%，且能较大幅降低单
瓦的物流运输成本、安装成本以及BOS
成本。此外，该组件有优异的弱光发电
性能，在同等条件的弱光环境下比行业
平均单晶组件多发1%左右的电力。

60片电池的Riecium多晶组件功
率达到了270瓦，比行业平均多晶组
件高出15瓦，同时比行业平均单晶组
件高出5瓦。Riecium多晶组件的核心
Riecium多晶电池运用了黑硅技术，使
电池颜色一致，产品外表更加美观。
电池平均转换效率超过18.3%，比行业
平均单晶电池转换效率高出0.8%。该
高功率多晶组件在同等单位面积下安
装的功率高6%，且能较大幅降低单瓦
的物流运输成本、场地成本、安装成
本以及BOS成本。此外，该组件拥有更

加优越的抗PID衰减性能，成功通过了
两倍IEC标准的抗PID衰减测试。

晶澳太阳能表示，为了保证产品
零缺陷，公司一贯采用一流供应商提
供的原料，全程自动化和室内制造，
其制造流程获得了PI-Berlin，Solar-IF
认证。产品不仅通过了抗PID衰减测
试，还通过了长期可靠性测试、恶劣
环境适应性测试和 TUV、SUD、ETL等
机构的其他测试。

该款Percium高功率单晶组件特
别适用于居民及中小型商业屋顶市
场；Riecium高功率多晶组件不仅适
用于地面及大中型工业及商业屋顶市
场，同时由于外表美观，也适用于小
型商业及住宅建筑屋顶市场。该两款
产品预计将于2014年5月逐步转入量
产。

韩华称其新技术EStarII可减少45%
的银浆用量

韩华新能源有限公司今日宣布成
功研发全新的电池技术用于生产。公
司称这项在公司内部代号为“EStarII”
的创新技术项目将能在降低银浆消耗
的同时提高电池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

“这一全新的技术对韩华新能源
而言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帮助我
们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生产世界一流
水准的太阳能电池。”韩华新能源首席
技术官洪定义表示，“我们计划在2015
年年底之前，通过此项技术逐步将我
们的多晶硅片电池效率提高到18.5%以
上。”

根据韩华新能源的内部评测结果
显示，这一全新的技术能够显著提升
电池效率。与未运用该技术的样本产
品相比，使用后的电池效率平均可提
高0.2~0.25个绝对百分点，组件的功
率增益更是平均达到了3-5W。此外，
该技术还可减少大约45%的银浆消耗。

韩华称所有搭载此项前沿技术的
产品均符合了韩华新能源内部严苛的
电池生产要求及各项国际通用标准。

PV-Tech每日光伏新闻将继续关注
该技术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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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术变化对电池互连工艺和组件整体结构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从以下几个例子可见一斑：新的电池金属化设
计和技术提高了电池效率，而组件互连设计的革新——例
如半切电池——可以通过降低电池到组件(cell-to-module: 
CTM)损失来提高组件输出功率[1，2]。而设备供应商们正
在提供新的生产线，将最先进的三主栅电池设计提升至四
甚至是五主栅。

本文将要介绍的由SCHMID集团研发的多主栅(multi-
busbar:MBB)技术是经过进一步优化的太阳能电池互连概
念。串焊工艺中，该技术采用15 Cu线将相邻电池的前表面
和背面交替连接起来，完成电池-电池互连。本文对相关设
备和互连工艺进行了讨论，并利用微结构表征技术来探究
电极结构和它的可靠性。

本文所推荐的技术都是以减少电池前端电极银(Ag)材料
的消耗量为目标的。通过多主栅设计，由于互连电池串的
总串联电阻得到降低、栅线面积大幅减小而增加了光照利
用率，组件性能因此得到有效提高。

使用光伏电池和组件MBB技术的4个主要好处在于：
1. 降低各种类型电池的单块电池银材料使用量。

2.  通过采用新的电池金属化结构和多主栅焊接设计提高
电池和组件效率。

3.  通过设备革新，可以改装现有组件生产线、可靠的串
焊工艺、传统电池串叠层和组件层压。

4.  提高组件可靠性和降低热应力引起的压力和电池碎裂
概率。

“通过多主栅设计，由于互连电池串
的总串联电阻得到降低，组件性能得
到有效提高”

本文展望了电池技术的发展前景，综合概述了多主栅
互连工艺以及组件整体产生工艺。与此同时，本文还介绍
了小型化焊点的微观力学和微结构分析。最后部分将会侧
重于多主栅互连技术的力学性能和可靠性优势。

电池发展和金属化概念

2010年，光伏行业消耗了全球每年Ag材料供应量的

光伏组件

摘要:
近年来电池层面技术的进步和串焊机设备的革新加速下一代电池互连结构的推广步伐，更让电池和组件性能得到

显著提升。本文所讨论的多主栅(multi-busbar:MBB)概念有助于节省材料成本、降低总串联电阻，并通过增加入射光线
来提高电池性能、降低生产成本。这种电池和组件概念与串焊设备的结合方式适用于电池类型，带来每瓦发电成本和
组件尺寸的大幅度降低。

 第一组(MBB结构) 第二组(MBB结构) 第三组/参照(三主栅结构)
丝网印刷 30–33mg finger paste  

 30–32mg pad paste  

种子层  8–9mg 11–12mg

基层  20–25mg 85–90mg

总量 60–65mg 28–34mg 96–102mg

表一：据Braun等人[8]的方式，不同前端金属化方式的总耗银量

多主栅技术：提高组件功率和可靠性的同时降低
生产成本

Sebastian Schindler, Fraunhofer CSP, Halle, & Michael Volk, SCHMID Group, Freudenstadt,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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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而在Ag使用量增加的同时，Ag价格也水涨船高：这
严重制约了太阳能电池行业实现产能提高和成本下降两者
并举的发展。因此，如今光伏工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降低
太阳能电池生产的Ag使用量[4]。

研究结果表明，多主栅设计比最新三主栅电池设计能
获得更高的电池和组件效率[5]。研究人员对多主栅设计进
行了优化，从而减小遮荫面积和Ag消耗量。本文提出的栅
线布局是基于小型焊盘和网栅设计，以替代将连续主栅作
为铜带焊盘的传统概念。此外研发人员还开发了新的测试
和表征程序[6]。

在传统三主栅布局中，主栅之间的子栅长度以及相关
电阻损失限制了子栅宽度的进一步减小，并因此决定了获
得有效填充因子所需的Ag消耗量。而多主栅设计则缩短了
子栅长度，从而能充分挖掘现代金属化技术的潜能，例如
细线网印以及结合了光诱导镀的喷墨种子层印刷技术。多
主栅结构的主要优势在于高填充因子，以及大幅降低的Ag
消耗量以及较低的活性区域遮荫面积[7]。

太阳能电池金属化使用两种不同的工艺：1)细线丝网
印刷，以及2)结合电镀技术的前端电极种子层印刷[8]。表
一对比了多主栅和三主栅的Ag消耗量。通过提高对准精
度、减小线宽和使用双层印刷，丝网印刷工艺正得到逐步
优化，而印刷浆料消耗在过去几年也大幅降低：实现了40%
的降幅。而其它方法，例如种子层喷墨印刷和Ag电镀，只
需消耗三分之一的Ag材料。这一结果证明了太阳能电池有
效前端电极结构可以进一步降低Ag使用量。

前表面金属化设计是非常灵活的。金属电极的图案可
以进行自由修改以配合特定客户所要求的布局、工艺要求
(例如焊盘尺寸和对准精度之间的权衡，等)和优化电池效
率。图一和图二显示了两种不同的金属化图案：1)由种子层
喷墨印刷和电镀工艺制得，并采用标准的少主栅布局；2)经
过优化设计的丝网印刷电极，进一步减少焊盘数量。

研究结果显示Ag消耗量被大幅度减少；不仅如此，多
主栅概念测符合国际路线图所提到的长期目标：“国际光伏
技术路线图”(ITRVP)[4]指出了2020年每块电池Ag消耗量
减少至50mg的目标。

