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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来自《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姊妹英
文杂志的技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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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我们很荣幸地再次成为SNEC国际太阳能光伏大会的白金媒体赞助商及刊物出版

特别合作商，为与会的读者们奉上这本《PV-Tech PRO中文专业版》杂志。

中国市场依旧引领着整个太阳能产品制造业，并且国内太阳能电站的应用数量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业出现大幅增长。为向中国太阳能产业的持续增长添砖加瓦，PV-
Tech团队今年对旗下门户网站www.pv-tech.cn进行了全面改版，并隆重推出了全新
《PV-Tech电站专刊》（前瞻版），我们希望这本书可以成为您掌握中国光伏电站资讯
的最快途径。

2014年全球光伏市场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NPD Solarbuzz分析师，韩启明
在《亚太地区推动全球市场未来五年高速发展》一文中，阐述了亚太市场所占全球
市场份额在未来五年里的趋势。日本的太阳能产业在过去的一年内出现了爆炸式增
长，在其光鲜的头条背后，安迪 科尔索普在其《日本争夺战》一文中探索了在土地
使用和电网接入等方面不断增加的压力对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制约。

受益于国内强力政策的推动，光伏电站正迎来新的成长期，民生证券分析师，
黄彤为读者带来了《制造业回暖趋势延续，关注电站运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迎来快
速增长》一文，关注公司向电站运营商转型，以及分布式推动带来的新的商业模
式。上海淘科总经理陆剑洲经历了光伏行业的起起伏伏，他在《分布式光伏与电改
的关系》一文中与读者们分享了他对于光伏的见解。

太阳能电池的正面设计交织着太多的优化、约束和妥协，这里也因此成了厂家
专利申请和设备制造商新技术研发的必争之地。究竟主栅的数量多少合适？intoPV 
Research的李阳将带您了解这些路线背后的技术和成本博弈。另外，储能问题已经
被炒作成为太阳能产业当下发展的一项关键技术。在《储能，要么行动要么闭嘴》
一文中，提及该技术的应用仍旧与周围产业格格不入，接下来的一年将是储能领域
证明自己价值的重要一年。

本期技术栏目，我们为您带来了《采用自动化封装生产线和导电硅树脂粘合剂
制造的耐用金属穿孔卷绕光伏组件》、《决定光伏组件工艺优化潜能的先进方法》及 
《用于第二代光伏组件的弗劳恩霍夫光伏耐久性计划》，希望在给您带来市场、商业
资讯的同时，也能与您分享最新技术信息。

在此，我衷心祝愿各位读者本周在上海能够斩获颇丰，同时也期待各位在SNEC
展会期间莅临我们的展位E2-338。

大卫 欧文、李霄远
PV-Tech PRO

编辑推荐季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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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十
年，终于从暴利的上游走到终端，为了不再重
复以往的教训，我们将在《PV-Tech电站专刊》
中对终端电站进行系统梳理。

此书中插入的三个章节作为《PV-Tech PRO电
站专刊》前瞻版奉献给读者，不久后我们将正
式推出这本杂志。

如果您期望参与其中，请与我们联系： 
info@pv-te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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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地区

两个月内克罗地亚翻倍上网电价补
贴太阳能装机容量

根据地中海国家的能源市场运
营商HROTE，截至三月底，克罗地
亚已在其上网电价补贴(FiT)下注册
23.8MW的太阳能装机量。

HROTE已发布在2014年2月和3月
签署了购电协议并且正在获得克罗地
亚上网电价补贴的新增太阳能光伏电
站的数字。

截至2014年3月底，共计311座太
阳能发电站已经与HROTE签署合同。

美洲地区

IHS：美国反倾销案预计不会出现
太阳能组件抢购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IHS，2014年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存在足够的光
伏组件供应以满足美国预期需求，会
抑制今年晚些时候美国反倾销裁决前
的抢购。

然而，IHS表示，中国组件供应商
已经在任何新的潜在关税之前，提高了
对美国的出货量，并且组件平均销售
价格将可能会上涨。

IHS表示，根据目前美国征收的关
税，其预计全球范围内可提供的(晶硅
和薄膜)产能达57.8GW，其中包括在
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的11.2GW。

根据IHS，鉴于预估存在的6.1GW
全球薄膜产能，免税光伏组件的供应量
可达17.3GW。

IHS指出，该公司预计2014年美
国光伏需求将为6.5GW左右，很容易
由其他国家和公司满足。

IHS太阳能需求高级分析师Wade 
Shafer表示：“尽管2014年美国太阳能
安装量应该不会受到严重影响，即使评
估更广泛地惩罚台湾——事实上，也是
中国大陆——光伏供应商，但是对这样
大比例的供应征收反倾销税将对美国太
阳能市场产生显著影响。”关键的影响

将是较高的价格，不仅来自占主导地位
的中国供应商，替代制造商也具有更高
的制造成本及较小的产量。

IHS指出，最低组件价格(中国大
陆组件与台湾电池)目前为每瓦0.62至
0.65美元。据说非中国供应商的价格
高于0.70美元。

根据该市场调研公司，光伏组件
价格将提高到0.75至0.80美元。

IHS太阳能供应链副总监Stefan de 
Haan表示：“尽管征收惩罚性关税，但
是为了维护在这一地区的市场份额，
中国可能必须将其一部分利润传递给
客户，并且还提供更好的融资条件，
以保持竞争力。中期，然而，如果实
际上实施反倾销税，价格提高似乎不
可避免。鉴于美国市场的重要性，预
计中国公司将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区，尤其是墨西哥提高制造设
施产能。”

亚洲地区

国家能源局发布2013年光伏发电
统计数据

在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及其配套政策支持
下，2013年中国光伏发电快速发展。
截至2013年底，全国累计并网运行光
伏发电装机容量1942万千瓦，其中光
伏电站1632万千瓦，分布式光伏310万
千瓦，全年累计发电量90亿千瓦时。

2013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1292万千瓦，其中光伏电站1212万千
瓦，分布式光伏80万千瓦。

光伏电站方面
截至2013年底，全国22个主要省

（自治区、直辖市）已累计并网741个
大型光伏发电项目，主要分布在我国
西北地区。

累计装机容量排名前三的省份分
别为甘肃省、青海省和新疆自治区，
分别达到432万千瓦、310万千瓦和
257万千瓦，三省（区）之和超过全国
光伏电站总量的60%。

分布式光伏方面
主要分布在电力负荷比较集中的

中东部地区，华东和华北地区累计并
网容量分别为145万和49万千瓦，占
全国分布式光伏的60%。

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为浙江、广
东和河北，并网容量分别达到16万千
瓦、11万千瓦和7万千瓦，三省之和占全
国分布式光伏并网总容量的40%以上。

欲了解具体数据，请在每日光伏
新闻官网——PV-Tech.cn中查阅原文。

中东及非洲地区

NPD Solarbuzz：到2018年非洲和
中东的光伏需求有望增至三倍

由于沙特阿拉伯等国开始重视太
阳能部署，中东和非洲的光伏需求有
望在今年增长50%，到2018年增至三
倍以上。

根据NPD Solarbuzz最新的预测，
该地区年光伏需求有望到2018年增长
至4.4GW，较今年预期的1.6GW基础
上出现大幅提升，大型地面安装项目
将占该地区总需求的70%。

在中东，到2018年，预计年需求
将增长至2.2GW，上升潜力为4GW。
由于净计量屋顶安装项目的稳定增
长，以色列将成为2014年最大的市
场，但是其将很快被该地区的巨头沙
特阿拉伯所取代。NPD Solarbuzz表
示，这些计划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
兑现，该国预计在2016至2018年间新
增2.6GW产量。

在非洲，对于其电力日益增长的
胃口可预见截至2018年光伏需求会达
到2.2GW，上升潜力为6GW。由于根
据其可再生能源独立发电商计划继续
选定扩建1.5GW的光伏项目，2014年
南非将继续主导安装项目。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对于大型光
伏项目的新计划在非洲已经出现，包
括撒哈拉以南国家喀麦隆、斯威士兰
和乌干达。100MW光伏项目的公告现
已变得很普遍，作为迅速扩大发电量
的一种方式。

市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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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讯

整理/蒋荒野

中国

三月初浙江省光伏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组织的“浙江省光电建筑应用工
作研讨会”在浙江嘉兴秀洲区召开。会
议上，浙江嘉兴市秀洲新区建设管理委
员会人员，介绍了新区建设中200MW
光电建筑发展规划，并表示省财政部门
在国家光伏电价补贴的基础上，再给予
新区每度电0.30元的电价补贴。

四月十五日，宁波市政府正式印发
了《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
实施意见》，至“十二五”末，全市新
建光伏发电项目装机容量370MW，重
点分布在屋顶分布式发电系统。此外，
宁波市要求，对年综合能耗超过5000
吨标准煤且具备建设屋顶光伏发电条件
的新建项目，原则上要利用屋顶配套建
设光伏发电项目。

国家能源局四月下旬针对有关电力
企业发布关于明确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
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内容包括简化发电
类电力业务许可证申请有关事项；完善
输、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颁发工作；
加强电力业务许可管理，促进电力行业
大气污染防治三方面的内容。通知自发
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五年。通知下
发前有关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文件与通
知不一致的，按照该通知执行。

四月二十一日，河南省发改委向
各个省辖市和省直管市发改委、省电力
公司下发《关于推进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的通知》，以推动2014年光伏项目的备
案和良性发展。按照文件要求，各地市
需要在今年五月底前将项目实施方案上
报省发改委，省发改委将按照项目投产
先后顺序纳入国家光伏发电补贴资金支
持范围。河南省发改委在做好已有配额
项目外将向国家能源局争取更多的补贴
指标。该文件要求各个省辖市和省直管
县能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光伏发电规划
和年度实施方案，统筹安排2014年至
2017年当地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光伏电
站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合理安排每年
开工建设项目和建成投产项目，并于六
月底前报送至省能源局主管部门备案。

印度

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将
削减其来年预算。2014至2015财
年，MNRE拥有预算44.1亿印度卢比
(7200万美元)。上一财年，MNRE被提
供150亿印度卢比的预算作为可再生能
源补贴，但是到该财年结束时，仅最
终支付42.6亿印度卢比。

日本

日本上网电价补贴费率三月末得以
确定，从四月一日起生效，包括为商业
客户设定每千瓦时32日元(0.32美元)的
太阳能上网电价补贴，以及为住宅光伏
系统所有者设定的每千瓦时37日元。
新的上网电价补贴显示商业费率降幅约
为11%，住宅降幅约为2.6%。

马来西亚

能源监管机构安省电力局(OPA)
三月中旬为该省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
新的采购流程递交提案，建议2014和
2015年两次针对500kW及以上的项目
的拍卖，2016年可能举行第三次。安
大略目前对于超过500kW的项目没有
上网电价补贴。每个采购流程的项目
将有十二至十六个月的时间完成。

美国佛蒙特州参议院三月末批准
提高太阳能净计量上限。该立法机关投
票赞成将该上限翻两番，将公共部门的
峰值负荷从4%提高到15%。在该州州
长Peter Shumlin最终批准该新净计量
法将实行直至2017年，此后将需要出
台新立法。净计量客户将获得每千瓦时
0.19至0.20美元的付款，取决于安装的
规格，而系统规格不超过500kW。

纽约公共服务委员会四月批准一
个新的州级补贴计划，以提高太阳能
发电的部署。该补贴是众多旨在改革
及现代化该州能源部门的措施之一。

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籍州长四月
颁布一项行政命令，裁决该州负责制
定电力补贴的机构应该支持分布式发

电，包括风能和太阳能。继通过1456
号参议院法案后，州长玛丽·法林发
布该命令。该法案授权公共事业公司
向当局申请，对分布式发电客户收取
较高的基本费率。

欧盟

欧盟四月上旬批准对能源市场的新
国家补贴指南，有效期从今年7月1日
起至2020年止，要求规模超过1MW的
项目必须参与技术中立的竞标流程。

法国

根据法国环境法律专家，法国保
障利用国内生产组件制造的光伏系统
5%或10%上网电价补贴(FiT)的法律可
能正在面临被废弃。

德国

德国能源部长西格玛尔 加布里尔
四月下旬表示，他或许愿意妥协对住宅
自发自用的太阳能电力拟议的附加费金
额。除了拟议的附加费，相当于光伏用
户将支付只使用电网电力的70%，该国
能源法的其他改变将豁免一些能源密集
型行业支付超过该费用的20%左右。

该提议规定电力密集型企业将被要
求从八月起为每千瓦时自发自用电力支
付1.25欧分，是EEG收费的80%折扣。

小型贸易商，如手工艺和农业企
业，此前是豁免收费的部门，每千瓦时
将支付4.4分。同时，业主将支付每千
瓦时6.3分的自发自用电力。

英国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三月初表
示，在2017年该国的可再生能源责任
认证(ROC)期满之前，其将不会再次审
查该计划。该计划在三月底将对于地面
安装太阳能的支持从每兆瓦时可再生能
源责任认证点数为1.6削减至1.4，随后
每年削减到1.3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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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phase推出简化微型逆变器安装
运营软件管理模式

产品应用: 本技术可应用于太阳能电池
镀膜和互联工艺中。

相关信息: Merlin技术启用了成熟、经
验证的制造流程来生产弹性网格。

上市时间: 2014年3月

Enphase公司日前推出新款硬件与
软件产品，并称可将降低太阳能系统
的安装于运营成本。新款硬件产品为
Envoy Communications Gateway(通信
网关)和配有Integrated Ground(综合接
地选项)的M215微型逆变器，内置的
无线网络Wi-Fi选项可实现更快捷、更
灵活的安装。

以Enphase旗下具有96.5%ECE
效率的第四代微型逆变器平台为基
础，公司称此新款M215产品搭载了
Integrated Ground技术，从而降低
了对每台逆变器上装配接地电极导体
(GEC)的需求，进而节约人工成本和材
料成本。同时推出的无线网络Wi-Fi选
项，可在决定Envoy Communication 
Gateway通信网关的位置时带来极大的
灵活性。这一选项简化了Enphase微型
逆变器与基于网络运转的Enlighten软
件平台之间的链接。所有的系统均通
过Envoy通信网关进行汇报，并可在基
于网络运转的Enlighten软件平台上进
行查询。

帝目发布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量产
粘接技术TT1400ECA

产品应用: 新的高性能串焊系统以每小
时1400节拍运行，可以处理温度敏感
的电池片，如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片，
并且使高效率太阳能电池片连接器可
以用于太阳能电池串的自动制造中。
相关信息: 帝目将在五月底于上海举办
的SNEC2014上提供系统现场演示。
上市时间: 2014年4月

太阳能电池串自动组装系统跨国
制造商帝目集团(teamtechnik)日前发
布了其适用于晶硅太阳能电池量产的
黏接技术STRINGER TT 1400 ECA。

未来几年太阳能硅片、电池薄化
将成为趋势，会导致更高碎片率。再
加上新型高效电池如背接触电池在未
来会占据10％以上市场份额，高效电
池对高温很敏感，ECA技术可以有效
避免这一弱势。

工业串联生产中的前沿工艺—胶
接工艺STRINGER TT1400 ECA 串焊
机在工业批量生产中实现了太阳能电
池串的胶接技术。到目前为止，该创
新连接技术只能用于手工工艺以及很
小型的流水线生产。自动装配系统名
称中的“ECA”代表“导电胶”。

帝目对粘接电池串太阳能模块进
行了一系列严格的质量测试：按相关
标准规定的温度循环试验以及模块认
证标准要求的潮湿试验，所有试验都
证明了高性能模块生产中使用胶接技
术具有显著的潜力。

GTAT旗下 梅林 镀膜与互联技
术可有效降低80%银浆使用需求

产品应用: 本技术可应用于太阳能电池
镀膜和互联工艺中。

相关信息: Merlin技术启用了成熟、经
验证的制造流程来生产弹性网格。

上市时间: 2014年3月

GTAT日前推出创新型太阳能电
池镀膜与互联技术，这项被称为“梅
林”(Merlin)的技术的创新机制预计可
降低80%昂贵的银浆使用量、提高电
池效率、降低10%组件成本。新技术
的一个重要组成为弹性网格，用来替
代传统的两栅和三栅银主栅线。

经由传统电池串工艺制得的两栅
和三栅银主栅线结构电池已被确认具
有多种关键问题，包括焊点失效、热
点、彩带焊点失效等。

此技术所制得的组件预计可更为
可靠、更耐用，并可制造出更为轻便、
易处置的产品，从而降低运输与安装成
本。GTAT的专利Merlin技术可方便地
与现有电池和组件生产线相集成，仅需
简单地变成用丝网在太阳能电池上印制
分隔细栅线(fingers)即可。分隔细栅线
更为单薄，可比传统指栅线产生更少的
遮蔽效应。弹性网格与分隔细栅线的结
合可实现较低的电阻损耗，从而提高电
池和组件的效率。此外，在经受温度循
环和机械弯曲测试后，网格所具有的电
池内部和电池之间的互联特性也使得组
件的弹性大幅增加。

新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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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回暖趋势延续，关注电站运营通过资本
市场融资迎来快速增长

黄彤，民生证券分析师

2013年制造业回暖，今年预计继续回升

我们通过分析研究光伏上市公司2013年年报营收变
化、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库存等，认为当前行业已经
回暖，但是今年利润将迎来分化。

盈利能力改善，毛利率逐季上升
从2012年四季度以来，主要企业毛利率延续上升趋

势：1）去年抢装导致价格上涨。2）企业非硅成本进一步下
降。3）企业出货量维持在高位。

回顾全年毛利率走势可以看到， 一季度部分企业开始出现
显著回升，主要源于产业链价格在2012底的大幅反弹；二三季
度，产业链价格平稳，但企业发货量同比增幅在30%以上，产
能利用率一直维持高位，继续驱动毛利率提升；四季度迎来国
内市场抢装，产品价格略有上升，毛利率延续上升趋势。

其中较高的如晶科能源和亿晶光电去年全年毛利率在
20%左右，较低的如昱辉以及韩华虽然毛利率在7%左右，
但是同比仍有较大幅度提升。

我们预计2014年产业链毛利率水平稳中有升，同比仍
有5%以上的提升空间：1）产业链价格企稳。全球需求在
25%以上增长，而产能扩张较为温和，产业链供需结构相对
平衡。2）成本继续下降，预计一线厂商今年非硅成本下降
在3%左右，而技术提升带来的转换效率提高仍在进行，加
上辅料单耗逐步降低。

费用率逐步降低，净利润有望在5%-10%
2013年全年企业运营费用率保持小幅下降，预计未来

随着收入规模扩大，运营费用率保持稳中有降。
我们重点关注财务费用率，由于2012年发生银行对光

伏行业进行抽贷等行为，2012年行业整体财务费用率大幅
攀升，整体财务费用率上升至6%-7%。

2013年行业整体财务费用率同比大幅下降，其中英利
在2013年仍然维持高位，财务费用率为7.24%，而其他一
线企业财务费用率已经从2012年的6-7%下降到2013年的
3%左右，实现了费用率大幅下降。

我们预计2014年产业链净利润率在5-10%区间，进入
良性发展区间。

经营逐步改善
行业库存在2012年大幅攀升，库存周转率在2012进入

新低，大部分企业库存周转天数在80-100天。2013年行业
经营逐步改善，库存周转率进一步提升，大部分企业库存
周转天数在50-60天。

2013年行业整体付款条件有所改善，大部分企业应收
账款周转率保持提升，应收账款天数在60-70天。预计今年
行业整体收款仍略有改善，主要由于下游运营商盈利提升
以及补贴及时拿到。

偿债能力改善，但行业资产负债率仍在高位
行业整体资产负债率略有下降，但是英利和昱辉在

2013年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上升至92%左右。行业整体资产
负债率维持在80%左右高位，我们预计未来两年银行信贷环
境会逐步改善，加上行业将不断通过股权融资投向电站，
较高资产负债率将有较大改善。

关注电站运营商

完善政策将带来2014年电站市场规模化启动元年
我们可以看到在审批、融资、税收、并网、发电、

补贴以及电站转让交易等环节，目前政策已经基本全部推
出，下一步就是政策的落实，从目前来看如审批、补贴、
融资、并网等政策在逐步落实。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补贴政策会发生调整：2013年之前
历史遗留的300亿缺口，财政承诺一次性补齐，而2014年
我们预计补贴刚好够用，在2014年如果风电、光伏不下调
电价或者可再生能源基金附加不上调，预计2015、2016年
将迎来大幅亏空。

市场融资放开，上市公司迎来光伏装机快速增长
2014年是真正的元年，随着资本市场融资到位，上市

公司光伏电站开发商，以及转型光伏运营商公司在2014年
的新增装机容量将出现快速增长。

截止到4月底，特变电工配股以及中利科技增发已经完
成，我们预计2014年海润光伏、爱康科技、亿晶光电、拓
日新能、中环股份等增发能够完成，今年A股上市公司股权

受益于国内强力政策的推动，光伏电站正迎来新的成长期。预计国内市场未来每年将增长20%，到2018年光伏电站市
场规模达万亿。其中中端制造业相对成熟，意味着利润在下游电站环节，集中式电站受益并网、补贴得到解决，盈利明显提
升，而分布式电站在明年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本文将关注公司向电站运营商转型，以及分布式推动带来的新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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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约100亿左右投向电站市场。
光伏电站运营的本质是金融。光

伏电站运营商需要做好两件事情：一
手获取资源，一手获取资金。

我们统计了A股和H股上市公司开
发电站及持有电站规模，列表中几家
规模接近7.8GW，但2013年光伏类电
站类公司在手现金普遍偏低。我们测
算2014电站建设所需资金/2013营业
收入，大部分企业在0.3-0.4之间，而
部分企业远大于1，主要是通过资本市
场进行融资性发展。

我们预计未来两年国内、香港以
及海外资本市场将有更多资金投向电
站行业，光伏行业适合融资性增长模
式：由于光伏电站从路条-建设-并网周
期为9-12个月，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募
投资金在1年内就可以产生回报，资金
第一年ROE在15%以上，能够在第二
年迅速增厚业绩同时可以继续融资/收
益权抵押，再建设，只要ROE在15%
以上可以实现循环快速增长。

融资性增长需要：1）公司原有业
务ROE水平要较高（20%以上），PE估
值要较高（20倍以上），融资则能增厚
BPS。2）融资资金用于收购资产或自
建，其ROE水平在15%以上，从而新
老资产加权的整体ROE水平不会降得
太多。3）融资的初始规模要达到一定
水平，从而使得业绩增速要达到相当
的高度（比如50%以上），才可能启动 
“业绩估值双升”。4）行业的ROE水平
处于整体平稳或上升。5）融资需要有
足够多的盈利项目可供购买或自建。

若企业能够在电站景气周期合理
运用资本市场，便能在3-5年后成为国
内领先的电站运营商。

资产证券化将为电站融资打开新渠道
目前国内在做的项目类似资产证

券化，即与融资租赁、信托、基金等
各类机构合作，在银行贷款的基础上
增加二次杠杆，提升ROE水平。

类资产证券化核心在解决对出资
方的担保问题，需要银行方面同意，
出资方可基于电站预期现金流入给运
营商提供二次杠杆。

图二：财务费用率今年大幅下降

资
料
来
源
：
民
生
证
券
研
究
院

图三：存货周转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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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应收账款周转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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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资产负债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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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制造业毛利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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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地面电站模型下，对前5年现金流88%部分进行
再融资，假设二次杠杆利率11%，即可实现零资本金投入
下的扩张增长！当电站项目银行贷款后的IRR远高于二次杠
杆利率，二次杠杆将提高IRR和前三年ROE，但会降低每W
利润。

我们认为资产证券化将为电站融资打开新渠道，同时
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类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拓宽了投资
领域，提高投资收益率并分散了投资风险。

表一：电站政策

部委 政策细则 政策落实情况

审批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 

《关于征求2013、2014年光伏发电建设
意见函》 

《分布式光伏示范区项目管理办法》 
《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将对中国光伏发电实行年度规模管理 
实施配额制度，对各个省进行总量管理 

分布式电站采取备案制 
允许园区业主转售电

融资 银监会、国开行、 
进出口银行、商务部

《促进银行业支持光伏产业健康发展 
的通知》 

国开行、进出口对光伏电站进行电站 
贷款支持； 

商务部：鼓励新能源行业企业多渠道 
利用外资 

《关于支持分布式光伏发电金融服务 
的意见》

国开行目前在研究电站再抵押融资问题 
电站市场引进外资 

目前仅示范区可以获得贷款，其他分布式
有待进一步落实

税收 国税总局 《光伏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政策》 自2013年10月1开始逐步落实

并网 国务院、电网 国务院：确保光伏发电项目及时并网 
电网：《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 

技术规定》 
电网：《光伏发电系统接入配电网 

技术规定》 
《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 

的意见》 
《分布式发电管理办法》

地面并网问题逐步改善 
目前分布式项目并网一般没有问题

发电 国务院、电网 国务院：优先保障光伏发电运行，全额收
购所发电量

存在一定限电问题

补贴 国务院、电网 《关于调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 
与环保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
康发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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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全年补贴大部分企业已经拿到，
今年预计每个季度拿到

交易 国开行 项目公司贷款抵押变更 二类变更，通过设立项目公司进行交易

表二：可再生能源补贴额度预计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2016E

风电 200 260 380 420 490

光伏FIT 21 59 108 162 220

光伏分布式 0 0 5 22 52

金太阳 44 82 0 0 0

生物质 80 85 90 95 100

总量 345 486 583 699 862

基金收取 280 361 525 540 560

基金缺口 -65 -125 -58 -159 -302

资
料
来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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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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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预计电站开发规模 
（MW）

2014年预计股权融资 
（亿元）

募投项目 
（MW）

海润光伏 700 38 122

中利科技 600 12.2 140

爱康科技 500 9.7 80

亿晶光电 100 12.3 100

拓日新能 170 15 170

中天科技 150 22.6 150

特变电工 400 25

中环股份 200 30

资
料
来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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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证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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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院

表三：A股上市公司股权融资不完全统计

表四：上市公司电站开发规模不完全统计 (注：电站按照8.5W/元计算，电站建设所需资金按照30%计算。)

公司 模式 2013  
规模

2014 
预计规模

运营 
累计

2013 
在手现金

2013 
营业收入

资产负债
率

2014电站
所需资金 
/2013营业
收入

航天机电 开发 400 500 9.3 33.6 51.42 0.38 

中利科技 开发 500 600 24.5 80.8 78.90 0.19 

阳光电源 开发 150 300 12.6 21.2 47.56 0.36 

特变电工 开发 200 400 103.6 291.7 68.51 0.03 

爱康科技 运营 125 500 625 8.2 19.3 69.88 0.66 

京运通 运营 130 170 300 5.7 4.7 18.86 0.93 

亿晶光电 运营 100 100 7.5 26.9 73.59 0.09 

中天科技 运营 30 200 230 9.0 67.7 38.58 0.08 

上海电力 运营 60 240 300 14.7 151.3 67.22 0.04 

华北高速 运营 23 100 123 11.6 6.6 5.87 0.38 

江苏旷达 运营 50 200 250 7.5 14.3 37.16 0.36 

拓日新能 运营 70 170 240 1.0 10.6 43.88 0.41 

东方日升 运营 100 300 400 7.4 21.6 50.00 0.35 

顺风光电 运营 1000 3000 4000 2.1 15.4 81.52 4.96 

联合光伏 运营 132 1000 1132 1.4 3.4 92.49 7.50 

资
料
来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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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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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更看重商业模式

分布式装机商业模式核心在于双方/三方收益分享，能
否根据国内环境设计出双方满意的模式： 

目前存在多种商业模式，主要有业主投资、专业投资
机构投资以及带资建设约定回购等形式。

市场



我们认为未来能够在分布式市场做大需要具备的素
质：从企业角度来说，能够率先解决整个服务体系，包括
服务标准建立、固定服务模式、跟客户结算、体系化的完
善环节和流程，同时能够对资金提出解决方案。

作者介绍

黄彤，2011年加入民生证券，电气设备新能
源行业分析师。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2012
年新财富团队成员。

表五：分布式参与者 

分布式业主 建筑面积 利益 主要投资形式 案例 商业模式 预计对市场
贡献

政府部门 公共建筑 绿色能源带来的
政治收益

1）第三方投
资、 
2）地方政府

新能源示范城
市、绿色能
源县

第三方投资 
城投公司

5%-10%

央企/大型
国企

企业屋顶 1）绿色能源带来
的社会声誉 
2）节省电费

1）自己投资、 
2）第三方投资

自己厂房规划 1）自己投资 
2）第三方

30%-40%

商业楼宇 商业屋顶 1）绿色能源带来
的社会声誉、2）
节省电费

1）第三方投
资、 
2）自己投资

有LED节能改
造经验

合同能源管
理，收益分享

5-10%

中小企业 企业屋顶 节省电费 第三方投资 
2）自己投资

分布式示范
园区

1）合同能源
管理 
2）约定回购

50%-60%

个人 家庭屋顶 节省电费 第三方投资 个人别墅安装 1）个人自己
投资2）第三
方投资

3%-5%

资
料
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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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分布式电站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 主要投资形式 应用范围 电站开发商利润 壁垒

业主投资 业主自己投资 大型国企自有屋顶、
政府公共建筑

承接相关EPC，净利
润率在6-8%

大型电站开发商

第三方投资 电站开发商投资，电
费打折，合同能源管
理方式

工业园区、政府部门
公共建筑、商业屋
顶、个人

内部IRR在14-15% 地方相关分布式光伏
开发商

带资建设约定回购 电站开发商投资建
设，半年或者一年后
业主回购

非工业园区企业客户 电站转让收益率在
1-1.4元/W

地方相关分布式光伏
开发商

资
料
来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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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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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如何化解分布式风险

商业模式 表现形式 化解途径

融资风险 贷款难 分布式项目上规模后打包，国开行向融资平台发放贷

款，目前融资平台是运营商自己的平台，需要靠其母公司担保

收款风险 收款存在不确定性 园区、电力局三产公司代收，每W增加年成本0.01-0.02元

产权纠纷风险 屋顶产权纠纷 选择优质屋顶、优质客户

客户存续期风险 企业存续期不超过
20年

挑选优质客户，转售电，系统拆卸损失0.1-0.2元/W
资
料
来
源
：
民
生
证
券
研
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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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与电改的关系

陆剑洲, 上海淘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分布式光伏特点

规模不受限制
光伏发电从一千瓦到几百兆瓦，其规模可随意设定，

根据用户的安装面积和实际需求来确定。安装场所可以是
屋顶、墙面、停车场、农田、荒地、山坡、沙漠、河流等
几乎任何地方，真正可以说：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有电力；

分布式光伏主要应用于建筑上或城市边缘的荒地，用
户可根据自身条件和需求设定装机规模，单体并网容量小
于6MW。

电力就近消耗原则
分布式光伏应用接近于负载，所发电力可直接就近消

耗，减少了电力输送损耗；如果配套一定的储能设施，那
么连电力输送设施投资也可减少，并降低了电网的调峰损

耗；这样，能源的利用效率就得到了大幅提高，也减轻了
电网的调峰压力。

大众参与节能
由于光伏发电的规模建设自由以及经济性不断提高，

使得很多家庭和工商业场所都会踊跃安装光伏发电，全民
参与发电的热情让人们更加直观的了解能源的产出。

对于所有用户来说，自身用电、自己发电并自我管
理，让节能和优化用电习惯成为了可能，用户会更加关心
能源价格（主要是电价）变化对于自身经济性影响。

电网的发展趋势

2003至2005年，在德国兴起了分布式电网的发展思
潮，我国的很多电网、能源方面的老专家也经常去德国开

笔者按：十年光伏路漫漫，披荆斩棘勇往前。有如此感慨是因为笔者从事光伏已达十个年头，经历了行业的起起伏
伏，有很多的伤感；但一想到最初进入行业的初衷，仍然热血澎湃。在此与《PV-Tech PRO》的读者们分享下我对于光伏
的见解。

图一：晶澳太阳能扬州市委党校项目，由上海淘科承担其项目监控

图
片
版
权
：
晶
澳
太
阳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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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交流，笔者就是在这一时期接触了其中一位专家，在其
指引下投身到了光伏大潮之中。

什么是分布式电网
在很早以前，我国有一个称谓叫区域电网，但是区域

规模可大可小，最终演变成了以省级为主要单元划分；而
分布式电网是针对于集中型大电网而言的，其主要以单一
配电网作为考量范畴，自身具备主要电力的自给自足，小
部分通过输电线路进行输入/输出；其电力的供给形式主要
以光伏和燃气发电设备提供，配以储能设备进行峰谷调节。

为什么要发展分布式电网
目前的大型电厂能源利用效率偏低，主要原因是夜间

调峰损耗和季节性用电差异导致的停发造成的，所以现阶
段虽然在一年内大多数时间发电设施富余，但是夏季仍然
缺电严重，并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人们目前的用电习惯基本上是无法改变的，又
不能进一步投资建设火电厂和提高输配电设施投资，因为
这会导致能源利用效率的进一步降低和电价的提高。

只有通过储能改造来减少夜间调峰损耗，并利用燃气
发电设备和光伏发电设备来弥补季节性缺电；同时燃气发
电的负荷快速调节又弥补了光伏的输出波动特性。

根据以上的分析，分布式电网的发展自然而然就逐步
形成了。

分布式光伏为什么会促进电改的推进

输配分离
分布式发电（近阶段主要是分布式光伏）的发展会形

成大量的配电网独立运营企业，加上国家对于直购电的政
策引导，必将会挑战当地电力公司权威性，促使电力公司
选择与其合作，从而加快推动了输配分离的实现。

国务院（国发〔2013〕27号）《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
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中，将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申
请条件中“具有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供电营业区”调整
为“具有供电营业区双边达成的划分协议书或意见”。

配售分离
国家能源局2013年颁布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

暂行办法》文件中，明确鼓励分布式光伏发电企业在配电
网内进行交易（详文见：“鼓励项目投资经营主体与同一供
电区内的电力用户在电网企业配合下以多种方式实现分布
式光伏发电就近消纳”，“在经济开发区等相对独立的供电区
统一组织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余电上网部分可向
该供电区内其他电力用户直接售电”）。

随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放开，今后分布式发电企业将
可以直接销售电力给配电网内用户，分布式发电运营企业

逐步形成售电体系后，将有可能获得向其他电力生产企业
进行买电的资质。这将会催生出一批专业服务于用户的售
电企业。

直购电
国家能源局发布政策【国能资质〔2014〕151号】国家

能源局关于明确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6MW 
（不含）以下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
等新能源发电项目豁免发电业务的电力业务许可。

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在最近几年开始大力推动直购
电的交易，并出台了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如国家能源局和
工信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
的通知》（国能综监管[2013]506号）；国家电力监管委员
会关于印发《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基本规则 
（试行）》的通知电监市场[2009]50号；国家电力监管委员
会发布的《关于完善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电监市场〔2009〕20号）。

目前阶段直购电只是大型电厂和大型用电户之间进行，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分布式光伏电站加入到直购电已经不
遥远了。因分布式光伏是为了提高电网经济性而大规模推广
使用的，它属于就近消耗，完全符合配电网内交易特点。

总结

光伏其实在发展之初就打上了分布式发电的深深烙
印，其发展方向是毋庸置疑的。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等早期启动光伏市场的国家，虽然大中型地面电站已然偃
旗息鼓，但中小型屋顶光伏电站仍在持续发展之中。由此
可见分布式顽强的生命力。

关于自由电力交易市场的畅想
未来的电力市场是这样的：企业以及个人的卖电和买

电都是在一个类似于期货交易市场的地方，买卖的都是电
力期货，最终进行交割；多买和少买的人都会付出一定的
额外成本，这就让市场的价格杠杆来促进用户优化其用电
习惯和方法，从而提高能源利用率和经济性。

本文中提及的电力企业分为：发电公司、输电网运维公
司、电力调度公司、配电网公司、卖售电公司等。

作者简介

陆剑洲, 上海淘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从事光伏应用领域10年，创办绿色电力网、
光伏宝和光伏地图等品牌5年，是中国首个引
入光伏领域服务体系理念的人。其也是光伏

应用技术和光伏远程监控方面的技术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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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推动全球市场未来五年高速发展
韩启明，NPD Solarbuzz分析师   

根据NPD Solarbuzz的调研，2014年全球光伏市场将继
续保持高速增长，市场领跑者仍然是中国日本和北美，中
国市场凭借接近14GW的安装量预期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
日本市场和北美市场也都有着超过7GW的规模，而新兴市
场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也在不断提高，排名按全年需求预测
顺序排列(如图一)。

从2010年至2018年全球主要光伏市场份额变化趋势 
(如图二)可以看出，全球市场的中心正从欧洲逐渐向亚太地
区转移，在未来五年里，亚太市场占据全球的市场份额将
维持在50%上下，这一份额主要来自于中国、日本、印度和
泰国等亚太国家的贡献。

中国

中国市场的地位在2014年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并有
望达到14GW。国家能源局公布了2014年光伏新增装机目
标为14GW，其中包括8GW的分布式光伏和6GW的地面电
站。随着各省地面电站的项目核准相继得到批复，地面电
站建设将在第二季度陆续开工，推动中国光伏市场新一轮
的发展。另一方面，分布式光伏项目的进展受到一些不确
定因素的影响。第一，终端用户对分布式发电的长期消纳
存在不确定性；第二，分布式电站完工后存在的产权不明
的风险；第三，适合发展分布式电站的屋顶资源有限。

根据NPD Solarbuzz的调研，在经历2013年底的一轮
项目抢装之后，2014年上半年西北地区的光伏发电送出困
难，限电情况严重，进而影响了电站运营商的短期电费收
入，加剧了产业链上的资金压力。

新疆地区将会成为未来地面电站开发的重点地区，一
方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独立的兵团电网，辖区内的地
面电站可以被兵团电网直接消纳；另一方面新疆地区是西
北地区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起点，不断扩大的电网规模
可以增强新疆电网消纳光伏发电的能力。

日本

日本市场是2013年最大的增量市场。为了弥补福岛核
事故之后的电力供应缺口，日本政府在2012年7月推出全
球范围内最慷慨的光伏发电补贴政策，并刺激日本光伏市
场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尽管受到消费税上涨和
光伏补贴下调的影响，但是不断下降的系统成本和偏高的
项目收益率保证了2014年的日本市场仍将维持上升态势。

从项目储备上来说，日本的项目储备已经超过21GW，
其中42日元电价的项目还有8GW没有完成。这8GW的项目
中，约1GW由于土地权等诸多问题已经明确取消，约4GW
项目已经进入开工阶段，另外3GW的项目仍然需要等待日
本经济产业省的评估，因为这些项目在土地和产品采购等

指标上没有全部满足经济产业省的要求。
日本本土的组件产能只有3GW左右，而2014年的组件

需求有望接近8GW，这就意味着2014年的日本市场有着接
近5GW的组件需求。来自中国，韩国和台湾等地的组件厂
商在日本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导致日本市场的组
件成本一路下滑。

除了价格竞争之外，附加服务也在日本市场大行其
道。第一，高于平均水平的功率保障，比如10年92%的功
率保障；第二，高效组件的推广，比如单晶60片300瓦的
组件；第三，保险公司的担保。

南亚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光伏市场。
由于尼赫鲁国家太阳能计划的拖延，印度市场在2013

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2014年2月21日，印度政府公
布了尼赫鲁国家太阳能计划第二阶段第一批的中标项目。
项目规模共计750MW，其中一半的项目被要求使用本土电
池和组件。尽管印度市场拥有丰富的日照资源和大量的项
目储备，但是可再生能源补贴拨付的延迟，地方电力公司
的财政赤字，本国落后的电池和组件制造业都是制约印度
市场快速发展的因素。

图一：2014年全球前十主要光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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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2010至2018年主要光伏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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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计划到2030年50%的电力来自于可再生能
源，包括风电，光伏等等。根据NPD Solarbuzz的调研，
尽管已经有不少于22家项目开发商向巴基斯坦国家电力监
管局提交了项目开发的申请，但是由于当地并网条件的限
制，政府将会逐个核准这些项目申请。第一个即将动工的
光伏地面电站位于Quaid-e-Azam地区，项目规模50MW，
由中国的华为公司负责项目总承包并提供逆变器，晶澳太
阳能提供晶体硅组件。

东南亚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光伏市
场。

泰国政府计划到2021年25%的电力来自于可再生能
源，包括生物质，光伏，水电，风电等。泰国政府在2013
年出台了新的上网电价政策，并计划在2014年底前建成
800个1MW的光伏社区地面电站，在2014年6月前建成
100MW的居民屋顶电站和100MW的工商业屋顶电站。尽
管泰国的政治局势面临暂时的动荡，但是长期来看仍然是
东南亚最有潜力的光伏市场。

值得仔细观察的新兴市场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
在2013年6月推出了针对光伏的上网电价，采用竞争性招
标流程，最大的上网电价为25美分每度电，如果使用的本
土组件比例超过40%，最大的上网电价为30美分每度电。
考虑到当地偏高的电力价格和大量的项目储备，印尼光伏
市场有望在未来五年里迎来高速成长。

总结

在未来五年里，亚太地区的光伏市场有望贡献累计
约175GW的新增需求，占全球新增需求的54%。NPD 
Solarbuzz将继续关注亚太地区光伏市场的政策变动，深入
追踪下游市场项目动态，和业界分享我们的市场研究。

作者介绍

韩启明负责大中华地区下游光伏市场的研究与
分析，包括政府优惠政策、光伏市场容量、下
游分销渠道以及主要光伏项目，同时参与撰写
多份Solarbuzz的全球与区域市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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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争夺战 

安迪·科尔索普(Andy Colthorpe)，PV-Tech 

在去年八月中旬，日本经济贸易产业省(METI)部长公
布的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间财年财政数字显示，该国
已批准共超过19GW的商业规模太阳能发电项目。但是，该
阶段内预估已安装项目数量却要低于实际数字10倍。

坊间流传的报告认为，虽然日本的上网电价补贴至今
为止已为日本太阳能产业带来大规模增长，但在很多方面
还是颇让人提心吊胆的。虽然所提请的“超级”规模的公
用电力级别项目正在开展，但还是有很多人仍希望能够抢
占此前的¥42/kWh上网电价补贴率，而大型项目在获得土
地使用许可和联网许可等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则导致项目遭
遇瓶颈无法完工。

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太阳能产业的住友商
事株式会旗下太阳能发电项目部部长长谷川真一先生解释
道，尽管获得上网电价补贴的流程相对简单，包括采购融
资、需要投资的电网系统等原因使得不是每个项目都会在
截止日期前完工。合适的土地处于短缺状态也阻碍了日本
大型地面安装项目的发展。

“虽然住友正在寻找新的项目，目前并没有剩下很多
合适的地点，”他说。“这已成为一场土地争夺战。很多公司
都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出于这一原因，在今年¥36/kWh的
上网电价补贴价格下，新项目并未出现很大进展，大家都
在全力完成上一财年获批的项目。”

长谷川先生预计，这种情况将改变日本太阳能市场的
竞争模式：“在未来，我认为日本市场上规模在10MW及以
上的大型新项目的数量将急剧减少，但住宅和屋顶设备的
安装数量将继续增长，而这种规模较小的项目将成为日本
太阳能发电市场的核心。”

事实上，为了向地面安装系统提供额外的土地，日本
已紧急腾出位于日本本岛北部北海道地区的部分土地，用
于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建设，该地区人口密度
低，可启用的土地数量相对充分。北海道电力公司曾透露
一些新的项目也已经遇到瓶颈，电网无法应对项目开发速
度。特高压输变电系统仅可接纳四分之一的公用事业规模
太阳能发电系统发电量。日本电网系统按照地区界限划分
为十个不同的地区电力供应商，来向每个区域内的用户销
售电力。很多人都觉得应该将整个国家的电网整合至一个
互联性更强的电网系统中。

在经济贸易产业省公布相关数据前一周接受PV-Tech
采访时，长谷川先生提到，在日本产业界已经知晓获批
的公用事业规模电力项目在2012至2013年财年内至少有
16GW，而且其中仅有10%真正完成安装。尽管如此，长谷

川先生重申了住友商事对其正在开发的四个共计70MW的
大型太阳能项目的信心，并表示公司还在寻找新项目机遇。

上网电价补贴保障

植田和弘是京都大学的一位环境经济学家、公共财政
专家，同时还是日本政府内负责制定上网电价费率的五人
小组中的负责人。他认为，尽管日本的上网电价补贴，以
及对10kW以上的项目进行10%的削减为行业带来了一定的
发展瓶颈，但是培育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仍然是日本政府
的核心太阳能政策。在他看来，由上网电价补贴系统所提
供的保证将不得不为了保护整个行业而继续实施下去。

“上网电价补贴在制定的时候曾有这样一个观点，即
在实施的头三年内，它必须能够给予参与者获得高出进入
该行业的成本的利润手段。”植田先生在接受PV-Tech采访
时表示。“下一个步骤是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逐步取消这一鼓
励机制，为市场留下合理的利润。我们现在仍旧处在希望
见到涉足太阳能行业的公司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的阶段，
因为上网电价补贴的预期效果即是在产业内促进创新、降
低生产成本。”

在植田先生的观点中，日本良好的储能、传输和能源
供应组合还需要拥有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与配合。
他在这里指的是向投资60MWh电池储能系统试验和一体化
设计方法等所进行的投资，如正在日本各地区试用的“智
能城市”系统等。在这些领域内的创新过程可能会在稍后
的阶段出现突破。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植田教授预计政府
将继续对太阳能产业进行扶持，并坚信对上网电价补贴政
策的精心管理能促进产业实现可持续性增长。

“只有在能源生产成本下降至能够支撑整个行业，并
且我们对此感到满意的时候才应该下调上网电价补贴。”植
田先生表示。“今年所作出的下调上网电价补贴的结论是从
对2012年的数据分析得来的。如果上网电价补贴价格过
高，行业规模变得难以管理，那么行业就会出现“泡沫”
效果，因为利润水平远远超过发电的成本。风能和地热能
发电设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建造，因此(比起太阳能行业)很
难用这些方法来刺激经济利益增长。太阳能可通过技术创
新和制作工艺等方式具有明显的降低生产成本的潜力。我
们要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力争获得平衡，以防止产
生泡沫，并在利润和能源成本之间的取得良好平衡。”

然而，植田先生同意住友公司长谷川真一先生的观
点，即由于可用的土地和并网等问题仍然阻碍着公用电力

日本的太阳能产业在过去的一年内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但在光鲜的头条背后，安迪·科尔索普(Andy Colthorpe)探索
了在土地使用和电网接入等方面不断增加的压力对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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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地面安装项目的发展，日本市场将越来越多地集中在
屋顶系统安装上。屋顶租赁也可能会起到显著作用。在一
个由日本可再生能源基金会所引发的辩论中，植田先生赞
成重整日本区域化的电网系统，并可让消费者从全国性的
包括可再生能源和电力自用等在内的组合中按需选择。

市场分析同时NPD Solarbuzz副总裁、分析师芬利·科
尔维尔(Finlay Colville)先生阐述了日本住宅安装系统的商业
内部收益率(IRR)依赖于地方一级的相关项目和资金，其中
东京地区凭借大规模的地方政府补贴，具有住宅安装系统
最佳IRR。他补充道，在下调上网电价补贴率后，税前IRR
内部收益率在财年剩下的时间里通常保持在7%和8%之间，
如果上网电价补贴如预期般在下个历年的第二季度内再次
出现下调，那么这一比例将有可能随之发生改变。

组件销售强劲

日本的组件销售目前处在较高的水平之上，夏普集团
第二季度财务业绩报告公布其2013年太阳能电池销售额相
较于2012年同期增加了一倍。消费者需求的上扬导致日本
国内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状况，同时各国外厂商，大多为中
国制造商，也将目光放在了这一市场。美国光伏制造商First 
Solar公司开始收购屋顶光伏发电技术开发商TetraSun，并
打算为日本市场每年生产25MW到50MW的TetraSun硅基
电池板。日本电池制造商Solar Frontier公司向PV-Tech表
示，目前其工厂正“真正意义上的满负荷生产，以满足日
益增长的需求”，该公司100%电池生产均是在其位于日本国

富的工厂进行的。
据科尔维尔先生表示：“过去，日本终端市场的主导力

量是日本品牌的组件供应。几年前，SunPower和尚德电力
等领先的外资品牌通过与强大的本地合作伙伴联手，成为
最早进军日本市场的公司。随着市场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开
始迅速发展，许多新的中国一级组件生产商已成为日本市
场的主要供应商，并不断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日本国内
供应商的产能有限，使得进口组件成为维持市场在2013年
及以后持续增长的关键。”

持续追求成长

在更广泛的经济环境中，如安倍晋三首相所领导的日
本政府和相应的弱势日元汇率所制定的低通货膨胀率的措
施，将继续为日本企业的生存在整体上带来不确定性。在
日本其他地区重新启动核电站的举措由于去年八月初被公
开的每天仍有数百加仑受污染海水从福岛泄漏而出的消息
而遭到公众的强烈指责。

日本将继续执行其可再生能源日程，并至少在未来五
年内保持着于现在相同的活力，且还有可能远胜于此，以
实现其所设定的2020年和2030年目标。然而根据我们所
采访到的日本太阳能产业业内人士，大型公用设施安装，
尽管仍旧作为具有EPC潜力的项目受到具有流动资本的公司
的追捧，但其数量预计将出现大幅缩减，关注日本市场将
如何重新定位至新兴的屋顶系统领域将是极为一个有趣的
课题。

图一：截止至2013年6月末，日本光伏市场供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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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新闻

欧洲地区

SolarMax为英国项目供应65MW光
伏逆变器

为了支持英国光伏项目，使其赶
在2014年第一季度末完成，SolarMax
逆变器的制造商Sputnik Engineering表
示，其有超过65MW的光伏逆变器需
要在4月1日，即可再生能源责任认证
(ROC)补贴改变之前得以安装。

据了解，SolarMax 720TS-SV 
Compact Stations产品在第一季度已用
于五个地面安装项目，该时段也满足
了该公司工程师的时间进度。

公司表示，其2014财年拥有重大
的项目储备，并预计推出新的产品。

美洲地区

晶澳太阳能与美国FLS Energy签署
13.2MW供应协议 

尽管并未单独报告光伏销售额，
但是京瓷此前上调了该财年的光伏销
售目标，将该财年1GW的光伏销售目
标上调至1.2GW。 

美国太阳能供应商FLS Energy已
证实与晶澳太阳能(JA Solar)的一份
13.2MW组件订单。这些组件将用于北
卡罗来纳州的37MW公共事业规模项
目投资组合。

FLS Energy正在融资、设计并
建设该项目。并网后，其将持有并运
营该投资组合。晶澳太阳能组件将在
2014年第二季度底前安装。

FLS Energy首席执行官戴尔·弗洛
登伯格(Dale Freudenberger)表示：“购
买这些电池板代表FLS Energy在公共
事业规模太阳能市场的持续发展。”

他补充道：“我们计划将2013年的
太阳能安装量增至三倍，有晶澳太阳
能等合作伙伴提供高品质和可靠的设
备是我们成功的关键。”北卡罗来纳州
到2021年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标准为
12.5%。

保威获智利3MW光伏电站项目订单

保威新能源宣布获得了智利3MW
地面电站项目订单。据了解，该项目
位于El llianda，采用的是保威螺旋桩
地面支架系统。由于智利位于环太平
洋地震带，地震多发，所以电站的防
震抗震有着很高的要求。

这个电站的支架系统设计，保
威借鉴了其在日本电站项目的成功经
验，参考日本预防地震的先进设计理
念，通过欧标，日标，美标三大世界
通用设计规范的有机结合，为客户量
身定做经济可靠的光伏电站方案。

据权威机构发布，在刚过去的第
一季度，智利的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
为153MW，相当于拉丁美洲上一季度
最大装机容量的3倍多。2014年智利
市场规划建造完成244MW光伏电站。
晴好的光伏市场环境，让太阳能企业
喜上眉梢。

亚洲地区

日本需求提振京瓷太阳能销售

日本电子公司京瓷发布年度报告
表示，受日本国内商业市场对太阳能
的需求推动，其2014财年光伏组件销
售额提高。

京瓷旗下的应用陶瓷制品集团
(ACPG)，涵盖了该公司大部分光伏相关
产品，其2014财年净销售额为2727.95
亿日元(约合26亿美元)，较前一年提高
了12.3%，利润约为3.265亿美元。京
瓷预计，ACPG在2015财年的销售额约
为29.6亿美元。

尽管并未单独报告光伏销售额，
但是京瓷此前上调了该财年的光伏销
售目标，将该财年1GW的光伏销售目
标上调至1.2GW。

该公司指出，由于需求持续上升，
特别是在日本的商业领域，太阳能业务
销售额大幅提高。住宅和商业太阳能销
售比例几乎相等。不过，虽然预期光伏
商业领域将进一步增长，但是京瓷表

示，其预期利润率不会增加。
京瓷还在报告中指出，其计划通过

发展一体化太阳能系统产品，特别是
能源管理系统和控制，提高销售额。
继许多其他光伏制造商进入下游市场
之后，京瓷将开发光伏组件和储能解
决方案，并计划发展在光伏发电站设
计、施工和维护方面的业务。

京瓷预计ACPG的2015财年销售额
约为29.6亿美元。

杜邦中国与振发新能源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杜邦中国与振发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在无锡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协
议，旨在通过光伏技术合作，降低度
电成本，提升光伏电站效能、质量与
投资回报，以应对全球不断增长的能
源需求。

根据协议，杜邦与振发新能源将
就新型光伏材料的应用和电站技术的
研究进行多层次合作，其中包括全部
采用由杜邦™特能®(Tedlar®)PVF薄膜
材料保护的光伏组件；创新光伏解决
方案的技术交流；以及对电站系统及
现场组件的可靠性和失效模式，开展
实地应用性研究。

藉此进一步了解材料在光伏电
站运营的具体影响。通过这些实地研
究，以改善光伏组件的电力输出、质
量及长期可靠性，并帮助光伏行业持
续降低系统成本，提升投资回报，从
而加速推动更广泛的太阳能应用。

特斯拉携手晶澳建设太阳能充电站

据业内媒体报道，特斯拉决定携
手晶澳太阳能在上海浦东建设一个太
阳能充电站。

特斯拉创始Elon Musk表示，将对
中国市场进行巨额投资。

据了解，特斯拉已进驻上海，
所建的充电站就位于上海浦东，具体
位置就在浦东新区碧云路和云山路附
近。而晶澳太阳能的电池及组件产品
已经运送到位，估计近期有望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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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支出模式

继PV-Tech对十二家领先组件制造商研发支出行为进行
分析后得出，2013年累计支出为4.22亿美元，同比2012年
的4.64亿美元下降9％，同比2011年的5.1亿美元下跌9％。

在排出了唯一一家薄膜组件制造商(First Solar)之后，
其他晶硅光伏组件制造商的研发支出在2013年内下降了约
13％，由去年同期的3.32亿美元下降至2.88亿美元。

主要晶硅组件制造商的研发支出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
3.69亿美元，但现在已回落至2010年的水平上。在为期两
年的低迷期内，支出水平稳步下调，证实了许多企业都将

研发支出当成可任意调整的因素，并因应业务状况变化而
非战略因素对其进行调整，因此这也对未来产业的繁荣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四家晶硅组件生产商(SunPower、SolarWorld、
昱辉阳光和英利绿色能源)已凭借高于4500万美元的研发支
出水平从这一类别的企业中脱颖而出，其中昱辉阳光和英
利绿色能源在2013年的实际支出相较于上一年有所增加。

这与其他企业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包括天合光能、
晶澳太阳能、韩华新能源、REC，阿特斯和晶科能源等)，
所有这些企业的年度研发支出均低于2000万美元。

然而，一些排名靠后的企业在过去几年中始终都在稳
步小幅增加研发开支，晶澳及韩华新能源在2013年即是如
此。

这一趋势也反映在研发支出在年收入中的占比上，昱
辉阳光再次凭借3.1％的最高比例在2013年的晶硅企业中
占据首位。然而，只有英利在2013年提高了其研发支出在
企业收入中的占比率，从去年的1.6％提高至今年的2.2％。

而2013年整体研发支出放慢，First Solar公司凭借
1.343亿美元的支出仍旧遥遥领先，该数字在2012年仅为
1.324亿美元。这使得2013年研发支出在企业收入中的占
比率达到4.1％，该数字在2012年仅为3.9％。

研发人员配备模式

研发支出与研发部门在人员配置水平(包括人员配备成
本的增减)之间的相关性仍旧差别不大，但在各别公司间会
偶尔出现飘忽不定的状况。

顶级光伏组件制造商2013年研发支出分析

马克·奥斯本(Mark Osborne)，PV-Tech 

在无利可图的繁荣阶段中的第二年，产能过剩和迅速萎缩的平均销售价格(ASP)成为其主要特征，并在2013年继续对
大多数一级光伏制造商的研发支出和人员配备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图一：光伏组件制造商累计研发支出(百万美元)

图三：光伏组件制造商研发人员配备总水平图二：各光伏组件制造商研发支出(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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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发支出在2013年再次出现下滑，研发部门内
的总人数也随之减少。2013年的研发人员配备水平约为
2,911，同比2012年的3,487下降16.5％，几乎是实际支出
减少比例的一倍。

有五家公司(天合光能、晶科能源，韩华新能源、昱辉
阳光及SolarWorld)在2012年减少了他们的研发部门员工数
量。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13年，仍旧是五家公司(英利绿
色能源、阿特斯太阳能、晶科能源、韩华新能源和昱辉阳
光)减少了研发部门员工数量。

晶科能源、韩华新能源和昱辉阳光已连续两年减少研
发部门员工数量。
由于几家公司没有透露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人员配备

水平，因此对于人员配备水平的预期则是基于包括整体的
人员配置水平、研发支出和商业因素等的多项因素而得
出。
在REC太阳能的例子中，从REC集团中分拆出来使得其

组件制造业务变得相对更为透明，并最终降低了对研发支
出和员工数量的估计值，特别是REC硅业曾在历史上占用
了较多的研发支出并在去年下半年开始与REC太阳能之间
毫无瓜葛。REC太阳能2013年的研发支出估计值是基于其
自REC集团分拆出来后的两个季度的财务数字。

在研发部门员工人数中，相较于预期值减幅最大的是
英利绿色能源。自2010年公司大幅增加研发部门的员工人
数以来，该公司在这一方面始终都与产业内其他企业截然不
同。

事实上，英利绿色能源曾持续扩大人员编制水平，在
2012年达到1,464人的高点，而其在2013年大幅下降至
1,016人，出现超过30％的跌幅，也许就并不令人惊讶了。

这与所涉及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因为
研发人员水平排名第二位的企业是天合光能，其在2012年
的研发人员仅有425人，2013年也仅增加至556人。

整体而言，预计约有八家企业在2013年削减了研发部
门员工数量，而这一数字在2012年仅为六家。

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那些在2013年内实际上增加
了研发部门员工数量的公司，其中包括天合光能(131人)、 
SunPower(70人)和晶澳太阳能(29人)。这些公司中，只有
晶澳太阳能同时增加了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排名

正如在此前的报告中已经强调过的，研发支出的排名
在基本上与公司的收入排名、出货量和生产规模没有太大
关系。只有First Solar公司在所分析的年度之内获得了市场
领导地位，还同时取得了研发支出领域内的领导地位。

英利绿色能源凭借过去两年的出货量(NPD Solarbuzz的
排名)在光伏组件供应商的排名榜中占据首位，但却在研发支
出排名中位居第六(2012年)，而在2013年也只是提高至第
四位。

相比之下，晶科能源的市场排名在过去几年迅速上升，
至2013年位居第五，但却在研发支出方面远远落后于人。

SunPower、REC太阳能和SolarWorld 等其他公司在研
发支出排名一直位居前列，但在2013年却没有一个跻身至
NPD Solarbuzz公布的前十位组件供应商榜单中。

与此相反，在研发支出的排名中出现了一个微妙的趋
势和领先供应商出现在了榜单之中。英利绿色能源、天合
光能和昱辉阳光在研发支出榜单中的排名在逐渐上升，并
同时提高着自身在供应商排名中的位置。

除无锡尚德在这两个排行榜的消失，其他出现显著差
异的是First Solar在NPD Solarbuzz的研发支出排名中位居
榜首，但却在其供应商排名榜中下滑两位至第七位。

但是，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除SunPower之外的其他
公司所进行的研发支出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比例是分配给其
下游业务的，尤其是对于模块化光伏电站技术的资金分配。

比起其他企业，两家公司都是下游业务中的翘楚，并
在一些大规模光伏项目储备中采用了模块化技术方法，且
都始终在这一领域进行研发投资，在2013年继续投入研
发资金，以降低制造成本、提高硅片/电池/组件的转换效
率。

而考虑到阿特斯太阳能这家在研发支出领域内始终落
后一步的企业将如何改变现状将是极为有趣的，特别是考
虑到该企业预计其2014年收益中的约50％将来自于下游业
务，以及其是否会像First Solar和SunPower一般，从根本上
改变整体业务模式，转型成为一家PVEP(光伏能源提供商)，
而非单纯的光伏组件供应商。

图四：各光伏组件制造商研发人员配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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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由产能过剩和平均销售价格下降所导致的光伏市场低
迷对2013年的研发支出和人员配备水平产生着持续的影
响。整体支出下降了9％，但人员配备数量却减少了16.5％。
预计相较于上一年度，在2013年下调研发支出水平的企业
会稍微增加一些，而相同数量(五家)的企业实际上增加了研
发支出，尽管与上一年度相比并非都是同样的企业。

对于一些企业来说，研发支出与市场份额排名之间的
关系逐步开始显现，尽管其中的联系仍然极为微弱且与其
他企业的状况相矛。

随着光伏市场的不断增长和无利可图的繁荣期的结
束，对于2014年研发支出状况是否将出现反转，还是会在
许多公司修复受到重创的资产负债表时持续收紧可自由裁
量的支出的控制权，将是一个极为有趣话题。

 R&D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Market 
 Ranked        Ranked 
         2013

 1 REC REC First Solar First Solar First Solar First Solar First Solar 7

 2 First Solar First Solar REC REC SunPower SolarWorld SunPower N/A

 3 Suntech SunPower SunPower SunPower REC SunPower SolarWorld N/A

 4 SolarWorld SolarWorld Suntech Suntech ReneSola ReneSola Yingli Green 1

 5 SunPower Suntech Yingli Green ReneSola Yingli Green REC ReneSola 6

 6 Hanwha SolarOne ReneSola ReneSola SolarWorld Trina Solar Yingli Green Trina Solar 2

 7 Trina Solar Yingli Green SolarWorld Yingli Green Suntech Trina Solar Hanwha 8

 8 Yingli Green JA Solar JA Solar Trina Solar SolarWorld Suntech JA Solar 10

 9 ReneSola Trina Solar Trina Solar JA Solar Canadian Solar Hanwha SolarOne Canadian 4

 10 Canadian Solar Hanwha SolarOne Hanwha SolarOne Hanwha SolarOne Hanwha SolarOne JA Solar REC N/A

 11 JA Solar Canadian Solar Canadian Solar Canadian Solar JA Solar Canadian Solar Jinko Solar 5

 12 Jinko Solar Jinko Solar Jinko Solar Jinko Solar Jinko Solar Jinko Solar Suntech N/A

 11 JA Solar Canadian Solar Canadian Solar Canadian Solar JA Solar Canadian Solar Jinko Solar 5

 12 Jinko Solar Jinko Solar Jinko Solar Jinko Solar Jinko Solar Jinko Solar Suntech N/A

表一：光伏组件制造商研发支出水平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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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回归，别样尚德

尚德主要从事研发、制造以及销
售行业领先的太阳能产品。自2001年
成立以来，尚德已经为全球80多个国
家的1000多位客户提供了超过3000
万片太阳能组件。

通过先进的研发技术和创新须
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我们一直以实
现太阳能与传统燃料的同步并网为目
标；使每一个人都能有效利用太阳能
这一自然界中最清洁、最丰富的能源
为宗旨。

2014年，尚德的新纪元！加入
顺风国际，使尚德以接近零负债的最
强财政基础在光伏行业重新崛起。未
来，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品牌形象的投
资、创新技术的研发以及生产能力的
提升。同时，我们也将自豪的履行尚
德在收购前对产品质保的承诺。

得力于母公司的支持以及CEO
罗鑫先生的管理，尚德的产品销售正
在不断扩张并正一步步的恢复自己全
球光伏领袖的地位。公司正在进化成
为一个全方位的清洁能源提供者，为

客户提供每一项关于太阳能价值链的
服务。这在光伏行业将是一个全新的
商业模式。尚德的未来发展将针对产
品、技术以及服务进行战略性投资。

在将产线进行升级之后，尚德的
产能已经达到了2.5GW，与2011年底
相比增长了20%。截止到2014年底，
尚德的产能有望达到3GW至3.5GW。

迄今为止，尚德凭借对太阳能产
品的不断创新以及对环境保护的承诺
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认可。光伏行业
的顶级研究机构，EuPD Research，
授予尚德“光伏行业顶级品牌”的称
号，使尚德成为国内第一家拥有此殊
荣的公司。同时，尚德还凭借其对未
来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获得了美国
国家气候协会以及美国国家人类居住
项目的认可。此外，公司还被“Fast 
company”和“Technology Review” 
(以上两家均为光伏业专业杂志)评为全
球50家最具创新的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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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系统容量：8MW ，所在地：科罗拉多州，美国

专业的测试仪器以及人员配备保证我们的产品都经过了最严苛的测试
公司生产配备最专业的自动化仪器；生
产过程中还设置了26个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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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太阳能电池主栅的数量成为人们口中的热
门话题。电池厂商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将主栅从2根提高到3
跟甚至5跟，而设备制造商从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也打起
了主栅数量的主意，将原本焊接在银主栅上的焊带替换为
铜电极并一口气将数量提升到十几条甚至几十条。为做区
分，本文将这两种提高主栅数量的技术路线分别称为多主
栅和无主栅技术，两个技术殊途同归，拥有高性能和低成
本两方面优势，本文将向你介绍这一技术发展的前世今生。

电极的设计

太阳光从电池正面进入电池，正面的金属电极会遮挡
一部分硅片，这部分照在电极上的光能也就无法转变成电
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希望栅线做的越细越好。而栅线
的责任在于传导电流，从电阻率的角度分析，栅线越细则
导电横截面积越小，电阻损失越大。因此主栅和副栅设计
的核心是在遮光和导电之间取得平衡。

此外，由于制作栅线的浆料主要成分为价格较高的贵
金属银，而将电池串联为组件的过程中需要将一片电池的
主栅通过焊带与相邻电池的背面焊接。因此电池正面电极
的设计还牵扯成本和焊接工艺等复杂的方面。正是在种种
妥协下，在5寸硅片占市场主流的岁月中，晶硅电池的电极
设计都保持着人们印象中的细栅配合2条主栅的结构。随着
近年来硅片尺寸的变大，细栅长度被迫加长；而随着网印
技术的改进，网印栅线越做越细；最后近年来硅片成本大
幅下滑后，用于正面电极的银浆材料在电池生产成本中的
份额逐渐提升。这些因素都对电池正面电极的设计提出了
新的要求。

电池厂商的 维新

在上述背景下，电池厂商选择了一条“维新”式的技
术升级之路解决正面电极设计的新问题。日本的京瓷成了
其中第一个吃螃蟹的制造商。虽然京瓷2013年在全球组件
供应商排行中仅排名第九，太阳能也不是京瓷的目前的主
营业务，但其实京瓷早在1975就开始进入太阳能产业，并
在1998年成为当时全球产量最多的太阳能制造商。进入20
世纪初，京瓷的研发人员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进一

步提高太阳能电池的效率，他们尝试采用更细的主栅和细
栅增加电池的有效受光面积，但由于之前介绍过的原理，
随着电极变细串联电阻提高，电池的填充因子也因此降低。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京瓷寻找到的解决方案是增加主
栅的数量。这样不但可以减少电流在细栅中经过的距离，
还减少了每条主栅自身承载的电流。意味着3主栅结构在电
池层面可以配合更细的栅线而不会显著影响填充因子，增
加主栅的数量对减小电池组串后的电阻同样有效。京瓷称
自己的3主栅电池“不但增大了有效受光面积，相比与传统
2主栅电池，经过优化后的3主栅电池电阻损耗更小，效率
更高。”随后，京瓷也为自己的3主栅设计申请了专利。

遵循同样的思路，三菱在2009年推出拥有四条主栅的
太阳能电池。2012年，业界传出京瓷将凭借自身专利限制
采用同类的3主栅产品在日本销售，虽然这一专利最终并没
有显现出苹果“圆角矩形”在手机行业那般的威力，但仍
然在行业内敲响了专利的警钟。随着时间迈入2013年，越
来越多的电池制造商在专利或效率的压力下开始了增加主
栅数量的尝试，力诺光伏、中利腾辉、尚德、阿特斯和海
润先后推出了自己的四主栅电池或组件产品，而中电电气
更是直接推出了名为Waratah的5主栅系列电池和组件。这
里我们将主栅数量大于3但仍保留传统设计原则的电极设计
称为多主栅结构。

但在传统网印电池生产的框架下，主栅数量增加确实
可以减小电阻损耗，但有其限制之处。若想在减小电阻的
同时不至于增加遮光损失和材料成本，就要像当初京瓷那
样减小栅线的宽度。但细栅的宽度受制于网印的工艺，而
主栅又因为还肩负着连接焊带的责任而无法太细，太细的
主栅将造成焊接的困难，无法保证焊接拉力。这也是我们
现在并没有看到太多的量产的多主栅类型的产品的根本原
因。其实康斯坦茨大学的研究人员早已通过计算发现，即
使不考虑银浆成本，在主栅宽度一定的情况下(1.4mm)，
在组件层面来看，4主栅就是最优的结构了。超过4条主栅
后，额外主栅带来的遮光损失将超过它减少的电阻损失。
而如果主栅宽度是根据数量优化且不受工艺限制的话，那
组件效率会随着主栅数量的提高和宽度的减少而提高。通
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若是想进一步发掘提高主栅
数量的潜力，就必须将主栅汇流和焊接的职能区分开，进
而使用更多更细的主栅。

晶硅电池正面电极——从多主栅到无主栅

李阳，intoPV Research 

太阳能电池的正面设计交织着太多的优化、约束和妥协，这里也因此成了厂家专利申请和设备制造商新技术研发的
必争之地。传统晶硅电池正面采用银质的细栅和主栅将电池产生的电能收集并传到出去。为什么最近几年陆续有厂家尝
试将主栅数量从2根提到到3、4甚至是5根？究竟主栅的数量在多少合适？为什么Schmid，Meyer Burger和GT Advanced 
Technology都提出了自己的无主栅正面金属化方案？intoPV Research的李阳将带您了解这些路线背后的技术和成本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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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制造商的 革新

更多更细的主栅正是同一时期设备制造商给出的答
案。厂商从新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带动设备销售的角度出
发，以减少银在太阳能电池工艺中的使用为目标，选择
了另外一条相对“激进”但眼光更为长远的路径。通过新
的设计，主栅可直接链接到相邻电池的背面而无需搭配焊
带，虽然与电池厂商的“维新”一样提高主栅的数量，但
其不再局限于渐进式的从2增加到5，而是直接增加到两
位数。由于主栅更密集，电流在细栅上传到的距离大大缩
短，这意味着主栅和细栅都可以做的更细更薄，导电性等
相对弱一些但价格更低的材料也有机会摆脱冷板凳。

由于这一类技术中主栅其实更可以看作是替代了传
统焊带的角色，让更多更细的焊带直接链接电池细栅，汇
集电流的同时实现电池互连，在电池层面取消了传统的主
栅，我们将这一类技术称之为“无主栅”（busbar-free）技
术。目前市面上出现的无主栅技术基本遵循以下设计。保
留传统的第一步正面网印，在电池上制作底层的栅线，我
们仍遵循传统称其为细栅。而后通过不同的方法将多条垂
直于细栅的栅线覆盖在其上，形成交叉的导电网格结构，
为介绍方便，我们仍旧称呼第二层栅线为主栅。主栅的材
料目前多为铜线。其具体技术又各有不同，各家也有其独
到的优势。

无主栅技术对比

Day4 Energy/Meyer Burger
最早提出无主栅概念的是加拿大电池和组件公司

Day4 Energy，该公司在2008年就获得了后来被称为Day4 
Electrode的专利技术。该技术对传统电池工艺的革新体现
在金属化和互连两个工艺中，电池在PECVD减反射镀层后
网印细栅，而后不网印主栅，而是将一层内嵌铜线的聚合
物薄膜覆盖在电池正面，如图一所示。这层薄膜内嵌的铜
线表面也镀有特别的低熔点金属，在随后的组件层压工艺
中，层压机的压力和温度帮助铜线和网印的细栅结合在一
起。这些铜线的一端汇集在一个较宽的汇流带上，在同一
步层压工艺中连接在相邻电池的背面。

2011年，Day4 Energy将更名为DNA技术的电池连技
术成功应用于Roth & Rau的异质结电池，并取得了19.3%的
组件效率。同年总部位于瑞士的设备制造商Meyer Burger
收购Roth & Rau。2012年Day4 Energy因经营不善从股票
市场退市，并将其技术出售给Meyer Burger，后者将DNA
技术更名为SmartWire并继续开发，并于2013年向市场发
布。由于Day4 Energy前期的市场耕耘，Meyer Burger称使
用该技术的组件已经在世界各地的电站项目拥有了200MW
的安装量。与传统3主栅技术相比，由于铜线的截面为圆

图一：Day4 Energy的Day4 Electrode技术，将内含铜线的聚合
物薄膜覆盖在电池正面

图二：采用Meyer Burger SmartWire技术生产的电池

图三：Meyer Burger SmartWire线膜布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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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成组件后可以将有效遮光面积减少30%，同时减少电
阻损失，组件总功率提高3%。由于30条主栅分布更密集，
主栅和细栅之间的触电多达2660个，在硅片隐裂和微裂部
位电流传导的路径更加优化，因此由于微裂造成的损失被
大大减小，产线的产量可提高1%。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主栅
材料采用铜线，电池的银材料用量可以减少80%。

Schmid
2012年德国太阳能设备制造商Schmid也发布了自己

的无主栅技术Multi Busbar。虽然设计理念与Day4 Energy
的技术类似，但实现方式有所不同。其主栅也为有特殊镀
层的铜线，但铜线不是内嵌在聚合物薄膜中，而是直接铺
设在电池表面。除铜线铺设方式外，另一点显著不同在于
Schmid技术对细栅的要求，细栅网版需特殊设计，在细栅
与主栅交界处预留焊盘，如图四栅线交叠处所示。在电池
网印细栅完成后，电池来到改进的串焊机，而串焊机将通
过图像识别技术配合真空吸盘，将15条铜线将精确的铺
设在电池表面的细栅的焊盘之上，并采用红外辐射完成焊
接，同时也将铜线焊接在相邻电池的背面。焊接完成后的
电池进行普通的层压。

Schmid的无主栅技术可以说在最大程度上继承了现有的
网印电池和组件工艺。所需更换的就是细栅网版和新的串焊
设备。与Meyer Burger类似，Schmid称相比3主栅，其Multi 
Busbar技术可以降低电阻损失，将填充因子提高0.3%， 
效率净提高0.6%。银浆的用量也可以降低75%。

GT Advanced Technology
在这一波无主栅设备的浪潮中，总部设于美国的GT 

Advanced Technology公司也不甘示弱，在2014年3月发布
了名为Merlin的无主栅技术。该技术在一种实现方法在设计
理念上更偏向SmartWire，在细栅网印后，镀层铜线铺设在
电池正面，在组件层压步骤中一次完成主栅细栅间和电池
间的互连。根据专利，Merlin技术还有其他电池互连的实
现方法。

具体到发布会上公开的设计，从图六可以看
出，Merlin技术的细栅采用分段结构，这进一步挖掘了主
栅数量增多所带来的优势，通过分段的细栅进一步减少银
的用量和正面遮挡。相对的，这样也带来了额外的问题，
即如果一条铜线断裂，则这一串短细栅的电流都将无法收
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看到Merlin的主栅铜线之间
出现了不同于SmartWire和Multi Busbar的浮动连接线，
据推测这些连接线与电池的发射极并不相连，仅起到主铜
线之间的互联作用，或许兼具一些支持作用。这就引出了
Merlin与SmartWire的另一个不同，其铜线并不一定需要
聚合物薄膜的支撑，铜线与连接线组成的网络结构自身可
能就可以维持形态铺设在电池上，并在层压工艺中与分段
细栅互连。

GTAT称其Merlin技术可以将电池效率提高0.7%，银浆
用量降低80%。除一体化的电池组件生产商外，GTAT还将
Merlin技术看作是一种类似浆料的材料业务，并将其客户预
设为购买电池生产组件的组件商。电池厂不需要任何设备
升级，仅更换细栅网版生产只有分段细栅的电池半成品，

  

图五：Schmid Multi-Busbar Connector串焊机 

图六：GT Advanced Technology的Merlin无主栅技术

图四：Schmid公司采用Multi-Busbar Connector技术的电池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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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商则向GTAT购买Merlin铜网和铺设设备，用于将购买
的半成品电池加工为组件。

展望
综上，无主栅电池的优势主要在于通过减少遮挡和

电阻损失增加组件功率，通过使用铜线代替银主栅降低
成本。传统技术往往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增加了成本，但无
主栅技术破天荒的实现了鱼和熊掌的兼得。SmartWire和
Merlin更是突破了传统的电池组串工艺，使电池排布更自
由，更紧密，采用上述技术的组件有望更小更轻，对下游
项目开发来说，这就意味着安装中更小的占地面积，更低
的屋顶承重要求和更低的人力成本。此外，无主栅作为一
种电池互连技术与其他技术广泛兼容。不但可以搭配网印
电极和镀铜电极，还可以用于异质结的ITO。

反观问题方面，虽然该技术兼容网印工艺，但如果设
备制造商想要采用无主栅技术，还是需要购入新设备并调
整配套工艺的参数。除MeyerBurger的SmartWire技术外，
其他无主栅技术目前缺乏项目验证，在实际性能和可靠性
缺乏证明的情况下，项目开发商如果采用这样的新技术组
件，在融资方面将面临巨大挑战。

国际光伏技术路线图（ITRPV）委员会日前公布了
2014年最新版本的路线图，其中指出电池中使用的银已
经成为限制成本进一步降低的重要因素，其成本为每瓦
0.0167美元，约占电池非硅成本的10%。作为替换银的
材料，业界一直对铜寄予厚望。但由于网印技术的持续改
进，ITRPV预计镀铜电极在光伏产业大规模使用将会推迟
到2018年以后。近年来网印技术的改进主要在于二次印刷
（double print）和分次印刷（dual print），其中后者将细
栅和主栅的网印步骤分开，通过在主栅网印中使用含银更
低的浆料实现降低成本的目的。网印技术的这些改进也将
会拖延无主栅技术的推广。

GTAT在发布其Merlin技术时表示，2014年将进行该技
术的各项认证和生产准备，2015年正式推向市场。到2018
年，公司Merlin相关业务的产值预计达到4亿到10亿美元，
占电池互连新技术市场的8%到20%。GTM Research的分
析师在评论该技术时表示，2015年将成为电池组件制造商 
“重新开始设备投资的一年，Merlin技术有望借助这波投资
的东风。”

雷军在概括小米手机的成功时说：“站在风口上，猪也
会飞起来。”笔者也认为无主栅技术的产业化将很大程度上
受产业环境的影响。虽然去年以来组件价格恢复稳定，但
制造企业仍在恢复元气，短期难以进行设备投入，尤其是
对电极制作和互连这样关键工艺的升级。而ITRPV的预测偏
重镀铜电极，无主栅技术中使用的铜线既可以搭配镀铜电
极，也可以兼容网印细栅，即无主栅可以起到两种电极材
料的过渡，其产业化难度将低于镀铜技术。因此，intoPV 
Research的预测介于GTM Research和ITRPV之间，我们预
计在2016年到2017年，无主栅技术将有机会实现大规模产
业化应用。

感谢Meyer Burger研发项目经理姚宇博士对本文提出
的建议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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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2014年4月8日，中盛新能源总裁兼CEO佘
海峰在雨中走过时代广场，心中泛起无限涟漪，默念了一
句：再回来时别做旁观者！

此时，中盛新能源正在为上市做准备。多年前，中盛
光电也曾赴美拟上市过一次。

2005-2007年，太阳能光伏界出现了第一波赴美上市
热潮，尚德、赛维、晶澳、阿特斯、天合、英利等如今产
能排名前列的光伏公司都是其中参与者，当年在美国资本
市场启动IPO的这些公司都各自获得了上亿美金的支持，至
此，开始了扩张的步伐。

“当时我们也计划在美国上市，在2007、2008年期间
完成了几轮私募，但是在关键的时刻遇到了金融危机。”回
忆当年，佘海峰思绪有些复杂，但更多流露的是要完成最
初梦想的坚定。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明年在美国上市，现在我们正在
做上市前的第二轮私募，之后开始启动IPO，预计上市时间
为2015年第一季度。”

与第一次赴美上市不同的是，这次上市的资产，不是
传统的制造业务，而是中盛以光伏电站为核心的下游业务
即“中盛新能源”。

中盛新能源是2013年从中盛光电集团剥离出来的新公
司，专注于光伏电站业务。拆分后，以制造业务为核心的
中盛光电集团跟中盛新能源是完全独立的两家企业，由不
同的管理层和股东组成。

佘海峰在接受PV－Tech独家采访时表示：“中盛新能源
现在专注于向全球客户提供智能化能源解决方案，除了向
客户提供光伏电站EPC服务外，还提供包括光伏电站开发、
光伏电站投融资和运营维护等增值服务。中盛未来的方向
是成为全球领先的一站式光伏电站解决方案提供商，实现
全部营收来源于电站相关业务。这次转型难度大，对我们
的电站开发、投融资能力提出很高要求。而成为上市公司
的话，会有更多元化的融资渠道，这也是我们准备做IPO的
原因。”

纳斯达克流行一句俚语：Any company can be listed, 
but time will tell tale（任何公司都能上市，但时间会证明
一切）。意思是只要申请的公司秉持诚信原则，挂牌上市是
迟早的事，但时间和诚信将会决定一切。 

中盛新能源能否挂牌上市，取决于企业本身实力。

轻资产上市

2013年－2014年，光伏业界迎来第二波拟上市高潮，
上市主体都统一放在了光伏电站终端业务，除了中盛新能
源，类似的还有天华阳光，以及欲将光伏电站资产打包分
离上市的保利协鑫、晶科能源。

大家都看好电站端的盈利潜力，加上明确的补贴、

发电量，这些符合了证券化的必要条件，资本市场青睐这
种收益明确、风险较小的投资品种。电站运营和制造业的
资本运作方式不一样，随着业务的逐渐开发与积累，更大
更多的项目需要更多更可靠的投资，对于一些大而优的项
目，则需要企业本身在前期出资以推动其实施，而上市是
必须的道路。

如无意外，2015年哪些公司成功上市将会见分晓，关
键是谁可以？

2013年中盛新能源营收约5.8亿美元，其中电站业务占
整体收入37%，国外市场占比90%。然而对于中盛而言，在
行业低谷获得这样的收益并不是偶然，电站业务的提升也
不是一蹴而就。
“我们是国内最早走向下游业务的光伏公司，也是最

早在海外建分公司做EPC的公司之一。与第一波上市计划
擦肩而过后，我们无意与其他公司竞争产能。面对制造
端的激烈竞争和较低的毛利水平，想要冲出红海我们只
有往下游走。中盛从2008年开始启动全球EPC业务，那
时的欧洲EPC也是刚刚起步，存在机会。我们选择本地化

美国时代广场将二度迎来中盛 新 能源

文/肖蓓  

图一：中盛新能源美国夏威夷考艾岛项目

图二：中盛新能源美国Southborough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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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实行本土管理，参与当地的项目，这些尝试为我
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过去获得的成功，佘海峰表
现得很淡定，这么多年的积累收获成绩是意料之中的，
他表示：“我们前期的积累让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团队，
有了清晰的发展思路和愿景，更具备了上市的条件与实
力。”

为了给上市铺路，中盛新能源在组织架构、市场选
择、项目投入、全年目标等方面做了调整与布局，没有了
制造端的牵扯，剥离出来的中盛新能源最大的资产是人才
与团队，这是企业最为宝贵的无形资产。佘海峰将公司划
分为三个区域事业部：欧美、亚太和中国。

为了贯彻经营战略，中盛新能源各个部门协作制定了
Tier one（第一梯队）战略目标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
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佘海峰计划未来五年在这些国
家完善或设立项目团队，针对市场的实际情况选择和实施
差异化市场策略，希望在这12个国家都能实现市场前五的
目标。

在接受PV－Tech的采访中，佘海峰还提到中盛新能源
一个核心团队：ET Capital，一家在美注册成立的公司，面
向全球专门提供电站项目投融资服务，此前的中盛电站项
目，都是通过这个公司的团队做好前期调研，争取到投资
商，确保资金的流通。据介绍这个团队成员基本来自传统
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

佘海峰表示，“ET Capital主要是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做
融资咨询。另一个是利用更多的投资银行资源和风险投资
的资源来做光伏电站，联合这些机构共同投资，然后他们
来进行投资的安排和资产管理。”

同时，中盛新能源与合作伙伴建立了完善的全球供应
链，涉及诸如光伏组件、BoS等方面企业，以此稳固供应链
及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优化成本。中盛新能源目前还有一部
分光伏组件销售，但按照佘海峰的设想，未来将进一步弱
化纯粹的光伏组件销售业务。

“2014年我们要创造3500万美元的利润，第一季度预
计有700万美元的净利润，全年营收目标7亿美元。现在我
们手上持有超过3GW的电站项目储备。”佘海峰坦言，“如果
上市成功，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地做一级市场的融资，对于
一些大项目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中盛模式

根据纳斯达克企业上市标准，经济活跃期满一年以
上，具有高成长性、高发展潜力者被视为符合先决条件。

如今的终端电站业务涌入了不少公司，要创造更大竞
争力与可识别性，中盛新能源需要更多自己的特点和难以
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截至2013年，中盛新能源在全球范围内已累计完成超
300MW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其中90%的电站项目在海
外，分布在多个国家。其主要的业务类型被划分为三个版
块：EPC及电站运营维护服务；自身电站资产（自主开发、
投资、建设、运营再出售）；电站售电收入。

将三大业务版块串联起来形成了项目开发、项目融
资、项目建设、并网运营维护管理全链条闭环，这被佘海
峰定义为“端到端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这成为中盛新
能源特有的商业模式。

佘海峰表示，整个项目生命周期都需要我们的技术和
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环节我们都有自己的核心
竞争力，比如EPC，现在我们采用模块化的电站设计，最大
程度降低建站成本，提高安装速度，这是多年电站业务开
拓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实力。

他指出在这三大业务版块中第二类未来会越来越多，
他说：“我们自己做整套方案，把电站建完运营一年之再卖
掉，我们卖的是优良的金融资产，收益率稳定、现金流可
预期，这对投资人而言是很有吸引力的。现在这部分的业
务综合毛利水平能达到30%左右。”

佘海峰认为从电站开发角度看，竞争情况跟组件制造
不同，电站业务很难做到一家独大，它的本地化和区域优
势非常强，所以他并不担心竞争，而是一起将蛋糕做大，
中盛的目标是全球领先的智能化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

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怎么创造价值、创新技术，如何让
电站整个系统更好，如何降低每一度电的成本，如何去做
智能化和互联网结合的系统，让我们的电站运营和维护通
过互联网可以实现，这是我们现在的关注重点及研究方向。

佘海峰说：“任何商业模式必须是以技术为支撑，如果
只是讲商业而没有技术，我觉得这种商业模式很快就会死
掉。技术是一个门槛性的东西，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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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储能将是太阳能产业下一阶段发展的主力的预期
始终稳步发展着，从而促使许多分析师预计这一技术将在
短期内爆发。随着太阳能上网电价补贴的缩减，储能似乎
已成为业主如何在晚间使用太阳能发电，以及商业用户如
何使用太阳能来降低需求高峰费用等问题的答案。同时，
储能还被许多分析师认为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可再生
能源市场最大发展动因的解决方案：如何应对电网中比例
不断上涨的太阳能和风能所带来的间歇性能源输入问题？

在对业内巨头和专家进行采访后，PV-Tech发现，业内的
一个广泛共识是2014年将不会成为仍旧处于徘徊状况的储
能爆发的一年。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政府开始意识到应给予
储能行业以恰当的政策支持，并且各主要公司对储能所展现
出的兴趣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接下来的一年将成为为
伟大变革打下基础的关键。

在近期的一份关于联网储能的报告中，市场分析公
司IHS提出了一个“更为可能的”全球化预期，即到2017

年，将出现6GW的新增装机量(详见表一)，在2020年时，总
累计装机量将超过40GW。报告作者山姆·威尔金森(Sam 
Wilkinson)和阿比盖尔·沃德(Abigail Ward)在接受PV-Tech
采访时表示，对于太阳能产业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适
应太阳能对电网造成的不断增加的间歇式能源输入无法与
现有电力公司的业务模式相集成的问题。威尔金森先生认
为，储能“凭借实现其希望为总能源组成所作的贡献，将
成为太阳能产业的根本基础”。

在美国Lux Research市场调研公司的分析师史蒂夫·米
尼翰(Steve Minnihan)基本上赞同IHS提出的2017年前增加
6GW装机量的预期，从今年开始，装机项目的数量与规模
将逐步增加，但使用状况和对产业的重要程度则因国家、
地区和电网状况的不同而不同。

“我预计我们将(在2014年)经历的项目发展态势要远
好于2012和2013年，这两年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新项
目几乎出于一个停滞的状况。”他表示。

储能，要么行动要么闭嘴 

安迪 科尔索普(Andy Colthorpe) ，PV-Tech

储能问题已经被炒作成为太阳能产业当下发展的一项关键技术。但是，当安迪·科尔索普(Andy Colthorpe)在对这一
话题进行报道时，该技术的应用仍旧与周围产业格格不入，接下来的一年将是储能领域证明自己价值的重要一年。

勒克朗谢(Leclanché)锂离子电池试生产线。该公司住宅储能系统预计在今年四月上市
图
片
来
源
：
Le
cl
an
ch
é

商业



“大多数的增长将集中在少数地理区域市场中，”米
尼翰先生补充道。“如果我们将日本、德国、意大利、西
班牙、加州和夏威夷等市场拿出来看，这些市场构成了住
宅、商业和公共事业电力等方面的主要需求来源。所有的
这些(储能)技术可应用在那些具有极为积极的传导因素的地
区和市场内，无论是政策、补贴或超高的电价等。”

住宅项目——预测、数据与区域

米尼翰先生预计住宅和商用储能领域将在今年内出现
重大变化——尽管并非一定会出现兆瓦、兆瓦时级别的装
机量或投资支出；据米尼翰先生表示，2014年“将成为我
们在这两个领域内见证项目从试应用走向推广”的一年。

“我对住宅和商用市场持有理性乐观态度，因为将由
第三方公司将分布式储能管理当做一个套餐产品或是一项
服务来提供。在2013年，已经有公司说服公共事业电力公
司这是一个务实的方案。因此我们开始见到虽然很小但却
具有实际影响的储能资产。”米尼翰先生表示。

美国太阳能巨头SolarCity已经开始在其服务产品中添
加储能类别。该公司与Tesla联手推出DemandLogic——
为商业用户设计的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并在加利福尼
亚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部分项目中开始试应
用。SolarCity同时还在加州面向住宅系统用户推出5kWh和
10kWh储能系统的试应用服务。

SolarCity旗下电网系统部门经理埃里克·卡尔森(Eric 
Carlson)表示，公司在市场发展初期就已涉足储能领域，
因为这一领域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还是“一个
针对(可再生能源)高渗透率问题的必备且显而易见的解决方
案”。卡尔森先生认为，早期的成功应用将在获得融资、提
高这一理念投资信心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公共事业规模电力储能的关键一年

随着愈来愈多的可再生能源希望能够连入电网，电网
需面对由此带来的间歇性问题，其对太阳能行业的短期影
响却具有争议地出现在电网中可再生能源比例已然极高的
国家之外。

无论怎样，一家由公共电力公司资助的非营利性机构美
国电力研究协会(EPRI)旗下储能项目经理Haresh Kamath先
生认为2014年将是公共电力规模储能的“关键”一年。他
表示，有效储能或可成为电网平衡不同电力基础设施之间需
求的最具灵活性的方式。

“今年将是储能领域要么行动要么闭嘴的关键一年。” 
Kamath先生表示，“公众将会极为关注我们是否能在储能领
域内创造经济模式，因为相关系统相对比较昂贵——成本
是否会出现下滑？此种模式是否会为电网带来其他益处？”

Kamath先生表示，电网运营商和其他人正“展望未
来”，并意识到在未来五六年内他们必须寻找到保持电网稳
定性的方法。“他们将储能作为一个具有灵活性的资源来应
对这一问题。目前的发展已经不是五年前大家所讨论的模
式了。我们不应再纠结于可再生能源应用的转移应用，因
为我们已经在考虑如何使电网变得更具灵活性以容纳更多
可再生能源的问题了。”

除了加州、夏威夷和现在的波多黎各等地区的公共
事业电力储能受到政策的驱动外，包括英国和日本在内
的其它地区的储能行动也获得了显著成就。去年，英国
在七月份开创了欧洲最大的液流储能试应用，在英格兰
的莱顿巴扎德地区安装了一套德国Younicos公司制造的
6MW/10MWh液流电池；同时，日本还宣布进行全球最大
的电池储能试验项目，总量高达80MWh，其中包括一套
60MWh的钒氧化还原液流电池储能设备和一套20MWh锂
离子电池储能设备，分别安装在两个不同地点。

正在组装之中的ASD Sonnenspeicher储能系统。公司受限仅获
得德国储能补贴（图片来源：ASD Sonnenspeicher）

表一：2017年前联网储能项目安装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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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政策

Kamath先生坚信，调控政策和政府扶持对于产业的发
展来说，与技术创新和成本下调相比，在短期内锂离子资
源仍旧极为丰富的情况下更具重要性。

尽管SolarCity的实验性项目最初获得了加州政府授予
SolarCity和Tesla两家的联合联邦资金扶持，但全球范围内
最广为人知的EES扶持机制却是德国向住宅光伏用户提供的
现金补贴，占到了储能系统成本的30%之高。

但这一机制的申请率却并不尽如人意。德国住宅储能
系统制造商ASD Sonnenspeicher首席执行官沃尔特·沃尔
夫勒姆(Wolfram Walter)预计，公司仅有约5%的客户是通
过该计划购买的储能系统，因为整个系统过于复杂，且其
中的益处并不容易被理解。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分析师兼保护伞机构国际电池

储能联盟(the International Battery and Energy Storage 
Alliance, IBESA)的联合主席Markus Hoehner先生认为，扶
持机制可在提高公众对相关领域的认识方面起到有效的作
用。

“如果以德国为例，政府对光伏储能系统扶持机制的
推出使得终端客户注意到了这一领域。市场增长的重要性
相较于向太阳能光伏市场发放的上网电价补贴机制的动力
来说仍旧较小，但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能够学习。

“德国扶持机制的申请过程极为复杂，整个扶持机制
并未正常运转，市场中介商甚至向你表示，很多投资商并
没有申请这一项目——但他们仍旧会进行投资的。”
日本也针对住宅光伏系统用户设立了类似的补贴机

制，以鼓励锂离子储能解决方案的应用，而加州则面向
3MW以下的储能系统提供补贴。接下来就是要看这些
机制是否能够获得成功，以及此类机制能否引入其他市
场。

在较大的系统规模领域，两个最具约束力的规管架构
例子分别在加州——对公共电力公司设置采购目标，以及
波多黎各——自今年一月一日起，开发商需在大规模太阳
能项目中安装一定比例的储能设备。

据IHS的阿比盖尔·沃德表示，加州的规定是在
2013年夏天发布的，要求公共电力公司在2024年前实现
1.35GW的储能设备联网，其中200MW必须在2014年进行
采购，这就意味着，今年的活动将主要被限制在项目收购
和档案整理等工作上。

在波多黎各，项目必须满足具有30%的调频能力和45%
功率预留以应对慢加速等要求。该政策已经应用在最近由
监管机构批准的岛内六个大型光伏项目上。

据Haresh Kamath表示，波多黎各的要求则更为严格，
根据电网在增加可再生能源，按比例逼近其峰值后，所能
处理的电力容量，并为供应商提供一个比加州对公共电力
公司提出的要求更为清晰的关于相关要求的理解。