电池串焊工艺和多主栅连接

细 铜 线 多 主 栅 电 池 互 连 概 念 最 初 由 加 拿 大 公 司
Day4Energy提出[9]；该技术如今由梅耶博格公司以“智能
栅线连接”概念推向市场[10]。智能栅线方法将串焊和层压
工艺集成到单个步骤中，即用覆铟电线连接太阳能电池。

与之相比，本文讨论的多主栅连接概念与经典串焊步
骤相似，也是在电极制作完成后才进行标准层压工艺：太
阳能电池依然以交替方式互连，从一块电池的前表面到相
邻电池的背表面。电池之间通过15Cu线进行机械和电互
连，随后组合成传统电池串；紧接着将其抓起并移动至其
它地方，以准备进一步组件封装(交互连接和封装层压)。采
用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所有的技术进展能直接集成到现有
生产线中：唯一要做的只是更换串焊设备。

“优势在于所有的技术进展能集成到
现有生产线中”

随着电池层面多主栅技术的发展，需要新一代电池-
电池互连工艺设备[11]来满足少主栅电池对连接细小Cu
线的需求。由于电池和栅线的对准非常重要，所以多主
栅串焊机使用高精确度图像处理技术来计算金属化图案
的位置。随后，电池串被放置在通过IR焊锡预加热的真
空腔中进行焊接(见图三)。所有覆铟15Cu线在都一步之
内焊在电池前表面和背表面，如图四所示。为了能轻松
安装组件阵列，电池串两端15Cu线是自动通过焊带末端
的。图五显示了Cu线逐点焊接在多主栅电池金属电极上
的SEM图。

光伏组件

图一：镀Ag电极：标准少主栅设计，焊盘位于子栅上

图二：Ag丝网印刷电极：优化设计，减少焊盘数量以及子栅图
案也变得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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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封装工艺

如上所述，总的组件封装过程采用了最新的工作流
程。金属化工艺、电池检测和测量，以及串焊工艺设备都
会受到技术变化的影响，但后续电池串与接线盒互连以及
组件层压则依然是采用现有标准工艺。

图六显示多主栅组件制造概念的工艺流程图。相比于
现有传统光伏电池和组件封装工艺，该技术不需要多余的
步骤就能实现主栅电池/组件封装。在电池制造层面，只有
金属化工艺才经过了修改：丝网印刷工艺依然被使用到，
但需要新的网版。在控制质量和产品检测方面，由于多主
栅电池前表面布局经过重新设计，所以需要新的电极连接
装置。

在进行组件生产时，由于只需要重新安装串焊设备，
所以可以轻松实现增产。在进行叠层操作时，电池串被放
置在玻璃上面。此外，用多主栅15Cu线交联进行电池串互
连时，不需要对现有工艺进行大幅修改。

电极结构和焊点的评估

除了电池层面外，我们还进行了与电极形式、工艺和
材料互连相关的扩展研究，以优化和证实这种组件概念。
最近，Schindler [12]等人对焊接工艺后的MBB电池电极结
构进行了研究。通过采用微力学测试，作者对不同技术路
线进行了评估，例如改变Cu线半径或电池金属。

通过借鉴微电子和微系统技术的故障诊断经验，以及
粘附技术的材料评估和系统集成(例如线结合电极或焊接电
极)，人们共同开发了一款通用的设备(见图七)用于表征太阳
能电池互连(包括标准H图形电池布局和新电池金属化概念
和图案)[13]。MBB焊接点的力学测试是通过小型化焊接点
拉力测试进行评估的，因为这是一种测试工艺参数和材料
共同对互连影响的合适方法。焊盘的表征是在太阳能电池
前表面金属完成的(如图八)。测试序列中单点拉力互连值属
于最大值，随后计算所测试样品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随
后，拉力测试之后的断裂模型被记录下来，以寻找测试方
法中力的大小与应力引入电极衰退之间的潜在关系。这种
测试表明了这些小型化电极的优异应力值。测试结果还可
以看出，金属化工艺在焊点拉力测试中的机械应力起到了
重要作用。

“从测试结果还可以看出，金属化工
艺在焊点拉力测试中的机械应力起到
了重要作用”

喷墨种子层印刷和镀Ag焊接结构上焊点的拉力值比丝
网印刷低。对于丝网印刷电极盘，拉力值超过了1牛，而有
几条电极的测量值超过了2.5牛(图九)。在力学测试中，采

图三：多主栅连接器：真空吸盘用于实现15 Cu细线与太阳能电
池之间的精确对准

图四：多主栅连接器：用于焊接工艺的电池真空吸盘和IR焊接
装置

图五：用于焊接多主栅电池电极的Cu线SEM图

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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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

图六：多主栅电池制造和组件封装步骤工艺流程

图九：两种金属化类型的单个焊盘应力值

图十：两种线宽的单个焊盘应力值

图七：拉力测试设备

图八：电极力学测试的典型应力焊盘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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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喷墨种子层印刷和镀Ag技术的焊点形成的拉力平均值为
1牛。为了比较多主栅焊点和标准焊带的脱落应力值，需要
考虑焊接区域的宽度。大约600微米电极区域宽度是典型三
主栅焊带宽度(1.5毫米)的40%。

在改变Cu电线直径时没有观察到明显的焊接电极质量
差异(图十)：在用生产设备焊接时，两种不同直径电线的测
试结果相似。

在拉力测试后对碎片样式的详细分析显示两种金属化
类型有相当大的不同(图十一)。栅线直径变化对拉力测试之
后的碎片样式没有明显的影响。

丝网印刷工艺得到的焊盘显示明显的焊接弯月面电极
残余和侧壁焊接残余。而喷墨种子层印刷和镀Ag盘结构在
测试之后则完全与电池片分离，并且可以看到电池表面结
构。此外还在样品中发现了焊接区域内的部分硅碎片。两
种金属电极类型都发现了贝壳状的碎片(如图十二)，但不能
和特定应力值相联系。

焊接点的电极结构则通过微结构测试来分析。SEM图 
(图十三)证明串焊设备的焊接结果非常统一。Cu线的锡包覆
总是和金属盘区域纠缠，可以看到统一的Cu线新月。

图十四中的金相学截面详细显示焊接点的新月。焊接
新月从Cu线到焊盘区域凝固成为统一形状，没有检测到Ag
金属化的反浸润或溶解。而焊点体积则明显大于传统覆锡
铜焊带互连焊接点；从应力释放和材料科学角度看，这一
特性将会成为电极可靠性的额外优势，也是对总组件性能
和可靠性的额外优势。

总结和未来的工作

新的金属化布局证明了高效率电池的特性不会随着前
端电池电极Ag使用量的减少而变化。两种技术方法——细
线丝网印刷和种子层喷墨结合光诱导镀——使得新的电池
金属化布局能大幅减小子栅宽度和截面。

“新的金属化布局证明了更高电池效
率的优势”

对于电池金属化和电线类型来说，逐点串焊工艺得到
了可靠的焊接电极。我们将会推出进一步的研究来判定所
有设备装置在稳定性和可重复焊接参数方面的性能。

焊点的微力学测试是通过拉力测试方法进行的，是检
测电极焊点力学性能的有效方法。拉力测试特别是丝网印
刷MBB结构，产生好的最小化焊接应力[14，15]：这项值
可以和三主栅的相提并论甚至好于后者。金属化工艺在测
试时对焊点的力学性能起到很大作用。镀银结构的焊点展
现比Ag金属丝网印刷更低拉力。对于丝网印刷电极，拉力
大于1牛，有些电极甚至超过2.5牛。喷墨种子层印刷和光
诱导镀Ag技术的焊点在应力测试中产生平均值为1牛的应
力。所有电极结构都显示了非常好的Cu线到焊接区域的
浸润性。多主栅连接设备在焊盘区域形成了统一的焊接半

光伏组件

(a) (b)