Kamath先生表示，加州所设置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
基于太阳能和国家电网管理机构——加州ISO——所预测的
2020年太阳产业前景来决定的。“储能是一种解决方案，
但并未与其要求相结合，”他说。“这一举措几乎是实验性
的。”

而就波多黎各的要求，Kamath先生表示：“一方面，
这是一个缺乏灵活性的要求。另一方面，销售商们都确切
地知道对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是什么。这听起来可能有悖常
理，但比起加州，却可能更容易在波多黎各实现储能的应
用。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做法使得开发商在波多黎各的业
务更为昂贵，但至少他们知道要求是什么，所以他们在做
自己的分析时也会相对简单一点。”

同时，对日本电池储能实验提供支持的各个公司，包
括住友电工公司，直接通过该国的经济贸易和工业部(METI)
获得了比例很大的项目资金补贴。一位经济产业省发言人向
PV-Tech表示，虽然将该技术推向全球市场是此次试验的一
个潜在的积极成果，但60MWh液流电池实验的主要目的是
研究通过可再生能源实现平稳的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以及如
何在电网上容纳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至于那些尚未解决这一问题的地区，威尔金森认为，
在所有IHS调查过的发达国家内，储能“至少是被人所津津
乐道”的话题。米尼翰先生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至少还有
一个新兴经济体成为市场大玩家的机会。

动态市场

这或许是储能产业能走多远的一个指标，特别是在光
伏产业已然发展起来了的今天，今年的Intersolar Europe将
在专用大厅内举办新推出的电力储能分展。

Markus Hoehner先生所在的机构将在此主办馆厅式会
展，IBESA的各级会员将有机会在此展出，Hoehner先生相
信储能已经开始出现在了投资者的雷达上，并预计会吸引
愈来愈多的兴趣。 

“这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很多投资人是真的需
要目标进行投资。因此寻得资本在这里不是一个主要的
问题。在经济领域内，最终说服投资者的是其所看到的一
个非常有活力的市场，及其具有的成长机遇。我们认为，
最终很多公司会被收购，行业内会出现很多兼并和收购交
易，并在未来几年内持续这一状况。”他说。

因此，尽管2014年将可能不会是储能成为主流的一
年，但我们所采访的业内专家所给出的观点均认为，整个
领域对于所面临的挑战更为清晰明确，并认为这一发展趋
势将会持续下去。储能正迅速成为光伏发电领域内的一个
重要话题，公共电力公司和电网运营商若忽视这一领域则
是极不负责任的，尤其是其中有许多潜在应用的电能储能
领域，更有望实现良好的实用价值和商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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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技术：赢家和输家

电能储能市场很可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由锂离子电池
占据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技术已相对发展
完善，并且受到已具有锂离子电池规模生产能力的电动汽
车(EV)制造商跨界发展的驱动。锂离子电池最具竞争力的对
手是价格便宜得多的铅酸，但由于它的寿命很短，无法成
为长期解决方案。

在锂离子技术领域内，一些化学技术分支被认为比其
他技术更具效益，其中包括锂离子磷酸盐，该技术在ASD 
Sonnenspeicher旗下系统中使用，并被Navigant研究所的山
姆·谢斐(Sam Jaffe)称赞为是具有良好功率/能量比的短期
应用，相比于其他锂离子化学技术其可燃性较低。谢斐先
生还提到另一种形式的锂离子——具有“很长”使用寿命
周期的钛酸锂。

另一种被认为具有巨大的潜力，并满足高标准安全
性要求的锂离子技术是锂离子钛酸盐，目前已在制造商
Leclanché旗下3.2kWh家庭储能系统中使用。该公司已暂
定在今年四月面向包括德国在内的全球市场推出该产品。

“(锂离子)的领头地位随着生产规模的建立变得越来越
大，而非愈来愈短。”谢斐先生表示。“从化学工业的角度来
看，锂离子在整体上显然是处于领先地位。在锂离子技术
领域内，处于领先位置，也是最受欢迎的化学分支是锂锰
尖晶石(LMO)，也是在雪佛兰沃尔兹和聆风-电动等大多数
电动车上所使用的技术。”

然而，谢斐先生和Lux公司的米尼翰先生都认为，虽然
在价格、性能、寿命周期和安全等方面上锂离子在短期内
做得很好，但这一技术所享受的领先优势很可能在未来五

至十年内被新兴的化学工艺和技术所取代。米尼翰先生解
释道：“我对锂离子电池在未来五年、十年的时间内保持主
导技术的地位没有信心，因为它作为电池太昂贵，而性能
质量也不足以成为引领市场数十年的顶尖技术。”

就电池制造商而言，米尼翰先生称这一领域将由约15
家公司主导(见图二)，其中少数公司占到大部分份额。分析
师们预计电池成本将在未来几年下跌。

然而，在储能电池的成本下跌幅度预计不会像光伏产
业一般陡峭。据IHS公司的山姆·威尔金森先生表示，更有
可能出现的是价格稳步下降，而非过去几年光伏产业内出
现的价格崩溃 (参见图三)。

“我们所说的下降指的是每年10%至15%的降幅，而
不是光伏产业内曾出现的30%或40%的降幅。”威尔金森先
生表示。

图二：锂离子储能市场主要竞争企业

图三：2017年储能价格预测（资料来源：I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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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储能将是太阳能产业下一阶段发展的主力的预期
始终稳步发展着，从而促使许多分析师预计这一技术将在
短期内爆发。随着太阳能上网电价补贴的缩减，储能似乎
已成为业主如何在晚间使用太阳能发电，以及商业用户如
何使用太阳能来降低需求高峰费用等问题的答案。同时，
储能还被许多分析师认为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可再生
能源市场最大发展动因的解决方案：如何应对电网中比例
不断上涨的太阳能和风能所带来的间歇性能源输入问题？

在对业内巨头和专家进行采访后，PV-Tech发现，业内的
一个广泛共识是2014年将不会成为仍旧处于徘徊状况的储
能爆发的一年。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政府开始意识到应给予
储能行业以恰当的政策支持，并且各主要公司对储能所展现
出的兴趣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接下来的一年将成为为
伟大变革打下基础的关键。

在近期的一份关于联网储能的报告中，市场分析公
司IHS提出了一个“更为可能的”全球化预期，即到2017

年，将出现6GW的新增装机量(详见表一)，在2020年时，总
累计装机量将超过40GW。报告作者山姆·威尔金森(Sam 
Wilkinson)和阿比盖尔·沃德(Abigail Ward)在接受PV-Tech
采访时表示，对于太阳能产业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适
应太阳能对电网造成的不断增加的间歇式能源输入无法与
现有电力公司的业务模式相集成的问题。威尔金森先生认
为，储能“凭借实现其希望为总能源组成所作的贡献，将
成为太阳能产业的根本基础”。

在美国Lux Research市场调研公司的分析师史蒂夫·米
尼翰(Steve Minnihan)基本上赞同IHS提出的2017年前增加
6GW装机量的预期，从今年开始，装机项目的数量与规模
将逐步增加，但使用状况和对产业的重要程度则因国家、
地区和电网状况的不同而不同。

“我预计我们将(在2014年)经历的项目发展态势要远
好于2012和2013年，这两年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新项
目几乎出于一个停滞的状况。”他表示。

储能，要么行动要么闭嘴 

安迪 科尔索普(Andy Colthorpe) ，PV-Tech

储能问题已经被炒作成为太阳能产业当下发展的一项关键技术。但是，当安迪·科尔索普(Andy Colthorpe)在对这一
话题进行报道时，该技术的应用仍旧与周围产业格格不入，接下来的一年将是储能领域证明自己价值的重要一年。

图一：勒克朗谢(Leclanché)锂离子电池试生产线。该公司住宅储能系统预计在今年四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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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增长将集中在少数地理区域市场中，”米
尼翰先生补充道。“如果我们将日本、德国、意大利、西
班牙、加州和夏威夷等市场拿出来看，这些市场构成了住
宅、商业和公共事业电力等方面的主要需求来源。所有的
这些(储能)技术可应用在那些具有极为积极的传导因素的地
区和市场内，无论是政策、补贴或超高的电价等。”

住宅项目——预测、数据与区域

米尼翰先生预计住宅和商用储能领域将在今年内出现
重大变化——尽管并非一定会出现兆瓦、兆瓦时级别的装
机量或投资支出；据米尼翰先生表示，2014年“将成为我
们在这两个领域内见证项目从试应用走向推广”的一年。

“我对住宅和商用市场持有理性乐观态度，因为将由
第三方公司将分布式储能管理当做一个套餐产品或是一项
服务来提供。在2013年，已经有公司说服公共事业电力公
司这是一个务实的方案。因此我们开始见到虽然很小但却
具有实际影响的储能资产。”米尼翰先生表示。

美国太阳能巨头SolarCity已经开始在其服务产品中添
加储能类别。该公司与Tesla联手推出DemandLogic——
为商业用户设计的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并在加利福尼
亚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部分项目中开始试应
用。SolarCity同时还在加州面向住宅系统用户推出5kWh和
10kWh储能系统的试应用服务。

SolarCity旗下电网系统部门经理埃里克·卡尔森(Eric 
Carlson)表示，公司在市场发展初期就已涉足储能领域，
因为这一领域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还是“一个
针对(可再生能源)高渗透率问题的必备且显而易见的解决方
案”。卡尔森先生认为，早期的成功应用将在获得融资、提
高这一理念投资信心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公共事业规模电力储能的关键一年

随着愈来愈多的可再生能源希望能够连入电网，电网
需面对由此带来的间歇性问题，其对太阳能行业的短期影
响却具有争议地出现在电网中可再生能源比例已然极高的
国家之外。

无论怎样，一家由公共电力公司资助的非营利性机构美
国电力研究协会(EPRI)旗下储能项目经理Haresh Kamath先
生认为2014年将是公共电力规模储能的“关键”一年。他
表示，有效储能或可成为电网平衡不同电力基础设施之间需
求的最具灵活性的方式。

“今年将是储能领域要么行动要么闭嘴的关键一年。” 
Kamath先生表示，“公众将会极为关注我们是否能在储能领
域内创造经济模式，因为相关系统相对比较昂贵——成本
是否会出现下滑？此种模式是否会为电网带来其他益处？”

Kamath先生表示，电网运营商和其他人正“展望未
来”，并意识到在未来五六年内他们必须寻找到保持电网稳
定性的方法。“他们将储能作为一个具有灵活性的资源来应
对这一问题。目前的发展已经不是五年前大家所讨论的模
式了。我们不应再纠结于可再生能源应用的转移应用，因
为我们已经在考虑如何使电网变得更具灵活性以容纳更多
可再生能源的问题了。”

除了加州、夏威夷和现在的波多黎各等地区的公共
事业电力储能受到政策的驱动外，包括英国和日本在内
的其它地区的储能行动也获得了显著成就。去年，英国
在七月份开创了欧洲最大的液流储能试应用，在英格兰
的莱顿巴扎德地区安装了一套德国Younicos公司制造的
6MW/10MWh液流电池；同时，日本还宣布进行全球最大
的电池储能试验项目，总量高达80MWh，其中包括一套
60MWh的钒氧化还原液流电池储能设备和一套20MWh锂
离子电池储能设备，分别安装在两个不同地点。

图二：正在组装之中的ASD Sonnenspeicher储能系统。公司受
限仅获得德国储能补贴（图片来源：ASD Sonnenspeicher）

表一：2017年前联网储能项目安装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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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政策

Kamath先生坚信，调控政策和政府扶持对于产业的发
展来说，与技术创新和成本下调相比，在短期内锂离子资
源仍旧极为丰富的情况下更具重要性。

尽管SolarCity的实验性项目最初获得了加州政府授予
SolarCity和Tesla两家的联合联邦资金扶持，但全球范围内
最广为人知的EES扶持机制却是德国向住宅光伏用户提供的
现金补贴，占到了储能系统成本的30%之高。

但这一机制的申请率却并不尽如人意。德国住宅储能
系统制造商ASD Sonnenspeicher首席执行官沃尔特·沃尔
夫勒姆(Wolfram Walter)预计，公司仅有约5%的客户是通
过该计划购买的储能系统，因为整个系统过于复杂，且其
中的益处并不容易被理解。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分析师兼保护伞机构国际电池

储能联盟(the International Battery and Energy Storage 
Alliance, IBESA)的联合主席Markus Hoehner先生认为，扶
持机制可在提高公众对相关领域的认识方面起到有效的作
用。

“如果以德国为例，政府对光伏储能系统扶持机制的
推出使得终端客户注意到了这一领域。市场增长的重要性
相较于向太阳能光伏市场发放的上网电价补贴机制的动力
来说仍旧较小，但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能够学习。

“德国扶持机制的申请过程极为复杂，整个扶持机制
并未正常运转，市场中介商甚至向你表示，很多投资商并
没有申请这一项目——但他们仍旧会进行投资的。”
日本也针对住宅光伏系统用户设立了类似的补贴机

制，以鼓励锂离子储能解决方案的应用，而加州则面向
3MW以下的储能系统提供补贴。接下来就是要看这些
机制是否能够获得成功，以及此类机制能否引入其他市
场。

在较大的系统规模领域，两个最具约束力的规管架构
例子分别在加州——对公共电力公司设置采购目标，以及
波多黎各——自今年一月一日起，开发商需在大规模太阳
能项目中安装一定比例的储能设备。

据IHS的阿比盖尔·沃德表示，加州的规定是在
2013年夏天发布的，要求公共电力公司在2024年前实现
1.35GW的储能设备联网，其中200MW必须在2014年进行
采购，这就意味着，今年的活动将主要被限制在项目收购
和档案整理等工作上。

在波多黎各，项目必须满足具有30%的调频能力和45%
功率预留以应对慢加速等要求。该政策已经应用在最近由
监管机构批准的岛内六个大型光伏项目上。

据Haresh Kamath表示，波多黎各的要求则更为严格，
根据电网在增加可再生能源，按比例逼近其峰值后，所能
处理的电力容量，并为供应商提供一个比加州对公共电力
公司提出的要求更为清晰的关于相关要求的理解。

Kamath先生表示，加州所设置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
基于太阳能和国家电网管理机构——加州ISO——所预测的
2020年太阳产业前景来决定的。“储能是一种解决方案，
但并未与其要求相结合，”他说。“这一举措几乎是实验性
的。”

而就波多黎各的要求，Kamath先生表示：“一方面，
这是一个缺乏灵活性的要求。另一方面，销售商们都确切
地知道对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是什么。这听起来可能有悖常
理，但比起加州，却可能更容易在波多黎各实现储能的应
用。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做法使得开发商在波多黎各的业
务更为昂贵，但至少他们知道要求是什么，所以他们在做
自己的分析时也会相对简单一点。”

同时，对日本电池储能实验提供支持的各个公司，包
括住友电工公司，直接通过该国的经济贸易和工业部(METI)
获得了比例很大的项目资金补贴。一位经济产业省发言人向
PV-Tech表示，虽然将该技术推向全球市场是此次试验的一
个潜在的积极成果，但60MWh液流电池实验的主要目的是
研究通过可再生能源实现平稳的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以及如
何在电网上容纳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至于那些尚未解决这一问题的地区，威尔金森认为，
在所有IHS调查过的发达国家内，储能“至少是被人所津津
乐道”的话题。米尼翰先生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至少还有
一个新兴经济体成为市场大玩家的机会。

动态市场

这或许是储能产业能走多远的一个指标，特别是在光
伏产业已然发展起来了的今天，今年的Intersolar Europe将
在专用大厅内举办新推出的电力储能分展。

Markus Hoehner先生所在的机构将在此主办馆厅式会
展，IBESA的各级会员将有机会在此展出，Hoehner先生相
信储能已经开始出现在了投资者的雷达上，并预计会吸引
愈来愈多的兴趣。 

“这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很多投资人是真的需
要目标进行投资。因此寻得资本在这里不是一个主要的
问题。在经济领域内，最终说服投资者的是其所看到的一
个非常有活力的市场，及其具有的成长机遇。我们认为，
最终很多公司会被收购，行业内会出现很多兼并和收购交
易，并在未来几年内持续这一状况。”他说。

因此，尽管2014年将可能不会是储能成为主流的一
年，但我们所采访的业内专家所给出的观点均认为，整个
领域对于所面临的挑战更为清晰明确，并认为这一发展趋
势将会持续下去。储能正迅速成为光伏发电领域内的一个
重要话题，公共电力公司和电网运营商若忽视这一领域则
是极不负责任的，尤其是其中有许多潜在应用的电能储能
领域，更有望实现良好的实用价值和商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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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技术：赢家和输家

电能储能市场很可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由锂离子电池
占据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技术已相对发展
完善，并且受到已具有锂离子电池规模生产能力的电动汽
车(EV)制造商跨界发展的驱动。锂离子电池最具竞争力的对
手是价格便宜得多的铅酸，但由于它的寿命很短，无法成
为长期解决方案。

在锂离子技术领域内，一些化学技术分支被认为比其
他技术更具效益，其中包括锂离子磷酸盐，该技术在ASD 
Sonnenspeicher旗下系统中使用，并被Navigant研究所的山
姆·谢斐(Sam Jaffe)称赞为是具有良好功率/能量比的短期
应用，相比于其他锂离子化学技术其可燃性较低。谢斐先
生还提到另一种形式的锂离子——具有“很长”使用寿命
周期的钛酸锂。

另一种被认为具有巨大的潜力，并满足高标准安全
性要求的锂离子技术是锂离子钛酸盐，目前已在制造商
Leclanché旗下3.2kWh家庭储能系统中使用。该公司已暂
定在今年四月面向包括德国在内的全球市场推出该产品。

“(锂离子)的领头地位随着生产规模的建立变得越来越
大，而非愈来愈短。”谢斐先生表示。“从化学工业的角度来
看，锂离子在整体上显然是处于领先地位。在锂离子技术
领域内，处于领先位置，也是最受欢迎的化学分支是锂锰
尖晶石(LMO)，也是在雪佛兰沃尔兹和聆风-电动等大多数
电动车上所使用的技术。”

然而，谢斐先生和Lux公司的米尼翰先生都认为，虽然
在价格、性能、寿命周期和安全等方面上锂离子在短期内
做得很好，但这一技术所享受的领先优势很可能在未来五

至十年内被新兴的化学工艺和技术所取代。米尼翰先生解
释道：“我对锂离子电池在未来五年、十年的时间内保持主
导技术的地位没有信心，因为它作为电池太昂贵，而性能
质量也不足以成为引领市场数十年的顶尖技术。”

就电池制造商而言，米尼翰先生称这一领域将由约15
家公司主导(见图二)，其中少数公司占到大部分份额。分析
师们预计电池成本将在未来几年下跌。

然而，在储能电池的成本下跌幅度预计不会像光伏产
业一般陡峭。据IHS公司的山姆·威尔金森先生表示，更有
可能出现的是价格稳步下降，而非过去几年光伏产业内出
现的价格崩溃 (参见图三)。

“我们所说的下降指的是每年10%至15%的降幅，而
不是光伏产业内曾出现的30%或40%的降幅。”威尔金森先
生表示。

表二：锂离子储能市场主要竞争企业

表三：2017年储能价格预测（资料来源：I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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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斯首席执行官瞿晓铧曾说：“我希望中国有创新性
的光伏企业，我也希望阿特斯是其中之一。”如今，力图做
创新型公司的不止阿特斯一家，还有一家中途进入的公司。

华为进入太阳能光伏界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对光伏逆变器
产品进行创新设计与改造，二是力推组串式以替代集中式，三
是新的客户主张，瞬间震动了原有光伏逆变器“传统三观”。

从跟华为的几次接触下来发现，华为做事真的很仔细
认真，看来光伏逆变器的格局会有一定的修改。

华为光伏逆变器团队带着全新设计的逆变器产品，温情脉
脉的客户角度思考主张，揭开了光伏逆变器市场的一角，2013
年华为光伏逆变器合同出货1GW，进入中国排名前十。

用软件思维思考

2010年底，华为网络能源部门开始光伏逆变器调研，
当时逆变器市场利润可观，相对较低的技术门槛也引来了
大批新进场者，但多数为中小型公司，形成混战局面。华
为在调研中发现，逆变器其实并不是低技术门槛，事实上
逆变器真正的核心软件技术国内少有公司能够掌握，也正
因为此，在国际排名中，领先公司都是国外逆变器企业。

“国内逆变器公司对逆变器产品设计基本一大抄，没
有自己的主张，大部分公司有一个致命伤，就是缺乏‘软
实力’，对逆变器最核心的软件算法国内少有公司能做到，
甚至无法做到。”中材天华国际光伏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崔剑表示这是业内公认的。由于常年在电站项目
第一线，他对逆变器企业及产品情况非常熟悉，他认为国
内逆变器厂商要向国外企业看齐，尤其要掌握核心软实力。

了解到市场与技术情况后，华为着手布局研发中心，由
于国内缺乏核心软件方面的技术实力，华为将研发第一梯队
设在欧洲，分别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建立逆变器算法与拓扑研
究中心、德国纽伦堡设立逆变器架构与设计中心，后来华为
在市场上推出的与业内迥异的逆变器产品设计源头就是出自
这里。第二梯队放置在上海、深圳、成都、西安等，上海逆
变器开发中心负责对接欧洲、跟进产品以及检验产品质量。
深圳是华为总部同时也是逆变器工程与制造中心。

“研发实力对产品的质量与市场竞争力太重要了，我
们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潜心研发，直到产品可以推出市场。
从通信开始，华为就注重研发，注重提高企业自身竞争
力，我们下定决心进入光伏行业，就是要做好产品，做好
了长期经营这块产业的打算，未来新能源是华为的主要业
务版块之一，这也是我们前期为什么投入那么多研发的原
因。”讲到研发，华为光伏逆变器、网络能源产品线总经理
胡信跃眉宇间俨然飞出自信，他说，华为不想简单的复制
生产，要有自己的特点和核心软件，我们的目标是国际领
先的光伏逆变器产品提供商。

“光伏逆变器是华为网络能源业务三大板块之一，公

司非常重视，在开发新产品上，我们团队在最大程度的发
挥华为各个跨事业部合作的优势，通过硬、软件的有效整
合，在提高产品效率的同时，帮助客户提升行业竞争力。”
许映童在接受PV-Tech采访时补充道。

华为研发得出的结果是推出与业内原有光伏逆变器风
格完全不同的产品，CT、IT领域供电、二次电源解决方案
提供商的身份，决定了华为在一开始对逆变器产品设计观
点与理念上，与光伏产业逆变器公司存在不同的思路，除
了原本的产品形态，他还打破了常规理念，其逆变器产品
最大的三个技术创新是：无风扇，无熔丝，硅进铜退。

硅进铜退是华为逆变器的一个独特设计理念，通过数
字信息技术与电力电子技术的融合，提升功率半导体器件
和控制芯片用量，结合先进的软件控制算法，以达到减少
电感、电容等传统“含铜”器件的使用，实现更高的转化
效率、更优的电能质量、更小的产品体积。

去掉熔丝的设计则来自于客户对传统逆变器熔丝更换
的抱怨，目前业内两路MPPT组串式逆变器DC侧都需要熔
丝，集中式逆变器输入使用熔丝+负荷开关，省掉直流配电
柜后，用熔丝+负荷开关代替直流断路器。在上述设计下熔
丝需要维护，一般4-5年需全部更换，增加了维护成本。

为此华为开发了无熔丝产品SUN2000，通过3路MPPT
设计，2+2+2的方式，每路MPPT最多只接两路组串，当组
件发生故障、或者PV组串反接时，短路电流不超过10A，
对逆变器无损坏，无需熔丝。

“华为的产品设计很多都是围绕客户需求进行，我们始
终信奉一个理念：质量是我们的生命，数据真实无情，服务
客户有情。”胡信跃表示，在实际应用中华为都以数据说话。

另类打开市场

华为光伏逆变器一经推出，市场的反映各不一样，创新的
逆变器设计遭到了同行的质疑，客户也感到疑惑，要大面积
铺开市场并迅速占据主导，这对于华为而言是另一层挑战。

“逆变器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就是风扇，怎么可能去掉

华为 创新性 光伏逆变器畅想曲

文/肖蓓

图一：华为逆变器应用于德国Pemfiling屋顶光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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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那怎么排热？”对华为组串式逆变器不需要风扇一
说，一家业内逆变器公司销售经理觉得不大可能。

面对质疑，胡信跃表示：“一切皆有可能，只是看是否能
做到。我们用先进的拓扑技术和软件控制算法，效率得到提
高，同时采用热管、均温板等强化方式减小热阻，提升散热器
散热能力，使逆变器做到自然散热。通过产品过载能力和延长
发电时间，以及更灵活的MPPT路数，最大化提升发电量。”

据了解，目前光伏逆变器散热主要有风冷散热和自然
散热两种方式，业内多采用风冷散热方式。由于风扇处于外
部，时常要面对各种恶劣的应用环境，为此需要对风扇进行
保护，眼下室外型风扇防护等级一般为IP54/IP55，而外部
有风扇设计使整体系统防护等级进一步受到影响，防护力度
不够。这样，风扇常年暴露在雨水、沙尘、强光等气候条件
下，腐蚀、堵塞等问题使得寿命急剧下降，在电站运维期间
频繁更换逆变器风扇情况屡见不鲜，大大增加了维护成本。

“不少电站业主跟我们提意见，希望解决风扇的高故
障率和维护问题。华为通常以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为先，
为此在产品开发时我们就将它纳入思考范围，以自然散热
替代风冷散热，最终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无风扇组串式逆变
器，防护为IP65免维护。”胡信跃说，我们把开发出来的产
品拿给客户，很多电站业主都产生了兴趣，加上华为的品
质与品牌，一开始我们小批小批的出货，逐渐追加，到目
前为止，销售出去的逆变器还没有收到质量更换的通知。

尽管如此，还是有逆变器公司及业主提出了担心，现
在是没什么问题，但散热都闷在逆变器里面进行，长期以
往也容易出问题。

“无风扇设计并不是凭空诞生，而是有成功先例。获得
的启示来自于华为在通信领域的积累，借鉴了无线产品全球
室外应用的经验，将热设计、防护设计、生产工艺等应用到逆
变。”在位于上海浦东的华为全球实验中心，华为市场部严剑
锋指着展厅一款无线产品介绍道：“除了借鉴无线产品20多年
室外应用经验，我们还专门研究了逆变器行业的独特应用环
境，许多实验都在这里进行，对逆变器的产品质量做考核。”

华为的主张渐渐获得一部分客户认可，黄河上游水电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较早与之合作的一家，黄河水电此前
已投产的光伏电站43万千瓦，在建项目近80万千瓦，2013
年底接近120万千瓦，是中国主要的光伏电站投运公司之
一。其格尔木光伏电站部分使用了华为逆变器，目前使用
情况表现良好，2013年双方进一步加深了合作，以探讨网
络能源与逆变器的应用和如何保证光伏电站高效运转。

除了国内市场，华为还一头扎进了要求高、国际一线
逆变器公司林立的欧洲市场，并已先于国内市场有规模应
用，目前华为也在试图进入难以进入的日本市场。华为有
一半的市场在海外，2013年华为光伏逆变器出货增加有一
部分得益于渠道积累。由于销往国外的光伏产品与电子产
品类似，需要代理商的参与，而华为在很多国家地区都积

累了很多的销售渠道及营销经验。因此凭借着极高的知名
度，华为在欧洲、非洲甚至是如今对光伏产业兴趣浓厚的
东南亚地区，较同行而言更有先天基础去打开当地市场。

大 势 所趋

组串式逆变器是华为力推的另一个主张。
简单而言，他们将组串式与集中式逆变器做跟踪对

比，发觉两者存在几个地方的差异：
第一，发电量高，对于1MW的方阵，组串式逆变器可

提供120路MPPT精细发电，相对集中式逆变器发电量有
5%-10%以上提升。并且针对山地丘陵以及分布式屋顶的场
景，具有更灵活的设计优势。

第二，灵活度，当组件受到遮挡时集中型电站会受到较
大影响，组串式电站自由遮挡的一串受影响，组串型电站可
以在同一个项目中使用不同方向组件，同时监控到每一串组
件，更容易找出有问题的组件，提高组件有效发电量。

第三，方便安全，设备种类简单。直流汇流箱、直流
配电柜、隔离变压器、机房和相关土建工程可全部省去，
同时降低现场施工组织难度、缩短工期。

这几个差异相对电站业主而言，是存在利益思考的。
当然，组串式也存在弱点，在成本方面需要做平衡，前期
投资稍高。另外，集中式逆变器已经应用成熟，具备先天
接受优势。最关键的还在于组串式逆变器的品质，每家的
破损率情况不一样。

业内主张组串式逆变器的公司不止华为一家，在这点
上华为没有颠覆所有人的蛋糕，而是跟其他同行将新蛋糕
做大，事实也证明市场逐渐起了变化。

根据IHS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串式逆变器已愈来愈
多的被运用于兆瓦级光伏系统中。在IHS进行的一项调研
中，约有40%的逆变器买家表示串式逆变器适用于装机量大
于1MW的光伏项目，超过300个太阳能安装商、分销商与
EPC公司表示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组串式逆变器。

调查结果同时显示，过去一年市场对组串式逆变器运
用于大型系统接受度与日俱增，这将使得组串式逆变器在
几个关键的市场占比份额增加。

眼下在推广分布式和追求更高投资收益(度电补贴)的情况
下，选用组串式逆变器进行MW级电站建设成为趋势之一。

同时，第三方监测、保险金融机构体系的逐渐深入也让
电站业主对组串式有了新的思考，上海骏诚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总经理吴文凯表示：“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希望电站多采
用组串式，这样更便于我们将目标监测范围缩小，能更有效
的获得数据、了解电站动态，这也是我们承保的一个倾向。”

胡信跃对组串式的兴起充满信心，他表示：“组串式在收
益保障、安装、维护、安全性等方面的优势突出，能为客户
创造更大价值，天下大势，浩浩荡荡，这势是客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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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在去年8月19日结束了第三
轮的招标。虽然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说成是具有重要意义
的国际事件有些夸张，但对于那些行业内的知情人士来
说，这确实是一个倍受期待的日子。几乎从零开始，前两
轮名称呦口的南非“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生产商的采购计
划”(REIPPPP)为太阳能产业带来了1GW的项目。现在，随
着第三轮竞标的进行，另有400MW光伏项目待价而沽，行
业内充满了兴奋的气息。

“在第三轮中的竞争意味非常强烈，每个人都知道如
果他们想赢得项目的话，就必须得削尖脑袋竞争。”Kensani 
Eaglestone的副董事努诺·吉尔表示。

Kensani Eaglestone是两个投资公司Kensani资本及
Eaglestone合作建立的企业，吉尔是其创始合伙人之一。它
曾为多座大型REIPPPP项目担任投资顾问——第一轮中的
Letsatsi项目和Lesedi项目(见图二)，规模均为75MW (DC)， 
和第二轮中96MW DC的Jasper项目。公司正在为第三轮招
标中的另外六个光伏项目进行努力，吉尔认为此轮招标将
吸引感巨大的兴趣。“在第三轮中有400MW左右的太阳能
项目，但是我们已了解到有约2至3GW的项目已经准备投
建，”他说。“这一项目已经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

至少在纸面上，REIPPPP的进度确实是爆炸性的。在第
一轮中，共有总量为631MW的19个不同的光伏项目被分配
出去；在规模较小的第二轮中，另有八个项目被选中，总
规模为417MW。迄今为止，通过REIPPPP项目进行的太阳
能投资大约为28.3亿美元，并为该国带来了领先的市场参
与者，其中包括很多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知名开发商
和制造商，在这一市场上一决雌雄。甚至互联网巨头谷歌
也参与了进来，对Jasper项目进行股权投资。

“决策者们应对这一项目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吉
尔表示。“他们已吸引了大量国际关注和国际投资者。”

产业对REIPPPP所表现出的热情证明了吉尔的想法，尽
管有一些小问题，但一路走来，这仍是一个执行得非常好
的项目。他还表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项目在如此短的时
间内实现财务结算这一事实。“看一下第一轮招标的项目就
知道了，大部分项目的获选投标人在一个星期内就已完成
财务结算。这一个事实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惊。一些顾
问和律师已经习惯了用一年的时间在南非完成一个项目；
但现在他们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了28个。”

当然，在变得如此受欢迎的情况下，REIPPPP的竞争也
变得更加激烈。这很可能会进一步显现在第三轮，吉尔对

此表示说，投标人若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得标出极为激进
的项目价格才行。

一些分析师认为，随着针对第一轮和第二轮REIPPPP中
的项目的购电协议补贴被大幅下压——平均达到40%——极
少有进一步的回旋余地。吉尔表示，正因如此，项目投标
人就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挤压成本，从而给出具有竞争力
的投标价格。

“关税在第二轮出现大幅下跌，这体现了行业内所出
现的一些发展，但大部分原因还是人们意识到如果他们想
赢得项目就必须得具有竞争力，”吉尔表示。“(在第二轮)许
多投标人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仍然在寻找大规
模项目的溢价——试图从这些项目中获得巨额利润——其
中一些最终没能拿到任何项目。

“在第三轮中，投标人需要对他们的成本结构进行详
细的规划。他们需要做的是尽可能的提高竞争力；整个过
程没有余地让你有精力应对很多突发事件。如果他们想要
开发成功，项目的溢价应被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否则
落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南非已取得里程碑式成就

本·威利斯(Ben Willis)，PV-Tech 

努诺·吉尔(Nuno Gil)曾参与组建了一些南非最大的太阳能投资交易，其中包括与互联网巨头谷歌之间的合作。他在接
受PV-Tech采访时介绍了该大陆上其它国家可能从南非身上学到的经验。

图一：Kensani Eaglestone副董事努诺·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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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另一个竞争力不断上涨的领域是其在对项目
进行投资时，在资本成本上产生的影响，据吉尔表示， 
“股东资本回报要求领域内已经出现了很多让步”。在第
一轮招标中，投资者希望获得17-18%的实质回报率，或
22-23％的长期回报率。在第二轮中，这两个数字已分别下
降至15-16%和20-21%。“在第三轮中，你会见到这一数字
降到11-12%的区域内，即17-18%的长期回报率，”吉尔表
示。“因此，从第一轮到第三轮，股本回报率下降了5-6%，
这是非常巨大的。”

吉尔认为投资回报率预测走低的原因部分是由于金融
界对南非太阳能这一仍未被开发过的市场所具有的不断增
长的信心和不断增加的理解，但其中主要因素，还是竞争
的加剧：愈来愈激进的定价与愈来愈多的企业进入这一市
场，将南非作为其长期的战略机遇之一。

非洲市场投资模式

吉尔还表示，REIPPPP能够吸引高水平关注的能力可
以使得其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
寻找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一个有用的蓝图。吉尔指出了
一些让这个项目在这个令人振奋的市场上极为成功的核心
成就。除了规模之外，他还表示，这一项目成功的两个关
键要素是所享受的政策扶持，和项目始终如一的运行方
式。

“大家总是对政治家的出尔反尔感到忧虑，但目前并
没有任何强有力政策扶持政策，所以人们期望这一项目是
将要实施的一个长期战略，”他说。“此外，目前正在参与
操作这一项目的人极具效率，流程透明度高。所以大家能
够真正见到有人在促进这一流程向前发展；它不只是一个
100MW项目，随机出现在什么不为人知的地方。这是一个
由政府集中开展的项目，并已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运营
小组。”

吉尔表示，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由南非政府制定的、
对该方案予以支持的购电协议框架。与其让投标人为每个
单独项目分别进行购电协议谈判，REIPPPP项目与国家电力
公司Eskom之间制定了购电协议草案，列出了执行协议、招
标规则等相关问题。“人们可能会对其中的个别条款感到不
满意，但总体的条款规则清晰明确，并且给人以有一种中
标项目并非晦涩难懂的感觉。”吉尔表示。

另一个吸引人的事实是该购电协议由南非政府担保。
吉尔指出，一个国家比起许多欧洲同业，具有更好的信用
价值体系：“这样，你就拥有了完美的组合：相较于邻国更
为发达的国家、强大的购电协议和支持该方案的政治家，
这一切因素，再加上项目的规模，使得这一项目在很多方
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地区，吉尔认为，与REIPPPP
规模类似、方法相同的项目同样具有机遇与市场。他列举
出多个具有较强实力、且适于投资者投资的经济体，尤其
是加纳和尼日利亚两国，认为那些国家可以从REIPPPP型项
目中受益颇多。

当然，在这些国家内项目的规模还将取决于很多特定
的条件，如信用价值体系、电网接入问题等，这意味着他
们不太可能完完全全照搬南非的模型。但吉尔认为，南非
项目的核心原则可为其他国家提供很多可借鉴之处。

“如果政府具有一个很好的集中式结构、可以吸引私
人部门投资的规范化购电协议框架，就可被看做是一个巨
大的进步，”他说。“在其他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内，
你有时会见到一些愿意对可再生能源和太阳能领域进行投
资的人，但却在如何才能获得恰当的购电协议方面面临重
重困难。此外，每一个项目都需要进行单独的购电协议谈
判，这使得事情变得愈加困难；这样做是不可能实现大型
项目的开发的。但在一些国家，政府可以提供中央化集中
领导，这样一来，产业就可以从南非的经验中获益了 。”

图二：Kensani Eaglestone所参与的第一轮REIPPPP中的Lesedi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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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浪乘风 追逐阳光 
——献给每一位太阳能光伏从业者

当您站在高处，观看那蔚为壮观、连成一片，与传统电力大相径庭的太阳能光伏电
站时，一定会感叹震憾，而在光伏从业者们的心里，则会多出许多难以言表的悸动与激
动。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这样壮丽的风景背后是一段十多年的积累。

2001年中国推出“光明工程计划”，通过光伏发电解决偏远山区用电问题，为中国
光伏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彼时的大洋彼岸，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太阳能光伏已经萌
芽，其中，德国光伏装机从2000年45MW起步并持续增长，并由此带动了全球光伏产业
的蓬勃发展。”

2009年，中国开始实施光伏发电特许权招标项目，同年中国第一座10MW级光伏

电站在宁夏石嘴山建成。还是在当年，中国金太阳示范工程启动，分布式发电正式起

步，2009年成为中国光伏电站的元年。

2011年，青海930项目将光伏电站热度从西北引燃至全国，并推动了呼吁已久的光

伏标杆上网电价的诞生。从此中国光伏电站装机进入吉瓦级时代。也是在这一年，PV-

Tech正式组建了中国本地采编团队，将这片光伏热土的消息传播至世界各地。

2013年，中国光伏政策得到进一步完善，标杆上网电价根据日照资源分为三类；分

布式发电在金太阳示范工程取消后回归度电补贴。这一年，中国不仅延续了世界第一大

光伏产品制造中心，还凭借创纪录的超过12GW安装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国。

从2011年开始，PV-Tech记者连续三年前往西部考察，累计时间超过60天，再加上

中、东部地区的光伏电站采访，这个年轻的团队已经与超过100座光伏电站进行了密切

接触。在采访过程中，我们遇到大批销售团队、技术团队和工程团队，他们为了光伏电

站的发展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中奔波。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行业好的一面，同时令人担忧的事情也不时冒出来。

《PV-Tech PRO电站专刊》即是在此背景下酝酿发酵，希望用我们的视角为读者还原目

前中国光伏发电的喜与忧，通过呼吁全行业对质量、规范的重视来塑造更美好的未来。

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十年，终于从暴利的上游走到终端，为了

不再重复以往的教训，我们将以此书对终端电站进行系统梳理。本章节作为《PV-Tech 

PRO电站专刊》前瞻版奉献给读者，不久后我们将正式推出这本杂志。

肖蓓、王超 

PV-Tech PRO



电站专刊前瞻版

第一章、政策统计与分布式电站

 中国官方光伏政策发布统计

 如何玩转分布式光伏电站？

 高质量高可靠的组件产品新技术——晶硅双玻组件

第二章、中国太阳能资源与电站监测

 数据化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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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我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起始之年，国家能
源局牵头制定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其中太阳能发电（含热发电）2015年发展目标几经修订，
目前调整至15GW。“十二五”规划布局和建设重点是：

按照“适度规模、就近上网、当地消纳、有序发展”
的原则在太阳能资源好、具有荒漠和闲散土地资源的地
区，建设一批“万千瓦级”大型光伏电站，结合水电站分
布情况和电网接入运行条件，在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建
设百万千瓦级大型太阳能发电基地。

推广与建筑结合的并网光伏发电系统，鼓励在有条件的
城镇公共设施、商业建筑以及产业园内安装光伏发电系统。
支持在工业屋顶安装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发挥光伏发电与用
电负荷相匹配的优势，就近接入，当地消纳。在资源较好的
地区建设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并与其他新能源形式
结合，建立可独立运行、多能互补的微网示范系统。

在偏远无电地区继续推广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或者建
设小型光伏发电系统，解决无电地区人口的基本生活用电
问题。鼓励在通信、交通、照明等领域采用分散式光伏电
源，扩大光伏的商业应用规模。

2012年发布和制定的主要光伏政策

1月：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2012年金
太阳示范工作的通知》
2月：工信部《太阳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3月：科技部《太阳能发电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
5月：国家能源局《关于申报新能源示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
通知》
6月：国家能源局《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扩大能
源领域投资的实施意见》
7月：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太
阳能发电发展“十二五”规划》
8月：财政部、住建部《关于完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政策
及调整资金分配管理方式的通知》
9月：国家能源局《关于申报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
范区通知》
10月：国家电网《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工作
的意见（暂行）》；《关于促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管理工作
的意见（暂行）》；《分布式光伏发电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 
（暂行）》；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编制无电地区建设应
用政策及调整资金分配管理方式的通知》
11月：财政部办公厅科技部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联合发出《关于组织申报金太阳和光
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的通知》；国家发改委、国家电监会 
《关于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配额交易方案的通知》

2013年被光伏业内人士定为“光伏政策元年”，2013
年，困扰中国光伏近两年时间的“双反”之乱得以平息，
也正因为双反，这一年的光伏产业发展得到了政府前所未
有的重视。“双反”使得业内及政府重新思考，决心启动
更大规模国内市场，为中国光伏制造业找到新的“绿洲”。

不论是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上的光伏专题与重点讨
论，还是国家总理李克强在署名文章、重要会议及与欧盟
协商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都将光伏产业提升到了一
个相对较高的重视层面，鉴于此，光伏产业的外部投资环
境得到较大改善、相关政策出炉的比较频繁，企业经营状
况也有所好转。

2013年，全球最大光伏市场花落中国，地面电站与分
布式发电并驾齐驱，装机容量持续增加，对中国光伏市场
来说是创纪录的一年，11GW的安装容量足以傲视群雄，政
策导向开始发挥他的杠杆调控影响。

2013年发布和制定的主要光伏政策

3月：国家电网《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
6月：国家能源局《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区工作方案》
7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家发改委《分布式发电管理暂行办法》；国家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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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开展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消纳情
况监管调研的通知》
8月：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建
设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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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关于调整可再生能源电价
附加标准与环保电价的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家能源局、国家
开发银行《关于支持分布式光伏发电金融服务的意见》
9月：国家能源局《光伏电站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家财政
部《关于光伏发电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工信部《光伏制造
行业规范条件》
10月：工信部《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国
家能源局《关于征求2013、2014年光伏发电建设规模意
见函》
11月：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政部《关于对分布式发电自发自用电
量免征政府性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能源局《关于光伏
发电运营监管暂行办法》

展望2014年，在全球经济增长复苏确定性增加以及国
内政策持续引导的背景下，光伏产业还将保持增长，有助于
光伏企业增加组件出口及本土市场消化。但前提是相匹配
的产能，如因短暂的复苏而过度的扩张，同样将存在隐忧。

中国官方光伏政策发布统计

编辑整理/肖蓓   



由于国内补贴力度使光伏电站投资收益看高，企业
纷纷涉足，但光伏电站开发良性发展的稳定现金流预期要
求，仍需要政府尽快落实执行细则政策，比如电量计量细
则（综合电量、峰谷平电量、阶梯电价、二级用电单位或
个人的电量计量），补贴拨付（电网企业代发方式、产权关
系变更程序），税务处理（增值税50%即征即返、个人增值
税票据、补贴部分税务处理等），如何解决中小企业投融资
难的问题等。

2014年发布和制定的主要光伏政策

1月：能源局《关于公布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
名单（第一批）的通知》、《关于下达2014年光伏发电年度
新增建设规模的通知》

地方光伏政策汇编

2013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通知对光伏电站实
行分区域的标杆上网电价政策，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实行按照发电量进行电价补贴的政策，电价补贴标准为
0.42元/千瓦时。

光伏电站方面，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发挥价格杠杆作
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中明确了全国光伏电站标杆上
网电价（如下表）。国家明确电价补贴后，中国各省市地区
也相继给出各自的光伏政策及补贴。

呈现出不同的支持方式与态度，这里我们例举一些具
有代表性的省份。

山东省

为发挥杠杆作用，优化山东省能源结构，促进可再生
能源和节能环保发电项目健康、合理、有序发展，2013年
山东省发布了《关于运用价格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和节能
环保发电项目健康发展的通知》。

将继续扶持太阳能光伏、风力发电项目发展，鼓励节
能环保发电项目发展。

江苏省

在国家统一上网电价基础上，江苏省加大了光伏发电
电价附加补助力度，明确2012－2015年期间，对全省新投
产的非国家财政补贴光伏发电项目，实行地面、屋顶、建
筑一体化。

广东省

2013年广东也制定了《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
实施意见》(粤府办[2014]9号)。我省促进光伏发电的扶持
政策体系基本建立。主要包括：价格政策、财税政策、金
融政策。

广东省按照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为1元/千瓦时，分
布式光伏发电，施行全电量补贴政策，补贴标准为0.42元/
全瓦时(含税)。

广东省2014年度新增光伏发电建设规模100万千瓦， 
其中分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90万千瓦，光伏电站10万千
瓦，纳入规模的光伏发电项目才可以享受国家有关价格和
补贴政策。

与其他省市相比，广东省的光伏政策相对保守谨慎。 

  

资源分区

 
I类资源区

 
 
 
 
 
 
II类资源区

 
 
 
 
 
 
 
 
 
III类资源区

注：西藏自治区光伏电站标杆电价另行制定。执行时
间：2013年9月1日以后备案及以前备案单2011年1月1
日以后投运的

光伏电站标
杆上网电价

0.90

 
 
 
 
 
 
0.95

 
 
 
 
 
 
 
 
 
1.0

各资源区所包含的地区

 
宁夏，青海海西，甘肃
嘉峪关、武威、张掖、
酒泉、敦煌、金昌，
新疆哈密、塔城、阿
勒泰、克拉玛依，内蒙
古除赤峰、通辽、兴安
盟、呼伦贝尔以外地区

北京，天津，黑龙江，
吉林，辽宁，四川，云
南，内蒙古赤峰、通
辽、兴安盟、呼伦贝
尔，河北承德、张家
口、唐山、秦皇岛，山
西大同、朔州、忻州，
陕西榆林、延安，青
海、甘肃、新疆除I类
外其他地区

除I类、II类资源区以外
的其他地区

省份

山东

已享受国家金太阳示范工程补助资金、太阳能光电建筑
应用补助资金以及我省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
目不再享受电价补贴

年限

2013
年－2015年

电站上网电价

1.2元/千瓦时（含税），高于国
家标杆电价部分由省级承担

省份

江苏

省级财政每年从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中安排1.6亿元
给予补助

年限

2013
年－2015年

电站上网电价

2013年1.25元、2014年1.2
元、2015年1.15元/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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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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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份

河北

规模类型

1MW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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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KW－1MW（不含1MW）自发自用

年限

2014年底建成投产

2015年底建成投产

2014年底建成投产

2015年底建成投产

电站上网电价

1.3元/千瓦时

1.2元/千瓦时

5元/瓦补助

4元/瓦补助

前提：必须使用河北光伏企业制造的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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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杭州市萧山区

 
 
 
 
杭州市富阳市

 
温州市

 
 
 
 
 
 
 
温州市永嘉县

 
 
 
 
 
 
嘉兴市

 
 
 
嘉兴市秀洲区

 
 
 

相关文件

萧政办发〔2013〕209号

 
 
 
 
－－－

 
温政发〔2013〕75号

 
 
 
 
 
 