(c) (d)

图十一：电池金属盘中焊接铜线的SEM图，它们在拉力测试过后的主要碎片：(a-b)丝网印刷；(c-d)镀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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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

月。所测试的拉力并不决定于Cu线直径(250微米 vs 300微
米)，但对于减少遮阴或降低串联电阻是有意义的。

测量最小拉力这一仍与组件可靠性相关的参数将是进
一步测试的主要关注点。显然，不同金属化技术将会显示
不同的最小拉力。

对电池碎裂和引入应力对焊接的影响进一步测试正在
持续当中。结合了实时电致发光(EL)和四点弯曲装置的测
试，以评估工艺参数、组件布局和所用材料对电池碎裂的
影响[16]。

据推测，多主栅金属化结构将减少电池机械引入应
力：电池碎裂的可能性也因此降低。对焊点的机械应力
也将提高，但由于焊接体积大得多，释放应力的潜能也增
加。进一步的测试正在进行中，并将会成为下次文章的主
题，以证明多主栅组件技术的好处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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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Hidalgo等人介绍了评估光伏EVA封装膜的最新表征方
法[1]。在该文章中，作者对名为Sollia的测试方法做了基
本介绍，该测试程序利用了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特别是
DSC熔融和结晶实验期间EVA结晶化转变。在最近两年内，
人们做了大量工作来优化测试条件(如今每件样品测试仅耗
时20分钟)，并收集了大量工业EVA封装膜的实验数据。得
益于此，Sollia测试程序在一项针对EVA封装膜交联度的IEC
国际标准提案[3]中将Xia等人[2]提出的另一种DSC方法以
及一种完全不同的热转化过程(在交联过程中释放热)结合起
来。这两种DSC方法，即溶解/凝固(M/F)方法(基于Hidalgo
等人的工作)和剩余焓(RE)方法(基于Xia等人的工作)是互补
的，为给定样品交联度的双重检测提供了可能性。

“两种DSC方法是互补的，为给定样
品交联度的双重检测提供了可能性”

本文同时对标准提案上所指出的这些DSC方法进行了探
究，以计算常用光伏封装膜的相对交联度，而组件样品则
是通过工业光伏组件层压设备所用到的三种不同工艺条件
制备得到的。为了确保所获实验信息的一致性，同样的样
品会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测试：1)著名的凝胶含量测
量法，广泛用于评估EVA聚合物交联度；以及2)流变学测量
法，Hidalgo等人最初在文章中所描述的方法[1]。

实验条件：材料和方法

本次实验所使用的光伏封装膜已经存放了数月之久，
而使用三种不同工艺条件的目的是可以改变真空层压机的
温度设置点，这点与在工厂设备中试图优化EVA薄膜温度参
数的状况相吻合。

该EVA膜由STR(Photocap编号15420P/UF)在2012年

9月提供，保质期为六个月。而用于表征交联度的样品是在
2013年6月进行层压的，这意味着胶膜已经步入“老龄”
阶段，但用于进行比较测试(以三种不同层压温度进行测试)
的薄膜的存储条件(10℃冷却室，铝覆盖密封包装)却是可以
接受的。

E V A 封 装 膜 层 压 过 程 ： 反 向 排 序 ， 将 一 块 尺 寸 为
15cm×15cm×3.2mm的玻璃板、一块防止EVA/玻璃粘连
的特氟龙非黏性薄板、两块将要交联的EVA膜以及一片特氟
龙非粘连膜堆叠在一起。在叠层中，两块将要交联的EVA膜
按照玻璃/EVA/电池/EVA/背板的光伏组件叠层中的顺序放
置。将该叠层放置在工业用3S层压机(型号S1815E)上，分
别在145、150和160℃下按照标准层压程序——包括排气
阶段和交联阶段——进行层压操作。排气阶段设置时间为4
分钟，实际层压时间为8分钟，压差大约为900mbar。

在进行DSC测量时，每个样品都选取了两个不同位置 
(并使用不同操作人员、不同设备)。其中，在第一个位置使
用的热量计是TA INSTRUMENTS DSC型号Q10，它装配了
一个RCS90冷却设备，而另一个则采用了Netzsch DSC型号
200F3。这些样品重量在5至9毫克之间，而测量时的氮气
流速为50ml/min。此外，需要强调的是DSC测量之前没有
进行样品预处理。为了获得实验数据，以便用RE和M/F方
法进行分析，需要使用以下DSC程序：
1.  以10℃/min速度加热至100℃，使样品熔化并擦除热

历史。
2.  以10℃/min速度冷却至–20℃，使样品凝固，结晶

化。随后根据M/F方法分析结晶峰。
3.  以10℃/min速度加热至225℃，使样品剩余过氧化物

反应。根据RE方法，分析100到200℃之间，或两个开
启温度之间的焓峰值。

4.  以10℃/min速度冷却至-20℃，这一步只在需要使样品
高度交联(接近100%凝胶含量)时才用得到。该冷却步
骤在所有残余过氧化物都反应完后将产生第二次结晶
峰。第二个峰表示一个高度交联的样品在热量计的第
三步中继续交联。

5.  回到室温，进而可以将样品从热量计中卸下。

光伏组件

光伏EVA封装膜的交联度评估

Manuel Hidalgo & Dominique Thil, Arkema, Sollia Laboratory at INES-LMPV, Le Bourget du Lac,& Chistophe Dugué, Photowatt, Bourgoin-

Jallieu, France  

摘要:
本文对比了几种不同的光伏EVA膜相对交联度表征方法，测试所用的EVA样品是在三种不同工艺条件下由真空光

伏层压机制得的。所探究的方法包括凝胶含量测量法、流变学测量法和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对于后者，本文采用了
两种完全不同的测试程序——剩余焓和熔融/凝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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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学测量使用的是Anton Paar Physica MCR 302流
变计，选择平行板结构和振动剪切模式。Hidalgo等人[1]
在相关论文中阐述，不管样品是否交联，在100℃环境下
对EVA样品进行频率扫描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因此，我们
在100℃下对样品进行0.1到100Hz的频率扫描，以测得弹
性模量G'和粘性模量G''——这两个复(数)切变模量的组成部
分。按照Hidalgo等人的思路，我们使用了1Hz下的tanδ= 
G''/G'值来描述样品交联度。

凝胶含量测量程序主要是在浸泡温度为60℃的甲苯中
提取溶剂18小时以上。萃取完成后称得1克重样品，随后浸
泡在100ml装有甲苯的烧杯中，并添加0.1克二丁基羟基甲
苯(BHT)作为抗氧化剂。烧杯覆盖有铝膜，并放在60±5℃
烤炉中至少18小时。随后将样品从滤纸中滤出，所得剩余
材料在105±5℃温度中干燥4小时。冷却至室温后，将干
燥的样品将再次称重，并用方程1计算凝胶含量。

结果与讨论

DSC分析
图一展示了按照上述5步测试程序得到的典型DSC图。

在第一步和第二步过后，得到了表示样品实际状态的结晶
峰；通过这个峰，可以计算按照M/F方法(如下所示)得到
的3个参数。步骤3过后，可以获得表示剩余过氧化物分解
过程的放热峰以及随后样品在热量计上的交联过程；曲线 
(焓)下的面积被用在RE方法上。在步骤4过后，可以获得已
经在热量计中进一步交联的样品结晶峰。本次实验中我们
没有获得高度交联的样品，步骤4过后获得的结晶峰可以
用于计算高度交联样品的M/F参数，正如本文接下来要解
释的。