 
永政发〔2013〕282号

 
 
 
 
 
 
嘉政发〔2013〕87号

 
 
 
秀洲政发〔2013〕31号

 
 
 

补助内容

1）屋顶业主使用部分光伏发电量，按用电价格给予15%的优
惠；
2）已列入区级以上太阳能应用（示范）计划的项目，按照上级
要求配套资助，未列入计划资助且装机容量不小于30kW的太阳
能应用项目，按照实际发电量给予0.2元/千瓦时补助。

2014-2016年建成投产的项目，前两年按实际发电量0.3元/千瓦
时补助，第三至五年给予0.2元/千瓦时补助

1）凡屋顶安装光伏发电系统的，按其发电量给予0.05元/千瓦时
的补贴，自发电之日起一补五年；
2）凡2013年底前建成并网发电的光伏项目，给予0.2元/千瓦
时补贴；2014年底前建成并网发电的，给予0.15元/千瓦时补
贴；2015年底建成并网发电的，给予0.1元/千瓦时补贴；居民
家庭屋顶光伏发电项目，给予0.3元/千瓦时补贴，自发电之日
起，一补五年（连续补贴五年）。（已享受国家“金太阳”、“光电
建筑一体化”项目投资补助的光伏发电项目，不再补贴。）

1）对县域范围内除民居外实施的装机容量达到50千瓦以上的光
伏发电项目，根据项目建成后的实际发电效果，除按政策享受国
家、省、市有关补贴外，按其发电量给予在永注册的项目业主补
助，自发电之日起连续补贴五年，补助标准为补贴0.40元/千瓦
时；
2）居民家庭屋顶安装光伏发电系统的，按装机容量给予每瓦2元
的一次性奖励，建成投产后前五年给予0.3元/千瓦时的补贴。

自2013年起到2015底，对市本级200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进行电量补贴，补贴标准为0.1元/千瓦时，连续补贴3年。（已享
受国家“金太阳”、“光电建筑一体化”项目投资补助的光伏发电
项目，不再补贴。）

对列入国家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的光伏发电项目，按期建
成并网发电后，按装机容量给予一次性1元/瓦的补助（鼓励优先
采购本区光伏产品，对本区产品占设备投入30%及以上的项目给
予100%补助，低于30%的给予80%的补助）。

浙江省

浙江省是全国光伏产品生产和出口第二大省，为推动省
内光伏产业健康发展，2013年10月浙江省政府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快光伏应用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政
发〔2013〕49号），明确在国家补贴规定的基础上，省再补
贴0.1元/千瓦时。

继国家和省内出台相应光伏发电补贴政策后，浙江省各
市县政府、发改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政府部署，各自出台了鼓
励政策制定。



  

地区

嘉兴市海宁市

 
 
 
 
嘉兴市桐乡市

 
 
 
 
 
 
衢州市

 
 
 
衢州市龙游县

 
 
 
衢州市江山市

相关文件

海政办发〔2013〕260号

 
 
 
 
桐经信产〔2013〕148号

 
 
 
 
 
 
衢政发〔2013〕53号

 
 
 
龙政发〔2013〕35号

 
 
 
江政发〔2014〕2号

补助内容

对市域范围内实施的光伏发电项目，经申报批准，装机容量达到
0.1兆瓦以上，在国家、省财政补助基础上，对光伏发电实行电
价地方补贴。对在2014年底前建成的按0.35元/千瓦时标准给予
补贴，连续补助五年；对屋顶资源提供方按装机容量给予0.3元/
瓦一次性补助。

1）对实施项目按装机容量给予每瓦1.5元的一次性奖励（已获得
国家政策扶持的项目不补）；
2）2014年以前建成投产，前两年按实际发电量0.3元/千瓦时补
助，第三至五年给予0.2元/千瓦时补助；
3）对屋顶出租方按实际使用面积给予一次性30元/平方米的补
助；4）采购本市光伏企业生产的产品，按采购价格的15%给予
奖励。

在本市绿色产业聚集区开展屋顶光伏发电集中连片开发试点，暂
定5年内，对采购本地光伏产品的项目，在省上网电价1.0元/千
瓦时的基础上，给予0.3元/千瓦时（已享受国家、省各类补贴政
策的项目，按上述标准折算评估后核定电价补贴）。

1）对县域范围内实施的装机容量达到1MW以上的项目给予0.3
元/瓦的一次性奖励；2）暂定5年内，对县域内建设的光伏发电
项目，在省定上网电价1.0元/千瓦时的基础上，给予0.3元/千瓦
时的上网电价补贴。（已获得国家、省级补助的项目不补）

1）光伏电站项目：按装机容量给予0.3元/瓦的一次性补助，上
网电价在国家标杆电价和省级补贴的基础上，再给予0.2元/千瓦
时的补助；2）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装机容量给予0.3元/瓦
的一次性补助，对自发自用电量，在国家和省级补贴的基础上，
再给予0.15元/千瓦时的补助；3）鼓励年综合能耗1000吨标煤
以上的企业建设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对自身屋顶面积不够，租用
周边企业屋顶建设的，按实际使用面积给予一次性10元/平方米
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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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一夜之间，“分布式”就成为了光伏圈子里最炙手
可热的流行词，无论从国家能源局对2014年的光伏装机规
划中，还是从各方投资者宣称的GW级投资计划中，我们都
可以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

在中国国家能源局2014年规划的14GW光伏电站装
机总量中，分布式以8GW独占鳌头，大型地面电站却仅以
6GW占比40%稍多。从规划比例中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坚
定推行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决心和勇气。自去年起，针对分布
式光伏发电的各项配套政策陆续出台、电网首次对个人放开
并网接入服务、“普惠制”的补贴措施史无前例、审批流程
大幅简化⋯⋯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为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应用推广助
力加油。虽然目前暂时还有一些困难需要克服和排除，还有
一些工作要做，但我们必须有理由相信，分布式光伏发电接
下来绝对有戏。

其实，分布式光伏发电在欧美国家早已是非常成熟的一
种能源应用形式。以德国为例，德国国土面积35万平方公
里，几乎等同于我国的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总和，而人口
却仅有8000万，相比之下我们的这三个省份总人口则达到
了2.3亿，德国2012年GDP为3.43万亿美元，我国这三省的
GDP总和为15.15万亿人民币（按当期国际汇率计算，约折
合2.45万亿）。

就在这样一个比例前提下，截止到2013年底，德国的
光伏电站总装机量已达36GW，而我们的这三个省份光伏装
机总量仅有2.046GW，巨幅差距显而易见。另一个数字则
更加有力，中国现在每年全社会总计用电量为5万亿kwh，
而山东省临沂市是一个省属地级市，其2013年外购电达到
了180亿Kwh，如果扩展到山东、江苏、浙江这三个省份，
外购电数据更将令人惊讶。

我国东西部资源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就了以上数据，
能源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如何在电力需求旺盛的地区实现自
发自用免去远距离输送的无谓浪费，又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发
电端带来的环境污染，分布式能源，尤其是分布式新能源利
用则成为了最佳的选择。

在诸多分布式能源利用形式中，分布式光伏发电对装机
环境要求最低，同时也是安装及运维最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
形式。在我们国家如此广袤的国土上，特别是在经济发达、
工业基础厚实的中东部地区，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推广具备天
然雄厚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确信：分布式在中国一定会迎来
一个爆发的时刻。

不过，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电网结构、屋顶结构、工商
业企业发展环境等，同德国等国家有诸多不同。所以，如何
做到接中国的地气，如何能够在中国玩转分布式，需要用到
中国式智慧。

现在我们从媒体多次看到各地纷纷涌现出了诸多“首
个”个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市场已经在破茧而出，越来
越多的朋友在关注着分布式光伏发电这个产业，也有越来越
多的朋友希望了解目前在中国，到底如何操作才能玩转分布
式光伏电站。今天，我们就先以上海浦东的一个居民别墅屋
顶项目为例，结合航禹太阳能的建设安装经验，仅就审批和
安装流程整理如下，而关于政策、投融资、资产证券化、收
益等，我们今后将另文再述。

踏勘设计
首先，我们要和业主一起爬屋顶、查勘现场，以确定该

屋顶在承重、朝向等方面，是否具备安装光伏发电的条件。
如果具备了，那就要测量屋顶尺寸，在图纸上标注出坡面朝
向和遮挡等，据此，大致给出业主所能安装的光伏装机量。
经过了这一系列流程后，再根据业主家庭用电情况，本着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收益最大化”的原则，我们测算出
该套别墅屋顶共可安装12.5kw。

接下来就是商务谈判阶段、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我
们将支架安装、组件排布和电气接入方案设计完成，在这个
设计时，我们由国外从事多年光伏设计的工程师进行设计，
目的是把国外先进、成熟的设计理念，快速切入到我们国内
的工程中来，特别是在标准化、流程化上，可以很好地实现
中外的无缝对接。业主看到方案后，感觉很满意。

并网申请
有了设计方案，接下来我们就要配合业主一起到供电公

司进行并网申请，这个需要一些资料，主要为户口本、身份
证、房产证、物业（居委会）同意函、设计方案。（如图一）

供电公司在收到了这些资料后，也会登门实地勘察，并
出具接入方案，再进行内部审批。整个流程走下来基本需要
20天，当然，业主也可以主动多跑几趟供电公司，催促他
们尽快完成。

施工
在供电公司审进行批的同时，我们可以组织施工。施工

马虎不得，毕竟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电站，最终可要接入整

如何玩转分布式光伏电站？

丁文磊，航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图一：并网申请资料

户口本（身份证）

房产证

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

物业（居委会）
同意函 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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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电网的，所以一定要有严谨、负责的施工态度。因此，
在施工前，一定要严格复核图纸，做到施工建筑面、图纸、
材料（特别是电气设备）三者一一对应。

并按照浇筑水泥基础（坡面的话，需要安装化学螺栓）→安
装支架→装组件→布线（连线）→调试逆变器（配电柜）→全系
统联调联试。如果全系统运行正常稳定的话，一定要和业主签字
确认进行验收，接着就等待供电公司来换电表、进行并网。

换电表并网
施工完成，供电公司内部流程也已完毕，那么供电公司

会有专业人员前来更换新的智能双向电表。这块电表不同于
我们原先使用的单向电表，而是由上行（反向功率）和下行
（正向功率）双向电表组成，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我们的光伏
电站即时及累计发电量、网购电量计量数据、余电上网计量
数据等。到这里，整个电站就可以并网发电了。

完成并网，免费用绿电拿补贴
并网完成后，供电公司会根据《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

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1638号）， 
无论自发自用还是余电上网，都可以享受0.42元/kwh的补
贴，在有些地方（诸如江浙沪、安徽江西等）还可以得到一
定年限的地方附加补贴。

余电上网部分则根据当地的脱硫煤标杆上网电价（煤电
上网销售价格）与电网公司进行结算。即，项目业主电费收
入=自用光伏电量×（原网购电价+0.42元/kwh）+余电上网
电量×（当地脱硫煤标杆上网电价+0.42元/kwh）。

由于上海地区实施阶梯电价及峰谷电价，因此白天光
伏发电时段光伏电力用量越大，这个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
收益率越高，投资回报期越短。不过，需要补充的是，由于
0.42元（含税）的分布式补贴是财政部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金交由电网企业予以转付，在转交过程中电网企业已经支
付了增值税，因此每度电补贴的0.42元扣除17%增值税后，
我们只能得到0.359元/kwh的补贴。
同样，余电上网部分的收入也是要我们的项目业主以

自然人身份去当地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后出具给电网公司才
能结算的，得到的收入当然也是同样被扣除17%增值税以
后的。

目前，涉及到税收政策、电网企业执行细则等复杂因
素，虽然根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能
新能〔2013〕433号），电网企业负责向项目单位按月转付
国家补贴资金，按月结算余电上网电量电费，不过实际情况
中，每个地方的结算周期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按月结算，
有的地方按季度结算，更有的地方每半年结算一次。

所以，具体的电费及补贴结算，在我们与电网企业签订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低压发用电合同》时，一定要规定明确。

我们这个例子虽然是以个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为例，
不过工商业屋顶的分布式光伏电站的操作与上述流程基本相
同，只不过工商业分布式项目业主是法人，不用去税务局代
开发票，而是自己开具电费发票即可与电网企业进行结算，
税务操作方面更方便一些。

希望在看完这篇文章后，能够对大家了解如何在自家屋
顶上投建一个分布式电站有所帮助，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成
为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的参与者。我们相信，随着政策、融
资环境等诸多条件的优化，以及光伏发电成本的逐渐下降，
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享受到光伏绿色电力带来的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

作者简介
丁文磊，航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从事光伏采购、销售业务近10年，熟悉全产业
链各环节，擅长对市场及行情研究、分析。目
前，专门从事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EPC。

图三：分布式电站审批流程

图二：航禹上海浦东某居民别墅屋顶项目



摘要:

高质量高可靠的地面用晶硅双玻组件TSM-PDG5（后面
简称双玻组件）是天合光能开发的一款差异化产品。该双
玻组件取消铝边框和传统聚合物材料的背板，正反面都采
用2.5mm薄玻璃的封装结构，是一款可以全面应用于地面
电站、商业、民用屋顶及农业大棚的高可靠长寿命组件产
品。其先进性在于：全球首家采用2.5+2.5mm薄玻璃的封
装结构，获得TUV61215[1]和UL1703[2]双认证；获得亚太
首家UL及TUV的最高防火等级Class A等级证书；具有优良
的抗PID性能；卓越的抗盐雾、酸碱和沙尘的耐候性能；双
层玻璃的设计，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池片，防止电池片隐裂；
无金属边框，免接地，安装更快捷，节省人力成本，有效降
低LCOE；减少边缘积灰，降低日常维护保养成本；能满足
1500V系统电压设计；其特殊设计的安装夹具可达到正压
6700Pa和负压5400Pa的载荷性能，适合飓风区应用。

 背景

随着光伏发电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客户对光伏产品
质量和可靠性以及低LCOE要求越来越高，开发高可靠、长
寿命、便捷安装等优点的光伏组件产品成为必须。天合光
能以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技术创新平台，研
究新技术，开发出高效率低成本的产品，双玻组件就是其
中之一。PV-Tech网站公布“2013年最受欢迎新品发布前
十位”，天合光能的双玻组件排名第二。该组件为高温高湿
和盐雾酸碱地区使用光伏组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解
决了现有边框组件中的背板作为有机材料在户外容易降解
的缺点，同时也解决了薄膜组件容易破裂和转换效率低的
缺点，是目前市场上最坚固耐用的组件之一。目前常规组
件在长期使用中，作为高分子聚合物的背板有机材料在户
外使用过程不可避免的产生降解老化而影响组件产品的耐
候、绝缘性能和降低输出功率，使用玻璃这个无机材料代
替背板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双玻组件的设计

该组件采用6*10pcs电池片串联，正反两面都由2.5mm
薄强化玻璃的封装结构，开创了行业的先例。图一是该双
玻组件的示意图，图二双玻组件和和传统边框组件的截面
图，表一列出了双玻组件，传统组件和薄膜组件的区别。

同时为了提高组件输出功率，电池片背面的EVA封装材料采
用白色EVA，也可以使用2层透明EVA，用于农业大棚，车
棚等场所。

高质量高可靠的组件产品新技术

——晶硅双玻组件

徐建美、冯志强、Pierre Verlinden、张映斌、束云华、茅静、沈慧、王禹、付传国、葛先平，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州天

合光能有限公司  

图一：双玻组件示意图

图二：双玻组件和传统边框组件的截面图

双玻组件

边框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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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玻组件的技术难点

白色EVA的应用
传统组件，前后EVA都采用透明EVA，但是背板是白色

的，具有较好的反射功能用以提高组件输出功率，如果背
板采用透明玻璃，那么功率就损失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我们创新的批量使用了白色EVA作为背面EVA，代替背
板的这个反射功能，达到了和传统组件一样的效果，见图
三所示的反射率。因为采用白色EVA，所以带来了很多层压
工艺，如电池片和汇流条溢白（如层压工艺章节中图七和
图八），我们通过大量的实验和工艺摸索，成功的解决了这
个问题。

前后玻璃都采用2.5mm薄玻璃，并实现批量化生产
这款双玻组件和传统的BIPV双玻组件不同之处在

于，BIPV组件一般为了满足建筑需要，玻璃厚度需要5mm
以上，封装材料需要用PVB，而且定制化要求很高，因此具
有重量大，层压工艺非常困难（一般良率只有80%左右），
价格高的缺点而不能全面推广。

而对于传统边框组件，使用的前板超白压花钢化玻璃
厚度一般为3.2mm，因为3.2mm厚度对于玻璃的原片压花
生产工艺和钢化工艺，都已经是极限厚度了，2.5mm虽然

有使用，但都是实验和样品阶段，天合光能与战略供应商
共同开发，一起克服了这个困难，实现了2.5mm玻璃的量
产，其中特别是钢化工艺，不但要保证一定的强度，而且
要保证较好的平整度。

前后玻璃均采用2.5mm强化玻璃，不但解决了薄膜组
件重量大，效率低的问题，也解决了薄膜组件因为薄膜沉
积的工艺需要，前板玻璃只能采用原片玻璃，因此玻璃强
度不够，引起安装使用过程容易破损的缺点。同时后玻璃
解决了普通组件背板的高分子材料较弱的耐候性能和高水
汽透过率的问题，又由于其自身的强度大幅度提高，取消
了铝边框，同时实现免接地，大幅降低了组件成本和系统
BOS成本，成为一款适用于地面电站，商业和民用屋顶等不
同应用方向的高可靠长寿命组件产品。

背面薄玻璃的打孔技术
对于双玻组件，有很多公司都比天合光能要早1~2年进

行研发和展出，但是一直没有量产，究其主要原因，一是
因为层压工艺的良率不高，一般只有80%左右，导致成本大
幅度增加，二是因为组件设计问题，其中特别是接线盒的
选用，一般采用小的侧边接线盒，如图四，这样组件设计
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很多可靠性不能保证和满足，如绝缘
性能，UL的低温冲击。天合光能经过对各种不同的接线盒
方案和组件设计，最后选择了背面玻璃打孔如图五，采用
和常规组件一样的内部电路设计和引出线设计，但是这样
一来，薄玻璃的打孔技术成为了玻璃深加工行业的一大难
题。天合光能全面调研了相关技术，和供应商共同研究，
调试，摸索，最后成功实现了量产。

 双玻组件（Trina TSM-PDG5） 传统边框组件 薄膜组件（Typical)

Cell Multi or Mono，6*10pcs Multi or Mono,6*10pcs CdTe

前板材料 2.5mm 强化玻璃 3.2mm超白钢化玻璃 3.2mm原片玻璃

后板材料 2.5mm强化玻璃 TPT, KPE or PET 3.2mm强化玻璃

边框 无  35~46mm高度的铝边框 无

封装材料 EVA EVA PVB or EVA

功率(W) 245~260 245~260 85~95

外形尺寸（mm） 1685*985*6 1650*992*40 1200*600*6.8

组件效率(%) 14.8~15.7 15~15.9 12~13.2%

表一：双玻组件，传统组件和薄膜组件的区别

图三：不同材料的反射率曲线

图四：侧边接线盒设计示意图                             图五：背面玻璃打孔示意



层压工艺
如前所述，一般双玻组件的良率只有80%左右，主要工

艺不良有气泡，电池串移位，电池破片（图六），白色EVA
溢到电池片和汇流条（图七和图八）等，天合光能经过无数
的实验和摸索，成功的克服了这个行业第一大难题，量产工
艺良率达到了96%以上，为双玻的量产和全面推广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

双玻的技术优势：

最高防火等级Class A，提高安全性能
当组件安装在屋顶上，其防火安全性能就显得特别重

要。光伏系统由于热斑和电弧等故障的影响，会有发生自燃
的隐患，一旦发生，就会引起屋顶火灾。经常会有报导，在
装有光伏系统的屋顶，会因为光伏系统的故障带来组件自燃
和屋顶火灾，给用户带来巨大的损失（如图九、十）。

究其原因，是因为组件的防火等级不够。根据UL 790[3]

的燃烧块测试和火焰蔓延测试，分为3个防火等级，防火
能力从高到低分别为Class A，B，C。一般情况下，传统组 

件因为背板是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因此容易起火燃烧形成
滴落物，所以防火测试只有Class C。 而双玻组件因其特殊
结构，由于没有高分子背板材料的可燃物，可以达到Class 
A，大大提高了防火性能。天合光能也凭此获得了亚太首家
UL及TUV的最高防火等级A级并取得认证证书。

卓越的耐候性能，提高组件使用寿命
传统组件的背板有一定的透水率，会吸进氧气、水汽，

加速材料的降解，引起背板老化、裂开，同时会导致组件内
部发生电化学腐蚀，增加出现PID和黑线的概率。背板使用
无机材料的玻璃后，因为玻璃材料不透水，户外长期使用中
不会降解，所以避免了这些问题，并且具有优良的抗盐雾、
酸碱，沙尘等性能，同时可以满足1500V系统电压，抗热
斑能力强。天合光能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对双玻
组件进行了大量的长期可靠性测试，结果表明，双玻组件具

有卓越的高可靠性，部分实验数据见下图十一所示。

优良的载荷和抗EL性能 
双层夹胶玻璃结构能够提供更高的刚度和挠度，因此

在同样的载荷下，双玻的变形量要远低于普通边框组件。
如下图十二所示，用FEA模拟分析双玻组件在5400Pa的载
荷测试过程中变形量均匀，最大变形量比普通组件降低了
接近40%，在实际载荷时候的变形量也和这个数值非常接
近。

  

图六： 电池片破片                                       图七：电池片溢白                           图八： 汇流条溢白

图九：2012年6月德国某光伏屋顶自燃      

图十一：不同组件样品的长期可靠性测试功率衰减情况

图十：2013年8月中新天津生态城光伏屋顶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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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双玻组件上下玻璃厚度一致，电池片在组件结构
的中性层，这种独特的夹心面包特殊的设计方式使得中性层
上无应力，如图十三。大量实验数据也表面，双玻组件在生
产，运输，安装过程几乎没有EL隐裂。

双玻组件的安装和应用：

双玻组件可以用于大型地面电站，民用和商业屋顶，也
更适用于大棚组件。

大型地面电站安装
和薄膜组件的安装方式相同，也是采用4个Clamp实现

同样的应用，天合对市场上的Clamp夹具进行的仔细的研究
和改进设计，如图十四，给组件边沿提供了更多的变形空
间，可以提高载荷能力大约40%，从而达到正压6700Pa，
负压5400Pa，适合于各种飓风地区。

适用于平屋顶的折叠式易安装结构
这款设计完全是有天合光能自主开发，拥有PCT国际专

利的新型安装系统结构，适用于平屋顶光伏安装系统的解
决方案。天合光能也因此获得了亚太地区首张UL2703[4]认
证证书，并且同时通过了UL1703和IEC61215的双认证和

Class A的防火等级认证。该设计的安装支架折叠在组件背
面，如图十五，配件少，自带接地系统，安装速度快，较同
类产品安装速度提高4~5倍；并且不需要生根打孔，完全不
会破坏屋顶的防水层和密封性能；整个安装系统实现了轻量
化，只有16.6Kg/m2，并且具有安装密度高、投资回报时间
短的优点；也达到了防火最高等级Class A。该设计为平屋
顶的应用和中国目前火热的分布式电站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
案，已经有很多客户安装使用，得到了高度好评。示范工程
之一见图十六。

总结

天合光能已经完成了双玻组件的研发设计，认证，并
且实现了全面量产，目前产能达到200MW/年以上，成为
行业里第一个宣布量产的企业，第一个拿到双玻全套认证 
（包括IEC61215，UL2703和UL2703，Fire test Class A）
的企业，其中fire test Class A和UL2703是亚太地区首家拿
到该认证的光伏企业。天合光能的大量可靠性实验表明，双
玻在各项长期可靠性方面均远优于普通组件，因此将双玻组
件质保从25年延长到30年，为客户带来了更多的价值。 自
2013年3月份全面上市后得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这
款高质量高可靠的双玻组件必将引领了光伏行业组件产品技
术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IEC Standard, “Crystalline silicon terrestrial photovoltaic (PV) 

modules-Design qualification and type approval”, IEC61215-2005.
2 UL standard,“UL Standard for Safety for Flat-Plate Photovoltaic 

Modules and Panels”, UL 1703 Third Edition, Dated March 15, 
2002

3 UL Standard, “Standard Test Methods for Fire Tests of Roof 
Coverings”, UL 790, Eighth Edition, April 22, 2004.

4 UL standard,”RACK MOUNTING SYSTEMS AND CLAMPING 
DEVICES FOR FLAT-PLATE PHOTOVOLTAIC MODULES AND 
PANELS” UL2703

5 《材料力学》第4版 刘鸿文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十四：电站安装结构

图十二：FEA模拟计算结果

图十三：不同组件结构的中性层位置

图十五：组件和支架折
叠式结构                      

图十六：应用示例

边框组件最大变形37mm

中性层的受力分析示意图[5]

双玻组件最大变形2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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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开始，中国光伏电价补贴已经不在全国统一电
价，而是根据太阳能资源的优劣划分了三类地区，这三类
地区将分别获得1、0.95、0.9元/千瓦时的标杆上网电价 
（表一）。太阳能资源数据对于电站的项目选址、发电量预
计有直接的关系，但光伏行业在这方面的积累还非常有限。

数据的来源

2013年底国家能源局出台了光伏电站暂行管理办法，
其中里面第12条明确规定项目开发前期，必须要有现场实
测数据，或者有代表性的实测数据。在一份提交给国家能
源局的文件中，中国96个基准站的10年平均水平面总辐射
量统计表被作为附件递交上去。这个遍及中国所有省、直
辖市的数据表格给出了包括经纬度、海拔、水平面年辐射
量、倾斜面年辐射量以及等效满发小时数等诸多参数。这
份保密级别的文件外界很难以看到，在新建项目中，要获
得有用的光资源数据，要么从当地气象局购买，要么免费
从NASA来查找。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一些机构在做太阳辐射的研究。美
国航空航天局（NASA）通过对卫星观测数据的反演，免费
为用户提供分辨率为3—110公里的太阳辐射数据。NASA
的数据库已经成为中国光伏行业获取太阳能资源数据最主
要的来源。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中国专家代表林阳认为
NASA的免费公开数据并不准确，“我们对比过甘肃某地的数
据，NASA公开数据给出的值是1600kW•h/m2•a，但实际
的数据是接近2000kW•h/m2•a。NASA公开数据有较大的误
差，特别是在阴、雨天气较多的地区下误差能达到25%。” 

LDK工程公司副总经理张雷也表示“NASA的数据很有名，
但并不是一个可靠的来源。”

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也在研究跟太阳能
发电相关的光资源数据，他们用的也是NASA数据，但是
其分辨率是3—40公里的资源数据，在其推出的SYSTEM 
ADVISOR MODEL(sam.nrel.gov)免费设计软件中，给出了
更为准确的光资源数据。“在中国范围内，SAM会免费向使
用者提供其IP位置方圆五公里的资源数据，超过这个范围
的数据没法下载，但是可以向NREL发邮件索要项目所在地
的数据。”林阳曾经收到了NREL回复邮件并得到了想要的数
据，“这个软件主要针对美国光伏市场的需求。”林阳表示，
光资源数据来源还是比较多的，“我曾经用过MeteoTest瑞
士公司开发的Meteonorm软件，还有人用法国美迪公司的
MeteoDyn Solar工具的数据。一些国内的专业团队在近几
年也将会推出一系列免费的全国光资源数据源。”

中国面积广大，全国各地区光资源及太阳辐射资源
有较大差异，根据国家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评估中心划分标
准，我国太阳能资源地区被划分为四类（见表二）。

中国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也拥有了自己的光资源数据。
中国从1953年开始测量太阳辐射，目前有2300个气象站和
310座气象台。其中122个基准气象台中拥有10年以上数据
的气象台只有96个。中国气象局是这些数据的所有者。国
家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以下简称风太中心)研究员赵
东表示，中国气象局有两套相关的数据，核心是全国96个
基站的观测数据。其中一套来自气象卫星数据，通过官方理
论模型，考虑到经纬度、海拔等一系列参数计算出来，然后
再对比96个基站的真实数据进行校对而得出；另一套数据
来自全国2000多个气象站点的日照时数等数据与96个气象
台数据的综合结果。风太中心目前为光伏行业提供电站太阳
能资源评估和太阳能发电专业数值天气预报的服务。

数据化的阳光

文/王超、肖蓓   

图一：NREL的SAM页面

表一：各资源区的标杆上网电价（注：西藏自治区标杆电价另
行制定；电价单位：元/千瓦时）

资源区

I类 
 

 
 
 
II 类 
 
 

 
 
 
 
III 类

标杆光伏电价

0.90

   
 
 
 
 
0.95

 
 
 
 
 
 
 
1.00

包括地区

宁夏，青海海西，甘肃嘉峪
关、酒泉、敦煌、张掖、金
昌、武威，新疆哈密、塔
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内
蒙古除赤峰、通辽、兴安
盟、呼伦贝尔以外地区

北京，天津，黑龙江，吉
林，辽宁，四川，云南，内
蒙古赤峰、通辽、兴安盟、
呼伦贝尔，河北承德、张家
口、唐山、秦皇岛，山西大
同、朔州、忻州，陕西榆
林、延安，青海、甘肃、新
疆除Ⅰ类外其他地区

除Ⅰ类、Ⅱ类资源区以外的
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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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华集团下属的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是中国气象
局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中心的长期客户，张华（匿名）向
PV-Tech表示，“我们在做前期选址的时候要用到光资源数
据，一个坐标点的数据要十五万左右。”对于气象局的数据
收费，张雷也表示不满，“希望国家气象局能把数据免费向
电站投资者开放。我们进行投资就会产生税收，而税收支
撑了国家政府的运行。现在气象局把这些数据拿来卖钱，对
整体的光伏行业是不利的。”在PV-Tech PRO采访的大部分
电站开发商中，在前期项目开始就从气象局购买数据的并不
多，一些开发商会通过关系从已有数据者那里获取，更多
的是去找类似NASA的免费数据。张雷曾经通过一个名为中
国气象资源共享网的网站获取免费的气息数据，“但后来气
象局把这个网站关闭了。”事实上，即使购买了气象局的数
据，这些数据并非完全准确。张华表示，一方面每年的光资
源会因为天气变化而不同，另一方面“不知道什么原因，东
部地区的气象数据总是偏低。”

PV-Tech记者在西部多个地区发现，同一地区的不同电
站其组件倾角最大超别超过5度。赵东解释道，“可靠的光资
源数据是非常必要的。最直接的影响是电站设计中倾角的
计算，目前主要的计算方法都没有问题，差异来自于光资
源数据。”目前中国有98个气象台站监测总辐射量数据，17
个台站拥有直接辐射数据，而光伏倾角计算更多依赖直射
辐射数据，“即使同样总辐射量级的光资源地区，有的地方
直射辐射分量多，有的地方散射辐射分量多，后者地区组
件更倾向于平放，而前者组件跟踪太阳更合适。”赵东补充
到，“最佳倾角计算除了考虑辐射，还要考虑当地的温度和
风速等诸多因素。”

站内的气象仪

目前大部分光伏电站在站内安装了气象仪，但目前大
多数设备的数据采集并不完备。MEMC在中国投资的第一
个电站——敦煌迪盛正在收集倾角辐射，其项目经理乔利
军表示，“倾角辐射数据比水平数据能更好的反应电站发电
量和运行状况。”在张雷看来，完备的气象仪至少要有四块
太阳辐射表，分别测量总辐射值、散射辐射值、倾角辐射
值以及直射光数据，其中直射辐射的高精度跟踪器要占据
较高的成本，有的电站为了节约这方面的预算，直射辐射

表二：中国太阳能资源等级划分，QX/T 89-2008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

图二：1978—2007年全国平均直接辐射总量（来源：国家气
象局）

图三：美国专业资源评估公司3 Tier的数据，基于卫星气象数据
以及专业模型推算，分辨率精确到3km

等级

 
最丰富

I 类

 
 
很丰富II 类

 
 

较丰富III 类 
 
一般IV

年辐射量(MJ/m)

 
6700以上

 
 
 
5400-6700 
 
 
 

4200-5400

 
4200以下

年总辐射量
(kW•h/m2•a)

1750

 
 
 
1400-1750

 
 
 
1050-1400

  
<1050

平均日辐射量
(kW•h/m2•a)

4.8

 
 
 
3.8-4.8

 
 
 
2.9-3.8

 
<2.9

分布地区

 
青藏高原、甘肃北部、宁夏北部、新疆
南部、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
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
部、西藏东南部等地

山东、河南、河北东南部、山西南部、
新疆北部、吉林、辽宁、云南、陕西北
部、甘肃东南部、广东南部、福建南
部、江苏中北部和安徽北部等地

长江中下游、福建、浙江和广东的一
部分地区

主要包括四川、贵州两省



量就直接用总辐射量减去散射辐射量，这种做法并不完善。 
“测光数据是为了光功率预测服务的，要做光功率预测需要
以这四块表的测试值为依据。”中国光伏专家王斯成在考察
了西部电站后发现，一些电站并没有安装倾角辐射表，但这
些电站运维人员会通过软件经过对水平辐射值的计算得到需
要的数据。

中广核敦煌特许权电站在站内架设的太阳辐射监测仪
记录了去年一年的数据，但由于仪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全
年的所有数据。但根据其中8个月的数据来看（见表三），实
测辐照量与NASA数据和可行性研究的数据最大参考误差超

过30%。
赵东认为这种误差存在很正常，“每年的天气状况都不

相同，所以需要多年的数据积累。”而气象仪的质量是也是
造成数据差异的原因之一。在中广核敦煌特许权项目运维
记录中，气象仪（型号WAMS620-SP）频繁出现问题，如气
象数据不稳定，数据很少会传输监控后台，气象仪数据不准
等。根据赵东的经验，气象仪的质量是一方面，即使好的气
象仪，其中每块辐射表还需要在当地气象站进行标定。如果
不做标定，每块表仍然存在不同的误差。王斯成表示，对于
辐射数据及其测量应该符合GB/T20513-2206国标文件中光

伏系统性能监测、测量、数据交换和分析导则中的内容，该
技术标准等效于IEC61724。

目前气象仪根据其功能不同，价格从数万到十几万不
等。林阳认为，“国外的气象仪辐照表的精度更高，主要原
因是其中的光敏元器件工艺会更好一些。见到过日本EKO的
测试设备，其高端辐射表配有专门的散热风扇，可以避免
辐照表内部元器件的温度漂移问题。”赵东并未对国产产品
和进口产品的差异直接评价，“我们气象部门的都采用国产
的辐照表，质量都没有问题，关键还是看是否做好标定。”

  

表三：中广核敦煌特许权项目实测日照数据与NASA数据和可研数据的对比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实测辐照量 
（日平均MJ）

——

——

——

3.699

6.214

6.212

6.622

5.32

4.35

——

2.287

1.907

NASA数据 
（日平均MJ）

2.78

3.79

4.86

5.9

6.53

6.35

5.99

5.66

4.91

4.08

2.92

2.32

可研
数据

2.66

3.58

4.66

5.86

6.8

6.96

6.71

6.22

5.37

4.17

2.94

2.31

实测与
NASA差值

——

——

——

-37.3%

-4.83%

-2.16%

10.56%

-6%

-11.33%

——

-21.65%

-17.8%

实测与
可研差值

——

——

——

-36.87%

-8.61%

-10.74%

-1.31%

-14.46%

-18.93%

——

-22.19%

-17.45

表四：中广核太阳能所测的甘肃敦煌光资源数据 图四：国润天能位于敦煌的气象设备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累计

辐射量

MJ/m2

334.08

390.51

582.79

595.01

857.34

856.88

805.45

744.97

587.63

481.11

341.2

295.6

6882.57

月辐射总量

kWh/m2

92.87

108.56

162.02

165.41

238.34

238.21

223.92

207.1

163.56

133.75

94.85

82.18

1910.57

日均峰值日照

(小时)

3.1028

3.8496

5.296

4.85

6.8739

5.4466

5.213

5.08

4.9

3.86

3.09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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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大多数企业在光资源设备上投入不足，国润天
能则在敦煌建设了中国第一个第三方野外实验站，其中一套
完备的气象及光资源观测设备耗费超过200万。这套系统已
经积累了一年的数据，国润天能正在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鸡肋的功率预测

为了更好的对光伏电站的电力进行管理和调度，国家电
网要求各电站安装光功率预测系统。赵东认为，“光功率预
测系统必须与辐射观测数据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
超短时间功率预测。”在他看来，光功率预测的本质是把观
测的太阳辐射数据结合其他气象数据转换为功率，“在光资
源有效数据缺乏的情况下，这套系统很难发挥作用。”

金塔甘电投电站站长刘海林表示，“光功率预测系统安
装上了，但一直没有用。”事实上，在PV-Tech PRO记者走
访的大多数电站中光功率预测系统都没有投入使用。甘肃金
塔亚洲新能源电站负责人刘生平表示，“甘肃省电网公司在
嘉酒地区新能源送出能力提升协调会上提出，要求光伏电
站安装有功功率控制系统，该系统与省调接口，如果有超最
大出力上限的机会，省调可反馈信息。”刘生平了解到，这
套系统报价59万，他们还没有安装这套系统，将看已安装
企业的效果如何、以及是否能起到多发电的作用再做安排。

张雷对地面电站光功率预测系统的看法是，“真正的
功率预测是要在站内安装一系列的测试设备，包括湿度、
云量、雨量的传感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功率预测，而不
是现在的功率推算。就像F1方程式赛车比赛中都会提供实
时气象服务，比如会不会有雨，几分钟后会有雨等。”在他
看来，数据收集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只有这样预测才会
越来越精确。作为IEC标准中国代表，王斯成提出了针对
IEC61725标准（日光功率预测分析）的修订，该标准中有
三种理论分析模型（峰值分布、cosine分布、平坦分布）。
林阳表示，“如果光功率预测细化不到每一天，那么是没有
更好的途径来保证准确性。”莱维塞尔和天源科创都提供了
各自整合各种辐照计和气象数据采集设备的整套方案，在其
设备中都有著名的Kipp&Zonen辐射监测设备。莱维塞尔还
研发了DX Presee光功率预测系统，可提供15分钟分辨率的
超短期、短期以及中期功率预测。

美国Sandia国家实验室正在研究云层对发电效率的影
响，他们在一个大型地面电站和一个分布式电站中放置了多
个太阳能辐射点传感器，以对比辐照度变化与电站输出功率
的差异。他们的分析能够量化每个电站的短时间功率变化，
并创建模型来模拟这种变化。Sandia实验室的团队计划将实
验扩大到更多电站中以验证他们的模型，并研究光伏电力的
波动对电网的冲击。

赵东为光功率预测提供了新的解决办法，“电站业主可
以采用数字气象预报，实时的气象数据反馈给功率预测的服

  

务单位。”中国气象局太阳能发电专业数值天气预报模式系
统利用局地分析预报系统LAPS三维云分析技术、中尺度气
象模式WRF与大气辐射传输模式SES2，通过基于卫星遥感
水汽、可见光和红外通道数据以及云分类、云检测等数值产
品的LAPS三维云分析改进技术，改进了云物理参数的模拟
和预报以及太阳辐射的模拟和预报。该系统为云雨天气条件
下三维云量场及太阳辐射的模拟和预报提供相对准确的数值
方法，为发电量预报提供准确可靠的太阳辐射模拟和预报基
础数据。

赵东表示，未来三天的数字气象数据服务的价格根据
预报的点数以及要素的多少、每天几次数据提供等而有所差
异，“但一般每年费用不超过10万。”在数字气象预报的支持
下，光伏电站可以实现4小时以内的超短期功率预测以及72
小时内的短期功率预测。东润环能的光功率预测的气象信息
统计数据包括风速曲线、风玫瑰图、风廓线、辐照强度曲线
以及云量曲线和气温曲线等。在作出预测后，这台设备将统
计预测值与实际功率值并给出平均绝对误差和均方根误差以
及误差小于20%所占的比例。

地面电站因规模大可以搭建气象仪，对于中小型的分
布式项目来说难以实现，因为分布式的光功率预测实现起来
会有困难。赵东也想到这个问题，“按我的想法，地方电力
公司或电力调度机构可以统一做预测，目前技术上也是可
行的。气象部门可以向一个地区做统一的预测。我们已经做
了一套集中化的预报系统，能同时为很多点做预测。”由于
目前分布式并未大规模推广，赵东的这套系统还没获得实
际应用。

在谈到气象服务收费问题，赵东表示，“我们的收费更
多的是支持风太中心的研发运行。”2014年，赵东将就太阳
辐射对组件的增温效应以及跟发电量衰减幅度和效率衰减的
关系、雾霾对光伏系统的影响、沙尘折减系数等课题展开研
究，以更好的为光伏系统精细化设计提供帮助。



在自然环境、电网标准和电站布局等因素以外，投入
运营后电站的维护和监测也是电站方案设计的必要考虑因
素，对电站未来的收益增长、资产评估、风险控制有重要
意义。

业内对光伏电站技术提升的关注多集中在电站初期方
案选择、设备技术参数和功能提升的框架内，而对电站25
年运营的精细化管理、维护和监测则聚焦较少。除去未来
方案路线革命性突破，设备转换效率大幅提升所带来的产
业变革，电站维护和监测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将成为电
站差异化所在。

电站维护，除了常规的产品巡检、故障判断、设备维
修或更换以外，根据电网法规要求或电站监测管理要求进
行设备升级也必须纳入考虑之中。这些维护工作，都与电
站设备数量，及分布集中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保质期过
后的电站维护，随着人力成本的不断提升，国内光伏电站
维护工时成本将向国外电站靠近，在运营成本中占比大幅
提升。

电站监测管理平台的建设和升级，是保持电站良好发
电状态，快速定位精准分析故障的必要手段，也将降低常
规产品巡检等设备售后服务的工时投入，是光伏电站重要
的差异化内容之一。

如何保证高品质的监测和维护分析呢？笔者以为，以
下几个方面不容忽视：

第一，工业级的数据采集设备保证数据的精准度。
比如，数据采集设备除具备保证数据在断网断电环境

下自动保存7~30天数据实现断点续传等高标准功能配置
外，设备所选用电子元器件的耐温范围在-40℃~80℃，保
证极端环境下设备的使用周期。

此外平均失效间隔(MTBF)、平均恢复时间(MTTR)、 

平均无故障时间(MTTF)有更严格的规范性要求，其中
MTBF≥10年。同时经过高低温循环老化测试且平均产品不
良率需达到0.01%以下。只有这样的设备才适用于具有20多
年寿命周期的光伏发电系统。

第二，安全冗余的灵活通讯方式保证数据的连续性。
在异常情况下，数采设备自动启动冗余备份的WL通讯

模块与监测系统常规网络通讯系统构成多冗余通讯方式。
同时，内部局域网的通讯设备可提供多种安全防护，包括
WEP 64/128/152-bit WEP、WPA及WPA2等加密技术；
并能自行设定开关SSID广播，MAC address过滤，确保局域
网内部安全。

数据的安全无虞是电站运行维护、效率优化，甚至资
产评估交易及金融运作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第三， 治未病 的运行维护系统保证系统健康永续。
大量的电站运维数据显示：分布式光伏电站在设备

停机或失效前较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产出效率高频率不达标
的“灰色区域”。如果对处在“灰色区域”的设备不予以正
确的干预，设备将步入失效停机的“红色区域”。对“灰色
区域”的设备进行低成本的有效维护和消缺，异曲同工于
预防哲学“治未病”的理念，只有如此，才能够保证电站
的高效运行周期最长，停机等待时间最短，从而保证系统
全寿命周期产出最大化。

第四，高精准的故障定位报警系统保证高效率的修复消缺。
针对光伏发电这种能源密度较低的能源系统结构来

说，依靠有限的人力来排查大面积物理区域内设备故障是
非常不现实的事情，而不精准的故障定位报警无异于每天
上演“狼来了”直到现场运维人员松懈麻痹，然后狼真的
来了。

通过运用逻辑定位编码系统来做设备统一编码，同时
辅以主数据结构对发电单元进行设备树形子从关系关联，
采用多向定位追踪方式进行设备定位配合设备常规或预防
性报警对设备报警进行优先度分级。以确保最紧急最重要
的设备故障在第一时间内获得排查消缺，降低平均故障修
复时间，提高无故障运行时间，最大限度保证系统的产出
效率。

综上所述，在当前光伏发电发展的行业水平来看，从
风险的预处理来避免问题的发生和恶化，从问题发生的当
下第一时间将问题真因找出并解决问题防止再发。针对发
生故障的运行中设备，维护时间对电站发电收益有直接关
系。

监测和维护将成为光伏电站投资回报的重要差
异所在

徐天，晖保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技术总经理   

图一：某电力公司地处苏北地区的光伏电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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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故障排除时间、设备故障率、设备维护人工及器
件成本、发电量损失等因素在内，特别在是几年质保期之
后故障频率相对较高的电站运行时期，电站的盈利能力受
监测和运维水平制约的程度会日益突显，因此，选择高品
质的监测和运维系统是电站投资回报的重要保障。

案例说明

以某电力公司地处苏北地区的分别分布在江苏省内的
宿迁市沭阳县、连云港市新浦开发区、宿迁市泗洪县、淮
安市经济开发区的光伏电站群为例，该项目在做高品质的
监测和运维系统改造之前，存在着如下问题：

1、光伏电站整体实际发电量达不到设计发电量，近一
年来徘徊在设计发电量的70%左右；

2、采用逆变器自带的监控系统，逆变器厂家不是一家
供货，造成单个电站中有多个监控系统并行但是互相不兼
容；品质程度也参差不齐，无法实现统一管理；

3、监控系统数据传输不稳定，逆变器出现问题无法及
时得知，甚至停机状态无法有效监控，没有达到维护的最
低要求；

4、运维水平受人员技能水准限制，个别监控系统组串
和组件不发电时甚至无人知晓，甚至造成局部组件烧毁。

在该项目通过改造各个电站的通讯链路和统一采用高
品质的数采设备，同时，辅以具有预防性电站运行维护和
故障诊断专家库预报警系统的SEOC数字化远程集中运维管
理平台，使该电站在无人化值守的前提下，电站整体效率
提升12.3%。由于系统优化还在持续进行中，该电站的整体
效率有望能够进一步大幅提升。同时，目前该电站清晰明
了的数字化监测和运维系统使之具备资产评估交易的数据
基础。

作者简介

徐天，德国SAP公司的核心研发团队，研发基
于企业专属云领域的管理与信息分析平台和人
机交互协同系统，自2004年切入云计算、大
数据处理等前沿科技领域至今，是他和所领导
的晖保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应用大数据处

理及云计算技术，把光伏发电系统失效模型、环境因素影
响模型、海量实时与历史数据、和多维预测分析与维护结
合起来，用以实现光伏电站的智慧化管理，提升系统产出
和能源的使用效率，最大程度的实现能源投资商与建造商
的收益和用户满意度。

图二：某电力公司地处苏北地区的光伏电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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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第一家以“航天”命名的A股上市公司，上海
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板块涉及新能源光伏、
高端汽配和新材料应用，对于其2013年业绩，在长城证
券等分析师的评级中，航天机电以深耕细作、广泛布局获
得“强烈推荐”及“买入”投资评级，其中2012年末剥离
神舟硅业，经营策略转向光伏下游电站，盈利大幅增加，
光伏电站运营出售带来的收益及商业模式为其带来很高关
注度，而在终端收益背后，来自制造端的支撑显现出航天
机电的另一股实力。

2011年始，国内不少光伏制造公司相继酝酿转型，从
生产制造往终端电站方向发展，然而不是每家都能成功，
此前庞大的制造产能使得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承受来自现金
流、人员配置、业绩等方面的压力。航天机电的转型主要
围绕终端进行，从组件制造转为光伏系统、电站EPC，目标
形成GW级电站运维能力，进入前三，同时探索分布式商业
运作模式与光伏系统发电性价比。

精简的制造端让现在航天机电的转型更加从容自如，
当年的布局是先见之明？还是深思熟虑？

适度规模，寻找平衡点

2008年任上海太阳能科技总经理，2011年起任航天
机电首席技术官的张忠卫博士的答案是：“与企业对自己
的定位有关，航天机电目前在光伏市场的定位是做最快的 
‘第二’者，生产制造方面不单纯以规模致胜，注重核心
产能，不是越大越好，我们更看重技术与质量。”

这与GW级光伏制造商的策略截然不同，从2008年
起，各大一线光伏上市公司如英利、阿特斯、天合光能等
开始持续扩张产能，以规模争夺市场，直至2014年各自产
能已接近3GW。

相比他们，航天机电只能勉强算在第二梯队，尽管
2014年航天机电也有扩产的考量，但是却并没有在产能上
向一线厂商看齐的打算。 

“在我看来，需要讲究平衡，我们一直在算我们的平
衡点。虽然产能扩大可以带来市场及降低采购成本，但投
入的资金也很大，风险并存，最后肯定会有一个交叉点。
前几年我们判断500MW是一个资本平衡点，而眼下平衡
点是1GW左右，为此我们在考虑进行适当的产能扩张。随
着全球市场容量的增长，平衡点也会发生变化。对航天机
电而言，产能不一定在第一梯队里，但技术必须是第一梯
队，技术降本的后面才是产能释放进行降本。”对于规模制
造张忠卫有自己的见解。

他表示，现在产能1.5GW以上，资金风险指数会越来
越高，规模背后需要有足够的市场容量，产能需要得到释
放，这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销售压力，势必会增加管理结构
成本（市场营销、人工、财务成本等）。如果产能无法得到
释放，电池片制造端首当其冲，生产线一旦停产，设备折
旧分摊会很高。航天机电不宜这么做，我们追求一个产能
平衡点，可退可进。

航天机电放弃了“产能至上”的扩张模式，而是选择
观察、寻找平衡，直至找到适合企业本身的生存方式，并
尽量创造有质量的“生活”。

航天机电何以 软着陆 终端电站？

文/肖蓓   

图一：航天机电在嘉峪关的自建电站项目



  

这也跟企业性质有关，国企的步子向来是以稳定为基
调，相对少了民营企业的激进与冲动，航天机电也有这一
特点，管理层倾向凡事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这样的风
格一方面使得业内对航天机电印象并不深刻，初入行者甚
至未必了解其主营业务；另一方面则是使其在发展的每一
步都走的更扎实稳妥，此次转型的基调同样如此。

技术支撑

航天系统央企的出身，技术与经验成为航天机电的显
著优势，而以张忠卫博士为代表的研发技术团队及管理体
系是其中关键的“软实力”。

张忠卫给航天机电光伏技术定位在“领先者”而非 
“领跑者”，他的观点是：在技术上处于一线梯队（不一定
是绝对的领先者），只要盈利模式对头，就能赶快出效益。
目前，航天机电现有生产线平均效率是单晶19.3%（后续 
P型单晶平均转换效率有望达到19.5%以上，而N型单晶预
平均转换效率期将达到20%以上），多晶18.0%。

2008年以来，太阳电池批产平均转换效率每年约提高
0.5%，提升太阳电池光电转换效率一直是太阳电池生产商追
求的目标，也是进一步推动光伏发电技术拥有更广泛应用
的有效途径。为此，太阳电池生产商及材料、设备供应商
为提升效率做不断的技术尝试，同时绞尽脑汁寻找降低成

本的途径。
航天机电电池片的研发线投入超过1.5个亿，每年还有

持续几千万的投入。张忠卫认为，对于技术发展同样需要
保持清醒。有些技术实验室能做到很高效率，但未必量产
也可以。如果是用新增设备和工艺来实现，不能光看设备
目前有无卖点，而是看技术的拓展性、产品寿命周期、批
产设备的降价潜力、给产品带来的性价比提升等。
“现在航天机电在各个技术方向上都有做研发探索

工作。对于技术路线的选择，一是不改变目前的硬件条
件，改进技术和引入新材料，最大程度发挥现有生产线
的潜力；二是在现有生产线基础上进行局部技改，最大
程度的提高产品性价比。有些局部新技术投资较大，拓
展空间却不大，如果效率的阶段提升是以很大的资本付
出为代价，对于企业而言没有意义。”技术出身的张忠卫
并不盲从技术，而是注重结合市场及企业立场选择最合
适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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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知名
光伏公司纷纷推出了四主栅、五主栅电池及组件。

2013年11月28日日本东京，航天机电也发布了新型
高效Multitech太阳电池和组件，新产品采用最新四主栅技
术。目前，航天机电高效多晶四栅已得到批量验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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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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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高效硅片，平均效率18.0%。高效四栅组件的平均功
率达260W以上。

张忠卫认可多主栅技术是目前常规电池组件技术改进的
主要方向之一，他介绍道：“多栅电池可以降低串联电阻，
提高0.2%的电池效率，同时降低组件CTM约1%，使组件功
率挡位提升为一档（5W）。多栅技术使电流分散，减少热
斑，同时焊带可以做的薄一些，柔软性强了，组件的可靠性
提高了。这项技术基本不会增加材料与工艺成本，只需在电
池测试设备与自动焊接设备上做少量升级，我们现在五主栅
电池也已经做出来，是国内第一家拥有五栅电池自动焊接批
产技术的公司。”

“但是做到五栅是一个临界点，五栅以上是十五栅、二
十栅，以目前的封装技术四栅和五栅是比较合适的。事实上
国外在这块技术早有追溯历史，现在关键是我们可以用低成
本的批量化手段来将其实现，高效低成本、快鱼吃慢鱼是光
伏产业的主旋律。”张忠卫强调成本，同时看重技术的可优
先实现及延续性。

出于以上考虑，单晶技术方面航天机电倾向N－PERT 
（双面钝化）技术，它的优势是采用N型衬底、无衰减，
可双面发电，部分技术可用于研制IBC电池，航天机电目前
用PERT技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将电池效率做到20.5%。“N
型硅片成本和工艺成本是决定PERT电池能否大批量应用的
关键，眼下N型硅片成本还较高，但N型单晶硅片制造商中
环、隆基、卡姆丹克、锦州阳光、上海申和等都在生产，降
本只是时间问题。”张忠卫客观分析道。

对于未来新一代高效太阳电池技术走向，张忠卫表
示：“从目前技术分析，多晶批产效率极限是19%左右；类
单晶的极限是19.5%左右；单晶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加上
PRET、PERC等技术，单晶极限是21%左右。未来高效电池
技术能成熟商业化的仅有2种：日本三洋/松下HIT电池与美
国SUNPOWER IBC电池(两者结合的HBC电池正在探索中)， 
IBC电池与HIT电池的共同优点是均能获取24%以上的高转换
效率，均能适应薄型硅片，弱光效应好，无PID，单位面积
发电量大。两者也各有不同的缺点，IBC设备投入大、工艺
复杂、对硅片要求高，成本也高。而HIT则是设备、TCO和
银浆成本较高、界面稳定控制技术难度大、对硅片电阻率均
匀性要求也高。这需要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及需求进行选择，
航天机电会加大3-5年前瞻性研发的力度（如高效低成本IBC
电池），为2016年后产业的升级换代打基础。”

创造最优发电性价比

一手建立航天机电光伏技术团队的张忠卫统筹负责航天
机电电池、组件和系统技术。他表示：“电池技术的积累需
要体现在组件上，我们追求的不光是电池片的效率，更关注
组件输出功率，组件质量是保障电站稳定运行及发电量的关
键；我们最终关心的是整个系统的建设成本和发电成本，提

升系统效率，实现整体优化至关重要。”
航天机电少有开工不足的烦恼，700MW的产能时常无

法满足市场需求，还需要外购。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组件制造
并没有松懈，与电池制造端的态度一致，张忠卫将军品质量
的理念带到了现在的组件生产中，经过精心研发生产的电池
片运用在组件制造端，没有道理不做的更好。张忠卫采取的
是“两头紧，中间严”的管理办法，对进货与出货两端做好
检验把控工作，严格生产，典型的“产能适中而生产精”。

生产出来的组件质量得到保证，更容易获得市场及客户
的认可，得益于此，航天机电的产品陆续登陆海外市场，并
进入了以质量服务作为首选要求的日本市场。

“我本以为日本会象中国一样，大型地面电站更容易起
来，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日本土地是一块一块制定的，还需
要举行各种听证会，不容易立项建设，时间周期也比较长。
所以日本不会大规模爆发地面电站，而是会陆续开发，地面
电站将与分布式发电同步进行，甚至地面电站会更好。也正
因为此，日本的市场是持续的，对于我们而言是有利的。”
张忠卫表示看好日本市场，也看好单晶组件。

在张忠卫看来，不管单晶多晶，最后都是要走到平价上
网，谁性价比占优谁获得更多优势，所以现在整个晶体硅市
场，80%是多晶，20%是单晶。这跟市场息息相关，根据目
前形势，三年之内多晶还是占优，毕竟还有那么多土地空间
可以开发。但论潜力，单晶的希望更大，多晶大批量生产做
到19%也就差不多了，但单晶有上升空间。单晶批产平均效
率达到22%，将是单多晶的分水岭。

他同时表示，组件也需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最优设计，
需要追求最优发电性价比。

比如一个3KW、5KW的民用分布式发电系统，不以建
设成本计算，就综合成本而言，发电量高回报率高，采用单
晶组件更合适。单位MW的产品发电量越高回收期越短，大
型地面电站也是如此，再加上采用对应的组件产品可以更好
地帮电站业主实现更高收益率。

近几年，航天机电在不同的区域开发电站，这些地方拥
有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因此对组件的性能需求也各不一
样。终端的需求很快的反馈到了制造端，张忠卫看到了晶硅
组件技术的发展趋势，推崇开发不同的差异化高效率低成本
应用产品，比如针对沿海、水库等潮湿的应用环境，采用抗
盐雾、抗PID组件；人畜居住集中的分布式系统发电，则开
发智能防火组件；沙漠等高温、通风较差的地区，推荐低工
作温度组件；西部大型地面电站，采用耐高压组件等，他将
此称为“全局优化战略”。

反之，拥有良好质量控制体系，自主生产质量可靠的组
件为航天机电带来另一优势：对光伏电站质量的保证。

电站与制造端的相互影响配合，无形中增加了彼此的竞
争力，拉动了两个业务版块的发展，这种立足于制造端，转
型电站的模式，打造精品工程的模式，势必会让这家低调务
实的公司崭露更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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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板是保护光伏组件的关键部件，将电池片和组件封装
材料与大气环境隔离，为组件提供绝缘保护，同时需要长期
耐受各种环境应力作用，对组件在户外的可靠性、功率衰减
和使用寿命都至关重要。光伏行业在过去十年发展迅速，光
伏发电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恶性竞争和行业标准滞后，近
期各类质量问题频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打击了投资
者的信心。背板是组件中的“关键区”，各类采用新材料和
新结构且未经充分户外验证的背板材料，就被应用于大型电
站和屋顶系统，不仅存在安全隐患，25年组件功率质保也很
成问题，光伏系统的投资回报风险陡增。

户外环境因素综合复杂，本文通过对世界多地组件
背板材料老化情况的检测和分析，归纳总结了背板常见的
若干失效模式，如黄变、开裂、风沙磨损、热斑熔化等。
例如，PVDF薄膜脆且熔点低，受热易发生开裂起泡现
象；FEVE涂层脆且不耐磨，发生开裂剥落和厚度减薄现
象；PET聚酯不耐光热老化发生开裂发黄并导致组件功率过
度衰减现象。

国内光伏电站应用环境较为严苛，厂商设计产品时需
要充分了解各类环境应力对背板材料的老化机理及其导致
的失效模式，进行严格测试和长期户外验证。背板采用杜
邦™特能®(Tedlar®)PVF薄膜是安全可靠的选择，它是唯一
经各类气候实绩验证30多年的背板氟膜材料，它在耐候
性、机械强度和粘接可靠性等关键性能方面没有短板，能
为光伏组件25年长期稳定发电保驾护航，是光伏电站度电
成本和投资回报的关键“隐形”杠杆。

前言

背板是光伏组件中非常关键的部件，它将组件内部与
外界环境隔离，不仅关乎组件封装性能，还与组件的可靠
性甚至使用寿命密切相关[1,2]。背板材料的失效将使组件
内部的封装材料和电池直接曝露在严苛的户外环境中，引
发封装材料水解、电池和焊带腐蚀以及脱层等问题，迅速
降低组件功率输出和使用寿命，严重的还会导致组件绝缘
失效引发火灾和伤亡事故。

近几年来，我国光伏电站规模发展迅速，装机容量逐
年提高。然而，越来越多的组件质量问题，背板选材不当
导致的质量问题也日益突出。

近年来，本文作者应邀走访了世界各地的大量光伏
电站，对组件和背板在户外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系统调
研。本文对相关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以期能
够从这些失效案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背板的选择提供
参考依据，避免由于背板质量问题而造成的投资回报下降。

背板常见结构类型和材料

在讲述具体的失效案例之前，我们需要先对目前市场
上常见的背板结构类型和材料做个大概的总结，因为很多
失效表象之下的根本原因还是材料。表一概括了目前市场
所见背板外层保护材料和结构类型。

光伏组件背板失效分析与应用

胡红杰1，付波1，Alex Bradley2, James Kopchick2 , Babak Hamzavy2, John Trout2, Lucie Garreau-lles3, Yushi Heta4，1中国上海杜邦（中

国）研发中心，2美国特拉华州杜邦光伏解决方案，3瑞士日内瓦DuPont de Nemours International SARL，4日本宇都宫DuPont K.K.    

表一：背板外层保护材料简介 

背板外表层保护材料
 
杜邦™特能®(Tedlar®)

PVF薄膜

 
 
 
 
PVDF薄膜

 
 
FEVE涂料

 
 
PET聚酯/改性PET

 
 
PA聚酰胺

特征描述
 
TPT(Tedlar®/PET/Tedlar®)是光伏背板最经典的双层氟膜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批量应用
于光伏组件，迄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目前世界各地仍有大量使用TPT背板的老组件在户外服
役。

TPT背板中的“T”是指杜邦公司生产的Tedlar®聚氟乙烯（PVF）薄膜，“P”则是指PET聚酯材
料，在PET材料两面各复合一层Tedlar®薄膜即是TPT背板。上世纪九十年代TPE背板开始部分
应用，TPE是单面Tedlar®氟膜背板，内层采用EVA或聚烯烃类材料。

PVDF背板为近几年出现的产品，采用PVDF薄膜为背板外层保护材料。PVDF成膜过程中需添
加20～30%左右的亚克力增塑剂（如PMMA），横向断裂伸长率低，且热老化和湿热老化后进
一步下降变脆，长期户外应力老化下有开裂风险。

FEVE是乙烯基醚/酯与二氟乙烯的多元共聚物，需要采用异氰酸酯化学交联，是一种含氟聚氨
酯材料。FEVE涂料背板也是近几年出现的产品，不需要复合背板结构中的胶水层。FEVE涂层
较脆，容易应力开裂脱层和风沙磨损。薄的FEVE涂层风险更大。

PET聚酯是非氟材料，90年代开始被日本厂商用于10年质保的屋顶组件。有些在户外几年内就
发生光热老化发黄开裂导致组件功率迅速衰减。改性PET背板在长期综合老化后断裂伸长率下
降变脆。

PA聚酰胺是非氟材料，近几年才用作背板材料。户外检测已发生失效现象，如脱层和微裂纹。



  

光伏组件背板户外常见失效类型及案例分析

背板开裂
图一是三个PET背板开裂案例。图一（a）是日本户外应

用12年的143W单晶组件，该组件剩余功率为77W，下降
了46%。PET背板外观黄变严重，且明显脆化开裂，继续
使用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图一（b）组件来自于一个运行
了4年的西班牙2.3MW电站，其中有5000片组件的聚酯背
板（大约50%）发生纵向开裂现象，部分组件未通过湿漏电
测试。图三（c）是日本14年屋顶应用组件使用的PET背板
发生脆化和黄变（b*值27），外层PET材料分子量（Mw）从
17,700下降到12,600，PET分子链严重降解断裂。

图二是美国新泽西州安装3年的组件，使用的是FEVE
涂料背板。图中黄色圈出部分可见沿焊带方向涂层明显剥
落，该电站组件中大约有1%的组件出现了早期降解和失
效的信号。焊带处发热会导致背板承受更大的冷热循环应
力，使较脆的涂层开裂并因热膨胀系数不匹配而从PET基体
上剥落。另一个同样安装在美国新泽西州3年的电站组件中
使用了FEVE涂料和PVF薄膜两种背板[3]。另一个案例同样
是安装在美国新泽西州3年的电站组件，使用FEVE涂料和杜
邦™特能®（Tedlar®）PVF两种背板[3]。图三（a）是其中一块
组件，采用FEVE涂料背板，背板外层涂层脱层并从PET基

材上剥落。图三（b）是从该电站组件取的这两种背板样品，
对其进行划格试验测试背板外层与PET基材粘结力[4]。可以
看出户外使用3年的FEVE涂料背板其外层涂层可从PET基
材上剥离，说明涂层与基材粘接力较弱导致户外脱层，而
杜邦™特能®（Tedlar®）PVF薄膜仍牢固粘结在PET基材上。

非氟材料耐候性较差，直接曝露在户外其高分子链段
容易被紫外线破坏，出现图一所示的开裂现象。FEVE涂层
脆，受热应力容易开裂；且FEVE分子链为聚氨酯结构，仅
有极少量含氟链段。现行的IEC标准多为单项应力测试，对
紫外测试要求也过低，不能很好模拟背板材料在户外所受综
合应力的老化失效；部分背板厂商通过逆向研发，改进材料
通过现有实验室加速老化测试，甚至可以满足两倍、三倍的
IEC测试要求。但是在实际户外应用中还是出现了开裂、脱
层、黄变等失效现象，使电站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

背板外观黄变
背板在户外外观变化有时也反映了塑料老化，如光氧

化形成一些色基团或表面粉化失去光泽度。使用手持式光密
度仪和光泽度仪可以在户外对背板外观进行快速非破坏性测
试。图四（a）是安装在美国亚利桑那州6年的组件，PET背板
明显黄变。图四（b）是该背板外层红外光谱，羰基吸收峰明
显较新PET变宽，并且在1690cm-1处出现了对苯二甲酸的吸
收峰，表明PET材料发生光氧化，明显降解导致发黄开裂。
该电站中类似9片组件功率衰减大约为11%到42%[5]。

图二：美国新泽西州安装3年电站组件FEVE涂料背板涂层开裂
剥落

图三：美国新泽西州安装3年电站组件（a）组件使用的FEVE涂
层背板涂层剥落；（b）对这些户外组件使用的FEVE涂层背板和
特能®（Tedlar®）PVF背板的划格试验结果         

图一：（a）12年日本安装组件PET背板开裂;（b）4年西班牙安
装组件PET背板开裂;（c）14年日本屋顶安装组件PET背板发黄
脆化

（a） (b) (c)

（a） (b)

（a） (b)

图四：美国亚利桑那州6年组件，(a)PET背板发黄；(b)发黄PET
背板外层红外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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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安装组件PET背板材料容易老化发黄开裂，那么
屋顶应用情况怎样？图五为日本某屋顶安装了15年（1998-
2013）的一个12片组件阵列，采用支架安装在金属板屋
顶，屋顶到太阳能板的最小距离为15厘米。这些组件由日
本一家研究所提供。图六显示PET背板黄变非常严重，最严
重区域为阵列边缘处，背板外层已变脆开裂。测量阵列中
12块组件背板外表面各53处黄度b*值。结果表明：所有组
件背板均黄变严重，阵列内部背板b*值为13～20，最严重
的黄变处为阵列边缘，该处屋顶紫外线反射较多，b*值达到
27。背板黄变归因于各种环境应力（热、紫外线等），紫外线
会加速PET的老化。因此屋顶组件背板材料光热老化失效也
应当得到重视。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以色列和西班牙等地面和屋顶电
站，某PVDF单面氟膜背板内层在五年内普遍发生黄变现象
（10%～75%电站组件）。因此建议在苛刻环境下使用双面
氟膜特能®（Tedlar®）TPT背板以避免内层紫外老化导致的
失效风险。

 

风沙磨损
我国西部地区干旱少雨，地表沙化严重，风沙活动强

烈，而这样的地区正好却是发展光伏发电的最佳选择：光照
资源充足，土地价格低廉，方便集中管理。因此，我国大多
数大型光伏电站都建设在西北部地区。随着户外使用时间的
延长，风沙磨损会不断减薄背板外表层材料的厚度，所以背
板外表层耐磨性能和厚度非常重要。FEVE涂层耐磨性差，
在这类环境中使用风险大[6]。

户外电站检测已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图七是青海电站安
装18个月组件FEVE涂层减薄案例。图中显示的是FEVE涂料
背板截面的显微镜照片，背板外层FEVE涂层厚度为16.5微
米，明显低于该背板说明书外层标称厚度20微米。如果涂
层按照该速度被风沙磨损，背板内层PET会很快直接曝露于
苛刻大气环境中，加速其老化失效。

落砂试验可以用来评估背板外层耐风沙磨耗能力。在
建筑领域它被用来模拟建筑材料在户外风沙磨损，以检测建
筑材料耐候涂层的耐磨损性能[7]。图八是采用直径为0.25
～0.65mm的灌沙标准砂检测特能®（Tedlar®）TPT背板和
FEVE涂料背板外层的落砂磨耗量。FEVE涂料背板其涂层在
30～70升落砂量时磨穿；而特能®（Tedlar®）TPT背板则需
要200～270升的落砂方可将外层磨穿，耐磨性能优异。

图六：电站组件PVDF单面氟膜背板内层发黄

图七：在青海安装18月组件FEVE涂料背板外层减薄为16.5微
米，而标称厚度为20微米

图八：FEVE涂料背板和特能®（Tedlar®）TPT背板外层落砂磨耗
量（GB/T 23988-2009）

图五：日本屋顶安装15年组件PET背板严重黄变（b*值为13
～27）

  



有关西部地区风沙活动的剧烈情况从文献中已可见一
斑。西部沙漠化地区风力较强，年起风日数达200～300天
[8]，个别地区年沙尘暴天气都高达数十天[9]，对光伏组件
破坏性非常强。沙漠地区风力较强，强风可达40米/秒以
上，全年平均起沙风速可达10～15米/秒[10]。我国西部电
站组件通常是朝南安装，而西北地区风向多为从西伯利亚吹
来的西风或西北风，由此带来的低切削角度风沙磨耗的破坏
性更大，显著高于垂直冲击的磨耗[11]。另外，紫外、温湿
度和冷热循环应力的协同效应会使有机材料表面粉化，从而
加速风沙磨损。目前背板耐风沙磨损测试标准和规格尚处缺
失状态，所以背板外表层的耐磨性能应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热斑熔化开裂燃烧
图九是青海电站安装2年组件，组件热斑区域温度过高

导致FEVE涂料背板被烧穿，可以看到组件局部有明显的起
火燃烧痕迹。这类热斑问题在屋顶应用中也比较频繁，其安
全隐患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也更为严重。

由于组件热斑温度较高，背板材料的熔点也是需要考虑
的。如果氟膜熔点较低，会在发生热斑时受热熔化，从而失
去保护背板内层PET和组件内部核心组分的作用。图十（a）

和（b）分别是安装在美国和以色列电站组件使用的PVDF薄
膜背板因热斑问题导致熔化起泡开裂现象，原因是PVDF薄
膜熔点大约只有160oC～170oC，而特能®（Tedlar®）PVF薄膜
熔点大约为190oC～200oC。图十（c）显示了因电池片发热
导致PVDF背板黄变和开裂（图十（d）是（c）的局部放大图），
背板失去了绝缘和阻隔功能。原因是PVDF薄膜脆性较大（横
向断裂伸长率低），长期受热后发生物理老化结晶度上升，
横向断裂伸长率急剧下降，最终脆化开裂。

背板老化加速组件功率衰减
背板将组件与大气环境隔离，对组件在户外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至关重要。同时背板与组件的寿命和功率衰减也
息息相关。背板一旦老化开裂，EVA封装材料衰减和腐蚀
加速，组件绝缘性能下降，湿漏电增加，这些都会加速组
件功率衰减。日本一家研究所对组件功率衰减进行了长期
户外研究，图十一对比了采用PET背板的组件（5～14年）
和特能®（Tedlar®）TPT背板的组件（11～19年）的年功率
衰减，采用PET背板的组件年功率衰减明显高于使用特能®

（Tedlar®）TPT背板的组件，且使用PET的不同组件的年功
率衰减波动大，不利于电站长期稳定运营。

国内一些研究单位对国内光伏系统长期功率衰减也进行
了相关研究，这些光伏组件安装地点见图十二。李世民等对
甘肃兰州10kW单晶硅组件功率衰减研究发现[12]，户外27
年后这些组件平均功率仅衰减了9%～10%，这批日本组件
采用的是特能®（Tedlar®）背板材料。沈辉等对海南岛采用
特能®（Tedlar®）背板的177片Solarex多晶硅组件功率衰减
研究表明[13]，即使在湿热气候条件下使用了23年，这些组
件的平均功率衰减仅为6.1%，且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封装材
料EVA发黄透光率下降导致的短路电流下降。宁波日地太阳
能在8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特能®（Tedlar®）TPT背板材料，

图九：青海电站安装2年组件FEVE涂料背板热斑燃烧

图十：PVDF背板热斑失效。（a）美国亚利桑那安装2年组件背
板因热斑熔化和开裂；（b）以色列电站组件背板热斑熔化起泡；
（c）西班牙屋顶组件安装2年内背板热斑老化开裂；（d）为（c）
的局部放大图

(a)

(c)

(b)

(d)

图十一：背板材料对组件长期功率衰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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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背板需要长期承受各类环境应力，其外表层在耐紫外
线性能、机械强度、耐热性能和粘接耐久性上不能有短板。
通过对光伏电站组件背板户外失效案例研究，发现未经户
外长期验证的一些新背板主要存在开裂、发黄、风沙磨损、
热斑熔化等失效问题。我国西部荒漠以及东部湿热和沿海
气候环境较为苛刻，对组件材料要求非常高，选用背板材料
应当避免这些典型失效。西部荒漠和高原地区紫外线强、
风沙大、冷热变化明显，PET聚酯背板材料容易出现开裂发
黄，FEVE涂料容易出现风沙磨损和脱落开裂，PVDF背板容
易发生热斑熔化、受热脆化和应力开裂，单层氟膜背板容
易出现内层发黄现象，采用双面氟膜使用特能®（Tedlar®）
TPT背板更为可靠。安装在东部沿海或湿热环境的电站组
件，使用FEVE涂料背板存在加速粉化减薄风险。从应用形
式来看，屋顶组件使用的背板需要具备良好的耐热性能和阻
燃性能，减少热斑开裂和燃烧隐患；同时也需具备良好的耐
紫外老化性能，使用特能®（Tedlar®）氟膜背板也能够降低这
些风险。

在光伏行业和应用迅速发展但质量问题频发的背景下，
需要开展深入的户外失效机理研究，形成更为完善的可靠
性、安全性和耐久性测试方法，建立背板材料的测试标准，
通过严格测试和长期户外验证来选择背板材料。过去几年部
分厂商一味追求低成本，仅基于现有的加速测试方法逆向研
发新产品，根本无法保证组件25年使用寿命，导致其中一些
新背板材料在短短几年内便出现了大量户外失效问题，给行

业声誉和收益带来了巨大损失。随着户外验证时间延长，这
些背板的更多问题还可能暴露出来。采用有30年以上户外实
绩验证的特能®（Tedlar®）薄膜背板，可以保障光伏组件长期
使用寿命和低功率衰减，从光伏项目长期投资收益角度看，
是安全和最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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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它的设计使用寿命都在25年以上，相应
的对它所配套的电器元件工作寿命也提出了要求，每个电
器元件都有它的机械寿命，电器寿命涉及到电站的最终利
益，因此元器件的寿命及质量需要受到众人关注。

许多光伏电站在高原地区使用，也有一部分以分布式
发电的形式出现，分布比较散，这样的情况维护起来相对
困难；为了减少维护成本，有效的途径是提升系统的可靠
性，而系统的可靠性则取决于系统所采用的元器件可靠性。

这里我们关注的元器件不是平时大家注意到的主体部
分，而是比较小的部分比如连接器、低压电器、电缆等，
往往越细节的地方越容易产生问题，今天我们就以连接器
展开分析。

无处不在的连接器

光伏电站日常维护中，主要设备如组件、直流配电
柜、逆变器是主要关注对象，这部分是我们必须保持正常
稳定的，因为他们故障发生的概率比较高，而且故障发生
后影响很大。

但是在一些环节中，有些故障人们根本不知道，或者
因为忽视而没有察觉，实际上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损失了
发电量，换句话说，这也是我们可以提高发电量的地方。
到底哪些设备会影响发电量呢？

在电站中有很多地方需要接口，组件、接线盒、逆变
器、汇流箱等都需要一个设备－－连接器。每个接线盒用
一对连接器，每个汇流箱用到的数量和设计有关，一般为8
对到16对，而逆变器则会用到2对到4对或者更多，同时，
在最后搭建电站的过程中也要用一定数量的连接器。

隐性故障频发点

连接器很小、很多环节需要用到、成本占比小，而且
生产连接器的公司很多，为此，很少有人关注连接器这个
产品到底有什么用处，用好了会如何，用不好又有什么后
果。然而随着PV-Tech记者深入走访了解，发现正是因为这
些原因，导致这个环节的产品、竞争都很乱。

首先，我们从终端应用着手调查，由于电站中很多
环节需要用到连接器，为此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连接
器的产品应用，比如接线盒、汇流箱、组件、电缆等，连
接器形状大同小异。这几个设备是电站的主要组成部分，
有时候出了事故，原本以为是接线盒或者组件本身出了问
题，查来查去发现原来跟连接器有关。

比如接头起火，很多业主会投诉到组件这块，因为有
一端的连接器是组件自带的，但有些时候其实是另一端的
连接器引起的。

根据统计，由于连接器引发相关联的问题有：接触
电阻变大，连接器发热、寿命缩短，接头起火，连接器
烧断、组串的组件断电、接线盒失效、组件漏电等，可造
成系统无法正常操纵、产品召回、电路板损坏、返工和维
修，继而会造成主部件损失，影响电站发电效率，最严重
的是起火燃烧。(如图一、图二)

比如接触电阻变大，连接器的接触电阻直接影响到电
站的发电效率，因此“低的接触电阻”是光伏连接器的必
须要求。另外，过高的接触电阻还可能造成连接器发热，
过热后引起着火，这也是目前很多光伏电站出现的安全问
题的起因。

追溯这些问题的源头，第一层被揭开的是末期的电站
安装，调查发现很多电站在赶工期的过程中，对一些连接
器的操作存在问题，直接为电站的后续运营埋下隐患。

西部一些大型地面电站的施工队或EPC公司，对连接
器认识不足，出现许多安装层面的问题。比如螺母式连接
器，需要专业工具进行辅助操作，正确的操作下，连接器

无法忽视的连接器

文/肖蓓   

图一：低质的金属部件及非专业压接状态连接器

图二：德国某光伏项目连接器烧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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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螺母不能被拧到底，在操作中应该留有约2mm的间隙 
(间隙大小取决于电缆外径大小)，如果螺母拧紧到底，会破
坏连接器的密封性能。

同时还存在压接问题，表现最多的是压接工具不专
业。有些现场工人直接用劣质甚至是通用工具做压接，这
样会造成压接不良，比如接合部位电缆铜丝弯折、有些铜
丝没压接进去、误压到电缆绝缘层等，压接不良的后果直
接涉及电站安全。 

另一个表现是由于一味追求安装效率，造成压接品
质下降。如果工程现场为了赶工无法保证每一处压接的品
质，再加上使用不专业的工具会产生更多问题。 

安装工人本身的技术对连接器安装水平有影响，为此
业内专业公司建议，如果使用专业工具加正确操作流程，
会提高工程质量。

第二层披露的是问题的主要源头，各种连接器产品混
淆使用，不同品牌的连接器互插，接线盒、汇流箱、逆变
器全部都使用不一样品牌的连接器，完全没有考虑连接器
的匹配问题。

PV-Tech记者采访了几家电站业主及EPC公司，问及是
否了解连接器，以及连接器存在匹配问题时，他们的回答
都很茫然。个别大型地面电站的运维人员表示：“连接器供
应商声明可以兼容互插，与MC4互插。”

据PV-Tech了解，业主及运维人员的反馈的确是事实，
目前基本上所有的光伏连接器供应商，都会跟客户声明可
以与MC4互插，为什么是MC4？

据悉，MC4是一款连接器产品型号，生产厂商是瑞
士史陶比尔Multi-Contact公司(业内通常简称MC公司)， 
2010年-2013年市场占有率50%以上，MC4是该公司旗下
产品系列中的一个型号，因适用面较广而知名度高。

那么，市场上的其他品牌连接器产品真的可以与MC4
互插？

史陶比尔Multi-Contact公司光伏部门经理洪卫刚在接
受PV-Tech采访时给予了确切回答：“连接器很大一部分
问题来源就是出自互插，我们从不建议不同品牌的连接器
进行互插互配，而且这也是不允许的，不同品牌的连接器
不能互配，如果那样操作接触电阻会增高。认证机构也声
明，不允许互配，只允许同一家厂家同一系列的产品进行
互配。MC产品可以互配互插，兼容。”

就此事笔者咨询了TÜV莱茵与TÜV南德两家认证公司，
得到的答案是，不同品牌之间的连接器产品不能互配，如
果一定要使用，最好提前做匹配性测试。TÜV南德光伏部
门经理许海亮向PV-Tech表示：“有些仿制的连接器设计相
同，但电性能不同，产品存在本质差别，在目前的匹配性
测试中出现了不少问题。通过测试，可以让电站业主更提
前深入了解这其中的问题，比如在长期使用后，未来在恶
劣的环境中会出现失配等情况。”他建议组件及电站业主需
要留意产品的材料及证书说明，再斟酌如何选用连接器。

“最好的情况是在同一个阵列里使用同一家公司的
同一组产品，但大部分电站拥有好几家连接器供应商，这
些连接器能否匹配是个隐患。比如一个电站同时有MC、
人和、快可公司的连接器，即便三家公司都保证产品质
量，但也需要考虑互配问题。为了尽可能降低风险，现
在也有许多公司及一些电站投资商，主动要求做匹配性测
试。”TÜV南德光伏产品部销售经理朱其枫如是说，对此
TÜV莱茵光伏部门销售经理张家林也表示赞同，他说莱茵做
了很多检测，因为发现了问题所以不建议互插互配。

“电阻过大，连接器要起火的，接触电阻高会导致连
接器烧断，组串的组件断电。另外，国内不少公司安装的
时候靠硬连接，导致接口发热，电缆线容易出问题，温度
误差达到12-20度。”史陶比尔Multi-Contact公司光伏部门
产品专家沈钱平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据悉，MC公司从来没有公开过自己产品的公差。也就
是说，市面上的光伏连接器基本上全部都是通过分析MC4
的样品来制定自己产品的公差。在不考虑生产管控因素的
影响下，各家产品的公差上是存在差异的，不同品牌的连
接器在互插的情况下，存在很大隐患，尤其是使用连接器
比较多的大型电站。

目前对于互插问题，在业内连接器、接线盒公司中存
在较大争议，国内相当一部分连接器、接线盒公司表示，
不同品牌产品通过了检测公司的测试，没有影响。

由于没有统一标准，业内认证检测公司的标准也不一
样，Intertek公司对连接器互配问题与TÜV莱茵、南德和UL
有些不同，据Intertek公司光伏组经理程万茂表示，在当前
的一些匹配性测试中并未发现大量问题，但是就技术层面
而言，除了电阻问题还有拉弧问题，连接器互插互配是存
在隐患的。

揭示的第三层是连接器制造企业鱼龙混杂，很多小
公司甚至作坊企业参与其中。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啼笑皆非
的现象，不少国内连接器厂家称自己生产的连接器产品为
MC4，他们以为这是业内对连接器的统称，还有个别公司
则是连山寨都省掉，直接打上MC公司的logo。

“当这些山寨的标有MC公司logo的连接器被拿回来检
测时，我们感到很复杂，一方面为我们的产品占有率及知
名度感到高兴，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各种山寨问题，不仅山
寨还低价。”据MC公司洪卫刚介绍，按照目前MC公司全球
30-35GW的产能，已经将规模降本做到了极致，成本控制
做的很好了，“但是人家为什么还比我们低？我们从材料选
择、核心技术投入、制造工艺、制造设备、质量管控等方
面进行分析，更低价格的实现往往牺牲了很多方面，使用
二次回料就是目前普遍的错误的降本行为。低价竞争往往
会和偷工减料联系起来，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光伏行
业而言，降本是一个持续而艰巨的任务，行业的各个环节
都在努力，如提高转化效率，提升系统电压，颠覆性部件
设计，提升自动化程度等。但是降本的同时绝不能降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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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是必须要坚持的原则。”
MC公司沈钱平补充道：“山寨也需要技术，MC拥有

Multiam Technology表带技术(专利技术)，不仅可以保证连
接器接触电阻很低，并且是持续的低接触电阻。而且可计算
可控，多大电流通过、接触电阻都可以算出。两个接触点的
电阻分析出来，可以找出多大空间散热，根据客户的需求选
择适合的连接器产品。表带技术需要一些复杂的工艺技术，
仿制的很容易变形，这是瑞士公司的技术积累，产品设计本
身的投入及价值没法比较。”

25年400万度电

据了解，连接器保持低接触电阻是一项基本要求，业内
也有不少公司开始做到，但是长期保持稳定的、低接触电阻
需要更稳定的技术积累与研发支撑，连续长期的稳定、低接
触电阻，不仅有效保障电站细小环节的正常运行，同时对电
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收益。

光伏连接器的接触电阻对光伏发电系统的效率影响究
竟有多大，洪卫刚对此算了一笔账，他以一个100MW的光
伏项目为例，将MC光伏连接器接触电阻(平均0.35mΩ)和
国际标准EN50521中规定的最大接触电阻5mΩ做比较(如
表一)。

从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相对于高的接触电阻，较低的
接触电阻使光伏系统每年多发了约16万度电，在25年时间
里共计多发了约400万度电，由此可见，持续低的接触电阻
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并且考虑到较高的接触电
阻更容易发生故障，那么需要更多的零件更换和更多的维护
时间，即意味着更高的维护成本。

洪卫刚表示：“在国内连接器企业中，短期内一些选择
买市场上最好的产品解开复制的公司会存在于市场中，因为
他们有了一部分长期合作的客户，有些也会在连接器可靠性
性能方面做些考虑。未来，行业发展会更加专业化，接线盒
制造和连接器制造会有越来越明显的区分，连接器标准及接
线盒标准会在各自领域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各环节材料的集
中度会增强。当然，最后真正想做长久的企业会关注材料本
身，工艺过程，制造水平及品牌。以材料本身而言，国外的
铜材料和国内的铜材料都属于铜材料，名称相同，可是其中
的元素配比是不一样的，导致部件的性能存在差异，因此，
我们还需要长期的学习积累。”

从第一层到第三层的揭露，是相互关联的三个环节，没
有混乱的企业就没有混乱的产品，也会减少互插山寨安装等
问题，问题能够存在取决于市场的需求。

因为连接器“小”，所以目前电站设计者和EPC公司在
设计和搭建电站时，很少会考虑到连接器的匹配问题；组件
供应商在选择接线盒时，对连接器的考量也非常少，除了早

期被培养起来的几家一线光伏公司(如天合等)；电站业主及
运营方更无从了解连接器所带来的影响，如此，在问题没有
大面积暴露前，一些发展乱象存在发展空间。

连接器的问题让笔者想起了光伏背板、PID太阳电池，
这些都是在问题暴露后引起的业内关注，希望连接器在问题
大面积暴露前能引起重视，防患于未然。

 指标 0.35 mΩ 5 mΩ 

一对连接器功率损耗I2 Xr 8.282X0.00035=0.02399544W 8.282X0.005=0.3427W

所有连接器功率损耗  0.02399544X420000 =10.078KW 0.3427X420000=143.934KW

全年能量损耗  10.078 X1500 =15117.127 KW.h 143.934X1200=172720.8 KW.h

25年能量损耗 15117.127X25=377928.175 KW.h 172720.8X25=4318020 KW.h

25经济损失（按1元/度） 38万元 432 万元

条件：

全年光照时间h： 1500小时(不同资源区光照时间有一定偏差)

组件额定功率p： 250Wp

额定电流I： 8.28A（随着组件技术的发展，额定电流有增加的趋势）

光伏连接器数量n： 1MW光伏项目，组件端连接器用量4000套，工程安装用量约200套，100MW连接器总用量
为42万套。

表一：100MW电站项目光伏连接器功率损耗计算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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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家权威认证机构发布了一组调查结果：他们对
425座太阳能光伏电站进行了监测，发现了大量问题，其中
与光伏组件及其原材料有关的问题令人警觉，尤其是后期
建设的电站，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

调查发现组件主要存在热斑、隐裂和功率衰减等质量问
题，尤以功率衰减问题突出，在2013年现场测试的11座大
型地面电站检测后，发现运行一年期左右的组件中（考虑了
设备的不确定因素），51%的组件衰减在5%—10%之间，其
中约30%的组件功率衰减超过10%，8%的衰减超过20%。

30%建成的3年以上的电站都不同程度出现了问题，建
设1年的电站成本、收益都出现了较大波动。参照国外电站
运行情况，国内光伏组件经过恶性竞争，价格压到了最低
限度，质量开始经受考验。

通常而言，光伏组件衰减第一年是5%，后面为每年不
超过0.8%，25年下来不允许超过20%。按照调查所得，如
果组件一年衰减达到20％，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五年后这
个电站就报废了，可以说光伏电站存在很大隐患。

需要保护的电池片

组件，按字面意思解释就是由各种材料组装而成的
物件，具备发电的功能，是太阳能光伏电站的主要构成部
分。具体由哪些构成呢？

首先，最核心中间部分是太阳电池片，外面的封装材
料都是为了保护它，它是组件在太阳光照条件下产生光生
伏特效应的基石，电池性能的好坏与质量决定组件发电量
的高低。

中山大学太阳能系统研究所对一些过往电站的旧组件
一直有跟踪研究，在对一批1986年的旧组件分析时他们发
现，虽然总体水平保持不错（如图一），但来自电池的缺
陷占比缺陷总数的比例很高，如表一。

中山大学太阳能系统研究所洪瑞江博士表示：“经过
23年的户外使用，这批组件依然显示很好的整体性能，衰
减不大约6%。组件的外观缺陷主要是封装材料的老化和破
损，单体电池片存在裂纹也是造成组件失效的关键隐患。”

他说：“电池出现裂纹，导致组件电流和填充因子严重
降低。还有电池栅线断开，导致组件电压和功率降低；栅
线脱落造成搭接，电池片破裂、崩边。随着硅片的进一步
薄片化，太阳电池的质量应受到重视。”（如图二）

过往的案例与经验尚摆在眼前，这几年电池片问题
进一步凸显。以近两年引起人们关注的PID（Potential 
Induced Degradation）为例，可以说三年前的太阳电池都
是不具有抗PID功能的，因为问题没有大面积暴露、年限也
未达到，电站业主及投资商们并未察觉。然而，随着近两
年问题的出现，人们才焕然大悟，应该要抗PID。

电站建设背后：隐裂的材料风险（二）

文/肖蓓    

图一：1986年美国某品牌旧组件

表一：旧组件外观缺陷情况统计

缺陷项目

 
开裂、弯曲、不规整
或损伤外表面

破碎的单体电池

有裂纹的单体电池

密封材料失效

在组件的边框和电池
之间形成连续通道的
气泡或脱层

输出引线问题

旁路二极管失效

占缺陷总数的
比例（％） 
29.8

 
0.4

23.2

21.4

21.1

 
 
1.5

1.0

备注

 
包括背板开裂

 
可能是隐裂

EVA起泡

导致绝缘电阻
下降

 

单指二极管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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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组件都有EVA变黄现象，影响光透过率，EVA质量
应受重视

组件基本情况：

1、 美国某品牌，177块，外形尺
寸：970mm×445mm×53mm

2、 电池片:多晶硅101mm×101mm，片数:4行×9列 

 粗栅线:44根/线宽0.2mm/线距2.3mm；细栅线:52
根/线宽0.1mm/线距1.9mm

3、 技术参数：Uoc=20.8V，Isc=3.04A，Im=2.82A，
Um=15.1V

4、 组件功率：标称
=42.6Wp，Pmax=47Wp，Pmin=42Wp

5、 应用于海南省东方市尖峰岭，供通信微波站太阳能
供电系统

6、 86年开始安装运行，2008年停止运行将组件拆下。

（注：缺陷不等于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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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检测机构对组件端从里到外进行考核，寻找产
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结果发现都存在一定影响，其中电池片
首当其冲，从而各大光伏制造公司开始研发抗PID电池片。

研发新功能的产品需要增加成本，但是眼下，光伏电
站项目都看重初始投资，一般而言现在的初始投资是7、8
块，但是投资下去的电站所获得的收益率千差万别。

比如一家电站业主在电站招标过程中，如果在合同里
指定选用电池必须为抗PID电池，按照行业技术标准，投标
企业会给你提供对应电池。如果为了降低成本不注明，就
把防PID这道工序减掉了，投标企业提供一般电池，这其中
节省的成本是1.1元，但是有可能会使电站损失10%的发电
量。当然，这个也需要看地形气候及具体项目所在地环境
情况而定。

一位业内组件技术人员表示：“其实，以前的组件并没
有这么多问题，这跟组件使用的材料质量有关。这几年光
伏电站装机迅猛发展，出现了很多因为降成本、赶工期的
项目，粗制滥造，所以组件在户外还没有两年，就有相关
问题暴露。”

“是的，有一些早年建成的电站已经运行30年，运行
情况比这两年建成的电站还要好，这些光伏电站在欧洲和
日本，包括我们以前中国的西部青海省，当时是外国厂商
援建的，组件表现很好，衰减值不到10%。如果是真才实料
建的电站，我们从7.1元加到8.2元，把保险系数都加上，系
统效率提升三个点，我们的年度衰减每年是0.8%，25年衰
减20%。然后我们的运营费用降低两个点，这样计算虽然初
始投资贵了一块多，但是净现值折算下来是2.37元，我们
的收益增长了100%，翻了一番。”晶澳副总裁曹博认为，如
果我们衡量一座电站是去核算它的度电成本，整个系统、
电站设计25年中它的净现值收益，不是单纯追求初始投资
的最低化，最后的收益会有很好预期。追求初始投资最低
化是舍本逐末，让我们产生高损失的一种现象。

多家光伏上市公司日本销售人员向PV-Tech反馈：“电
池片的成本占组件生产总成本的80%以上，其他的原材料成
本对总成本影响较小，因此，应尽量选用高品质的电池，
从而降低原材料品质问题带来的后期风险。为什么我们国
家的光伏公司都把自己最好的组件卖到日本，因为人家看
重品质，对于日本消费者而言，这是一个需要运行25年的
产品，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是他们觉得重要的方面，价格
反倒是其次。”

黄变的EVA

在调查中发现，不论是以往电站还是近几年的电站，
组件都有EVA(乙烯基乙酸乙脂)变黄现象（如图三），黄变
的部位有的出现在组件的局部，有的则整个组件都出现黄
变，这其实一种老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太阳光透过率，
缩短了组件的使用寿命。

据了解，EVA胶膜是太阳电池组件封装过程中一种非常
关键的材料，EVA自身化学结构不稳定，耐老化性能相对较
差。虽然目前业内有检测认证机构对其进行测试考核，但
即便是常规的湿热老化测试，在85%湿度、85℃、1000h
条件下，EVA也是比较容易出现发黄、起泡、脱胶等老化现
象，更何况要在户外运行25年。

洪瑞江博士表示：“在卸下来的旧组件中，EVA的问题
很多，除了黄变还有起泡，EVA起泡会导致组件电流降低。
而且EVA水解产生的乙酸不但会腐蚀玻璃和背板，破坏EVA
与玻璃和背板的粘接，还会腐蚀电极和焊带，严重影响组
件的电性能。”

面对EVA的问题，曹博也深有感触：“EVA对于组件透
水性的影响非常大，不同EVA对PID的影响也是致命的。通
常大家会对EVA进行检测，正常的检测周期至少要半年时
间才能把所有参数检测成功，在这过程中如果为了降低成
本，一些企业选用随便的原材料，后果是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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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减反膜脱落或变形的细栅线组件