熔融/凝固方法
图二显示了表示3个设置点温度的结晶峰，而对应的每

个M/F方法参数都已经计算或图示出来。这3个M/F参数分
别为：1)最高结晶温度或峰值温度(TC)；2)冷却阶段的结晶
起始温度(Tonset)；以及3)形状系数(SF)，把结晶峰低温部
分的凹面计算在内，例如Tc到Tc–20℃之间。已知这3个
参数值随着EVA交联度水平的降低而下降(详见Hidalgo等人
[1]和Miller等人[3]文献)，因此它们构成了交联反应转化的
3个不同指标。M/F方法将这些参数值用在给定样品上，并
与一个未交联样品(给定百分比范围的0边界)以及一个高交
联度样品的参数(给定百分比范围的100边界)进行对比。在
没有高交联度样品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上述DSC程序第4步
所得到的峰值参数。在本例子中，如果已经分析了某些样
品，可以得到步骤4峰值不同系列的参数，而这些参数的最

低值应该可以用作百分比范围的100边界。虽然不同样品的
3个M/F参数的原始数值的简单对比已经可以将交联度更高
的样品区分出来，但M/F方法却可以做更加定量的分析，
即通过使用方程2-4计算每个参数(Tc、Tonset和SF)交联度
(%XL)：

其中上标“uXL”、“sample”和“min”分别表示从未
交联样品、实际检测中的样品以及高交联度样品的结晶峰
中获得的值。

为了进行表征，根据M/F方法，使用单次交联度评估的
给定样品，3个由方程2-4给出的估计值已经通过经验方法
算出。因此，交联度可以通过M/F方法由方程5计算得到。

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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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层压温度分别为145℃、150℃和160℃的三个样品的结
晶峰。(对热流曲线进行补偿，从而在同一幅图中展示三个峰)

图一：热流与温度的关系(通过5步DSC程序获得的图)

方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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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剩余焓方法
图三给出了样品在3个设置点温度的剩余焓峰值。这

种最初由Xia等人[2]提出的RE方法，使用了出现在100–
225℃温度范围内的焓峰值之下的面积。所有DSC热量计都
安装相应软件来计算热流随着温度曲线变化的积分，得到
剩余焓峰值下想要的面积。

Miller等人[3]在文章中建议，尽可能地对100-200℃温
度范围内焓峰值曲线进行积分。在Arkema和Photowatt，
最新的研究发现，对于某些商用EVA封装膜，积分区域上限
必须稍微移动至200℃以上。这就是为什么作者通常更倾向
于计算两个开启温度(低和高开启温度)之间的剩余焓峰值积
分，而且也同样能用DSC软件方便计算出来。图四举例说明
了在两个开启温度之间积分的方法，可以看出和图三所示
的固定在100-200℃温度区间的计算有所不同。不过，不管
是否在100-200℃固定区间还是开启温度区间，亦或是其它
温度区间计算焓峰值的积分，重要的是，在比较不同样品
的特性是，应该使用同样的温度区间。

“在Arkema和Photowatt，最新研究
发现对于某些商用EVA封装膜，积分
区域上限必须稍微移动至200°C以上”

类似于M/F方法，RE方法也通过比较测试样品和取自
同一块EVA的非交联样品两者的剩余焓，来定量计算交联
度。由RE方法测得的交联度可以通过方程6计算得到：

 (6)
其中H1表示未交联样品的剩余焓，而H2则表示实际所

需测试样品的剩余焓。
和M/F方法一样，剩余焓是被测样品(通过上述程序

步骤3获得)DSC图像中非常容易识别的参数，而且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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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层压温度分别为145℃、150℃和160℃的三个样品的
剩余焓峰值。(对热流曲线进行补偿，从而在同一幅图中展示三
个峰)

图四：计算剩余焓峰值，从峰值左端开启温度到右端开启温度
的积分极限

图五：前期研究中的样品弹性切变模量(G’)和粘性切边模量
(G’’)与频率的关系。数值3，7，10，12和15代表用与本研
究中所用同一种方法层压所需时间，光伏层压机的设置温度为
145℃

44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技术



EVA交联度的提高而降低。方程2-4与方程6非常类似，
包括了假定RE方法估算得到的%XL上边界(100%)处剩余
焓为0。

流变学测量
熔融或软化固体样品的流变特性可以在剪切模式下通

过最传统的旋转流变仪测得。在许多这些能用于测量样品
力学状态以及交联度的实验当中，我们决定通过在常温下
频率扫描的模式来展开动态(振荡)实验。我们将温度设置在
EVA晶体部分熔融温度以上，从而尽量避免样品在实验期间
发生交联，或者把交联程度降至最低。

正如Hidalgo等人[1]所报道的那样，DSC实验能很好地
将温度固定在100℃。通过等温条件下的动态实验，可以测
出弹性模量和粘性模量(G'和G'')，而两者都是不同频率下复 
(数)切变模量的一部分。图5展示了前期测试的样品，此次
测试的层压设置点温度保持不变，而层压时间则从5分钟到
15分钟之间变化。如果准确得知了G'值，则可以直接和交
联密度联系起来[4，5]。然而，要准确测量出G'值却并不简
单。而本文(以及Hidalgo等人[1])所采用的方法则是计算复
杂切变模量中粘性和弹性部分的G''/G'比值，或者用tanδ表
示。研究发现，该方法能很好地补偿因某些因素引入的部
分错误，例如样品的几何形状，该错误能降低G'的准确度
[1]。在给定频率下，可以对比不同的tanδ值，以获得EVA
样品的相对交联度。例如，研究发现1Hz处的tanδ值，可
以代表不同层压时间的EVA样品层压的系统趋势[1，6]。在
本文报道的工作中，所有被测样品都假定有相当高的交联
度，而tanδ相对值则被寄希望于能反应出交联度的差异(然
而只是轻微不同)。

溶剂萃取(凝胶含量方法)
在好的溶剂中，EVA样品的溶解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它们的交联度。多年以来，溶剂萃取方法一直被工业聚合
物供应商用作质量控制技术，以测量EVA和其它橡胶材料的
交联度。虽然EVA树脂供应商、EVA光伏薄膜供应商和光伏
组件商所使用的溶剂萃取方法和操作条件多种多样，但用
0-100%范围之间数值来表示的凝胶含量(或非溶解部分)却
被视为对比有不同交联度样品的有效手段。在本研究里，
上述操作条件(见“实验条件：材料和方法”)被用于测算样
品在三个不同层压温度设置点处的凝胶含量。

“在好的溶剂中，EVA样品的溶解性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交联度”

不同方法测得的交联度
表一展示了本次研究使用不同方法测得的所有结果。

通过用在光伏工业和其它聚合物相关工业的凝胶含量方
法，得到凝胶含量(溶剂萃取之后的非溶解部分)——即重量
百分比，常被看作样品交联度的“最终”测量方法。需要
注意的是，这并不是Flory[4]定义的交联密度测量法，但通
常认为与之相关。

对于M/F和RE DSC方法，方程2-6允许以百分比的形式
表示。然而，这两种DSC方法的百分比范围在绝对值上却无
法和凝胶含量法对比：%XL评估得出的是相对值，因此只能
用于对比来自同一卷或等级的EVA薄膜样品，例如不同层压
条件(时间、温度、气压)。为了将DSC方法得到的%XL值转
换成与它们相当的%凝胶含量值，必须进行大量交联度不同
的样品关联度分析。从表格一可以看到，所有方法都展现了
一致的趋势：%XL评估值随着设置点(层压)温度的提高而提
高，而tanδ则随着温度提高而减小(弹性越大，粘性越小)。

无论使用何种方法测量交联度，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所
给的样品是否是充分交联的薄膜。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并将
会根据通过/失败标准来回答，正如下一节要讨论的那样。

通过/失败标准
我们采用了3颜色编码来代表每一种方法的通过/失败

标准。代码标示在表格一中，并分别表示以下含义：
 ·  红色：交联度或水平不足。不建议视为通过，否则有

风险。
 ·  橙色：交联度足够。这一水平足够安全，但该方法需

要格外注意，例如使用者的技能和现场操作经验，以
决定是否能用于生产。

 ·  绿色：交联度非常好。这一水平是高度可靠的。
本文所用到的这种通过/失败标准方法将在以下对每种

不同方法进行描述。
首先，对于凝胶含量方法，如今广泛采用的评判样品是

否达到合适交联度的通过/失败标准是样品的凝胶含量是否

光伏组件

温度设置	 %XL凝胶	 %XL熔融/	 %XL熔融/凝固法	 %XL剩余	 %XL剩余焓方法	 流变学：	
点(层压)	 含量法(甲苯)	 凝固法(Netzsch)	 (TA	Instruments)	 焓方法(Netzsch)	 (TA	Instruments)	 tanδ@1Hz和100℃

145°C 77 60 67 51 45 0.207

150°C 83 74 70 57 54 0.192

160°C 87 76 75 85 84 0.168

表一：层压温度分别为145℃、150℃和160℃的三个样品的数值，通过分别使用本文所讨论的4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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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75-80%[7](早在1980年代光伏封装中所用的EVA凝胶
含量最小只有65%[8])。因此，在本研究中，75%的凝胶含
量被视为是不足的(红色)，而达到80%以上则被视为良好(绿
色)；位于中间的值(75-79%)则可认为是可能足够的(橙色)。

对于熔融/凝固方法，通过/失败标准则取决于所用的
EVA(供应商、等级)。通过本文所用的商用STR Photocap 
15420P/UF的实验，可以将低于65%的视为不充分(红色)，
高于74%视为良好(绿色)，而中间的(65-74%)则视为可能可
接受，但需要进一步仔细跟进。这些通过/失败标准与光伏
测试紧密联系，例如湿热循环。

而对于剩余焓方法，据作者所知，目前还没有成熟的
通过/失败标准，因此采用了上述凝胶含量方法的标准。

最后，对于Hidalgo等人[1]、Hidalgo与Medlege[6]以
及本文所采用的流变学方法，最新发现可以使用至少4种不
同商用光伏EVA膜等级，高于0.25时可视作交联不充分(红
色)，低于0.2时则属于良好(绿色)，两者之间的值(0.25-0.2)
视为充分(橙色)，但需要一定的后续检测。

图六显示了%XL估算(凝胶含量、M/F和RE)和流变
学测量之间的联系。对于DSC，表一中的值表示用TA 
Instruments热量计测得的结果。如图所示，所测结果与流
变学测量结果匹配相当好，与M/F数据关联度最好。

最终表述和总结

本次研究的目的是了解不同EVA封装膜样品交联度测
试表征技术是如何能用于特定样品，并优化层压工艺参
数的(在本研究中，工艺参数特指真空层压机加热板的温
度设置点)。基于用作参比的著名凝胶含量法和流变学方
法，我们使用了两种不同的目前被认为是国际标准发展方
向的DSC方法。这些方法使用方便，只需非常少量(几毫克
未预处理材料，对材料几何形状没有要求)EVA膜，也不需
要特殊的样品预处理。这两种DSC方法可以独立使用(两种
不同的短DSC程序允许收集所需数据)，也可以结合在一起
使用，单个DSC程序就能获得两者所需的数据。将两种方
法结合使用将得到更加可靠的结果，因为每一种方法都有
优缺点。例如，M/F方法被认为是用途更广的方法，因为
它基于EVA的热转变；而另一方面，RE方法则操作更加简
便，因为它基于单个参数的分析，该参数能通过标准DSC
软件轻易得到。

“我们相信通过使用新的表征方法，
将能实现省时且可靠的测试程序”

使用所有这些方法，包括凝胶含量法，都离不开通过/
失败标准这个分选法则。后者可能用于后续工艺，例如使
用DSC方法、流变学测量方法(tanδ)或溶剂萃取数据(%凝
胶含量)，以获取一个或更多参数(Tc、Tonset、SF、剩余
焓)。这些通过/失败标准在参照方法里代表着更加普遍的本

质，包括凝胶含量测试或流变学方法，在DSC方法中可能
更依赖于EVA的类型(结构、原料树脂)。在本次研究中，通
过/失败标准被用于对EVA封装膜进行分级。据作者所知这
些标准是所有方法中最好的，这是基于作者在商业EVA膜工
作所获得的经验所得。这些标准可能会根据DSC方法而定，
只能被当作准则。人们期望通过使用DSC方法，使用者们将
最终熟悉和能够辨认出他们所使用EVA膜的性能，因此他们
将最终能够直接DSC图与显示充足或不充足交联度样品相互
联系起来，而不需要计算%XL估值或依赖凝胶含量表征。作
者相信，这种技能水平能在短时间内习得，通过使用这些
新表征方法，能实现省时和可靠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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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闻

欧洲地区

海润光伏拟收购10.23MW英国项
目开发权

海润光伏称公司拟通过在德国设
立的全资子公司Hareon Solar GmbH收
购英国Brilliant Harvest 003 Limited公
司100%股权。

收购完成后，将由Brilliant Harvest 
003 Limited公司进行该电站项目的
建 设 ， 项 目 建 设 期 预 计 3 个 月 。 该
10.23MW太阳能电站项目完工并网后，
在项目取得ROC核可(可再生能源义务许
可证)，以及法律、技术尽调满意后，基
金公司Foresight Solar Fund Limited的全
资子公司FS Hunters Race Limited公司
将对该项目进行收购，该基金公司旗下
光伏电站基金在英国伦敦交易所上市。

根 据 公 告 ， 项 目 总 投 资 金 额 约
1,059万英镑，其中140万英镑用于收
购Brilliant Harvest 003 Limited公司
100%股权，其余919万英镑用于后续
10.23MW太阳能电站项目的建设；本
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以
及项目贷款，并通过第三方(公证机构)
托管账户分期出资。

海润光伏表示，此次投资收购英
国Brilliant Harvest 003 Limited公司
100%股权主要为投资开发英国West 
Sussex, Chichester地区10.23MW太阳
能电站项目，拓展公司在欧洲市场的
太阳能电站业务，为公司开辟新的利
润增长点。

美洲地区

SNL Energ：美国2013年公共事业
规模太阳能安装量破2.3GW纪录

据分析公司SNL Energ表示，美国
2013年公共事业规模太阳能系统安装
量达创纪录的2.3GW。

这一数字超过了2012年的1.7GW，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第四季度完成的
的1.141GW大规模太阳能项目。2013
年第四季度打败了2012年第四季度的

740MW装机量，成为了最活跃的季度。
相关数据包括了CSP系统和光伏系统。

在最大的十个项目中，有七个位
于加州，包括139MW的Campo Verde
项 目和加州谷太阳能牧场的两期共
181MW的联网工程。最大的独立联
网项目是位于亚利桑那州的Abengoa 
250MW CSP太阳能发电站。

美国政府批准550MW的First Solar
项目

美国内政部已批准在公共用地上建
设550MW的First Solar光伏项目。

位 于 圣 伯 纳 迪 诺 县 的 3 0 0 M W 
Stateline光伏电站项目占地面积将达
六百八十二公顷，建设期间将创造四
百个就业岗位。位于内华达的250MW 
Silver State South太阳能项目占地面积
将达971公顷。

First Solar将Silver State South项
目的规模削减100MW，以获得审批。
南加州爱迪生公司(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已为这两座电站签署为期二十
年的购电协议。

亚太地区

夏普为52MW泰国光伏项目签署
EPC和供应协议

夏普签署了一份设计、采购和施
工(EPC)合同，为泰国公司Serm Sang 
Palang Ngan (SSP)在泰国建设一座
52MW DC光伏(PV)电站。

该电站将建设在华富里省，位于
曼谷以北约一百五十公里。预计年初
开工建设，到2014年年底竣工。

夏普还将为该安装项目提供四十万
个硅(非晶硅)薄膜组件及平衡系统(BOS)
组件。夏普声称，设计其薄膜组件以 
“在高温条件下提供优越的性能特点”。

该电站SSP So lar  Farm占地面
积将达一百三十公顷。Ita l i an -Tha i 
Development Public Company (ITD)及
其子公司ITE将与夏普合作，建设并设计
SSP Solar Farm。该日本公司旗下子公司
Sharp Solar Maintenance Asia将提供运