图三：黄变的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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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因为EVA整体造价只占组件成本的一毛钱，我
们电站系统假如说是70块钱的话，它只占1/70，但是因为
它的成本节省10%，也就是1/700，但会导致我们电站出现
大的问题。因为客户要求组件降一毛钱，组件厂为了省一
毛钱，就要求EVA供应商给降一毛钱，EVA本身只占这么多
成本还要降价，这会使整个系统存在大规模失效的隐患。”

据笔者了解，虽然眼下中国存在上百家EVA生产制造
商，EVA的价格也很便宜，形成混战局面，但其实EVA的生
产存在较强的技术壁垒，国内生产EVA胶膜的厂家中，在质
量和规模方面达到世界水平的企业很少，这也是EVA容易出
问题的原因之一。目前光伏组件EVA胶膜的主要实力厂家有
杭州福斯特、东莞永固、日本上井化学、美国STR等。

据EVA研发技术人员介绍，EVA在常温状态下不发粘，加
热到所需的温度后将发生本质的变化(包括物理变化和化学变
化)，将三层材料(钢化玻璃、太阳电池片和绝缘背板)粘接到一
起，形成太阳电池组件，主要起到粘接密封的作用，而将这几
层连接在一起需要层压机，这里涉及到组件厂家的生产工艺。

“EVA出现问题，不仅仅是EVA公司的事情，还跟组件
的生产工艺有关。”广州宝力达电气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周
树东在接受PV-Tech采访时表示，这跟每家组件厂商的生产
环境、生产设备、原材料情况都有关系，有些企业做的好，
有自己的最佳生产工艺，做出来的组件产品就高，还能降
低成本。

重要角色背板

看过PV-Tech此前《电站建设背后：隐裂的材料风险 
（一）》一文的读者，对背板不会感到陌生。

欧洲的电站业主发现了背板的问题，引起了业内很大震
动，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到封装材料的选择与质量上。

在过去的电站中，背板出现问题的状况并不突出，因
此被归入笼统损坏的类别里，但是近几年，背板问题出现越
来越多。市场上有了采用不同材料和结构的各种背板，也出
现了许多背板供应商，各种新产品、新材料充斥在组件里。

随着光伏电站装机的大幅攀升，背板的需求也大大增
加，原有的背板产能无法满足需求，于是，新材料、新背板
开始了大规模的应用试验，尤其在中国（如图四）。

作为组件背面的最外层，在户外环境下背板保护太阳电
池不受水汽侵蚀，阻隔氧气防止氧化、耐高低温，具有良好
的绝缘性和耐老化性能、耐腐蚀性能。

在各种背板结构中，耐候性最好的无疑是TPT和TPE结
构背板，这在业内基本成为共知。

“我们有一组数据，在日本同样使用十年左右的组件 
（单多晶都有)，其中含氟背板的组件年度衰减0.9，十年衰
减了9%，不含氟的十年下来衰减了16%，这个衰减是非常
大的，所以辅材选择对组件衰减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曹博
客观评价道。

正因为电站终端含氟背板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业内不少
公司加大了其含氟背板产品的开发与产能扩张，如江苏金瑞
晨以及康威明。

“但氟塑料薄膜受供应商少的限制，而且价格高。”康
威明销售总经理Fabio Menicanti向PV-Tech介绍：“TPT背
板很好，我们与杜邦一直保持合作，最近我们也开发了两款
TPE背板产品，这是收到了中国市场客户的要求，现在大家
都对含氟背板另眼相看。但我们预计未来的中国主要推动方
向会从政府支持的项目转向吸引更多民间投资人，而这些投
资人会对电站的效能、投资产出比和耐久性等各个方面做更
细致的分析和考量，对背板的要求也会不同。”

在被问到哪家公司让他们视为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时
候，Fabio给了PV-Tech一个略感意外的答案：苏州赛伍公
司。尽管PET及抗水解PET市场占有率在逐步扩大，但Fabio
说康威明公司包括他都认为，未来KPE的市场会增大，他们
更看好KPE背板以及PPE背板，而赛伍在中国的优势让他们
不容小觑。

  

图四：2013年－2016年中国背板需求走势图（平方米/月）

图五：2014年－2016年中国各类型背板市场需求预测图（平
方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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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他们还预计，鉴于成本过高未来PVF、PVDF、 
ETFE等含氟类背板的市场份额会保持持平甚至变小（如图
五），另外其他小背板厂会逐渐出局，因为电站建设涉及资
金大，对组件供应商有账期要求，组件制造商对原材料供应
商也有账期要求，没有一定资金及技术实力的背板公司，后
期的发展会越来越困难。

至于为什么是KPE？苏州赛伍公司总经理吴小平给了回
答：“我们开发的Flursoskin®技术（氟皮膜®），对KPE进行产
品升级，通过用氟皮膜解决E膜的劣势来实现产品质量提升及
成本降低，回归双面含氟复合型背板KPF。解决了经营与技
术既要降本又要提高耐候性的矛盾要求，更接近理想背板。”

上海海优威电子技术公司总经理李民赞同在各种背板结
构中，耐候性最好的是TPT和TPE结构背板，氟塑料薄膜受
供应商少的限制这一观点。但对于未来上升的背板，他不看
好PET，他说：“在耐候性方面其次的是常温交联型氟涂层
背板，常温交联型氟涂料成本较高，此和通常光伏组件厂认
为氟涂料背板应低价的观念有矛盾，同时由于制造商的宣传
不够导致此类背板尽管质量较好但使用并不广泛。普通氟涂
料涂层背板和PET结构的背板耐候性是最差的，但其低价格
对一些组件厂非常有吸引力。目前日本一些公司综合成本与
耐候性的双方面因素，正在开发在PET结构的背板上涂覆氟
涂层的办法来弥补两种背板耐候性都差的缺点。”也就是说
他认为涂覆氟涂型背板有可能会是一种趋势。

通过在PET基材两面，采用含氟涂层涂覆工艺开发涂覆
型背膜的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Jolywood），出
现在2014年中国证监会最新IPO披露名单里，公司股东公开
发售股份数量不超过2400万股，日前苏州中来在中国创业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据苏州中来光伏新材料公
司董事总经理林建伟介绍，公司也是看到了眼下的市场形势
及未来对光伏背板供应商的技术及资金实力要求，有了积累
的中来在上市后将会得到更大发展空间，同时公司也致力于
加快背板国产化的进程。

光伏组件需要长期暴露在户外自然环境中，紫外光、
水汽、盐雾、风沙、高低温、化学物质等外部环境因素都会
使组件的长期可靠性受到影响，背板作为组件的最外面保护
层，需要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

面对诸多背板，组件厂商如何选择，这对电站的质量及
收益率有密切影响。

后记

除了太阳电池、封装材料，对二极管容易出问题的环
节，也有企业在跟进，比如组件防火、防热斑方面。

据了解，热斑产生的基本原理是电池短路以及现场运营
过程中长期遮隐，在以往的案例中，着火也往往与二极管有
关，目前电池组件都用二极管做一个开路旁路的作用。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公司运营总监云飞表示：“二极管
的电压一般在0.6，在真正产生热斑和产生衰减之前，已经
不发热了。所以我们研发了一条新的管控设备，能够一旦有
左行电压产生情况下，立即切断电池串的电流，有效防止了
热斑的产生。”同时他还表示，将继续把这一方面的研究持
续改善下去。

追溯到早年，其实国内外不少公司对确保光伏组件质量
一直在做相关努力和工作，比如1982年，ARCO Solar最开
始推出了五年质保的组件，1982年5月，安装了10KW的系
统，20年后，22%的组件有碎片（热斑），绝大部分组件发
黄或背板分层（记载来自中大洪瑞江博士）。

1985年，Kyocera开始提供十年质保的组件，1987
年，增加到12年。

九十年代中期，BP Solar将质保增加到20年。
1997年，Siemens公司开始提供25年的组件质保，从

那开始其他公司跟进，他们当时主要得益于对单体电池质量
的提高，对封装材料和工艺的改进。

包括对超白玻璃的优化，使其达到更高透光率；研制耐
气候老化性能和封装工艺性能更加优越的EVA胶膜；开发其
他性能优异的背板材料；采用密封性能更优和胶带类封胶材
料产品。

前人植树，后人乘凉，对于组件产品的品质，行业先行
者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追求与探索。

随着科技的越来越发达，制造业技术的进步，新材料性
能的逐步提升，组件的质量没有道理变得越来越脆弱，而是
应该在性能与寿命方面得到更大的提高与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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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9年中广核太阳能的敦煌10MW特许权全部采
用了来自无锡昊阳的平单轴系统后，跟踪系统已经被很多
电站投资商尝试使用，但由于各种原因这种能提升组件发
电量的机械设备并未发展至应有的规模。随着电站装机量
的不断提升以及电价的下调，跟踪系统能否重新的某些区
域发挥作用值得探讨。

受伤的跟踪器

四年来丁致和在甘肃敦煌中广核电站上为上百套套跟
踪系统花费了不少心思，这些跟踪系统总是不定时出一些
问题。“最早出问题是在2010年，当时大规模的出现过电机
故障。”经历了这次故障后，中广核太阳能与昊阳签署了一
份20年的质保协议。昊阳通过中广核项目获得了名气和订
单，但接踵而来的是跟踪器的各种故障信息。2013年初，
一场10级以上的大风伴随着特大沙尘天气过后，中广核敦
煌特许权项目在巡检时发现两个方阵中的组串出现跟踪系
统轴承打滑及支架变形导致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即使没

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轴承故障也不时出现在丁致和团
队的运维报告中，仅在2013年2月份就出现了7次故障。

中广核在敦煌项目上选择跟踪系统是有充足的理论依
据。在一份《1977年-2007年平均辐射值测算系统首年
发电量》的文件中，全年水平辐射为1772.67kwh/m2，
平单轴跟踪系统辐射值为2500.63kwh/m2；固定42度倾
角测算的发电量为16739.4MWh，平单轴跟踪系统则为
20050.8MWh，全年提升了近20%发电量。丁致和说，“虽
然在1、2、11和12月平单轴跟踪发电量要少于固定系统，

蓄势待发的跟踪器

文/王超    

 测算年发电量 辐射（kwh/m2)

固定倾角42度 1673.94 1772.67

平单轴跟踪系统 2005.08 2500.63

差异 19.75% ——

月份 国投 中广核

1 137.597 96.824

2 126.738 107.788

3 160.055 164.244

4 123.837 146.812

5 169.171 213.09

6 126.589 164.628

7 124.057 162.77

8 128.671 158.564

9 130.277 148.328

10 120.013 119.796

合计 1347.01 1482.844

表一：中广核根据敦煌地区1977-2007年平均辐射值测算的首
年发电量(单位：万千瓦时)

表二：敦煌国投10MW特许权电站与中广核10MW特许权电站
发电量对比(单位：万千瓦时)

图一：甘肃金昌中华电力中来振发新能源的跟踪器

2014年5月初，苹果公司在其主页上发布了一则其致力于新能源应用的广告，“尽我们所能，只为世界留下更美好的印
记。”苹果公司宣布在光伏和风电的投资所产生的清洁电力足以满足其数据中心所消耗的电量。视频中，苹果投资的光伏电
站采用了大量的平单轴跟踪器。在光伏投资成本仍然无法大幅降低的当下，采用跟踪器仍不失为一种新的降低度电成本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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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全年看还是正向收益。”
表一是中广核测算的平单轴跟踪系统和42度倾角的理

论年发电量，可以看出理论上平单轴跟踪器能带来近20%的
发电量提升。表二是在某年1-10月份的相邻两座光伏电站
的发电量对比，事实上中广核的平单轴跟踪器比国投的固
定安装发电量提升10%左右(国投的电站中有0.5MW薄膜组
件，这部分发电量偏低)。

龙源太阳能也曾看好跟踪器在西部光伏电站中的应
用，这家国有企业甚至与韩国PARU共同合作推广其庞大的
双轴跟踪系统和斜单轴跟踪系统。青海格尔木龙源电力的
项目中，PARU的斜单轴和双轴跟踪系统至今已经运行了3
年的时间。项目实施前龙源太阳能根据仿真模拟测算得出
格尔木地区双轴跟踪系统发电量比最佳倾角固定支架发电
量增加30%以上，而对比了某一年的6个月实际发电量后发
现增发量只有22%左右。在运维人员分析了相关因素后发
现，跟踪系统子阵逆变器故障率要高于固定安装子阵的逆
变器，某运维人员对PV-Tech PRO记者表示，“在夏天有一
个月跟踪系统子阵的逆变器停歇机故障发生了19次，影响
了9天的发电量。”转动系统失灵不跟踪也是跟踪器常见的故
障。PARU双轴跟踪系统体积巨大，单个最大容量可安装40
块240瓦的组件，在格尔木电站中采用了容纳30块组件的
系统。PARU希望通过增加单体容量来降低每瓦成本，但随

着组件价格降低，在其有限的成本下降空间下，这套系统
最终在市场上丧失了竞争力，龙源太阳能也逐渐淡出了跟
踪器供应商的行列。

赛维LDK工程公司副总经理张雷表示，“如果双轴系统
跟踪方向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对逆变器、汇流箱都会产生
影响。”张雷参与的一个采用了16台双轴跟踪器的项目中，
跟踪器的组件出现电压差异，产生电流反流，导致汇流箱熔
断器保护，本应烧断了熔断器，但所用的直流熔断器不是特

 容量（kW） A逆变器（252.45kW） B逆变器（496.8kW） 

 日期 当日发电量[kWh] 当日发电小时数[h] 当日发电量[kWh] 当日发电小时数[h] 
增发量（%）

 7月某日 2293.4 9.1 3158.2 6.4 42.90%

 8月某日 2211 8.8 3137.2 6.3 38.67%

 9月某日 1961.1 7.8 2881.7 5.8 33.92%

 10月某日 1854.8 7.3 2476.8 5.0 47.37%

 11月某日 1897.2 7.5 2816.8 5.7 32.54%

 12月某日 1856 7.4 2703 5.4 35.13%

表三：国电龙源格尔木电站发电量数据，注：A逆变器子阵采用双轴跟踪器；B逆变器子阵采用固定安装

图二：某电站中的斜单轴跟踪器出现方向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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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好，导致拉弧着火，最终几个月时间损坏了七、八台汇流
箱，后来更换了熔断器。 

中节能新疆鄯善的电站采用了5MW昊阳的跟踪器，经
过一年的运行后发现，由于风沙大的原因导致减速机出现故
障。中电投哈密特许权项目的斜单轴跟踪系统在夏天能比固
定安装高25%的发电量，但冬天有时候却比固定安装的发电
量还有少。中利腾辉出售给联合光伏的嘉峪关100MW电站
采用了1MW平单轴跟踪系统，金山太阳能的跟踪器采用了
时间控制的PLC，有两次程序出问题停止运行。甘肃张掖，
龙源电力的双轴跟踪器正努力进行整改，其项目经理薄文渊
表示，“每天总有一两台要复位。”龙源在青海格尔木电站的
PARU双轴跟踪器都计划更换掉采用国产设备。中国目前最
大的跟踪光伏电站金昌正新100MW电站占地6300亩，比
固定安装增加了30%的占地面积。这些倾角25度的斜单轴
已经有50台出现问题进行了更换维修。由于跟踪器间距、
面积、高度都比固定支架大，所以一直没有确定有效的清洗
方案，导致发电效率低于刚投运时的效率。应天新能源的跟
踪器让甘电投武威电站的运维人员非常苦恼，梁瑞抱怨道“
备品备件都用完了，应天新能源不管了，只能自己做备品进
行维修，去年故障特别多，发电量减少了5%。”

北京意科、科诺伟业、曾经的中环光伏都是跟踪器的
拥趸，但最后都放弃了相关产品的推广。协鑫新能源徐州
20MW光伏电站是中国最早使用跟踪系统的大型地面电
站，当时部分采用了进口的西班牙埃菲玛双轴跟踪器，部分
采用了已经不复存在的中环光伏自主研发的双轴跟踪器，这
种跟踪器如今都已在市场上消失，而徐州电站的一些跟踪器
也历经多次维修。

西北勘探设计院光电分院院长肖斌接触了多个采用跟
踪系统的项目设计，“跟踪系统接收的辐射量远大于固定倾
角的接收值。同固定安装相比，斜单轴跟踪可以增加30%
左右，双轴跟踪系统比固定倾角增发量能达到35%左右”。

跟踪器对发电量的提升已经获得公认，但大多数业主仍
然不愿冒然使用。肖斌表示，“作为设计单位，我们很想推
广跟踪器，但成本和可靠性是必须面对的问题。目前已建成
的跟踪器的发电效益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也有部分厂家生
成大幅降低了跟踪器的造价，但从系统角度看，他们把部分

造价转移给了支架基础，经济性问题仍然存在。”

蓄势待发

在跟踪器的稳定性受到业内质疑的时候，作为中国高倍
聚光系统的领军者，聚恒太阳能在过去一年中悄悄得将主业
从CPV转移至平单轴跟踪器上来。2013年，聚恒太阳能向
希腊某项目提供8MW产品，这是中国最大的跟踪器出口订
单。聚恒首席技术官王士涛看好跟踪器的市场，在聚恒团队
的努力下，聚恒平单轴跟踪器的价格已经降至1.2-1.4元/瓦 
(根据出货规模和项目所在地等因素的差异而不同)，具备了
性价比。王士涛介绍到，“全球在2012年的跟踪器市场已达
到了2GW，其中主要是平单轴跟踪器。美国50%以上的地
面电站采用平单轴跟踪器；在中国这个比例不到1%。问题的
关键就是产品稳定性，我们已经通过设计优化解决了跟踪器
的稳定性问题。” 

王士涛表示，“跟踪器最有可能出问题的的是电气部
分，包括电机、控制单元、电源、传感器。聚恒的跟踪器设
置了双套电气结构，主用和备用，一套失效后会自动切换到
另一套上。例如一套电气系统的故障率是1%，那双结构下
故障率能降低一到两个数量级。”

  

图三：聚恒向希腊某项目供应的8MW单轴跟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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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朝日光伏总经理刘建中正向市场推广一种新的双轴
跟踪器。这种跟踪器抛弃了昂贵并且容易损坏的回转驱动装
置，采用了1:50减速比的蜗轮蜗杆减速机，新的结构使得双
轴跟踪器的每瓦售价降至2元以内。为了使跟踪器更具有经
济性，朝日光伏还推出了手自一体双轴跟踪支架，“这套准
双轴系统每天东西向仍然会自动跟踪，南北向需要根据季节
进行手动调节。”在牺牲了少量发电量后，准双轴跟踪器换
来的是更低的成本和电机故障率。刘建中表示，“纬度方面
可以每隔30天调整一次角度，甚至一年只调四次角度，两
名工人一天可以完成2MW跟踪器的调整。”为了打消业主对
质量的顾虑，刘建中尽其可能简化了跟踪器的部件，“蜗轮
蜗杆25年基本不会坏，容易坏的就是电机，而我们的电机
成本非常低，可以提供充足的备件。”

朝日光伏减小了跟踪器的体积，其抗风性能和维修方
便性能都得到了提升，刘建中还找到了新的应用方式。在山
东潍坊的一座工厂内的道路边，十台双轴跟踪器形成了一个
200kW的小型分布式电站，这个电站丝毫不影响草坪的种
植。在印度一座别墅的二楼阳台，两台跟踪器构建了新的
风景。朝日光伏的跟踪器已经出现在多个国家的屋顶光伏
项目中。

虽然遇到各种质量问题，龙源格尔木电站的运维人员
还是感受到跟踪器对发电量的提升。该电站选择了7-12月
中没有发生故障的一天数据进行对比，跟踪系统增发量最大
出现在10月的一天，达到47.37%，最少的一天出现在11月
份，增发量为32.54%。之前表二中中广核电站在1、2月中
平单轴的发电量要低于固定安装的发电量，王斯成对此表
示，“从理论上讲，双轴跟踪和斜单轴在全年发电增益上的
差异不大，而平单轴的差异则随当地纬度的不同而不同。” 
在王斯成看来，平单轴跟踪器只适合低纬度地区，最高不
超过35度，否则冬季太阳高度角过低会导致过多的余弦损
失，这也就说明冬季固定方阵发电量高于跟踪方阵。王斯成
建议，“平单轴跟踪器可以将组件抬高一个倾角，这样效果
就等同于斜单轴，并且不受纬度限制。”

在王士涛看来，平单轴跟踪器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能提升
12-15%的发电量，虽然这点不如双轴和斜单轴，但平单轴不
用增加更多的占地面积。刘建中详细测算了双轴跟踪器的占

地比例，“在西部地区固定安装方式下土地利用率约为30%-
35%，双轴跟踪器下土地利用率为20%-25%，也就是增加了
30%的土地面积。如果再计算这部分土地的使用成本，跟踪
器仍然在经济上占有优势。”王士涛在占地面积上更为自信，“
平单轴在高纬度地区，如新疆、青海、甘肃等地甚至可以降
低百分之十几的土地面积。即便如此，平单轴还是更适合在
低纬度地区使用。”王士涛确信在中国的光伏电价水平下能为
业主带来1-2%的内部收益率提升，投资回收时间缩短一年。

图五：朝日的跟踪器用于某工厂草坪上的分布式系统

图六：屋顶上的双轴跟踪器

图四：青海格尔木龙源电力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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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美国某电站中提升了倾角的平单轴系统

拥有斜单轴跟踪技术的振发新能源并不担心产品的销
售，这家中国排名前列的电站开发商和EPC商早已经将其用
于自己的电站中，其中一些电站已经出售给新的电力投资
商。拥有振发在甘肃金昌开发的100MW电站中51%股权的
中华电力已经感受到跟踪器对发电量的帮助，该项目的项目
经理鲍桂生表示，相比临近的固定系统的电站系统发电量提
升接近20%。

当跟踪器的质量重新获得电站业主的信任后，经济性能
成为核心。目前很多电站业主由于资金紧张并不愿意多花钱
去使用跟踪器，聚恒正计划引入融资租赁或合同能源管理的
模式来推广。

但相比单轴来说，刘建中更推崇双轴产品，“单轴在高
纬度地区的冬季日照短的情况下发电量会比双轴要少很多，
甚至比固定安装的都要少。”在中广核敦煌特许权项目中，
同样4.6千瓦的多晶组件，在2012年2月14日，固定安装的
发电量为19.794千瓦时，双轴情况下发电量为23.917千瓦
时，斜单轴则只有15.564千瓦时。

无锡昊阳的自动跟踪系统订单下滑后，他们开始转向
一种新的设计结构——固定可调支架。这类产品在2012年
就已经被多家电站试用。昊阳的可调支架每年可以调节四
个角度，相对固定倾角支架来说能提升5%的发电量。肖斌

设计过几个这种电站，根据他的经验，“调节工作量大，次
数多，每一组串重量大，会导致支撑轴变形而带来调节困
难。”无锡昊阳把万向节应用于支撑轴，这样就解决了变形
和调节困难的问题。国华哈密电站采用了神华下属的北京福
安建设有限公司的可调支架，牛小勇表示，“虽然调节会耗
用一些时间和费用，安装工艺更复杂一些，但一年能提高超
过5%的发电量。”

双轴跟踪器、斜单轴跟踪器、平单轴跟踪器以及正在慢
热的固定可调支架，都有其各自的优点，但业主选择哪种产
品还要看各个厂家的示范效果。跟踪器的优点也需要电站业
主去探索。

由于限电影响，格尔木华能的运维人员会让采用跟踪器
的子阵满功率运行，停掉固定安装的子阵以保证发电量最大
化。2014年初，金川集团的200MW电站也已经加装1MW
双轴跟踪器进行试验性对比以获取更充足的数据。



  

当光伏行业渐渐走出低谷的时候，一个国家支柱行业
正在走向惨淡，这个行业就是钢铁。张虹已经离开光伏行
业进入钢铁行业两年了，她说，“钢材行业比光伏行业惨多
了，很多钢厂亏本运营，一旦停产银行就来讨债，贸易商
的资金链也吃紧。”光伏和钢铁这两个产能过剩的产业，最
大的交叉点就是地面电站的支架。作为中国最大的支架企
业之一的爱康科技，每年都会从同在张家港的沙钢采购数
万吨的钢材用于支架加工。钢材价格的跌落使得支架价格
也在过去几年下降了超过30%。中国的支架企业同样在光伏
电站潮中正面临新一轮的激烈竞争。

出货量的竞争

爱康金属是母公司爱康科技在电站业务中的重要成
员。爱康在组件、电站、EVA、支架、边框的几大业务中，
只有支架和边框在行业排名第一。爱康金属已经成为中国
最大的支架供应商，其总经理李光华表示，“爱康计划在
2014年占据10%的中国市场份额，做到超过1GW的出货
量。”事实上，包括海外出口量，爱康金属2013年完成超过
900MW的订单。

下述表一是来自PV365网站的一个排名。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行业人士表示，“这个排名并不准确，现在好多家
都已经放弃国内市场了，像帷盛、保威都已经把重点放在
海外市场了。

成立于2009年的杭州帷盛太阳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跻身
支架出货前列，与其股东正泰有直接关系，为其投资1950
万的浙江天堂硅谷七弦基金的股东之一也是正泰集团。正
泰在2013年开发投资的560MW电站大都采用了帷盛的支

架。帷盛为了上市的目标一度猛冲业绩，“由于国内市场普
遍存在的帐期，导致帷盛一度被拖欠了3个多亿的货款，
算下来有1GW的支架出现了严重的欠款。”一位已经离开帷
盛的员工向记者表示。帷盛在2013年下半年就解散了中国
销售团队，“只留了几名员工去收缴账款。”其更看重的海
外业务也并不顺利，“国际业务的毛利率能达到30%，但是
海外客户对支架要求高，因为质量达不到要求经常会被返
工。”目前帷盛的应收账款已经缩减至数千万，在中国市场
把重心放在了安装工程和EPC，“单纯的支架销售业务已经
不再做了。”在正泰投资的电站和其他EPC业务的支持下，
帷盛2013年出货量超过900MW。跟帷盛与正泰的捆绑类
似，深圳安泰科与诸多国有电站投资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合
作关系。中广核、中节能、国电、华能等都是安泰科的大
客户，也为其出货量提供了保障。

上千家支架厂商使得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价格低、欠款多、质量混杂构成了目前的支架商业生态。

支架撑起一片天 

文/王超    

图一：中节能新疆鄯善电站的支架

 企业 2013年 
  出货量(MW)

1 清源科技（厦门） 718

2 爱康科技 699

3 深圳安泰科 680

4 杭州帷盛太阳能 673

5 江苏威尔五金 611

6 诺斯曼能源（北京） 500

7 江阴索尔光伏系统工程 500

8 北京中伏源建设工程公司 480

9 江阴永嘉新能源 400

10 江苏国强镀锌 350

11 华康电力钢结构 320

12 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苏州） 300

13 江苏东升光伏发电设备 250

14 迈贝特（厦门） 237

15 广东保威新能源 230

16 江苏国宏光伏机械 220

17 江苏沃能光伏科技 180

18 金海新源电气（江苏） 170

19 常州德茂自动化 120

20 江苏山峰新能源 120

表一：中国支架厂商排名（注：该表来源于PV365，本刊核实
其中几家出货量并不准确，在此仅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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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曼在西部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螺旋桩业务上。由
于西部电站往往要赶工期以及土地状况恶劣等因素，螺旋
桩发挥了安装速度快、应对复杂地面效果好的特点。很快
螺旋桩在部分地区推广开来。诺斯曼总经理助理王笑寒对
PV-Tech PRO表示，“在之前抢电价的紧张施工中，螺旋桩
表现出很大的优势。”诺斯曼不仅拥有自己的工厂，还有完
备的施工队伍，“相比之下，那些找其他工厂代工的支架厂
商在质量上没有保障。”河北已经成为中国螺旋桩代工厂集
中的地区，而江浙的大量金属加工厂“不仅为部分支架厂
商代工，也自己对外销售支架”。分布在中国的上千家金属
加工企业影响了光伏支架行业的竞争现状。

除了专业的支架厂商外，西勘院下属的西北水利水电
公司的西北造船厂生产了西勘院所用的支架，金川集团的
200MW电站采用了是其下属机械制造公司生产的支架。在
甘肃酒泉金塔的光伏产业园，PV-Tech PRO记者路过一家
支架厂商，这家名为太阳岛新能源的支架工厂内只有寥寥
数人在加工着支架。林涯玉向记者表示，“现在是冬天没
人施工，在夏季这里的产量还不错。我们每天的产能可以
超过2MW，2013年向西北周边的电站供应了250MW的支
架。”在西部的一些光伏电站产业园中，支架加工厂已经成

为园区制造业招商的一部分。除了支架的收益外，金塔政
府还为林涯玉的这座由广东人投资的支架工厂搭配了一个
9MW的电站路条。

爱康金属的销售经理赵新感受到了跑市场的困难，“现
在支架大都按照每吨报价，爱康通过设计优化已经将每兆
瓦用钢量减少至40—50吨，但一些小型加工厂的支架吨数
明显要低于这个数字。这么低的价格下，这些小加工厂的
钢材材质也难以保障，我们一般都用K235B的钢材，但市
场上已经出现了K195B、K235A来替代的产品。虽然短时
间内不明显，但长时间质量不好说。”在分布式项目所用的
铝材支架中，氧化膜的厚度也常常得不到保障，这就意味
在沿海地区等盐雾防腐性能受到影响。

在市场混乱、价格低、回款难以外，赵新还在对质保
金发愁。一般产品或工程都需要留5%—10%的质保金，“但
过了质保期后基本就没拿到过，要起来很吃力。”

减量降成本和技术优化

爱康正在研究新的商业模式，李光华的团队正计划在
SNEC期间向客户推出一套手机上就能使用的APP软件，这
种软件可以快速的给客户——特别是分布式项目——提供
支架设计方案。这个团队已经建立了丰富的支架方案数据
库，并进行标准化优化，只要把环境、技术参数输入到这
套软件中就能自动生成分布式的方案。

中国8GW的分布式规模目标让支架厂商在地面支架
以外找到了新的市场空间。爱康的支架已经逐渐被海外客
户认可，“他们对轻量化的支架更重视，因为国外人工成本
高，便捷的支架形式可以节省人工费和、加快进度。”爱
康还在通过自动化设备改造提升效率，李光华表示，“C型
钢、U型钢的加工效率比大多数厂家高30%。”在爱康位于张
家港的6万多平米的厂房内，每月可以完成150MW支架的
加工，而爱康科技位于南通的5万吨产量的铝型材工厂也为
其屋顶支架系统降低了供应成本。

爱康的设计优化每年能减少5%—10%的用钢量。2012
年，地面支架每瓦大约0.6元，而2014年价格则下降至4

图三：位于金塔的支架厂

图二：螺旋桩在电站抢装中发挥了作用



  

毛钱左右。分布式项目的支架则根据屋顶的形式差异约为
0.2—0.3元/瓦。支架厂商们正在研究新的结构，以使分布
式项目的组件在彩钢板屋顶上能不依赖屋顶倾角而形成自
己的最佳倾角。爱康试图去通过夹具在某一类屋顶上固定
组件，而不再通过传统的支架，以使推动分布式投资成本
的降低。

李光华在几个月前参加完2014年日本光伏展后感触颇
深，“我们一直在寻找未来的支架材料，这次在日本看到了
水泥支架、木支架、PVC塑料等多种新型支架。”事实上，
著名材料供应商杜邦已经在2013年开始推广其基于高分子
复合材料的e-Frame一体化边框支架解决方案。

杜邦的秦怀礼博士表示e-Frame方案拥有轻量化和快速
安装的特点，目前已经在上海、南通、岳阳等多个分布式
项目中使用。e-Frame一体化边框系统包括成套的边框和支
架，设计成插件式结构后将加快组件安装时间。秦怀礼告
诉PV-Tech记者，“采用这套系统后平屋顶项目可以比常规
方式节省60%的安装时间，斜屋顶项目则能节约30%的安

装时间。综合算下来成本要低于传统铝合金的边框和支架
组合。”传统支架往往需要在屋顶上安装一套固定系统，e-
Frame则相对简单许多，“平面屋顶主要靠自重式结构进行
抗风，组件阵列会加装挡风板。如果在风速特别大的地方，
支架上还有配重装置，通过砖块、石块等物体做压块进行
配重。每块组件加8公斤的配重就可以抵抗超过级别高的大
风。”一个项目业主对比铝材支架和e-Frame支架在对抗同级
别大风的情况发现，e-Frame的压块为8公斤，而铝材支架
的配重压块需要近70公斤。对于斜面屋顶的分布式项目，e-
Frame只需要通过膨胀螺丝来进行固定，而不用安装铝材支
架通常所需要的导轨。

e-Frame方案采用了杜邦的耐候高性能聚合物Zytel®尼
龙以及Rynite® PET聚酯材料，这些高分子材料使其具有了
抗盐雾腐蚀、长寿命周期、有效防止PID等优点。作为材料

供应商，杜邦并不会直接销售e-Frame解决方案，而是将材
料和技术的使用许可授权给信任的合作伙伴。目前多家一线
组件企业都试用了e-Frame解决方案。

在推动支架成本降低的过程中，设计院并没有很好的
配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人士表示，“现在很多设计
院的支架结构在我们看来并不合理，主要是他们做得太保守
了。他们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们更愿意使用看起来结实的方
钢、工字钢结构，结果支架设计得很厚重，有时候1MW的
用钢量达到80吨，大大增加了成本。”

爱康科技、清源光电、诺斯曼、帷盛都已经组建EPC团
队，他们计划在2014年除了销售支架外能向客户提供更多
的服务，而他们中的几家更是将业务延伸至电站开发、投资
中。赵新表示，“在支架利润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家都在
寻找出路。”

图四：爱康张家港工厂中的自动生产线

图五：杜邦的e-Frame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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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球光伏年度新增装机约达40GW，纵览全球
市场形势，光伏市场重点逐渐从传统的德国、意大利等西
欧国家转移到了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新兴市场，光
伏逆变器市场容量紧随光伏电站装机步伐，最大光伏市场
落地亚洲，2013年逆变器出货量在美国、日本和中国获得
激增，让不少该国本土逆变器厂商挽起袖子动手抢市场，
一年下来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根据日前IHS公开的2013年TOP10光伏逆变器供应商
名单（如表一）显示，亚洲光伏逆变器供应商以欧洲竞争
对手损失为代价，持续增加市场份额，中日两国从2011年
12%的全球逆变器收入市占比上升为35%，并在前五中占据
三个席位。

在市场重心转移及驱动下，逆变器巨头SMA和Power-
One虽然继续保持领先，但国际逆变器厂商开始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排名下降，还有几家被挤出排行榜，而日本与
中国则加快涌现出一批有竞争力的逆变器厂商。

中日市场中各强势突起的两家公司

日本以其2013年全球逆变器最高销售价格（ASP）成
为继组件竞争激烈后的又一瞩目市场，其光伏逆变器市场
2013年超过17亿美元。与中国0.06美元/瓦的价格相比，
日本0.26美元/瓦最高平均销售价格让日本的逆变器市场非
常具有吸引力。

肥沃的市场使得日本本土的逆变器生产商茁壮成
长，2013年日本国内市场需求强劲达到一个新的峰值，在
此背景下日本两家逆变器供应商跳跃了出来，Omron欧姆
龙和TMEIC东芝三菱成为世界第三和第四大逆变器供应商。

Omron此前进入过IMS Research全球前十名单，TMEIC
则呈大跨度跳跃升级。另外还有一家日本逆变器公司
Tabuchi也荣登排行榜，位列第七。

中国的逆变器生产商中，阳光电源在2013年第三季度
开始出现在TOP10销售额排行榜中，成为全球第五大逆变
器供应商。与日本一样，谁能保持强大的国内市场就能为
本土逆变器供应商获得全球市场份额的飞速成长。除了阳
光电源，中国还有两家逆变器供应商跳跃出来，他们是华
为与中国南车。

通讯领域已经做到强者的华为，2011年悄悄地进入了
太阳能光伏产业，他们将光伏主营业务定位在逆变器产品
上。通过两年时间研发及市场开拓，2013年华为逆变器合
同出货1GW。

华为进入太阳能光伏界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对光伏逆
变器产品进行重新设计与改造，二是力推组串式以替代集

逆变器市场版图下，那些争锋的企业

文/肖蓓  

2013 公司 地区国家 排名变化 
排名 

1 SMA 德国 无变化

2 ABB（包括 瑞士 无变化 
 Power-One）

3 Omron 日本 上升3个排名

4 TMEIC 日本 上升超过10个排名

5 Sungrow 中国 上升9个排名

6 Advanced 美国 下降1个排名 
 Energy

7 Tabuchi 日本 上升1个排名

8 Schneider 欧洲 下降4个排名 
 Electric

9 Enphase 美国 无变化 
 Energy

10 Kaco 德国 下降7个排名

TOP10全球总收入：3.7billion美元，占据全球58%市
场份额

企业 国家

SMA 德国

ABB 瑞士

Power-One（被ABB收购） 美国

Omron 日本

Advanced Energy 美国

Refusol（被Advanced收购） 德国

企业 国家

Danfoss solar 丹麦

Kaco 德国

SolarMax 瑞士

Siemens（退出太阳能业务） 德国

Enpha Energy（第一微逆制造商） 美国

TMEIC 日本

Tabuchi 日本

Ingeteam 西班牙

Enecsys Limited 英国

表一：2013年全球光伏逆变器企业TOP10排名

表二：国际主流知名逆变器公司一览，列表不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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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三是新的客户主张。除了原本的产品形态，华为打
破了常规理念，其逆变器产品最大的三个技术创新是：无
风扇，无熔丝，硅进铜退。

华为光伏逆变器、网络能源产品线总经理胡跃信向
PV-Tech表示：“2013年是华为逆变器发展元年，1GW
出货里国外国内市场各占一半，小机型500MW，大机
500MW，主要出货地区在中国、约旦、罗马尼亚、喀麦
隆、西非15国、德国等。”

另一家窜起来的公司是中国南车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13年中国南车株洲所光伏逆变器
合同出货780MW，目前南车大部分市场在中国大陆，先后
中标国内19个省份50多个光伏项目，其中湖南、广西市场
占有率达50%以上，2013年南车株洲所装机容量有望进入
全国行业前五。

据南车株洲所执行董事任其昌介绍，南车株洲所2009
年进入太阳能光伏领域，4年期间研制了从50KW到1MW等
10余种等级功率的逆变器及相关配套设施，是国内为数不多
的产品型谱系列化、完整化的企业之一，取得“金太阳”、 
CE等多项行业资质。

那些 弱 下去的传统品牌

2013年多家国际知名光伏逆变器供应商被收购兼并，
或破产或退出市场，引发了部分地区光伏逆变器产业的整
合，而新进入者的快速扩张使得全球逆变器市场格局发生
变化，有人出彩，自然有人黯淡。

阳光电源曾做过一组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上海SNEC
展会上有439家逆变器相关厂家参展，2013年SNEC展会只
剩下286家逆变器相关厂家参展，2013年4-9月半年中还
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国内光伏逆变器采购招标的企业有45
家，而活跃度在50%以上的国内招标项目的企业仅有6家。

“从另一个方面看，近几年中国光伏逆变器市场各企
业的排名每年都有大的变化，除了我们稳占市场份额第一
外，每年的第二名都不一样。两个方面的数据和现象都说
明了光伏逆变器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曾经的国际大牌有
经营不善陷入危机的，也有破产的，还有国际巨头试水这
个细分市场后选择退出的。”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郑桂标分析道。

2012年的品牌市占比中国TOP1 0榜单还历历在
目，2013年转眼焕然一新，中国市场除了阳光电源及特变电
工外，排名有了新的变化，新进榜单公司不少。2013年中国
市场上逐渐减少活跃、出货降低、淡出人们视野的逆变器厂商
也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一些曾经叫的响亮有过辉煌的品牌，如
南京冠亚、艾默生、颐和新能源等“传统”逆变器厂商。

查看最近两年交替更新的逆变器公司市场竞争排名 
（如图一、二），我们发现国内逆变器公司的循环寿命及周
期很短，很难在连续的年度里固定的在某一位置看到同一

家逆变器品牌屹立在那，撑得过一年，撑不过两年、三年。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光伏市场对我们也并不全是利
好，中国的价格怎么跟国外比？中国有帐期欧洲有吗？收
不到款出再多货也没用，我们是民营公司拖不起那么长的
帐期，撑一段时间就容易有资金周转问题，所以很多订单
我们不敢接也没法接。”南京一家传统逆变器制造商的销售
人员谈起这些现实问题很无奈，他说：“排名有多重要？企
业活着最重要，长期不接单也不行，企业需要考虑转型。”

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不同，中国大型地面电站需要大
功率逆变器，欧洲是分布式发电需要小功率逆变器。中国
是全球平均销售价格最低的市场之一，同功率产品，中国
品牌的单价定价低于欧美品牌；中国市场倾向更价格，比
资金实力及关系。

据透露，逆变器厂商之间的竞争远不止如此，挖彼此之
间分销商墙角或代理商自创品牌的事情时有发生，光伏行业

图一：2012年中国逆变器企业市场占比TOP9

图二：2013年TOP15中国逆变器企业出货量(MW)统计  
（注：有几家为合同出货，出货包括国内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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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处于一个发展初级阶段，人心比较浮躁容易产生波动，从
知名逆变器企业高价“引进”人才的情况屡屡出现，从而导
致员工跳槽频繁、行业产品同质化严重、客户流失等情况，
曾经排名一时靠前的深圳一家传统逆变器厂商就是这么跌下
来的。此前，PV-Tech记者曾多次联系艾默生均未获得答复。

在全球逆变器巨头SMA高调宣布完成对江苏兆伏爱索新
能源的收购后，业内人士隆重期待了一阵子这家公司的后续
动作，然而在完成收购后的半年时间里，我们看到的进展及
动作寥寥可数，关于兆伏收购后的公司文化、人员融合传闻
时有传出，看来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

据兆伏华东区一位销售反应，2014年9月他们将有更大
功率的逆变器产品出现，届时会增加竞争力，今年他们的销
售目标也同比提升不少。而传承了德国SMA理念的产品质量
及信誉也更好，这是他们的优势，静待他们2014年的成绩。

一枝独秀，百家争鸣

这些年看着每年光伏市场中来去匆匆的逆变器公司，在
中国身处高位的阳光电源颇有种老僧坐定的感觉，任尔东西
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多年来始终稳居中国市场第一位，
市占率保持在30%左右，近年来最大市场向中国倾斜的风向
则更为其增添羽翼，2013年升入逆变器全球销售额排名前
十名单。而同样身处高位的SMA和Power-One虽然保持领
先，但相比以往，由于他们在中国和日本等新兴市场的份额
有限，市场份额却在下降。

“阳光电源的太阳能产品虽然涵盖并网光伏逆变器、离
网光伏控制、逆变设备和并网光伏系统监控、配电汇流等产
品，能满足各种类型光伏组件、光伏应用和并网要求，但主
要还是以地面电站并网逆变器为主。”一家阳光电源的竞争
对手高层坦然表示：“相比于国际市场，国内光伏现阶段以
大型地面电站为主，中国市场需要大功率逆变器产品，阳光
电源的产品契合了市场的需求，这里也就成了他的主战场。
还有一点，它因上市获得了资金支持，走的比我们快。”

2013年逆变器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特征：全球逆变器
出货量增长了，但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却并没有显现优势，
这是因为全球逆变器平均销售价格下降导致，而这也是一种
趋势。近几年逆变器产品的价格不断下跌，鉴于价格压力与
出货量增长之间的较量，2013年全球逆变器市场营收将缩
水5%。一份分析报告指出，逆变器公司收入下降主要是源
于出货量增长，这反应出市场的价格压力。中国逆变器价格
正处于历史最低点，价格跌至0.06美元/W-0.09美元/W。 

结合市场特点，水清木华研究中心研究员对阳光电源
的发展提出顾虑：“在中国市场上，阳光电源现有的产品类
型、销售渠道、技术水平、生产能力是其他企业难以在短
期内超越的，但在行业竞争加剧、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
下，阳光电源的盈利能力正在逐渐下降。另一方面也有几家
较为稳定的逆变器公司在努力追赶，对他形成威胁。”

的确有几家逆变器公司正在稳步发展，根据PV-Tech记
者2014年1月走访众多东西部地面电站，与电力公司、电
站业主、EPC厂商、组件、支架制造商等交流后发现，在
中国上百家逆变器制造商中，除了阳光电源，从他们口中
出现的合作频率最高的逆变器厂商还有：特变电工、正泰
电源、科士达、科诺伟业、易事特、山亿新能源、中兴昆
腾、无锡上能等，他们被看好为有实力与阳光电源竞争的
一个梯队。

这几家逆变器厂商中尤其特变电工与正泰，算是2012-
2013年发展比较稳定的公司，在电站开发端的实力及背后
的支撑不容小觑。2013年呈跳跃发展还有无锡上能新能
源，鉴于其为艾默生代理商以及与中央发电企业和省级电力
公司如五大电力集团（国电、华能、华电、大唐、中电投）
的合作关系，使得其逆变器合同出货量攀升很快，2013年
本身出货接近1GW，代理艾默生销售接近500MW。

“许继的大机型还不错，除了国内逆变器，国外的逆
变器产品质量、性能都更理想。”中材天华国际光伏工程技
术（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剑由于常年在电站项目第
一线，他对逆变器企业及产品情况非常熟悉，他认为虽然近
年国内逆变器进步很快，但厂商还是要向国外企业学习和借
鉴经验。

企业名称 省份城市

阳光电源 安徽合肥

特变电工 乌鲁木齐

正泰电源 浙江杭州

无锡上能 江苏无锡

易事特 广东东莞

南车株洲所 湖南株洲

许继电气 河南许昌

中兴昆腾 广东深圳

京仪绿能 北京

科华恒盛 福建厦门

科诺伟业 北京

科士达 广东深圳

兆伏新能源 江苏苏州

京仪绿能 北京

比亚迪 广东深圳

能高 北京

冠亚 江苏南京

（注：主营大功率不代表上述公司没有小功率产品，
这里指侧重点）

表三：主营业务为大功率集中型的主流逆变器公司，列表不分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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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方面，继易事特上市成功后，山亿新能源也在筹
备上市，试图借助资本市场增强企业竞争力。值得一提的
另外一家公司是中兴昆腾，是为数不多进入日本市场的逆
变器公司之一，产品并入了埼玉县，青森县等当地电网，
获得日本九大电力公司的认可。

分布式下，小功率们登台表演

随着中国政府的政策发布，2013年中国分布式光伏火
了，以小功率逆变器为主推产品的逆变器公司们开始纷纷
登台表演，填补了大功率逆变器公司造成的沉默，使得行
业在这一年里也过的并不寂寞。

过去几年，分布式发电以国外为主，中国以大型地面
电站为主，分布式发电市场占比很小，随着中国政府一再
下达分布式政策文件，分布式发电的状况逐渐改善，2014
年更设立对分布式新增装机总量8GW目标（虽然此目标有
下调可能），画出来的蛋糕无疑给了小功率逆变器厂商无限
的想象空间及诱惑。

山亿新能源、古瑞瓦特、追日电气、固德威、欧姆尼
克等陆续收到分布式订单。固德威是2013年颇为活跃的公
司之一，固德威营销总监蒋德明向PV-Tech介绍：“固德威
主要市场及占比为欧洲30%、澳洲20%、南美洲10%、东
南亚10%、中国30%。在国内分布式市场中我们的产品已经
应用于数十个MW级的工商企业屋顶，最大屋顶电站达到
20MW，未来我们将继续巩固和扩大在分布式市场中的领
先优势。”

古瑞瓦特是另一家代表公司，公司市场部经理方全向
PV-Tech表示：“过去几年古瑞瓦特以出口为主。随着中国
光伏电站发展起来，古瑞瓦特也参与推动分布式光伏发电
在中国的应用，目前我们已经优先在国内实现了多个市场
分布式电站的合作。2013年底，古瑞瓦特发布了99%高效
率的20kw机型，该机型已经是世界上排名并列第一的高效
机器，已经优先服务于广东省部分光伏电站。2014年，我
们将持续性配合中国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发展，提供更具有
优势的产品。”

方全认为，分布式光伏发电在当前全球技术条件下，
最具有优势的是组串式逆变器，相比集中型逆变器他拥有
多重优势。比如组件受到遮挡时，集中型电站会受到较大
影响但组串型电站只有被遮挡的一串受到影响；组串型可
以在同一项目中使用不同方向的组件；组串型逆变器在发
电量上也有明显优势等。
华为、固德威等公司表示赞同方全的观点，同样是他