营和维护(O&M)，其将受到SSP的监督。

日本未建太阳能项目上网电价补贴
执行暂缓 

负责784个已经获得上网电价补贴
(FiT)但尚未建成的日本太阳能发电项
目的公司，日前获得暂时喘息。

日本经济贸易产业省(METI)目前
裁决，这些项目的开发商，其中包括
许多超过1MW的所谓“mega”项目，
在三月或八月之前获得关于土地权或
设备认证的文件。

该决议继十月启动对装机容量为
400kW以上的光伏项目的调查之后，
其日前透露，来自670个开发商的项
目，没有土地或设备协议。

此次由METI进行的调查，在其透
露该国仅有10%获得上网电价补贴批准
的项目建成后被鼓动。尽管许多项目
被认为面临合理的建设障碍，但是人
们认为一些开发商可能故意拖延或等
待设备及其他成本下降才推进项目，
以最大化回报。

在接受PV-Tech电话采访时，METI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部门发言人
Munehiro Nakagawa表示，将于三月
底为既没有获得土地权也没有获得设备
认证的公司举办听证会。该听证会很可
能引发取消上网电价补贴资格的过程。

Nakagawa表示，在另一方面，
已 经 获 得 土 地 权 ， 但 是 没 有 获 得 设
备认证，或反之亦然的项目背后的公
司，METI日前允许直至八月底两者都
展示出来。到8月31日没有两套文件的
项目背后的开发商将会在听证会之前被
致电，如果他们仍没有两套文件，最可
能的结果是取消上网电价补贴资格。

今年，METI与日本政府任命一个
工作组，讨论并决定可再生能源各种有
效形式的上网电价补贴水平。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东京太阳能
项目技术咨询公司的美国员工，在接受
PV-Tech采访时表示，业界普遍预计，
今年上网电价补贴将再一次下降10%，
正如上一日本财年。相关人士透露： 
“如果这样的话，其相对于世界其他地
区仍是一个良好的上网电价补贴，因此 
(日本)光伏行业应该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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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光伏的即插即用电站 

马克•奥斯本(Mark Osborne)，PV-Tech.org

大型太阳能光伏电站具有以最低的平准化电力成本提供
光伏电力的潜力，并凭此成为光伏终端市场领域内首个实现
实际市场中电网平价、甚至更低价格的光伏发电方式。上游
光伏制造商的生产规模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成为太阳能设备
安装成本下调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现在正驱使着下游地面
支架光伏电站领域实现更大规模的总体成本下调。在不到十
年的时间内，光伏电站已经从庆祝1MW安装规模里程碑发
展至最近累计项目总量达到500MW以上。

但是，光伏电站的迅速发展也同样导致了对于特制建造
技术的偏离，并在光伏电站产业内使用产业化生产方式。随
着多兆瓦级别项目数量的增加，规模经济的影响不仅是光伏
电站的先驱开始着眼于简单的元件购买方面的规模效益，同
时还放眼于整个建造过程当中的所有步骤——从前期规划直
至电站监控。

美国制造商SunPower的高级总监马特·坎贝尔(Matt 
Campbell)先生解释了，在公司涉足光伏电站的建造初期，
是如何将每个单独的项目都作为一个不同的独特个体来对待
的。“当我们设想将这一业务拓展至几十、甚至是几百兆瓦
的规模时——这一规模始终都是我们的愿景之一——我们想
到了复制这一操作流程。”坎贝尔先生表示，“我们必须真正
地降低产品(电池板)和现场安装的成本，并将流程标准化。”

模块化平台的发展

SunPower是光伏制造业及大规模电站建造领域内的领
军企业之一，正逐步使用模块化标准电站设计来降低平准化
电力成本。这种方式在其他方面已经实现了复杂的大规模生
产，如自动化组装等，并以通过标准化生产技术实现总体成
本下调而广为人知。

光伏电站的主要组成部分即是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固定
支架(或跟踪支架)系统、电缆、逆变器、变压器、并网和电
站监控。将不同元件在同一场地进行组装，且其中主要元件
如电池板和中央逆变器等往往来自不同大陆，这通常具有极
大的复杂性，但同时由于规模极大，具有很大的减本潜力。

福思第一太阳能、SunPower和韩华Q CELLS等多家领先
光伏电池/组件制造商通过将大规模上游生产方式应用至光
伏电站的设计中，迅速抢占光伏电站设计领域内的领先地位
并非偶然。向下游进军的举动目前已获得广泛认可，并非仅
是个别光伏组件制造商，还波及了供应链最上游供应领域，
如SunEdison、此前的MEMC、保利协鑫等多晶硅制造商。

“福思第一太阳能进行了战略垂直一体化整合，以期降

低太阳能电力的成本，并扩张至没有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市
场内。”福思第一太阳能旗下产品管理与系统解决方案部门
高级副总监汤姆·库斯特(Tom Kuster)表示。

“通过获得EPC能力、项目开发和融资能力、多种系统
平衡技术和产业领先的运维经验，福思第一太阳能已经成为
了一家垂直一体化交钥匙光伏电站供应商。”

SunPower曾全力以赴开发高效晶硅电池，但现在已成
为主要模块化光伏电站供应商，并早在2006年就完成了其
首个兆瓦系统的建造。据坎贝尔先生表示，在率先使用了电
站设计的“复制”开发方式后，SunPower开发出其首个品
牌模块化系统。“在标准化流程中，我们将其称之为‘盒子
中的电站’，就像在宜家买家具一样。它的名字从最开始的 
‘电站盒’到后来的‘Oasis(绿洲)’，几经变化。”

同时，尽管本身并非制造商，德国的EPC企业Belectric
是另一家采用模块化业务方式的先驱企业，很早就意识到光
伏电站的发展需要超越客制化方式。“随着上网电价补贴不
断被削减，成本压力愈来愈大，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方式来
为公共事业规模电站领域提供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伯恩哈
德·贝克(Bernhard Beck)表示。

模块化光伏电站方式

与汽车制造相似，光伏电站的先驱们还研究了风机涡轮
产业来寻求标准化业务模式。据坎贝尔先生称，SunPower
公司从汽车产业和风机涡轮产业内获得灵感，创建了一套集
成减本路线图。他指出，1.5MW的风机涡轮在风能产业中
占据主流设备地位长达十年，该产业还曾将单位模块标准化
至1.5MW，从而大幅降低了系统成本。

贝克先生也强调了风能产业所带来的影响。“风机涡轮
是一款清晰明确的产品，作为一个项目开发商，总是能够为
这种产品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的。”他解释道，“这种方式是
十分符合逻辑的，并且在风能产业中已然应用了十年之久，
太阳能产业必须也采用相同的方式。”

“这种方式十分简单明了。因为我们不可能为了迎合某
块土地的状况而改变技术，因此我们需要逆向操作，为满足
技术需求而寻得合适的土地资源，就像风能产业的运营方式
一般。”

尽管成本下调是模块化产品方式发展的主要动因，实地
应用中的产品寿命预期也不可以被牺牲。一个标准化的发电
单元须能保证高水平的元件质量和整体系统质量。

韩华Q CELLS通过前身为项目开发部门的Q-Cells 

摘要:
公共事业规模光伏设备建造的先锋已然开始从其他产业中学习经验方式，以使得电站更具效率和竞争力。马克•奥

斯本先生就先进的模块化设计如何降低电站成本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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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成为模块化业务方式领域内的领先企业之一。
“我们在2007年就创建了EPC业务部门，并凭借自身

生产过程中对产品高质量的追求来为此提供支持。”韩华Q 
CELLS下游部门副总监Frank Danielzik表示。“质量、质量、
质量是我们开展业务的核心，因为我们必须为电站提供二十
年的质保。从最开始直至结束，我们在项目开发业务中的每
个环节都采用了模块化业务模式。这其中还包括在整个流程
上使用标准化的文档类型和操作流程等。”

SunPower的坎贝尔先生及其他人表示，通过模块化方
式降低成本的关键是对系统所有组成元素进行“预优化”。

“电站单元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问题，因为需要试图对制
造供应链上的物流进行优化，包括材料运输、建造顺序、材
料使用率等，而这些结构可能是钢结构或是电缆，然后再将
所有部分整合在一起。因此，整个流程都需要经过优化；并
且在进行流程标准化的时候，就可以对每一个步骤进行预先
设计，从而使其在同一系统中完美兼容，并成为建造系统最
具效率的方式。”

Belectric公司将这一理念应用到了极致，将其发电单元
中的每个组成零部件都作为总体系统中的一部分进行设计。
贝克先生表示：“各个系统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设计的。
因此我们不能把在市场上找的零部件组装到我们设计的产品

中。这一点将我们与市场上其他企业区分开来；我们先是设
计产品，然后再针对产品需求生产相应的组成元件。业内的
其他企业所提供的发电单元都是使用现有组成元件，并将其
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件产品。其中主要的区别在于我们是对系
统整体进行设计制造。”

平准化能源成本背后的动因

兼顾压缩成本、保障系统性能，并同时整体使用寿命需
求，这些要求最终都将归结到平准化能源成本之上。光伏电
站的持续推广将取决于这一机制，而与此同时，也将取决于
模块化方式的成功与否。

“我们根据最低的平准化能源成本对单元进行优化，
其中包括单元持续运转20-25年所需的品质要求。我们熟知
所有的参数，并将注意力着重放在降低每千瓦时电力的成本
之上。我坚信公司的3 Megawatt Block将成为产业的标杆产
品。”贝克先生在谈及Belectric公司的旗舰模块化发电单元产
品时这样表示。

SunPower的坎贝尔先生称：“我们的模块化方法的与众
不同之处在于，其切实是受平准化能源成本的推动，而非单
纯的制造成本。在光伏产业内出现了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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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过去三至四年内，谈论的重点从单纯的每瓦成本转移
至了平准化能源成本。然而，我们现在却又经历着历史的倒
退；这也反映出了平准化能源成本的复杂之处。但是，我们
认为客户能否真正地理解平准化能源成本是极为重要的，对
于公司旗下经验丰富的客户能够理解这一点，并具有长期规
划，我们是极为欢迎的，这也是我们模块化方式的核心。”

福思第一太阳能的库斯特先生同时也表示，公司已经
有能力实现与传统发电资源成本相比具有竞争力的平准化能
源成本。毫无疑问地，对模块化电站模式的先驱企业来说，
对于最低的平准化能源成本的争论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但
是，本文的焦点并不是直接比较分析哪家企业或技术可夺得
最低成本的桂冠。本文关注的重点是阐述模块化发电单元业
务模式是如何成为光伏电站在发电领域的未来的。

贝克先生总结道：“凭借模块化模式，所有的因素都可
以归结到平准化能源成本上来进行比较。这就是需要向客户
进行概念普及的地方，因为有很多方式都可以构建低成本电
力。少数几家面向市场提供此类模式的公司所推出的产品之
间存在着很多差异，但全都会提供相应的平准化能源成本水
平。只要简单地将产品平准化能源成本相对比就可以了。”

进化的好处

模块化方式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一旦某个设计在多个
项目的实地应用中获得认可，就可以对其进行微调，进一步
逐步降低成本，将平准化能源成本经济效益带入难以预测的
领域。

“其中一项极为有趣的事实是，我们将这种操作模式印
在了自己的DNA中：我们将这一模式整合至了我们自己的工
厂中、自己的生产线上，并且我们采取精益原则减少浪费，
这就是我们对自身模块化发电单元和电站所作出的改善。” 
SunPower总裁霍华德·温格(Howard Wenger)表示，温格
先生主要负责公司全球住宅系统、商用系统、公共事业规模
系统和电站业务。

温格先生表示，有机会参与大型项目同样也赋予了
SunPower公司对其所正在进行业务进行改善与提高的
机会。他援引公司目前最大的项目之一——位于加州的
747MW太阳星项目，该项目以SunPower的Oasis平台为中
心，并成为公司发电单元概念的品牌产品。

“在太阳星项目中，我们使用了第二代Oasis(平台)，我
们对新一代产品进行了很多改善——如提高效率等，我们从
此前的每天安装1MW提高到了每天安装2-3MW，甚至可以
达到更快的速度。”温格先生表示。“(太阳星)电站将使用约
500条模块化Oasis产品线，并可实现项目内的持续升级。”

Belectric的贝克先生也回应了这一点：“我们从产品身
上所获得的任何知识经验都会反馈到研发部门的。这就是差
异。”贝克先生表示，“在常规独立建造的EPC中，这种信息
的流动通常不是双向的，而是单向的。从某个特定项目中所

获得的知识经验可能对于另一个项目并没有很大的用处，特
别是每个系统所使用的组件或逆变器不尽相同时。”

“与反复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且每次都有所改善相比，
这种状况下的学习曲线在哪儿？我们无论在任何阶段，获得
了任何知识经验，都会将信息反馈到研发部门，并对所开发
的下一款产品进行改善。这就是我们如何从2MW单元进军
到3MW单元，甚至是下一阶段产品的方式。”

“我们的模块化方式再加上自身的研发团队和系统部
门，使得我们有能力每年都有新的进步，并同时保证产品的
高质量。”韩华Q CELLS的Danielzik先生表示。

学习曲线优势标准化所提供的数据并不一定必须要在项
目后进行应用。SunPower的坎贝尔先生强调指出，一些学
习曲线动态在单独项目进行过程中就得到了应用，虽然迄今
建造的一些大型光伏电站确实具有较长的交货期。

“我们具有与整个进程相集成的封闭审核流程，特别
是在建造过程中。凭借我们从现场获得的反馈信息，我们
将数据反哺回工程项目开发部门，此外，尽管我们对标准
化流程的要求极为严格，但在实地操作中还是会有一些地
方具有相应的灵活性以适应实际状况的。”坎贝尔先生称。

对银行/投资商/业主的吸引力

当然，模块化方式的吸引力最终还是需要与终端用户和
项目的财务支持者们相吻合的。

据贝克先生称，市场仍旧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迎接其所
描述的“全面实现太阳能发电”。这意味着，生产单个模块
化发电单元的能力，以及将产品放置在选址正确的项目中的
能力——如风能产业所经历过的一样——仍旧有待投资商和
光伏电站业主的广泛理解。

“但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是公共事业规模项目领域对
这一模式的兴趣正不断增加，投资领域内对标准化太阳能发
电单元的投资兴趣的增长。”贝克先生补充到，“因为这种方
式无论项目中单元数目的多少，都可保证每个单元的稳定
性。”

“我们提前就可获知产品的性能与平准化能源成本，并
且可以提前几年提供产品价格。这种优势极大地简化了选址
和决定排列方式的流程。”

据韩华Q CELLS的Danielzik表示，提供标准化集成业务
模式对于终端客户和相关的融资合作伙伴来说具有极大益
处。其中一个关键的益处即为凭借对高质量产品的了解、
银行可贴现性、工艺流程和认证等，在项目中每一个环节
上所能提供的透明度，保证所有股东的知情度与参与度。

“模块化方式具有很多益处，但是透明度，特别是项目
初期的信息透明度，通常是极为重要的。”他表示，“凭借标
准的工艺流程再加上明确的定义和时间表，可对项目进行具
有量化间隔的准确执行。”

Danielzik先生同时还指出，在项目的每一个方面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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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完整的模块化方式就意味着客户和融资方不会遇到意外状
况，并且最终验收的状况总是与计划相符。

“从运营的角度来看，是有必要减少未知因素的，95%
的问题在使用模块化方式时可得到清楚明确的解答。与项
目相关的特定调整也限制在了客户自身的需求范围之内，这
些占到了5%的变量，通常与实际的场址考量相关。”韩华Q 
CELLS工程建造部门经理罗恩·斯蒂芬(Ron Stephan)表示。