们的主张，华为胡信跃说：“组串式在收益保障、安装、
维护、安全性等方面的优势突出，能为客户创造更大价
值，这也是我们在进入这个产业之前做调研所得出的判
断。”

根据IHS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13年市场对组串式
逆变器运用于大型系统接受度与日俱增，这将使得组串式
逆变器在几个关键的市场占比份额增加。眼下在推广分布
式和追求更高投资收益（度电补贴）的情况下，选用组串
式逆变器进行MW级电站建设成为趋势之一。

相对于以上逆变器公司对分布式的看好与跃跃欲试，阳
光电源显得比较冷静，郑桂标向PV-Tech表达了他的看法： 
“发展可再生能源一定要因地制宜，我个人认为首先要解决
西部大量的可再生能源送出问题，这是解决‘量’的问题。
其次才是解决分布式能源发展的问题，这是解决‘质’的问
题。对此，照搬欧洲模式并不适合国内情况。欧洲没有大
量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阳光条件来建设大型可再生能源发
电站，迫不得已从分布式做起。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更适宜优先发展西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

短期来说，对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期望值不要太高，
其发展仍面临着各种掣肘因素，比如质量、可靠性及安全
方面的隐忧，因为以后分布式应用更接近客户端，尤其是
跟客户紧密联系，如果可靠性没做好，可能对分布式里面
的本机负荷以及人身、建筑结构、房产带来负面影响。从
根本上说，这涉及电力市场体制改革的问题。如果市场及
利益分配机制不能及时优化调整，能源交易不能完全放
开，分布式发电很难大规模做起来。”

据了解阳光也有推出小功率产品，从1.5-30KW都有成
熟产品。“我们提倡因地制宜，科学设计，我们在给业主建
议方案时根据项目现场的实施环境建议用合适的逆变器组
合应用，为此我们的产品线也很丰富。”阳光电源一位销售
如是说。

企业名称 省份城市

古瑞瓦特 广东深圳

山亿新能源 江苏无锡

追日电气 湖北武汉

华为 广东深圳

欧姆尼克 江苏苏州

固德威 江苏苏州

昆兰新能源 北京

索英电力 北京

晶福源 广东深圳

艾伏太阳能 上海

盛弘电气 广东深圳

（注：主推小功率不代表上述公司没有大功率产品，
这里指侧重点）

表四：主营业务为小功率型逆变器的主流逆变器公司，列表不
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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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分布式并不意味着小功率，在一些公共设施
及商业屋顶项目都是比较大的，需要集中型逆变器。相比组
串式，集中型逆变器已经有了多年环境应用经验，相对成
熟稳定。”特变电工西安总工程师张磊补充道，他更看好地
面电站与集中式，据他介绍2014年特变电工新推出了一款
500KW逆变器，功率密度可以做到业内最高。

市场版图将细分

就产品类型而言，虽然还没有强制归类标准，但业
内一般将逆变器分为电站集中型光伏逆变器（主要用于大
型商业屋顶、工业厂房和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功率范围在
30KW~630KW）、组串型光伏逆变器（主要用于住宅型
屋顶和一些小型商业屋顶，功率范围在1.5KW~30KW）
以及微型逆变器（主要用于幕墙和窗台等，功率等级在
200W-500W）。

除了上述提到的集中型与组串式逆变器，2012年下半
年以来，光伏微型逆变器也受到关注，微型逆变器是从单一
太阳能电池组件转换直流至交流电的一种装置。相比于传
统逆变器，微型逆变器价格更为昂贵，为此受到价格竞争
的考验，但其输出能源产量却比传统逆变器或中央逆变器
装置高出许多。2013年微型逆变器全球出货量第一次突破
500MW，而最大的微型逆变器市场在美国。

领先的微型逆变器公司Enphase Energy日前在报告
2013年第四季度和全年业绩中创下的一系列纪录。该公司
报告，由于创纪录的107MW微型逆变器系统出货量致使毛
利率创纪录达32%，收入创纪录达6710万美元，微型逆变
器累计出货量已经超过500万大关，达1.2GW（DC）。

“微型逆变器的确受到关注，但不赞成在技术条件未完
善，比如微型逆变器在长期维护、智能电网调控和电能品质
调配上有明显缺陷，成本尚高。微型逆变器可能成为2016
年后的一个方向，但在技术问题解决前，不应该成为电网普
遍推广的方向。投资收益率依然是光伏市场首要考核的方
向，因此稳定高效和经济的解决方案依然是逆变器市场的
持续关注点，也是古瑞瓦特的核心发展方向。”方全表示。

中国现在没有象Enphase Energy这样的公司创造微型
逆变器纪录，但国内以微逆作为主营产品的公司也在逐渐增
加，昱能光伏、上海兆能、北电能源青岛、英伟力、三晶电
气、埃菲生等公司在这一细分市场中加快了开拓步伐。

其中代表公司昱能光伏目前在中国微逆市场占有率颇
高，达到90%以上。昱能光伏首席营销官CMO童卫平向
PV-Tech表示：“我们主要的市场在国外，澳洲、美国等，
澳洲微逆市场占有率达80%。中国市场毕竟还在刚刚起步，
占公司整体业务的比例并不大，目前主要以北京、上海、江
西、嘉兴等政策先行地区为主。”对于微型逆变器的问题，
他认为逆变器的发展方向，必然是智能化、安全、寿命更
长，价格更低。

“微型逆变器有它的发展空间，只适应于微观环境。如
果微型逆变器用在沙漠电站，那么一块电池板就需要一个逆
变器，一个电站需要几十万片，不利于监测与维护，会消耗
大量用电及成本。同样的道理，大功率逆变器也有特定的适
用空间，中小功率逆变器如是。因此大功率、中功率、小功
率及微型的逆变器在不同的细分市场都有各自的应用范围和
应用价值。不管产品的表现形象是什么，光伏逆变器的评价
标准始终都是整体发电量、单位采购及维护成本、以及对电
网适应性。”郑桂标客观评价道。

在逆变器圈子里，生产大功率逆变器的生产商不一定
能生产小功率逆变器，而小功率逆变器生产商也未必能生产
出质优价廉的大功率逆变器，他们之间不是等于符号，因为
这属于不同的技术积累范畴，没有相当的技术及实力积累的
公司无法做到。术业有专攻，这为市场的进一步细分搭建了
分水岭。

崔剑表示：“在我看来，未来逆变器将两级分化，要么
越来越小，要么越来越大。”

IHS高级分析师谢峰分析道，伴随传统光伏市场的萎缩
和新兴光伏的崛起，全球逆变器市场格局将进一步细分与变
化，他指出：“每个领域的领先公司都有其特长，也就是说
未来市场会细分，他们在不同的细分市场均有其各自应用范
围和价值。2014年，随着挣扎于生死边缘的逆变器供应商
退出市场，逆变器市场将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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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有限公司（TSL）是一
家专业从事晶体硅太阳能组件生产的
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公司于1997年
创立，2006年12月19日在美国纽交
所上市。公司以创新、品牌和全球合
作成为全球太阳能行业的领导者。公
司2013年实现销售收入17.7亿美元，
出货量达2.58吉瓦。

在柏亚天(PRTM)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出版的全球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
指数中，天合光能有限公司综合排名
2011至2013连续三年位列全球前两
位。这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排名从公司
领导者地位、市场份额、公司盈利能
力及资金链等方面的指数来衡量公司
的综合实力。公司注重安全、环境、
健康方面的投入，在2013年出版的
2012年度全球太阳能生产商产品安
全评比中，天合光能出产的光伏组件
在产品可循环利用、生产过程的安全
性、员工及供应链安全健康工作以及
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等方面的综合
排名中位列全球太阳能制造商第一。

公司高品质的光伏组件给世界
各地的并网和离网状态下的民用、
商用、公用以及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带
来洁净、可靠的太阳能。凭借遍布亚
洲、欧洲、北美的当地销售和营销网
络以及安装商合作伙伴，天合光能以

提升太阳能行业的竞争力和能源效率
为己任，致力于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
的光伏产业。由于公司在推进光伏行
业加速迈向平价电力以及推广太阳能
的使用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2010
年，天合光能成为达沃斯世界经济
论坛太阳能行业的首个行业塑造
者。2012年，天合光能与西门子、雀
巢、飞利浦、巴西Camargo Correa、
气候变化资本、世界经济论坛等共26
家全球各界领先企业和知名机构一
起，由世界经济论坛组织成立了“里
约+20之友”倡议，并作为倡议代表
参加了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大会，并就绿色发展主题向世界各
国领导人递交倡议，号召全球政商各
界积极开放合作，寻求解决人类共同
面临的能源、水、食品等重大挑战，
共同推进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2011年9月公司多晶组件经TUV
认证发电效率创世界纪录，2012年
5月公司多晶组件发电量再创新高，
刷新世界纪录。2012年5月，光伏科
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天合光能
落成，成为公司建设世界级创新平台
的重要支柱。2013年11月，该实验
室第一批成功通过国家科技部验收。
作为全球太阳能领域企业与公共部门
合作推进开放创新的典范，中国光伏
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曾入选世

界经济论坛关于创新的案例，在全球
能源领域广泛分享。而天合光能也以
其创新驱动的精神，入选美国《快公
司》“2013年全球最具创新力公司中
国十强”。2014年4月，该实验室又一
次取得里程碑式突破，其研发的单晶
组件经TUV认证输出功率创造了世界
纪录，再一次彰显了天合光能行业领
航者的地位。 

公司积极加快全球化步伐，推进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引进了
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高层
次的管理、研发人才。先后在瑞士苏
黎世、美国加州圣荷西、新加坡设立
了欧洲、北美、亚太中东及非洲区域
总部，并在首尔、东京、马德里、米
兰、北京、上海、悉尼等地设立了办
事处。公司生产的光伏组件等光电产
品销往欧美、亚太、中东、非洲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展望未来，天合人将在“成就
客户，开放心胸，尊重共赢、追求卓
越”的企业核心价值观指引下，把太
阳能产业做强做大，打造百年企业，
引领全球行业用太阳能造福全人类！

天合光能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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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前诞生于德国，TÜV南德
意志集团是业内领先的技术服务公
司，为您提供资讯，检验，测试，认
证和培训服务。20,000多名员工遍
及全球800多个办事处，着力为您实
现技术、体系和实际运作中的优化服
务。

TÜV南德意志集团一直坚守着
“保护人类，环境和财产，防止技术
的消极影响”的宗旨，逐渐融入了各
个领域。我们主要服务的行业涵盖了
电子电气、航空、汽车、医疗、食
品、能源、化工、通讯、轨道交通、
纺织、大型工业设备、游乐设施等
等，作为拥有广泛产业知识的过程伙
伴，我们的专家团队提供早期资讯和
持续的指导，从而实现了技术、系统
和专长的最优化。通过这种方式，我
们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了客户的竞争优

势。我们的服务范围包含：测试和产
品认证、检测、审核和体系认证、知

识服务与培训。

TÜV 南德意志集团简介

测试和产品认证：

降低商业不稳定性及风险 

提高效率：减少纠正成本，缩短停工期 

对法律与保险文件的第三方独立核查 

一站式的认证服务与全球实验室，缩 

短产品上市周期 

增加通往国际市场的途径 

提高质量与安全管理 

提高客户满意度 

增强竞争力与提高市场需求 

知识服务：

获得竞争力 

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并以此优化业务运作 

提高生产率 

在研发阶段最小化安全与质量隐患 

检测：

确保在整个生产流程中保持稳定的产品质量 

快速发现各方面问题 

识别、纠正并最小化潜在风险 

隔离并消除损坏/缺陷 

审核和体系认证：

符合国际标准 

打入国际市场 

提高运营效率 

提高商业流程透明度 

监督并提高客户满意度

培训：

增加竞争力—授予员工业务与专业技能 

提高对质量、安全以及价值链中环境问题的意识与理解 

提高商业效率 

TÜV南德意志集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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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分享：
1. TÜV南德意志集团的能源效率

服务：审查印度新德里泰姬陵宫酒店
的能源消费方式，评估其能源节省潜
力；范围包括空调系统、电力供应和
操作设施。在不影响服务水平的前提
下节省15%的能源。

2. TÜV南德意志集团的电动汽车
服务：服务博世公司，为其开发充电
电动车和充电站网（包括充电站的设
计和技术）解决方案提供专家意见。
实施全面的测试和安全检查。其成果
证明充电基础设施遵循新加坡严格的
安全标准。

3. TÜV南德意志集团的可持续
性服务：在2009年至2012年间，
出具碳排量证书。保证在2010年至
2012年间，确认可持续性报告。
将所有管理系统认证要求协调整合
成一套系统（ISO14001, SA8000®, 
OHSAS18001）。其成果将可持续性和
企业社会责任上升至公司战略层面。 

4. TÜV南德意志集团的知识服
务：设计审查以及机械验收测试；根
据欧洲标准EN13814的游乐设施。通
过技术支持和设计顾问，以避免新技

术带来的风险。
5. TÜV南德意志集团的工业服

务：针对香港海洋公园的游乐设施
和缆车的安全、质量、维护和运营进
行初步咨询。对施工安装进行严格把
关，以确保设施，客户和供应商没有
任何潜在风险。

TÜV南德意志集团有着运作于亚
洲的专业知识，全球领先的质量、
安全、环境服务解决方案与多学科
交融为导向的解决方案以及通过ISO 

17025认证的实验室。TÜV南德意志
集团的的使命是：权威认证，创享价
值。因此，我们不断提高安全性，增
加经济价值。作为拥有广泛产业知识
的过程伙伴，我们的专家团队提供早
期资讯和持续的指导，从而实现了技
术、体系和专长的最优化。通过这种
方式，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了客户
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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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电源光伏系统接入解决方案通过
莱茵T V认证

阳光电源自主研发的的MW级集装箱
式解决方案SG1000TS已顺利通过德国莱
茵T V认证，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该认证
的光伏系统接入解决方案的领军产品。

据悉，此次取得认证的兆瓦级集装
箱式解决方案SG1000TS，该解决方案于
2013年下半年推向市场。采用了十英尺
标准集装箱外形，设备占地仅7平米，叉车
即可转运安装，方便灵活；四面开门的设
计，使内部设备安装维护更加便利；同时
配备进出风口专利结构设计和高效组合
散热专利设计，有效防尘，高效散热。

该方案成功通过第三方高低温、湿
热交变，防水防尘等严酷的环境试验，并
在德国莱茵T V认证检测中，针对产品安
全，可用性，环境适用性等多方面进行评
鉴考核，并顺利通过了全部认证检测项
目。

“SG1000TS是一款集装箱式的
1MW整体解决方案，内部集成了两台
500KW逆变器和直流端到交流端的配
电、监控、安防等部件。融合了我们大功
率产品的高效、可靠，具备电网接入要
求方面的优势，以及集装箱运输、冬季
安装的便利，相比与水泥、砖混结构机
房，SG1000TS对周围环境几乎没有任何
伤害，可确保25年后无污染回收。”

阳光电源副总裁郑桂标说，“此次获
得的德国莱茵T V检测认证，是国际权
威机构对我们的解决方案SG1000TS在
设计和工艺上的认可，对我们基于逆变器
核心产品的光伏系统解决方案的海外市
场开拓，以及国内市场地位巩固，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

天合光能单晶组件输出功率达到创世
界纪录的326.3瓦

天合光能宣布，其单晶硅太阳能
光伏组件(60片156mm×156mm单
晶硅电池)创造了P型单晶硅组件输出
功率新的世界纪录。据悉，该项成果
经第三方TUV Rheiland(莱茵)权威认证
机构测试，峰值输出功率(Pmax)高达
326.3瓦，表明其量产PERC (Passivated 

Emitter Rear Cell)单晶硅高效组件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

此次天合光能研发的Honey Ultra
单晶硅高效组件，拥有全部自主知识
产权。作为新一代Honey Ultra组件产
品，集成了多项自主研发的先进电池背
钝化技术、组件减反射技术及组件低电
阻连接技术。创造这一纪录的组件是基
于设在天合光能的中国光伏科学与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平台研制，采
用的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中试量产Honey 
Ultra高效单晶太阳能电池片。

据了解，Honey Ultra是天合光
能第二代Honey技术，曾于2012年5
月创造了量产多晶硅组件峰值功率世
界纪录，基于60片156mm×156mm
电池，高效组件的峰值功率输出高达
284.7W。

Honey Ultra单晶高效组件的成功研
发，是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自2013年11月顺利验收以来，继全背电
极电池（Interdigitated Back-contact，
简称“IBC”电池）达到24.4%的行业领
先水平后，取得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式突
破，标志着世界领先水平的PERC单晶组
件产品近期可以实现市场的全面推广，
对光伏产业高效太阳能组件的规模化应
用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天合光能技术副总裁、光伏科学与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冯志强博士表
示：天合光能通过打造光伏科学与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一高端研发平台，致
力于高效太阳能电池和高效高可靠性组
件技术的产业化研究，近年来，成功研
发出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
术和高品质产品，并保持发明专利申请
量及授权量的行业领先地位。在技术创
新方面，始终走在行业的最前沿，不断
推动太阳能电力早日大规模实现平价电
力并持续推广普及，为人类能源格局的
转型做出贡献。

ISFH伙伴关系推动行业PERC太阳能
电池效率创纪录达21.2%

哈梅林太阳能研究所(ISFH)与一
系列行业合作伙伴日前生产一款工业
PERC(钝化发射极和背面电池)太阳能电

池(156x156mm2)，转换效率创纪录达
21.2%，得到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
究所(Fraunhofer ISE)CalLab的证实。

根据ISFH，转换效率创纪录的关键
是两个发展。首先是使用启用了得可太
阳能(DEK Solar)的Eclipse丝网印刷平台
以制作正面五主栅设计的细线双面丝网
印刷工艺，接触栅线宽46μm，大幅降
低了遮挡损失，提高转换效率。ISFH指
出，贺利氏专门开发的银(Ag)浆用于印
刷完整的正面网线。

其次，ISFH表示，本地背金属接
触是丝网印刷，利用杜邦微电路材料
(DuPont Microcircuit Materials)提供
的改良铝(A1)浆，启用优化的接触几何
及较窄的接触线。

启用的其他达到创纪录转换效率
的加工技术包括AlOx/SiNy钝化背面，
利用均匀磷扩散发射极，以及掺硼
Czochralski (Cz)硅片。

松下背接触HIT太阳能电池推动效
率创纪录达25.6%

松下公司(Panasonic Corporation)
商业规格(143.7cm2)的单晶硅“HIT”太阳
能电池已实现25.6%创纪录的转换效率。

效率纪录的一个关键性突破是首次
在其异质结技术中启用背接触电极。此前
该公司创下的纪录为2013年二月启用一款
101.8cm2电池产生24.7%的转换效率。

然而，松下表示，降低复合损耗、光
损耗和电阻损耗是该效率纪录的贡献因
素。电阻损耗的减少是迁移至背接触电池
的一个关键方面，同时将短路电流密度
(Jsc)提高到41.8mA/cm2来自背接触电
池的贡献，而此前为39.5mA/cm2。

松下表示，其此前的HIT电池结构
上表面电极已经得到更薄栅极电极的优
化，但是当电流转移至栅极电极，在电池
背面放置电极降低了电阻损耗。该公司
还报告通过改善非晶薄膜硅层的电阻损
耗，0.827的高填充因子(FF)。

上表面非晶硅的沉积改善导致每摄
氏度-0.25%的高温度系数，造成在高开路
电压及高温条件下稳定的高转换效率。

松下表示，其正在考虑未来批量生产
该背接触电池，但是没有给出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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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行业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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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中国制造商从欧洲南部的太
阳能发电厂获得了一张35兆瓦太阳能
模组的新订单。与此前喜马拉雅山间
小屋的60个模块的订单相比，这是一
个相当大的订单，但这家制造商具备
为全球任何地方提供最大输出的太阳
能电池的能力。

作为一个富有责任心的生产经理
您是否觉得很有挑战性？第四次工业
革命战略关注的焦点正是太阳能电池
和模组的生产，即通过改进电池模组
的特性，以达到最高等级的功率。

现在是全球化生产的时代，根据
IEC 60904-3标准，太阳能电池单元已
经优化到AM1.5。这里关注的焦点是
如何获得最大功率。一方面，数百万

美元的研发费用被投入到了开发高效
率太阳能电池单元，另一方面，受不
同安装地点的特殊条件的限制，太阳
能电池单元达不到预期的最高效率，
从而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到目前为止在自然条件下确认光
谱的影响依然很难，比如早晨微红的
阳光。总部位于德国的斯德拉马公司
研制出了完美的太阳光模拟器。此模
拟器可以通过布满LED的平面光源进
行太阳能电池板的IV测试。ProMoSim 
evo³太阳光模拟器不只用白光，它可
以通过专利技术—多色LED组合将光
照宽度控制在10%以内，达到了IEC 
60904-9标准的A+A+A+等级。每种
颜色的光照强度可单独控制，甚至可

ProMoSim evo³ 太阳能电池测试员

ProMoSim evo³ 组件闪光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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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拟多云天气情况下的日照条件进
行分析，并且可以检测旁路二极管的
故障。模拟器的闪光持续时间可以从
10毫秒到连续照明。得益于模块化设
计，一条3600片/小时的太阳能电池
生产线只需要一台模拟器。ProMoSim 
evo³太阳光模拟器的设计非常紧凑，通
过独特的设计应用可以兼容不同尺寸
的模组和卷式薄膜太阳能电池。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通
过测试特定波长和调整镀膜工艺参数
建立了生产过程反馈系统。

正如斯德拉马所展示的，我们
的设备已经达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
准。目前的唯一问题是生产经理决定
何时采用我们的设备。

在LED组件测试台上，有20400个LED灯进行闪烁运转

Strama-MPS隆重推出LED模拟照明组件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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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feng Lin, ZheQiu, Kaiyin Cao, Liyan Zhao, Xianzhi Chen, Wei Long, Tianwei New Energy, Chengdu, China 
Guy Beaucarne, Jason Wei, Brian Chislea, Yanghai Yu, Guo Yi, Adriana Zambova, Dow Corning
Kees Broek, Ian Bennett, ECN
Jan Bakker, Nico van Ommen, Egbert Fredrikze, Eurotron
本文原载于第二十三期《Photoboltaics International》季刊中

摘要:
金属穿孔卷绕(MWT)组件技术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组件效率提升方法。在本文里，我们将展示在自动化组件封

装线上制造并采用导电硅树脂粘合剂(一种覆盖有机表面抛光薄层的导电背板)封装的MWT组件。测试结果发现这种多
晶硅组件的电池到组件(CTM)功率损失非常低，而组件峰值功率和全面积效率分别达到了266瓦和16.8%。组件在湿热
和热循环试验中表现出了非常稳定的特性，在承受1.5倍的IEC规定湿热和热循环条件后，发电性能只出现非常有限的
衰退，而承受2倍IEC规定条件后的衰退率也只低于2%。这些组件都获得了IEC61215和IEC61730认证。

光伏组件

采用自动化封装生产线和导电硅树脂粘合剂制
造的耐用金属穿孔卷绕光伏组件

前言

光伏市场近年来的发展推动了对高效率晶体硅光伏组
件技术的需求。然而，多数新型高效率技术都或多或少地
伴随着电池和组件制造复杂性和成本的提升。而结合了导
电背板和导电粘合剂的金属穿孔卷绕(MWT)电池技术和
自动化组件封装技术则有望降低整体制造复杂度和每峰瓦
值成本。在本文中，我们将展示采用自动化组件封装线的
MWT组件制造技术，并着重介绍这种组件概念在使用恰当

材料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耐久特性。

组件概念

金属穿孔卷绕电池[1]通过硅片本身的通孔将前表面子栅
电极和背面连接起来，从而将两种极性的电极结构都放置在电
池背部。相比于传统H电极图形太阳能电池，这种结构能在获
得更高转换效率(阴影损失更小)的情况下消耗更少的Ag材料。

虽然可以在MWT电池上采用基于Cu带焊接的传统互联

图一：MWT组件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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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但对于全部位置都处在背部的电极，采用自动化更高
且更简单的组件叠层方式是更优的选择，也就是每种材料相
继叠加在一起[2](图一)。这种封装程序从导电背板(CBS)开
始。从图中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表面覆盖有金属薄层背板材
料，并印制有可以形成交叉互联电路的版图。而细小的电
极点则是使用丝网印刷技术印刷在导电背板上面的。这些点
状电极直径只有1mm左右，一块金属薄片印制有超过1000
个这样的电极点。随后在导电背板上叠加一张布置有细孔的
EVA薄膜，ECA点与EVA薄膜上的小孔是相互对应的，并在
ECA点和EVA材料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紧接着，将电池安
放到导电版上，电池背部的主要电极将与ECA点精确对准。
随后将第二块EVA薄膜盖在电池上面，并加上一块玻璃板作
为组件的前盖。为了将玻璃放在底部，需要将整个三文治结
构翻转过来，随后送至层压机进行传统的层压操作。在层压
期间，EVA受热熔化并填满结构内的所有空隙，包括ECA和
EVA细孔边缘之间的空隙。经过层压操作后，EVA和ECA都
重新凝结。剩下的封装步骤则传统组件制造方法相同。

相比于传统组件封装结构，该组件结构和叠层顺序有
诸多优点。首先，通过ECA电极点就能将所有电池连接到电
极板上，从而提高生产速度。不仅如此，这种方法还减少
了电池操纵的次数，而且避免了串焊工艺引起的局部区域
温度过高的风险，也降低了对电池施加的应力。因此这种
类型的组件封装也更适合非常薄的电池，为进一步降低硅
片成本开辟了道路[3]。大面积的横截面和锥型Cu连接器降
低了电池到组件的填充因子损失，并进一步提高组件效率。

实验

全尺寸(60片电池)组件是通过Eurotron自动化组件封装
线(图二)制造的，工厂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天威新能源
基地。这条生产线采用了上面提到的自动化生产步骤。而
组件封装的电池则是天威电池生产线的多晶硅MWT电池。
它们的电流是相互匹配的，一块组件内所有电池都拥有相
同的功率级别。而导电背板则由一块Cu薄片、白色间层介
质(ILD)和电极接触区域构成，其中电极接触区域的Cu薄片
是由有机保焊剂(OSP)层抛光而成的。对于电极箔与电池之
间的连接材料，使用的是硅树脂ECA(见下章)。

层压工艺完成后，再安装上接线盒、旁路二极管和铝
框，组件的封装过程便完成了。次日，使用闪光IV测试仪和
电致发光设备进行测试。

来自首个制造批次的组件首先放置在环境箱中进行加
速老化试验，包括湿热环境(85℃和85%相对湿度)以及热循
环(-40到85℃)。随后定时将组件从环境箱中移出，以对它
们的性能进行检测，并与加速老化试验之前的性能进行比
较。在首批次组件通过标准湿热和热循环试验要求后，将
会在相同产线上使用同样的方法制造一批新的组件，并送
至测试机构进行IEC认证。对于另一批次MWT组件，我们使
用了平均效率非常高的高效率太阳能电池，目前天威正在
对该太阳能电池技术进行商业化。

硅树脂导电粘合剂
作为一种新的光伏材料[5]，ECA是上述组件结构里非

常重要的部件。ECA必须在整个组件寿命期间提供可靠的接
触和粘合特性。同时，它们还必须适用于所选择的应用技
术，在封装层压期间完全地凝结，并在低成本CBS下提供低
阻抗和低接触电阻。

现有ECA种类非常多，但大多数基于环氧聚合物。而硅
树脂聚合物则是另一种选择，且非常适合上述提到的组件
封装。由于硅树脂的玻璃转变温度非常低，所以ECA在这整
个光伏组件工作温度范围内都能保持柔软而富有弹性[6]。

光伏组件

图四：MWT组件电致发光图，该组件由采用Cu抛光CBS和硅树
脂ECA材料的自动化组件封装线制造而成。

图二：本研究使用到的MWT组件封装线

图三：三种已凝结ECA的动态力学分析。有机ECA A在整个工
作温度范围内都非常硬。有机ECA B的模量则受温度影响很
大。Dow Corning PV-5802则在整个相关温度范围内都保持非
常低的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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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这些特性在实际应用中是非常有用的，它们避
免了在热循环期间由于薄板与电池膨胀和收缩系数不同而
对电池和连接点引起的过度应力。而材料的橡胶态也有助
于释放应力，从而增加材料的耐久性。得益于聚合物主链
上非常强的Si-O化学键，硅树脂材料本身也是非常耐用的。

本研究使用的是导电粘合剂便是基于硅树脂的ECA Dow 
Corning®PV-5802。它采用部分金属填充(但不含铅)的粘合
剂，能在150℃中持续几分钟后转化成一种“富有弹性”但
导电性强(电阻率<4×10-4Ohmcm)的固体。经过改进，这
种ECA已经能兼容覆盖有OSP的Cu薄片了，即在OSP 抛光
的CBS上提供非常好的粘合性和低的接触电阻。正如所期望
的，即使在凝固温度下，这种材料仍然展现了非常低的弹性

模量，这和某些有机ECA材料刚好相反(图三)。早期进行的4
电池组件测试已经展示了采用PV-5802的小型组件热循环特
性非常优异，在600次热循环后只衰退1%[7]。

结果和讨论

上述所制造的组件显示了非常统一的性能。而电池到组
件(CTM)功率损失则非常低(低于0.3%)，而且许多组件的参
数实际上是负的(意味着电池在封装成组件后功率出现了增
长)。虽然它会随着特殊组件材料和组件设计而改变，但传
统组件均有几个百分点的CTM损失。采用导电背板的背接触
组件普遍有1%的CTM损失。而本文所提到的组件平均CTM
功率损失只有0%左右，这要归功于ECA提供的低接触电阻。

第二系列光照IV数据显示在表一中。该数据代表的是
全面积(包括边框)光照组件，而且是在独立测试机构测试
的。这批组件平均功率为257.4W，功率分布相当集中。
相对于传统组件，由于这批组件的表面积比较小(电池间距
小，无主栅区域)，所以对于商用多晶硅组件来说，这一效
率是相当高的。电致发光图也显示出了非常均匀的特性，
没有任何杂象(图四)。

为了进一步提高光伏组件的输出，天威公司持续改进
太阳能电池技术。MWT技术使得电池效率的提高直接体现
到组件效率上。表二展示了更多最近组件的测试结果，这
些组件使用平均效率为17.8%的电池。其中，最高组件功率
达到了266W，同样与平均功率相差非常小。而16.8%的效
率对于商用多晶硅组件来说是非常高的。

当然，拥有好的初始组件性能并不足于称得上是高质
量光伏产品，因为还要经过加速老化试验的考验。湿热和
热循环测试的结果显示在图五和图六中。显然，这些组件
轻松地通过了IEC61215标准规定的1000小时湿热和200次
热循环试验。实际上，在进行1.5倍IEC条件试验后测得的衰
退率仍然非常低，只有0.5%。较明显的衰退出现在1750小
时的湿热试验过后，但在2000小时过后的衰退率仍然只有
1.5%。而对于热循环试验，在进行400次热循环后的衰退率
为1.2%，但似乎没有出现持续的衰退。总而言之，这种组
件在扩展后的加速老化试验中显示出了优异的稳定性，证

光伏组件

图六：MWT组件相对功率与热循环次数的关系(-40/+85 C)

图五：MWT组件相对组件功率与湿热测试条件的关系 
(85 C，85%相对湿度)

 VOC  (V) ISC (A) FF (%) Eff. (%) Pmax (W)

Average 37.95 9.11 76.8 16.7 265.6

Best module 37.97  9.12 76.8  16.8 266.0

表二：采用高效率MWT多晶硅电池制造的MWT组件光照IV数据(内部测试。全面积效率，组件面积1.588m2)

 VOC  (V) ISC (A) FF (%) Eff. (%) Pmax (W)

Average 37.62  9.12 75.0 16.2 257.4

Best module 37.61  9.11 75.3 16.3 258.1

表一：MWT组件的光照IV数据(光照后进行独立测试。全面积效率。组件面积：1.588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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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该组件封装方法和所选择的一系列封装材料能够带来
高性能和高耐久性组件。

与在首批次制造的组件相同，之后制造并送到TUV 
Nord进行IEC认证的组件也在各项测试中表现优异。因此，
该机构为天威颁发了官方认证，证明天威所采用的这一系
列材料的组件符合IEC61215和IEC61730的要求(图七)。

这种组件的耐用性与采用传统电池和组件技术的高质
量组件相当，是MWT组件技术的重大突破。目前，人们对
MWT组件的耐用性还存有很多质疑，而少量的耐用性数据
只能提供有限保证。而专为该应用而研发的先进材料出现
后，结合最先进的封装设备，MWT技术如今正迈向新的台
阶，并不再受到可靠性不足的限制。

总结

本文介绍了一种新型MWT组件制造技术，这种组件采用
导电硅树脂粘合剂作为电极接触点、OSP抛光导电背板和自
动化MWT组件封装线。由于电池到组件损失被控制在了非常
低的水平，这种多晶硅组件效率非常高，达到了16.8%，最高
功率达到266W。这种组件在加速老化试验中衰退非常低，
轻松通过了1倍IEC规定的测试条件，而在2倍IEC条件试验后
衰退也只有2%。其中一批组件被送至测试机构，并通过了所
有测试。因此，该组件得到了IEC61215和IEC61730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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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 van Ommen，Eurotron公司工艺工程师。2005年加入公
司，一直致力于MWT组件技术和设备工艺技术的研发工作。
Egbert Fredrikze，Eurotron公司设备工程师。2005年加入
Eurotron，并一直致力于MWT设备和工艺技术的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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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nar 薄膜与KPK 背板:
完全抵御紫外线的保护膜铸就优异性能的背板

Kynar 在苛刻领域的应用：

Kynar PVDF聚合物在一些要求
严苛的领域的应用已经超过了25年，
比如在输油管道中的使用。Kynar
之所以能在这个市场广泛应用，是因
为其优异的耐化学性能，以及在长期
高温(130 )高压情况下材料的稳定
性。Kynar 被用于海上采油输油软管
的阻隔层，得到了世界上主要石油公
司的认可并作为指定材料。

Kynar 同样广泛应用于建筑上的
金属涂层。由于其优异的抗紫外降解
性能，Kynar 500 成为全球大多数设
计师一致指定的金属涂层树脂。Kynar 
500 涂装的金属板材在南佛罗里达45
年的烈日曝晒以后，依然不腐蚀，不
退色，亮丽如新。

所以，当客户要求我们开发适用

于高端场合的Kynar 薄膜时，我们的
技术团队深谙此道。

Kynar 薄膜：光伏行业PVDF薄膜
的领导者

早在2001年，阿科玛就推出了其
全新独特的Kynar 薄膜产品。Kynar
薄膜通过专利的多层吹膜技术生产，
最早使用在非光伏领域，但同样是用
在保护其它材料来抵御苛刻的环境条
件，诸如紫外线，化学污染等等。由
于全球光伏组件生产的快速增长，
自2005年起，与肯博公司(Krempel 
GmbH)的合作加之传统的氟聚合物薄
膜的短缺，全球的一些主要组件厂商
开始使用基于Kynar 薄膜的背板。时
至今日，与其它背板相比，组件厂商
认为基于Kynar 薄膜的背板能够提供

更好的耐久性与更长的寿命。阿科玛
也是全球第一家大规模生产PVDF多层
薄膜的企业。

全球公认的优质的保护薄膜

Kynar 独特的多层薄膜自从2006
年问世以来，凭借其大量严谨苛刻的
耐候性测试数据，很快使客户认识到
由Kynar 薄膜制成的背板与其它市售
的薄膜相比，性能更加卓越。特别是
其耐热氧化的性能，更是大大高于其
它氟聚合物的薄膜(见下图)。

由于其独特的多层结构设计， 
Kynar 薄膜是目前为止耐紫外性能
最好的保护薄膜。首先，PVDF比其
它氟聚合物有更高的氟含量(59% vs 
41%)。另外，Kynar 薄膜有两层纯
PVDF的保护皮层，这是可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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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Thomas Fine, Bernard Schlinquer (Arkema France)；朱立宁博士，孙莉(阿科玛中国)

ARKEMA公司诚挚邀请您在2014年
SNEC展会期间莅临公司展位

W5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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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给太阳能组件带来卓越的保护性能

选择正确的背板保护以应对严酷的环境

 背板

 
 

 Kynar®  
 

薄膜:  完好保持薄膜厚度
 

 
 
 



Kynar PVDF优越性能的唯一途径。

为什么背板对于组件的耐久性至关
重要?

背板由于耐候性不够导致的降
解可引起组件电绝缘性能的大幅下
降，继而可导致漏电及电弧的产生。
因此，背板材料应该根据综合以下诸
多因素来选择：最好的耐紫外老化性
能，耐风沙侵蚀、耐潮湿、耐化学性
能等。

Kynar 薄膜拥有非常强的耐风沙

侵蚀和优异的热稳定性，加上它出色
的耐紫外和耐化学性能，使其成为一
款非常理想的光伏背板材料为组件提
供持久的保护，令背板在光伏组件的
整个寿命周期中不发生降解。

KPK 背板：阿科玛公司的注册商标

目前在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背
板，当然也包括使用其它PVDF薄膜
的背板。为了不被误导，我们推荐使
用真正含有高性能Kynar 3层薄膜的
KPK 背板。如果您想确保您的KPK 背
板的真实性，您可以向阿科玛公司咨
询索取获得KPK 背板销售授权的供应
商名单。

K P K 商标：仅授予1 0 0 %使
用原产Kynar 3层薄膜制造的结构
为“Kynar /PET/Kynar ”的背板。

KPK 背板使背板的内层和外层

同时得到Kynar 3层薄膜的保护。 
Kynar 薄膜的耐热氧化性能对于保护
背板的内层十分重要，比如热斑的发
生。另外，新型封装材料会允许更多
的紫外透过，这样背板内层优异的抗
紫外性能对于保证组件25年的寿命就
愈加重要。

Kyna r 和 KPK 是阿科玛公司
(ARKEMA)的注册商标

欲了解更多关于用于KPK 背板的3
层结构的Kynar 薄膜，欢迎垂询：
中国市场：

lily.sun@arkema.com
michael.zhu@arkema.com

全球市场：
bernard.schlinquer@arkema.com

公司网址：
www.kynar.com.cn 

阿科玛在全球拥有三个Kynar PVDF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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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not Oreski，奥地利莱奥本公司聚合物技术中心
本文原载于第二十三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杂志

摘要:
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依然是在太阳能电池封装中占主导地位的材料。在光伏组件层压过程中聚合物链通过化学

交联形成了一个三维网络，以增加材料的热稳定性并防止在高达100℃的应用温度下融化。不连续，且因乙烯/乙酸乙
烯酯聚合物种类不同而可长达30分钟的交联反应，是光伏组件层压时间的决定性步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光伏组件
层压工艺中材料热力学行为进行深入理解，获得光伏组件生产工艺优化的基础。下文结果将表明，动态力学分析是在
太阳能电池封装工艺中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固化行为研究的一个有价值且可靠的表征方法。动态力学分析的切变模
式，甚至在融化状态下，可以对热力学性能进行连续的测量，从而实现对交联反应的原位监测。而且可通过对部分固
化的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的温度扫描来研究其交联反应的状态，通过对未固化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的恒温扫描
进行固化的动力学研究。在对交联反应认识增加的基础上，光伏组件层压工艺的材料相关工艺参数优化的潜能可以被
确定，并可以得出优化的工艺温度范围及最短的交联时间。

光伏组件

决定光伏组件工艺优化潜能的先进方法

引言

在过去的几年里光伏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要保持
这种高增长率、增加市场规模、开发新应用领域，必须对
高级的研发项目进行投资。为了并网发电，从而对整个能
源需求做贡献，必须对光伏产业的成本进行大幅下调。成
本的下降不能只依赖于规模效应，而且要依赖于封装材料
和组件层压工艺成本的下调[1]。

最主要的光伏组件封装材料是乙烯/乙酸乙烯酯共聚
物。太阳电池的封装必须要实现几个基本的功能，其中包
括对电池片的结构支撑，保持电学绝缘，在与电池技术相
对应的光谱范围内保持高透光率[2]。由于光伏组件中不同
材料(玻璃、电池片、连接材料、聚合物等)的热膨胀行为不
一致，为了避免组件张力过大及破裂，封装材料必须具有
小的模量及低弹性。而且在规定的光谱范围内入射光与电
池片的耦合要达到最佳，起始透光率要高于90%，20年组
件寿命期结束后的光学损失不能大于5%。乙烯/乙酸乙烯
酯共聚物是乙烯和乙酸乙烯酯的半晶态共聚物，光伏应用
中乙酸乙烯酯的含量为28-33%。随着乙酸乙烯酯的含量不
同，材料的热学、力学，及光学性能会有很大的变化。聚
乙烯共聚物由线性的乙烯序列和由共聚物(如乙酸乙烯酯、
辛烷等)引入的局域性的短链分支构成[3, 4]。乙酸乙烯酯的
成分不会进入完全有乙烯序列决定的晶态区域。融化温度
及结晶度取决于共聚物的含量：乙酸乙烯酯的含量越高则
熔点及结晶度越低[5]。所以，乙酸乙烯酯的高含量也会导
致聚合物的高柔软性。最后，乙酸乙烯酯的含量也影响材
料的光学性能，乙烯链侧基的引入会降低材料的结晶度，
进而降低结晶区域的光学散射[6]。光伏级乙烯/乙酸乙烯酯
共聚物的熔点介于60至70℃，而由引起交联反应过氧化氢
固化剂决定的层压温度在150℃左右。在层压过程中，聚合
物链的化学交联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络结构，以增强材料

的稳定性并防止材料在应用过程中(温度可高达100℃)被融
化[2]。

交联度主要由层压温度和层压时间
来决定

除了固化剂的含量外，交联度主要由层压温度和层
压时间来决定。以前研究已经表明，动态力学分析的切向
应力模式甚至允许在融化状态下对热力学行为进行连续测
量，从而实现对交联反应的原位监测。动态力学分析的结
果和Soxleth萃取测试有很好的关联。而且对于反应开始
的最初几分钟动态力学分析测量具有最高的灵敏度及可重
复性。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动态力学分析的切变
模式获得光伏组件封装工艺中的材料热力学行为的深入理
解，建立光伏组件生产工艺优化的基础。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对交联反应关于乙烯/乙酸乙烯酯
聚合物热力学特性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文采用了
两种不同的动态分析测量和评价方法。一方面，为了检验
由于交联过程造成的热力学性能变化，对部分固化的乙烯/
乙酸乙烯酯聚合物进行了温度扫描。另一方面，为了固化
动力学研究，对未固化的样品进行了恒温扫描。最后，从
获得的结果中确定了层压工艺优化的潜能。

实验和材料

本研究采用了不同生产商的两种商业化的乙烯/乙酸乙
烯酯聚合物材料(表一)。为保证工艺条件的真实性，两种未
固化的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在两个离型膜和一个玻璃板
间层压，固化温度为146℃，层压机的类型为德国波霍尔

技术



特市Spaleck-Stevens公司生产的Incapcell43-24。层压工业
循环包括四个阶段：抽空500秒、压缩310秒、交联300-
1200秒、通风50秒。为获得不同的交联程度，交联时间在
300到1200秒进行系统性的改变。表二对交联时间和总的
层压时间进行了总结。

利用Perkin Elmer公司的8000型动态力学分析仪进行
了热力学分析。测量是对直径为9毫米的环形样品上用切变
模式进行的。对未固化和部分固化样品的温度扫描是通过
在室温和200℃之间以3℃/分的加热速度进行。对未固化
样品的恒温表征在摄氏130、140、150、160和170℃进
行。样品的位移设定为20微米，测试频率为1赫兹。

热分析是通过Mettler Toledo的821e型差热分析仪进行
的。需要进行两轮加热，以比较固化和未固化的材料从而
确保整个交联过程已经完成。用冲击的方法获得一个圆形
的样品，将其置于40微升的盘中，并加盖有孔的盖子。第
一步以10℃/分钟的速度从25℃加热到200℃。在200℃保
温10分钟，然后以10℃/分钟的速度降到25℃。第二次加
热仍然以10℃/分钟的速度进行，加热到200℃，以确保第
一次的交联反应已完成，没有可观察到的释热峰。熔点和
熔点焓是根据国际标准11257-2和11257-3来进行评估的。

结果和讨论

由于交联反应直接影响乙烯/乙酸乙烯酯薄膜的热力学
特性，动态力学分析的切变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测量交联度
的合适方法[7-10]。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将给出温度扫描和恒
温扫描的结果。而且会给出如何从实验结果获得优化的工
艺参数，诸如交联时间和层压温度。

动态力学分析的切变模式已经被证
明是测量交联度的合适方法

热力学特征
图一给出了未固化乙烯/乙酸乙烯酯薄膜差热分析的释

热图。在30至80℃薄膜呈融化状态，在45℃有一个单峰，
在60至75℃有一个肩峰，对应着乙烯/乙酸乙烯酯的热力
学熔点。

45℃的单峰可以归因于二次结晶，二次结晶是在慢
冷，室温存储或温度升高时在主要晶粒之间发生的[3-5]。
在115至190℃之间可以观察到由于过氧化氢分解造成的化
学交联放热反应。当然使用了不同的固化剂，这可以从不
同的温度极限，反应焓及峰型看出。对于A型乙烯/乙酸乙
烯酯薄膜的峰值温度为150℃，而B型乙烯/乙酸乙烯酯薄膜
的峰值为159℃。而且，B型乙烯/乙酸乙烯酯薄膜的两个峰
位意味着有两种固化剂，第二峰位在125℃，主要反应峰位
在159℃[11]。

温度扫描
图二给出了未固化和部分固化B型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

物与温度相关的切向储能模量G’；图三给出了温度相关的潮
湿系数tanδ，动态力学分析测量清晰地显示了层压时间对不
同固化程度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的储能模量和潮湿系数的
影响。从60℃一直到大约75℃，切变模式的储能模量下降，
材料整体处于融化状态。在储能模量曲线的最小值处，约为
125℃，后交联反应被热激活，这导致了储能模量的显著上
升。这一现象与差热分析测量的结果有很好的相关性，后者
表明放热交联反应开始于115℃。后面储能模量的增加可归

光伏组件

图一：未固化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的差热分析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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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未固化和部分固化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的储能模量随
温度的变化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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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于三维网络结构的形成。温度上升到170℃后储能模量曲
线变平，几乎与温度不相关，表明了交联反应的结束。

对于不同交联程度的样品，在60℃以上的温度随着
交联时间的上升切变模量有一个更小的降幅。在融化区储
能模量的下降反比于层压时间。在60℃以上，交联时间越
长，则分子质量更大，交联密度更高，从而储能模量更大。

对潮湿系数而言，相反的行为被观察到：在60℃左
右的融化区之后，潮湿系数明显增强，并在125℃达到峰
值。这可以通过融化状态下聚合物链的高迁移率来解释。
在125℃，交联反应开始，聚合物链的迁移因交联密度的增
加而降低。随着固化时间的增加部分交联和全部交联样品

的潮湿系数显著下降。

随着固化时间的增加，部分固化和
完全固化样品的潮湿因子显著下降

样品的热力学特征和胶体含量的关系在动态力学分
析的曲线上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指示。最低的切向模量和最
大的潮湿系数是可能的参数。二者均是层压时间的函数，
因此和真实的交联状态关联。然而，这两个参数在不同的

光伏组件

图三：未固化和部分固化的B型乙烯/乙烯乙酸脂的潮湿因子随
温度的变化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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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模量比率G’2/G’1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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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模量比率G’2/G’1随层压时间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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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B型乙烯/乙酸乙烯酯在恒温下(温度范围130-170℃)储能
模量岁时间的变化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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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阶段之间及不同的固化阶段之内有很大的离散性，因
为这些数据受不同的外部因素影响，诸如样品的位置及固
定，切向盘与样品的接触，样品制备的均匀性等。为消除
这些变量的影响，在这里应用了最近发展的从动态力学分
析数据决定交联度的自我参照替换系统。这个方法包括确
定最小切变模量和稳态后交联部分的线性部分的梯度，如
图四所示。线性延长线的在极小值方向的交点产生了测量
点G’1，而上升方向和稳态的交点给出了参考模量G’2。
G’1和G’2的比值给出了高可靠性和再现性的数据。这一方
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对于完全固化的样品，模量的比值总是
趋近于1。

图五给出了所研究的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薄膜的模
量比值。不同的材料表现出不同的固化行为。正如所料，
在超快型的A型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的转变速率最快，
在360秒的交联时间内已经到达完全固化状态。模量的比值
也揭示了146℃的固化温度太低，不足以使B型乙烯/乙酸乙
烯酯聚合物达到足够的交联度：只有在1200秒的交联时间
后才能获得可比的固化度。组件层压过程中的温度测量表
明在刚开始的几分钟内乙烯/乙酸乙烯酯薄膜的温度可以比
给定的层压温度最多低10度。只有延长工序时间，对乙烯/
乙酸乙烯酯材料的完全加热才能实现。这一假设被不同层
压时间的模量比值数据所证实。对于超快型的A型乙烯/乙
酸乙烯酯聚合物，在层压工艺的抽空和压缩循环已经有明
显的交联被观察到。然而对于B型的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
物而言，在层压20分钟内未观察到明显的交联。20分钟后
模量比率的缓慢下降表明充分加热后的乙烯/乙酸乙烯酯的
温度上升到足以使交联反应开始进行。对一个快速的交联
反应，聚合物的温度依然不足以使交联反应开始。

近期的一个研究中使用了16种方法来研究乙烯/乙酸乙
烯酯的交联状态，包括从经典的采用不同热分析和力学方法
的溶剂萃取法到声学和光学谱的方法[7]。胶体的含量和动态
力学分析测量间的良好相关性被发现。此外，尤其是在较短
的交联时间内，动态力学分析测量的分析可靠性优于其它的
对比方法。从热力学的角度而言，模量的比值小于5表明足
够的交联度，对应的胶体含量为70-80%[7]。在这个状态基
础上的进一步交联对热力学特性没有明显的影响。

等温扫描
为了优化光伏组件的层压工艺，固化反应的动力学和

最后的交联度都很重要。固化反应的进程可以通过在不同
温度下的常温热力学性能测量来监测。这一方法在下面通
过B型乙烯/乙酸乙烯酯薄膜的结果来展示。图六给出了所
研究薄膜从130℃到170℃的恒温储能模量随时间的变化
关系。切向模量随时间的显著增加被观察到了。切向模量
的增加可归因于由激进链式反应造成的三维网络结构的形
成。切变模量曲线变平表示交联反应的结束，而且模量的
数值基本上与层压温度无关。另外可以观察到不同温度对
交联反应的显著影响。层压温度为170℃时切向模量在5到
10分钟的反应时间内变成常数，而在130℃的层压温度下

切变模量在60分钟后还在缓慢增加。层压温度对固化反应
的显著影响可以通过在差热分析测量中的放热反应的温度
曲线来解释(见图一)。

为了进一步评价反应动力学，需要将切向模量的数据
进行定标并归一化。为了补偿样品制备和操作过程中造成
的测量精度不足及减少数据的离散性，也必须对测量数据
进行定标。

转换率X可以从切变模量的时间函数用下面的公式计算：

 (1)

光伏组件

图七：B型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转化率随温度的变化关系

时间

转
化
率

图八：B型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在不同转化率(50%、80%、 
90%)下的阿累尼乌斯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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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

这里，G’(t0)是起始的切变模量，G’(t∞)是充分交联
后材料的切变模量。

150℃以上的温度对交联反应没有加
速作用

图七给出了不同层压温度下的转换率。总的来说，较
高的层压温度导致较快的交联反应的开始。从转换率的计
算结果可以得到两个主要的结论：首先，对现实的工艺过
程时间内(小于900秒)要实现完全的转变，层压的温度至少
应该达到140℃；其次，更重要的是150℃以上的温度对交
联反应没有进一步的加速的作用。

这一点通过描述交联反应的阿累尼乌斯定律(Arrhenius 
law)可以看得更清楚。阿累尼乌斯定律描述了在特定的温度
T和激活能Ea条件下的化学反应速率常数k：

 (2)

这里A是指数项前因子，R是通用的气体常数。唯一影
响反应速率，即自由基引发剂分解速率，的变量和驱动因
素是温度。图八给出了所研究的转化率为50%、80%和90%
的乙烯/乙酸乙烯酯薄膜的阿累尼乌斯图形。在130℃到
150℃之间，阿累尼乌斯图形上对数时间和温度的倒数呈线
性关系，直线的斜率为反应的激活能。激活能的计算值为
125+/-7千焦/摩尔，与文献中的数据一致[10]。温度的进
一步升高，并不对反应速率有继续增强的作用，这可以从
150℃以上的不同温度获得想要的转换率所用时间基本不变
而被观察到。

这表示可以用阿累尼乌斯图形来获得优化工艺的时间
和参数。对所研究的材料而言，在150℃，达到50%、80%
和90%转换率所用的时间分别为200、330和730秒。需要
指出的是层压温度和乙烯/乙酸乙烯酯的温度并不相同。由
于于层压机加热特性和组件结构特性，对乙烯/乙酸乙烯酯
材料的加热通常滞后，导致乙烯/乙酸乙烯酯材料层的温度
比层压温度低。

等温扫描的主要优点是不需要特殊的样品制备，可以
用未固化的薄膜来进行研究。根据交联时间和温度的线性
关系以及激活能的信息，可以在任意温度下预测固化反应
的进程。然而，需要考虑到一定不能超过聚合物和固化剂
的相变及分解温度。总的来说只有在被测量的温度范围内
才能对交联反应时间进行预测。

总结与结论

本文的结果表明动态力学分析是研究太阳能电池封装
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固化行为有价值且可靠的方法。
动态力学分析的切变模式，甚至在融化状态下，可以对热

力学状态进行连续的测量，从而实现对交联反应的原位测
量。交联反应的程度可以通过对部分固化乙烯/乙酸乙烯酯
聚合物薄膜的温度扫描来进行。对未固化的乙烯/乙酸乙烯
酯聚合物薄膜的恒温扫描可用于研究其固化动力学。在对
交联反应材料有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可以对光伏组件层
压工艺的优化潜能进行确定，并得出优化工艺的温度范围
及最低的交联时间。

对于B类的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温度扫描表明
146℃的层压温度太低，不足以在合理的工序时间内达到足
够的交联度。此假设被差热分析的结果所证实，主要交联
反应的峰位在159℃，而乙烯/乙酸乙烯酯聚合物的在刚开
始交联的几分钟内的温度通常比层压的温度低，差值最高
可达10℃。只有用足够的工序时间才能保证乙烯/乙酸乙烯
酯聚合物薄膜彻底加热并完全转化。

此外，恒温扫描的结果表明高于140℃的温度对于乙
烯/乙酸乙烯酯材料的完全转化是必须的。更有趣的是，用
阿伦尼乌斯定律对数据的评价表明，超过150℃后更高的温
度并不具有对交联反应进一步的加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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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io Ferrara, SandorStecklum,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olar Energy Systems (ISE), CordulaSchmid, Cameron Stark, & Geoffrey S. 