SunPower的坎贝尔先生也回应了这一观点：“标准化流
程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即是发电单元对投资商来说是一种已知
产品，并且已经完成了去风险化流程。这种产品的设计已趋
于完美，以至于让人感到无聊。而从投资商的角度来说，无
聊的设计流程却是最好的。”

全球产能

福思第一太阳能的库斯特先生为这一话题提供了进一步
佐证：“预设计调试的设计方案可为当地建造合作伙伴在采
用相应解决方案来满足当地法规和项目特定参数时提供极大
的灵活性。经优化验证的解决方案同时还可用来精简包括开
发、融资、审批、安装和调试等在内的项目流程，以获得更

迅捷的发电时效。”
“通过精简太阳能项目的业务流程，并提供本地化建

造和供应链相关岗位，这种商业模式可极大地提高其区域价
值，并同时最小化新兴太阳能市场上与电站执行与操作相关
的技术风险。”

诚然，库斯特先生讨论的这一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模块化
业务方式反映出了基础广泛的全球化光伏产业发展趋势。大
型光伏电站大多数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中，如欧洲和美国
等。仅在过去几年内，印度和中国才开始修建大规模项目，
而南非则仅在2013年才开始。日本和拉丁美洲地区，特别
是智利，目前刚处于大型项目的开展阶段，并在大多数情况
下凭借的是模块化发电单元的业务模式再加上其地域多样性
的特点。

无论模块化发电单元模式的渐进式创新朝着哪个方向
发展，整个平台依旧不知疲倦地向前发展着，为公共电力
领域、投资商和业主开发出在几年前都无法想象的新市场。

产业在做出低成本路线图预期时将目光放在生产层面，
但实际上将会是下游的模块化光伏电站最终将平准化能源成
本降至低于化石燃料的平价电网水平之下，并确保无论在何
种技术类型下，都可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大规模无补贴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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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光伏电站实例

韩华 Q CELLS: Q MEGA 
简介：韩华Q CELLS旗下的Q Mega品牌模块化发电单元使用串联方式集成1.4 
MWp直流输出单元，其中每个组串包含24个组件，每个单元包含6906块组件。
一套完整的单元可实现与电网的独立连接。
组件：韩华Q CELLS在马来西亚和德国生产其自有品牌组件。这就意味着系统中
的关键零部件总是保持“有货”状态。而且现在又包括了来自其位于中国大陆的
姊妹生产商韩华SolarOne的货源。凭借抗PID技术、热点保护、Tra.QTM(质量跟踪)以及VDE质量测试等，公司可实现长期
的产量安全。

逆变器：一套1.3 MVA AC逆变器站
特点：模块化系统的持续发展已然促进了高水平的优化，并将建造速度提高至了每天1MW，而在2009年时，同样的系统
需要3.9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灵活性和系统的高度标准化有助于将成本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其灵活性可同时保证发电
单元可在3MW的规模上进行配置。

SunPower：Oasis电站
简介：Oasis发电单元的高效模块据称可实现较传统光伏电站更高的每平米的单位
能源输出，将项目占地面积最小化并降低风险。公司在预设计1.5MW发电单元中
集成了经考验的零部件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项目投资商的低风险。SunPower
表示其对从跟踪器到电池板生产，再到电网连接等每个环节都实现了全面掌控。
组件：SunPower的组件均经过独立测试，性能比在95%左右。公司曾推出了业
内首款集成保修，涵盖发电性能与产品本身25年的质保。
逆变器：凭借先进的电站控制、标准Oasis逆变器具有多种特性，包括抗电压穿透、削减控制、动态功率参数调整等，从而
提高了光伏电站与电网间的互通性。
特点：SunPower的425W组件配上T0追踪器可将太阳能电站的产能参数最大化，并比固定倾角系统多产出30%的能源。公司同
时提供C7跟踪器系统，结合了单轴跟踪技术，搭载在抛物镜行列中，可将阳光反射至转换率为22.8%的Maxeon太阳能电池上。

First Solar：AC发电单元
简介：福思第一太阳能将多个先进技术相集成，以优化整个电站。公司近期还开发
了光伏跟踪系统，以捕捉更多可利用光源。
组件：福思第一太阳能的自产CdTe薄膜组件具有比传统晶硅组件更佳的温度系数。
逆变器：高级电站特点包括有能力准确预期能源、调节电压、必要时削减有效功
率并对电网频率变化做出响应。福思第一太阳能已然在多个大型项目中使用了
SMA的公共事业规模中央逆变器。
特点：福思第一太阳能称其对系统平衡零部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善，以优化整个光伏电站，并降低整个使用寿命期间的使
用成本。公司使用了具有专利的数据采集、电站监控和支架系统来提供可靠、可预期的太阳能电力，提高能源产量和系统
可用性，并获得较低的平准化能源成本。

Belectric: 3.0 MegaWattBlock
特点：BELECTRIC旗下的新款3.0 MegaWattBlock产品据称可将太阳能发电产品
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其所使用的最大电压为1500伏。
逆变器：3.0 MegaWattBlock产品是为福思第一太阳能旗下的CdTe薄膜组件的
运转而专门设计的。Belectric还在系统中启用了Solar Frontier的CIS薄膜组件。
组件：该款产品是与通用电气和PADCON共同开发的，该款1500V逆变器系统可降
低系统本身与维护成本。据公司表示，该产品的省料设计与高水准的质量相结合，可提供超优表面区域效率。一体化系统使用
了高效、电网稳定的PCU(功率调节单元)，并搭配通用电气的逆变器技术，从而提供据公司称可高达85%的性能比。
简介：专门开发的PCU包括一套智能电站控制系统、逆变器系统和变压器。公司为使用薄膜组件技术而专门对逆变器系统
进行了优化，并具有系统效率极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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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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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展览及会议预告

时间	 	 名称	 地点	 官方网站	 类型

2月03-11日 英国太阳能路演(Solar Energy UK Roadshows)	 英国多个城市 uk.solarenergyevents.com/roadshows 路演

3月04-05日 Solar & Off-Grid Renewables Africa 肯尼亚	 afric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3月04-06日 英国伦敦国际建材展暨节能环保和未来建筑大会 英国伦敦 www.ecobuild.co.uk 会议 & 展览

3月18-20日 SOLARCON China 中国上海 www.solarconchina.org 会议 & 展览

3月25-28日	 Intersolar China	 中国北京	 www.intersolarchina.com 会议 & 展览

3月2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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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08-10日 印度太阳能会议	(Solar Energy India)	 印度古吉拉特邦 www.solarsummitindia.com 会议

5月08-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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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0-22日 SNEC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上海)展览会暨论坛	 中国上海	 www.snec.org.cn 会议 & 展览

6月02-06日 德国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Europe) 德国慕尼黑 www.intersolar.de 会议 & 展览

6月08-13日 IEEE光伏专家会议 (PVSC) 美国佛罗里达 www.ieee-pvsc.org 会议

6月17-19日 台北国际光电周 中国台湾 www.optotaiwan.com 展览

7月07-10日 北美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North America) 美国旧金山 www.intersolar.us 会议 & 展览

8月26-28日	 广州国际太阳能光伏展览会	 中国广州	 www. pvguangzhou.com 展览

8月26-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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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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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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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日 英国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Energy UK) 英国伯明翰 uk.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 展览

10月20-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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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日 台湾国际太阳光电展览会 (PV Taiwan) 中国台湾 www.pvtaiwan.com 会议 & 展览

11月06-08日	 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中国无锡	 www. crecexpo.com 会议 & 展览

11月18-20日 印度太阳能展 (Intersolar India) 印度孟买 www.intersolar.in 会议 & 展览

11月25-26日 东南亚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Energy Southeast Asia) 泰国曼谷 seasi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 展览

12月0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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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月2日 PV SYSTEM EXPO 日本东京 www.pvs-exp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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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初
展会媒体合作洽谈，请联系Cathy	Li：cli@pv-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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