Kinsey, FraunhoferCenter for Sustainable Energy Systems (CSE)

本文原载于第二十四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季刊中

摘要: 
由于光伏组件可能在制造商承诺的工作寿命前就出现失效，从而增加了光伏系统投资建设的认知风险和成本。虽

然现有的IEC和UL光伏组件认证测试标准能够起到降低早期现场(infant mortality)失效概率的作用，但它们仅仅是在评
估光伏组件寿命时必要的工作之一，并不能代表全部[1]。光伏耐久性计划(PV Durability Initiative)的目标是建立标准
的光伏耐久性评估项目。该项目通过对光伏组件在整个预期工作寿命周期内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将它们分成不同的等
级。其中，该计划采用了加速应力实验来探究光伏组件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老化规律。在进行加速应力实验的同时，
其它光伏组件则长期暴露在户外工作环境中；本次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找出光伏组件在加速测试实验和实际户外工作之
间的关系。随着对光伏组件耐用性的认识逐渐深入，测试标准程序也需要被修改。定期出版光伏组件的耐用性评级将
有助于光伏系统开发商和投资者做出正确的部署决策。本文列出了目前为止两轮测试里8种组件类型的测试数据。

光伏组件

用于第二代光伏组件的弗劳恩霍夫光伏耐久性
计划

前言

现有的IEC和UL认证测试采用的是通过/失败模式；
这种评价方式不利于对组件相对可靠性风险的评估效果以
及提供给制造商改进的准则[2-5]。这些测试也缺乏标准草
案用于比较不同组件之间的相对耐久性风险。没有这些标
准，财务模型必须依赖一些东拼西凑的方法来进行相对耐
久性评估。这就使量化哪种光伏组件最适合特定的环境变
得困难。这种不确定将增加认知风险、延误融资并最终增
加光伏电站的建造成本。

作为2011年首次推出的光伏耐久性计划是弗劳恩霍夫
太阳能系统研究所(ISE)和弗劳恩霍夫可再生能源系统中心
(CSE)的合作机构。这项计划的目标旨在制定一项对外开放
的耐久性评估协议，并最终成为该领域国际工业标准的标
杆。其中，第一轮测试就获得了五种组件设计的试验结果
[6]；而在本轮也即是第二轮测试中，我们将报告另外三种
组件设计的数据。

加速应力测试部分是对常见的可靠
性测试的扩展

其中，加速应力测试部分是对常见的可靠性测试的扩
展[6-10]。由于大多数应力测试的加速因素尚不确定，所以
我们同时进行了长期户外测试。在各种应力测试的加速因
子都被确定之前，对组件之间进行相互比较仍然是评估组
件(相对)寿命的最佳方法。而为了比较不同组件技术，我们

将组件的测试结果按照0至5级的方式进行评级(表格一)。组
件评比项目包括性能和安全两方面。其中，组一(电势诱导
衰减)的组件是根据它们在测试结束后(即光照后)的发电性能
进行评级。其它组的组件则根据“加权归一化性能”进行
评级。“加权归一化性能”是组件发电性能在每个测试区间
的分段积分，其中通过最终性能值进行加权而使用初始值
进行归一化。通过最终性能值进行加权是为了给予那些在
综合应力测试后保持最低衰减的组件更高的评级。在未来
几年，组件户外测试实验将被用于将合适的加速因子分配
到加速应力测试序列中。

在可能的情况下，这项计划将需要在开放市场上购买
的商业组件，以避免选择偏倚。如果组件设计无法在开放
市场中获取，我们将使用星号对组件ID进行标注，以说明
组件的来源。

这项计划中的组件制造商有权阻止它们组件出现在报
告中。然而，所产生的数据(匿名)将保留作数据库的一部
分，用于和其它户外实验中的组件进行对比。随着光伏耐
久性计划的持续进行，早前的测试结果将被用于和最近新
得到的数据进行比较。目前为止针对这种协议的测试已经
完成了两轮，包括八种组件设计[11]。一家组件制造商已经
贴上了这些结果的认证：PVDI01*是由SunPower公司制造
是E20组件。

测试序列和结果

测试项目被分成5个测试小组(图一)。目前，每种组
件设计至少需要16块组件来完成所有测试序列。测试开
始时，需要对组件进行表征，随后被分配到各个测试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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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分配至各个序列中的组件存储在温控环境中用于证
实功率测试系统的一致性。由于每块组件都经过整个测试
程序，所以需要多次表征。例如，在组4中，每块组件在每
200个热循环过后进行一次表征。并在每个过渡测试点收
集电性能、电致发光和红外图像等参数。在某些测试程序
中，也会测量到湿漏电流和绝缘阻抗。

初始表征和稳定化
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商业组件将以它们标准运输容器

送到测试装备上，从而将承受典型的运输应力。随后拆开
包装并对组件外观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制造缺陷或
在运输途中损坏。

在外观检查后，对组件施加光照以测试是否会发生光致

光伏组件

图一：PVDI测试结果

图二：在(a)正偏压和(b)负偏压条件下的PID测试结果。为了计算PID比例，这里使用了光照后的最终性能值

(a) (b)

图三：湿热和UV照射后的归一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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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光照测试所要求的光照能量最小为60kWh/m2，并增
加至600kWh/m2才能完成。完成预处理所需的时间受到技
术的制约；薄膜技术通常比单晶硅或多晶硅技术需要更长时
间才能达到稳定。在光照期间，组件工作在最大功率点处，
并定时收集IV曲线。一旦组件达到稳定的性能水平，光照过
程就算完成。稳定性则通过比较3个连续周期的测量结果来
确定，其中计算结果满足(Pmax-Pmin)/Pmean<2%。

一旦稳定化完成后，便开始进行初始表征，包括：在
标准测试条件下(STC)的亮电流-电压(LIV)测试、电致发光
图像、红外图像、湿漏电流和绝缘电阻测试。

组1：电势诱导衰减
组1测试序列被用于评估组件在高电势应力下的稳定

性。组件内外结构出现高电势差而引起的衰退机制类别统
称为电势诱导衰减(PID)[12, 13]。

由于光伏组件被安装到系统上后，组件和地面之间的
电势差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所以需要对组件进行正
偏压和负偏压测试。在测试时偏压的大小设定为组件的额
定最大系统偏压。

测试开始时，将组件垂直放置在湿热环境箱中。将组
件的两端电极短路，并共同连接到偏压电源上。而与之相
反的电极则通过一个敏感电阻连接到组件框或其它导电安
装点上。由于最常见的PID现象发生在负偏压条件下，所以
现有的测试程序需要两块组件进行负偏压测试，而正偏压
测试只需要一块组件。为了模拟实际工作条件，在偏压过
程中需要对组件表面进行光照。但由于大多数湿热环境箱
的结构都未添加这一功能，所以目前不得不在湿热实验过
后再进行光照，以评估组件电性能的可恢复性。

受到组件设计和失效机制的影响，部分组件在去掉偏
压或加反偏压后，电性能将出现恢复。而其它组件在工作
在光照时的最大功率点或将电池温度提升至额定电池工作
温度时，则表现出抗PID或恢复特性。因此这类组件并不会
受到PID效应的影响。

PID测试结果总结在图二中。PVDI01*显示了在光
照过程中已发生功率衰退的组件发生了性能恢复现象。
由于没有照明的偏压不太可能出现在实际工作中，因
此还需要“综合效应”测试来更好地模拟实际工作条
件。PVDI01*在实际户外工作环境中发生PID衰退的概率
较低。而到目前为止，8款组件设计中的4款在负偏压下都
发生了PID效应。

光伏组件

(a) (b)

图六：动态负载下的归一化性能，并作为组件评级的依据

图五：静态负载下的归一化性能，作为组件评级的依据

图四：在动态(a)和(b)静态机械负载测试期间两块组件的平均衰退值。测试间隙包括：初始阶段；负载过后；50次热循环过后；10次
湿冻循环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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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8款组件设计中的4款
在负偏压下都发生了PID效应

组2：湿热和UV
组2测试序列旨在评估组件对高湿、高温和高UV辐射

环境的适应性。湿热-UV实验可以整合到单次实验程序中，
以评估组件在高湿环境下的UV辐射效应。湿热条件代表着
恶劣的户外环境，有可能加速组件在UV照射下的衰退效应
[9]。

测试开始时，将组件垂直放置在湿热箱中。每块组件
都施加了小偏压电流以监控测试时流过组件的连续性。在
湿热环境实验过后，将组件放置在UV试验箱中进行总光通
量超过100kWh/m2的UV光线照射。光照实验分4个步骤进
行，每两个步骤之间对组件进行表征和再饱和。其中，再
饱和指的是将组件放置在湿热环境箱中48小时以计算UV的
干燥效应。

在本次湿热UV测试序列中并没有组件表现出明显的衰
退(图三)。因此，这些条件的老化机制也无从得知，组件对
湿热和UV应力的相对适应性也无法得出相应的结论。该测
试程序将在未来进行修订以确定UV照射的老化机制。

组3：静态和动态负载、热循环和湿冻
组3测试序列旨在评估静态和动态负载对组件性能和封

装完整性的影响。
组件抵抗长时间静态机械负载的能力在有雪载的地区

是至关重要的。该测试在-40°C温度下进行，以增加材料
内部和材料之间的应力[14, 15]。

测试时，直接在组件表面垂直向下方向对组件施加
5.4kPa的应力，应力持续3个1小时过程，每两个过程之间
会中断一段时间。

而测试序列的动态负载部分则旨在评估间歇性机械负
载的影响，例如风载。该试验在低温下进行，此时的影响
被认为是最严重的。许多封装材料的模量将显著上升，因

为温度达到了封装的玻璃转换温度。封装材料的变硬将导
致电池和间隙之间更大的应力作用，从而有可能导致电池
碎裂和互连失效。

在最大2.4kPa应力下，动态负载将组件扭曲至表面，
既有相对于组件平面的正方向也有反方向。该步骤要操作
两次，期间进行表征以记录组件性能的变化和检测电池碎
裂、互连线损坏。

光伏组件

图七：热循环试验下的性能衰退：(a)每200次循环后的测试结果；(b)用于评比组件归一化性能

(a) (b)

图八：目前为止户外性能记录

图九：与额定评级相关的基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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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负载测试过后，将对组件进行热循环和湿冻应力
测试。这将扩大最初由机械负载试验引起的裂纹(参见图四
至六)。

组4：热循环
组4测试序列用于评估阴影以及白天、季节性温度变化

对组件性能带来的影响。在额定工作条件下，组件将被放
置在每日温度变化条件中，以及由短暂云层遮盖带来的更
加剧烈的温度变化。当温度出现间歇性变化时，组件内不
同材料间不同的热膨胀系数将引起应力[16]。

试验时，在组件上施加等值于短路状态的电流，以模
拟由额定工作条件下电流流动产生的热效应。试验箱的温
度以额定的速率在-40℃到85℃之间来回变动，在每次温度
达到极值点的时候暂定10分钟。每块组件总共进行600次
温度循环；每200次循环后进行一次表征。

热循环试验结果显示在图七中。

组5：户外发电性能
第5组测试序列用于评估组件在实际(非加速)工作条件

下[17]的性能。在户外测试站中安装了三种类型的组件并持
续监控它们的长期衰退效应。其中一块组件装配了电源，
使组件工作其最大功率点处，并在预设的时间点进行扫描
电流-电压曲线。该数据被用于计算组件的性能比例。另外
两块组件则在最大功率点附近维持在固定负载处。每过六
个月，所有组件都会被从测试架中取下，进行外观检查，

并进行STC表征，随后安装回户外支架中。组件将会被持
续监测数年。户外运行数据将被用于和加速测试数据进行
比较，并和放置在全球其它地区的同类型组件进行对比。
这样做的最终目标是探究长期失效机制，寻找新的失效来
源，并计算出加速测试结果和户外发电结果两者之间的加
速因子(参见图八)。

额定评级比较
图九显示了额定评级下的初始组件(STC)性能。组件

制造商可能会故意将它们的组件等级降到初始性能以下，
以确保性能出现浮动的余地，并降低被客户保修诉讼的风
险。测试结果表明每个组件设计都在组件制造商标定的功
率浮动范围内。

每个组件设计都在组件制造商标定
的功率浮动范围内

组件评级：性能和安全

组件评级参照两个因素：性能和安全。组件的性能指
的是在标准测试条件(STC)下测得的电性能。为了进行性能
评级，我们使用了平均加权归一化组件功率(方程一)。而在
安全评级方面，则主要参考组件封装的完整性；并利用到
湿漏电阻和绝缘电阻(表三)。

组件性能评级
评级分类：

1.  电势诱导衰减：表示组件在内部电路和大地之间出现
高电势差(600-1000VDC)时仍然能保持原有性能的能
力。

2.  湿热/UV：表示组件在高湿热环境中仍然正常工作的能
力。

3.  静态与动态负载：静态负载表示组件在承受持续静态
机械负载，例如较重的树叶、雪、冰等时，仍然能正

光伏组件

级别 评级标准

5 P  0.95

4 0.88  P < 0.95

3 0.75  P < 0.88

2 0.50  P < 0.75

1 P < 0.5

0 P = 0

表一：组件性能评级范围

                                      环境条件 
ID PID 湿热/UV 动态负载 静态负载 热循环

PVDI01* 5 5 5 5 5

PVDI02 4 5 5 5 5

PVDI03 4 5 5 5 2

PVDI04 5 5 5 4 2

PVDI05 5 5 4 3 4

PVDI06* 5 5 4 4 5

PVDI07* 4 5 4 4 4

PVDI08 3 5 2 3 3

表二：根据加权归一化的功率测量算得的组件性能等级

技术



常工作的能力。动态负载则表示组件在承受持续变化
的机械负载，例如风载环境下仍然能正常工作的能力。

4.  热循环：表示组件在温度极限以及温度会持续在大范
围内变动的特定环境下仍然能正常工作的能力。
表一总结除了性能评级标准，表二显示的是受测组件

的性能等级。平均加权归一化组件功率P由方程一算得。

 (1)

其中n为测试序列中性能测试的次数， 为在测试步骤i
中，测试组内所有组件的平均功率(相对于初始测量值的归
一化)。在测算测试组1(PID)中的P值的过程中，只需用到初
始和最终测试值；这是因为PID应力测试之后会出现恢复。

组件安全评级：封装完整度

封装的完整度决定着组件的安全性。而封装完整度则
由在完成测试序列后漏电阻决定。

封装完整度则由在完成测试序列后
漏电阻决定

漏电阻密度的数量级决定于所施加的电压、组件的面
积和组件绝缘材料的阻抗。为了归一化漏电阻以进行比较评
级，需要将所测得数值对面积进行归一化，以每平方米的电
阻值为单位。随后根据IEC漏电阻限值和OSHA接地故障漏电
流0.5mA的等效阻抗计算出阻抗大小[18]。例如，当系统电
压为1kVpc时，5.0mA等效阻抗为200kΩ。该方法确保了如
果组件的漏电流大于5.0mA，则将被评到0级以下。

表三总结了组件安全性(封装完整度)评级分类。表四显
示的是受测组件的安全等级。归一化漏电阻密度R可由方程
二算得。

 (1)

其中k为测试组内组件的数量，RM, i为测试组内某组件
最终湿环境测试值中的绝缘电阻值。从而算得R是来自一个
测试组内所有组件最终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项目和测试组中所有组件的湿漏电阻及评级阈值均在
图十中显示。

光伏组件

级别 评级标准

5 R  400M

4 80M   R < 400M

3 40M   R < 80M

2 400k   R < 40M

1 200k   R < 400k

0 0 < R < 200k

表三：组件安全(封装完整度)评级

                                      环境条件 
ID 电势应力 湿/辐射 静态负载 动态负载 热循环

PVDI01* 5 5 5 5 5

PVDI02 4 4 4 4 4

PVDI03 4 4 4 4 5#

PVDI04 4# 4# 4# 4# 4#

PVDI05 4 4 4 4 5#

PVDI06* 4 4 4 4 4

PVDI07* 4 5 5 4 4

PVDI08 4 4 4 4 4

表四：组件安全性评级基于湿漏电阻抗测试。#数字表示由于评级程序的修改，数字符号来自2013出版的标准

图十：项目和测试组中所有组件的湿漏电阻，评级阈值在右边
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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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闻

欧洲地区

vogt solar投产80MW英国太阳能

德国太阳能项目开发商ib vogt旗
下英国子公司vogt solar在2014年第一
季度成功投产了80MW太阳能项目。

总计80MW的六个项目已被投
产，所有都及时享有了可再生能源义
务认证(ROC)中点数为1.6的补贴。

尽管与许多太阳能开发商一样，自
2014年起，这些项目面临恶劣的天气
条件，但是所有项目都在3月31日之前
投产，此后这一支持太阳能的ROC补贴
点数将被降至1.4。该80MW将为3.2万
户英国家庭产生足够的清洁能源电力。

ib vogt及其他投资者为这六座电
站建设及融资。机构投资者将持有这
些电站的所有权。

vogt solar预计将继续在英国部署
项目，其现有项目储备已逾400MW。
并已批准84MW在2014年第二季度
开工建设。在过去三年中，vogt solar
已在英国完成十六座光伏电站，超过
130MW。该公司专门选定这六个英国
项目的地点以利用太阳能。

其中三座太阳能发电站位于肯特， 
Knowlton (11.5MWp)、Westwood 
(9.2MWp)以及Old Rides (8MWp)，
一座位于汉普郡，Newlands Farm/
Fareham (20.5MWp)，一座位于埃塞
克斯，Wix Lodge (18.7MWp)，一座位
于德文郡Derriton Fields (11.8MWp)。

RWE凭借收购37MW光伏电站进军
英国市场

德国公共部门旗下能源交易部门
RWE Supply & Trading已完成收购其
在英国的首个光伏电站项目，该项目位
于英格兰牛津郡，是一座规模为37MW
的废弃机场开发项目。

RWE透露称，其将为该项目提供
财务和技术支持，同时该公司位于英国
的左膀右臂——Conergy公司，将负责该
光伏电站的工程、采购和施工(EPC)。

规模为52公顷的太阳能电站坐落
于距离牛津市中心19英里的一块废弃

机场的棕地上。预计该电站的14.4万
个太阳能组件在其运营第一年发电量
约为三千六百万千瓦时，足以供应一
万户当地家庭。

该37MW光伏电站将在该电站二
十四年的项目寿命内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约三十八万吨。

美洲地区

SPG Solar完成亚利桑那州50MW跟
踪器项目

跟踪器制造商SPG Solar已完成为
亚利桑那州50MW系统的项目安装。

该公司表示，单轴SunSeeker跟踪
器将用于一座位于Gila Bend城市的项
目，其将成为亚利桑那州最大的项目
之一。

预计，该项目将于2014年夏季前
投产。

亚洲地区

通用电气投资印度最大太阳能发电 
项目

工业巨头通用电气(GE)旗下金融部
门在印度太阳能行业完成了首次投资，
在该国最大的光伏项目中占有了股份。

GE Financial Services将为位于
Neemuch城市，规模为151MW的项
目投入两千四百万美元，该项目由印
度太阳能开发商Weslpun Renewable 
Energy在中央邦建设。

Welspus发言人Amrita Pai在接受
PV-Tech采访时表示：“(通用电气)特别
热衷于此Neemuch项目，因为它是世
界最大的电站之一，达151MW。当 
(通用电气)接近(Welspun)时——该项
目并未运营。(通用电气)希望得到的 
‘船票’在较小规模的项目中是不可能
实现的。”

包括本次投资，通用电气还表
示，其目前已经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项
目投资了一百亿美元。

中东及非洲地区

约旦获得20MW太阳能发电站

加州替代能源供应商Evolut ion 
Solar、开发商AMP Solar Global与能源
顾问公司RAI Energy International将在
约旦开发一座20MW太阳能发电项目。

该公司已获得购电协议(PPA)以及
来自约旦政府的一份保证，由这一规模
为20MW的太阳能发电站向该国的国
家电力公司出售电力。预计该20MW
项目将于2015年中旬投入运营，其产
生的电力足以供应1.2万户家庭，其中
包括供应该国由于叙利亚内战难民而
造成的电力需求提高的部分。

中盛光电投产以色列光伏电站

中盛光电旗下德国设计、采购和
施工(EPC)子公司ET Solutions，在以色
列Mishmar Hanegev为EDF Energies 
Nouvelles建设的一座规模为7.8MWp
的太阳能发电站已竣工并投产。

该电站坐落于特拉维夫市以南约
一百公里处，年发电量将约为1380万
千瓦时。

以色列合作伙伴G-Sy s t ems和
Elmor与中盛光电合作，中盛光电负责
其电气设计和电站布局、质量控制、建
设监管和投产服务。

特变电工为英利广宗县15MW发电
项目供应逆变器

特变电工新能源公司旗下的特变电
工西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为英利能源有
限公司广宗县15MW光伏发电项目供应
了15MW一体机及210台汇流箱。

据介绍，此次提供的一体机与传
统逆变器相比，具有减少现场地基施
工量，降低施工、安装、接线难度，便
于安装调试等优点。独特的防风沙、防
震、防水、防寒、隔热设计，使一体机
可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稳定运行。安装调
试更加方便、快捷，真正实现了电站建
设的工厂化，模块化，有效缩短了现场
施工建设工期。

项目聚焦



与火共舞

为何号称“具有兼容性”的光伏连
接器依旧险情环绕？

这一次，整个仓库完全被烧毁。
仓库屋顶的太阳能系统再次起火。在
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内，这已经是这
套占地450平方米的光伏发电系统烧
起的第三把火了。尽管消防人员曾迅
速地控制住了前两次的火灾，但这一
次他们却没能来得及。起火原因是某
个光伏连接器过热。火灾所造成的后
果：对公司来说这是一场灾难，还要
向安装商进行索赔。

小问题、大灾难

“每一场火都是多余的。” 
实验室项目经理施密

特博士表示。该研究所针对光伏系统
的火灾风险进行评估，在过去二十年
中，在德国已安装的130万套光伏系
统中已出现过350场火灾。其中120例
是由光伏系统所引起的。出现重大损
失的有75例，有10例的建筑物完全烧
毁。施密特博士还表示：“火灾往往是
由没有经验的安装队伍以计件方式安
装系统所造成的。如果太阳能连接器
是通过钢丝钳进行安装的，而不是专

业安装工具，或者使用了未经认证的
连接器，那么薄弱环节是从一开始就
存在于系统之中的。系统运营商不应
该为客户呈现这种虚假的经济效益。”

连接器对于仓库的烧毁也难辞
其咎。它们在使用过程中产生过热
状况，进而起火。但是，光伏安装商
的本意是好的。他选择了制造商声称
可与组件插入式接线盒“兼容”的连
接器。相比此前所使用的电缆产品，
所节省的成本加起来有几百欧元。这
为安装商带来了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中
赢得光伏供应商的喘息空间。回首往
事，他解释道：“插入式电缆的安装十
分完美，乍一看，在颜色及光洁度方
面根本没有任何差异。”而现在，他面
临着民事诉讼，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夺
去他赖以生存的事业。

多数情况下，兼容并非真的是兼容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如果所安
装的电缆系统不是来自同一家获得
认证的制造商的话， 和 的认
证是起不到质量保障的作用的。两家
检测机构均反对使用不同品牌的连接
器。在此次特大火灾的案件中，安装
商所依靠的是供应商做出的接口兼容
的保证。他现在意识到，这一声明更
多的是广告宣传，并没有任何真正的
案例可以对其进行证明。 莱茵的

先生表示：“目前光伏连
接器的‘兼容性’只能在同一制造商
或其使用相同材料的合作伙伴所生产
的统一系列产品中得到保障，并且供
应商与其合作伙伴之间还需就对产品
所进行的所有调整彼此通知。”

莱茵对光伏电缆的“交叉连
接”所进行的检验及其中期报告中包
含了一些发人深省的结果：连接器的

温度在交叉连接中均远远高于最高水
平。另一个极为有趣的事实是，交叉
连接器的电阻在安装初始非常低，但
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增加。而如果
是由同一系列产品中的连接器，电阻
则基本上保持不变。在混合系统中存
在的多种因素使得系统较难满足IP级
别的保护，其中包括连接器容差，因
为连接器通常会出现松动现象。而造
成的后果则是：线路损耗；温度大幅
提高，甚至引起火灾的风险；连接器
变形导致的环境变化和漏电，从而引
发触电风险。

巨大的法律影响

先生总结道：“许多
光伏系统中都使用了交叉连接，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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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烧毁的仓库

不同生产商产品混搭造成的连接器松动

不幸中的万幸，该火灾得到了及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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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将导致技术问题，还会带来法律上
的问题。在其所带了的各种问题之
中，在进行质保索赔的时候，来自不
同制造商的混搭的光伏连接器可能会
出现松动状况，这就意味着光伏系统
检查人员必须将这些交叉连接作为故
障进行上报。”

制造商将不会为这些混搭系统承
担任何责任。除了破损、变形，以及
带电部件可能得不到保护暴露在外，
最好的情况是降低了系统运营商的电
力产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还
有可能出现的状况时这些连接器出现
熔化和并引起火灾。

即使连接器看起来合适，还会存
在拉伸和扭转力、污染、材料间的相
互影响(外壳、密封件，连接器引金属
针[未知公差]等)不符合标准的可能性，
这些在检查过程中会被标记出来。

被伪造者盯上的市场领军企业

瑞士公司 是光伏连接
器领域内的开拓者之一。旗下光伏连
接器已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数百万次的
应用。该公司凭借其 和 光伏
连接器定义了“事实标准”。如同所有
的 产品一样，真正的技术
核心在于公司使用了 技术对公

针和母针之间进行气密连接。铜合金
接触带由无数个 叶片组成。可
通过一系列导电触点实现电接触。每
个 叶片形成一个独立、弹簧式
功率桥，并且所有的 叶片都并
行排放以减少过渡电阻，从而减少整
体电路中的功率损耗。

市场领军企业 的产品
不断被其他企业伪造并非新闻。

可明确区分剽窃行为，也称为
伪造或非法复制行为，与仿制品或授
权中复制之间的区分。伪造的产品企
图使客户相信他手中持有产品原型。
伪造者也会使用产品原本的名称或标
志。 需要对这些公司采
取严厉的打击行动。每年为伪造者颁
发“廉价仿品并非‘随机’产生”的
最佳山寨奖的 也对

提供了支持。伪造者是主
动进行剽窃行为的。他们的肆意行为
背后的动因只有一个：金钱。他们复
制已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成型产品，
从而减少自己的经营风险。”

各厂商针对与正品看起来极
为相似的仿制品却极少具有法律追
索权。他们往往自称是“兼容”产
品。然而，如果使用了这些第三方产
品， 将明确拒绝承担由此
带来的任何责任。 德国大

客户经理马库斯·米勒( )
指出：“如果考虑到连接器质量对于光
伏系统的安全性和收益率所具有的重
要性，我相信我们的立场是可以被理
解的。”

对 和 连接器的非法复制
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来自亚洲企
业。仅从外表很难将这些低质量的伪
造品与正品区分开来。但在技术领域
内，当涉及到质量问题时，伪造品往
往存在相当大的缺点。而其中最关键
的就是安全问题。排在第一位的问题
是缺乏抗紫外线能力和电阻率高的问
题。过高的电阻可能导致连接器过热
而引发火灾风险。即使系统并没有完
全被大火烧毁，这些连接器也会降低
整体效率。天气常常被作为借口来解
释不断减少的发电量，但在现实中，
罪魁祸首却通常是连接器。同时，如
果有不良的密封使得水渗入连接器内
部，这些水汽会由于毛细管效应流向
组件，并导致闪络现象，从而造成巨
额损失。当这些损失与安装过程中所
节省的成本相对比后，什么才是真正
的风险就变得极为明晰。

当客户极为依靠光伏系统时⋯⋯

当光伏系统是唯一的电力来源
时，这一问题则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光伏系统可帮助世界各地生活在农村
地区的人们改善生活质量。例如，太
阳能系统可实现更好的医疗救治，并
帮助人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行交
流。尽管太阳能系统的故障对于我们
所产生的主要是经济上的影响，在这
些国家地区内，它可能会导致更严重
的问题，引发危险状况。这就是为什
么目前的系统在可靠性方面必须是具
有示例性意义的原因，如果它们所具
有的附加值含义将进行更为广泛的应
用的话。优质的连接器可为光伏行业
即使在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也获得成
功作出重要贡献。

为安全起见， 建议客
户不要使用伪造产品。已经在没有意
识到的情况下从第三方企业处购得非
法伪造的 和 连接器的客户有
权申请免费更换连接器。该费用应由
安装商或对这一欺骗行为负有责任的
零售商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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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产商生产的连接器产品混搭时所造成的温度上升

使用了Multilam叶片的Multi-Contact连接器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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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块化光伏电站设计系列专题的第二部分中，笔者
对中央逆变器的重要性进行了调查分析。他总结道，逆变
器技术和生产流程的进步正在推动电力成本的降低，使公
用事业规模光伏电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市场。

中央逆变器通常被描述为模块化光伏电站的核心，这
一观点在上一期的系列报道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模块化
电站对平准化电力成本(LCOE)的促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
央逆变器成本、可靠性、可维护性和整体操作性能等的影
响。如果在逆变器上没有创新，并解决这些问题，模块化
方法的成就也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因此，毫不意外地，中央光伏逆变器供应商越来越多
地采用了模块化设计逆变器来减少零部件和组装成本。模
块化结构和标准化也使供应商得以满足本地生产要求、电
网规定和气候条件等——以能够利用自己全球性的业务向
项目开发商实现严格的交付期、安装和资质。

为了实现全球性业务覆盖，主流逆变器公司——如
SMA、艾默生，AEI和ABB公司等，已经将模块化方法发展
成为不仅仅是一个多系统成本削减战略，还具有技术和地
域灵活性，以为公司赢得业务，同时可在当地市场上实现
较为经济地设备维护。

市场动态

由于太阳能组件成本下降，光伏电站的规模也在逐渐
增加，组串式逆变器的大小也必须随之发展，因此诞生了
中央逆变器产品。早期的设计是基于由风电产业的经验而
得来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设计都更加具体至光伏行业不
断变化的需求上。

近两年来，产业内的长期产能过剩已大幅增加了中央
逆变器供应商的降价压力，因为逆变器成本已占到了光伏
电站系统平衡(BOS)成本中的一大部分。然而，随着 2013
年下半年组件价格由于市场从产能过剩中恢复过来，且出
现了强大的终端需求，逆变器的公司降低LCOE的需求实际
上变得更为紧迫。

据市场分析公司IHS发布的一份报告，公用电力规模的
项目安装量占比预期可从2012年的29％增加至2013年的
33％以上。随着美国、中国和日本等市场上持续出现大规
模项目，而欧洲市场的住宅系统业务持续下滑，公用电力
项目在全球光伏市场中的占比预计将出现进一步增长。

这对于中央逆变器供应商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然
而，IHS却认为，全球价格预计在2013年下降16％至每瓦
0.12美元。根据IHS称，在成本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如中国
和印度等，中央逆变器的价格已经低至0.06美元每瓦。

定价据称也受到此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在新兴市场
上，光伏项目通过招投标方式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固定的
上网电价补贴的形式。

IHS公司光伏市场高级分析师科马克·吉利根(Cormac 
Gilligan)在报告中说：“招投标机制更看中的是前期的逆
变器价格，而为赢得大型光伏项目，企业纷纷降低这一价
格，特别是在当今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更是如此。与在
亚洲和其他较小的新兴市场上重要逆变器价格极低的状况
相同，随着补贴下调、竞争加剧，欧洲市场上公用电力规
模项目的价格下降速度远快于预期。即使是那些能够吸引
相对较高价格的市场，如美国市场等，也预计随着新供应
商的出现——主要来自欧洲——将出现激烈的价格压力。”

尽管太阳能组件的价格自2010年起已下跌了约70％，
逆变器的价格却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下降。

中央逆变器的挑战

不像太阳能组件能够在光伏电站通常的二十年使用寿
命内规范运转，逆变器的使用寿命较短，这就意味着在二
十年的使用寿命内，其主要部件需要更换两到三次，从而
严重影响了LCOE指标。

由于电气元件固有的特性，以及在高压操作环境下开
关动作产生的热量和电流传导问题，逆变器具有一系列的磨
损机制。SunEdison的Anastasios Golnas和Steve Voss对光
伏电站系统可靠性研究发现，“服务上出现的问题”大多数
由逆变器所引起(50％以上)，且主要是逆变器零部件故障。

毫不意外地，逆变器设计人员和工程师们在最近几年
刻苦研究，试图减少零部件故障并降低磨损。这些行动是
否获得了成功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产品的可靠性和
保修问题等数据很少被公开。制造商一直在不断增加保证
持续时间，在某些情况下可达二十年上，这表明产业内的
技术在不断进步。但是，这一观点在行业内也是有争议的。

即插即用光伏：模块化中央逆变器如何将太阳
能产业引领至全新领域 
 

马克·奥斯本(Mark Osborne)，PV-Tech 

图一：模块化集中式逆变器已成为大型光伏电站全球部署应用
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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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业务模式

在讨论中央逆变器时，有两个“模块化”定义起到了
重要作用：设计和制造。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混淆，单片
中央逆变器的设计只有一个动力总成，而“模块化”逆变
器的设计可容纳两个。

当我们讨论“模块化”时是从动力总成的角度来看
的，零部件通过并联连接(交流侧)，同时模块化的概念包含
所有的设计、建造和将零部件组装成完整模块化单元的其
他相关因素。

“模块化”以其在低光照条件下提高效率的能力而著
称。这种逆变器可以通过在低光照/低功率条件下减少进一
步动力总成的操作需要来管理光伏阵列，减少停产需求。
有两个动力总成意味着当一个动力总成出现问题时，系统
仍可继续运行。 

与其他逆变器相关问题相同，两个动力总成系统的设
计中存在着相互妥协，这直接关系到几乎增加了一倍的零
部件和额外的控制系统(成本)复杂性，而两者都是获得更高
潜在可靠性的关键问题。

驱动力

但是，中央逆变器越来越多地采用模块化概念来进行
设计和建造，因为其所具有的优点在制造商眼中是极具吸
引力的。

“我觉得模块化和产品的可重复性在减少大型光伏电
站成本方面是一个重要问题。”ABB太阳能逆变器市场管理
总监Jyrki Leppanen表示，“太阳能组件成本在过去两年内
出现了大幅下调，因此，这意味着系统平衡成本具有比几
年前更加重要的作用。这就给某些零部件带来相当大的压
力， 第二特别是在逆变器领域内。”

因此中央逆变器正依照集成式可复制设计进行制造，
其中包括两个相同的按照自下而上模式设计的动力总成。
采用模块化设计规则意味着(每个模块)的处置和紧凑性被认
为是与大规模生产同等的制造原则。只要在整个流程中使
用的是优质产品，模块化概念本质上应该可以提高制造质
量和可靠性，并同时显著降低装配成本。

“模块化(制造)也意味着可维护性，在我们的理解中，
我们应该在模块化逆变站的设计中拥有一个模块化的逆变
器设计，同时逆变器的模块化设计始于功率变流器模块，
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变频器业务及风力发电机逆变器业务中
所使用的。”ABB公司的Leppanen补充道。

因此，大型逆变器制造商正在利用模块化设计和涉足
两个市场的规模制造技术来以提高可靠性并降低成本。

然而，这样的做法并非仅限于逆变器制造商之中。先
进能源(AE)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电力电子公司，该公司
最初在2008年10月进入中央逆变器市场。公司的无变压
器“Solaron”产品很快就适应了美国市场，并在2010年年
底获得IHS公司确认的24%的市场份额。
AE为Solaron产品提供的高效率标准(CEC的97.5%标

准)和保修使得该产品在市场上脱颖而出，但该公司最近完
成了一系列重大生产和组织结构调整，意味着其最新一代
的公用事电力规模逆变器，1MW级“AE 1000NX”，实际
上是在中国完成组装并在美国进行测试。对零部件进行重
新设计和组装成本是制造转型的主要动因，该公司表示已
为最近推出的1MW额定逆变器产品建立起良好的累计订
单。

改变逆变器需求
但公用电力规模的光伏电站市场发展速度极快。早

期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实施的上网电价补贴使得欧
洲主导着公用电力规模光伏市场。近年来，First Solar和
SunPower等主流模块化项目开发商显著地降低了LCOE指

  

图二：SMA的灵活制造工艺使其能够进入南非等新兴市场
图三：艾默生中央逆变器：模块化设计使该公司实现全球业务
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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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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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ka (China) Ltd.

28, Jingdong Road, 

Suzhou Industrial Park, Jiangsu, China 

Phone: +86 512 62732888 

Mobile: +86 138 1752 3806

www.sika.com/solar www.sik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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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lemen-

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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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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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标，同时，美国大规模光伏市场也在迅速扩大。自2012
年起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上网电价补贴政策也迅猛地推高了
2013年该市场上地面安装光伏项目开发数量。

事实上，光伏市场的全球化也是逆变器供应商所收获
的市场需求之一。南非和智利等无补贴市场正将公用电力
规模光伏项目传播至世界各大洲。

“模块化方式对于集中式逆变器来说是获得全球经营
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艾默生(Emerson)旗下EMEA地区光
伏业务总监Marcello Vendemiati先生表示，“标准化的组件
和系统可实现当地组装和维护，而无需从其他地区派遣专
家，造成延误并增加成本。”

为了满足南非一系列公用电力规模的光伏项目，作为
南非能源部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生产商采购计划(REIPPPP)
的一部分，ABB公司正计划2014年在约翰内斯堡的现有工
厂内增加新光伏逆变器生产线。该生产线据称具有500MW
的年产量，并将生产ABB旗下的PVS800系列中央逆变器，
包括630KW、875kW和1000kW等规格。

SMA太阳能也如法炮制，在2013年宣布准备开始在南
非生产公用电力规模逆变器，并指出该生产将启用公司的
灵活生产方式。

据GTM市场调研公司表示，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
中的61%始终被欧洲企业所占据，其中SMA、Power-
One、KACO新能源和Fronius等尤为突出。但这些现存领军
企业不仅需要不断进行创新来相互竞争，同时随着欧洲以
外市场的不断涌现并茁壮成长，他们也将需要进行业务多
样化，否则将面临来自美国和亚洲的新兴制造商的激烈竞
争。

因此，逆变器供应商必须建立全球业务足迹来对公用
电力市场进行支持。然而，模块化中央逆变器领域内持续
的技术创新还是满足其他不断变化的动态的要求。

“光伏逆变器技术发展为提高太阳能发电的商业可行
性提供了保障”，GTM市场调研公司分析师MJ Shiao在近期
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在大型系统中，电网支持的一些
功能，如故障穿越和无功电压支持等，增加将光伏集成至
电网对公共电力和电网运营商的吸引力。”

逆变器中的监测和控制功能也因此成为旨在提高能源
收获，并同时为公共电力公司提供更高的电网稳定性、大
幅降低公用电力规模光伏发电的间歇性问题的重要因素。

因此，项目开发商和逆变器供应商之间的大规模合作
也在预期之中。在我们采访的采用了模块化电站设计和施
工方法的领先项目开发商中，与逆变器公司联手已经是必
不可少的发展策略了。

德国光伏系统开发商Belectric已经与通用电气(GE)
建立了长期业务关系。两家公司联手为公用电力市场开
发了新解决方案，还包括GE旗下1500 VDC ProSolar中
央逆变器技术的供应。BELECTRIC和First Solar公司过去
都十分依赖于GE的PADCON平台和其位于德国的子公司
PADCON。PADCON在2012年引进的1500V技术结合了动
态无功功率控制，被看作是中央逆变器领域内的一个关键
技术发展。

SunPower和韩华Q CELLS曾十分依赖于SMA旗下的中
央逆变器。众所周知，SMA太阳能十分看重对于研发领域
的投资。

随着市场需求上涨、全球化进程加速和降低逆变器成
本的压力不断增加，同时，继续支持LCOE下调，光伏逆变
器企业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变化很快的情景之中。不断发
展的技术要求和持续创新以实现更高的能源产量和更佳的
电网稳定性，以及把重点放在整个新交换技术具有更高的
可靠性上，都意味着逆变器行业在未来一年内仍将是产业
内的关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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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工程师(铸锭炉技术)

公司名称：REC Solar Pte Ltd 工作地点：新加坡

职位描述：
 ·  领导公司在新加坡生产研发基地内铸锭炉工艺流
程的开发

 ·  与客户、供应商、供应链环节和运营环节各部门
相互协调、配合

 ·  开发新晶硅产品生产流程、维护升级现有流程，
以提高晶硅产品质量

 ·  计划、协调并执行铸锭炉工艺流程及实验相关的
工艺改善

 ·  跟进与材料供应商共同开展的工艺改善项目
 ·  协助硅片业务领域内的技术分析、解决问题、改
善工艺项目

应聘条件：
 ·  具有冶金、材料科学、物理或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工作经验丰富者可放宽至硕士学位)

 ·  擅长硅晶生长或其他高温铸造工艺及相关设备的
使用

 ·  具有优秀的数据分析能力
 ·  英文流利，可适应国际化工作环境
 ·  三至五年相关领域的学术或产业研发从业经验
 ·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可与不同专业人士协同合作
 ·  有能力出席各类产业会议、活动

查看详情并在线申请：http://www.jobsinpv.com/index.php?post_id=1181&cat=98

高级Si/III-V光伏电池领域博士后   

工作地点：法国帕莱索

查看详情并在线申请：http://www.jobsinpv.com/ad,1182,98,POST-DOC-IN-ADVANCED-SIIII-V-PHOTOVOLTAIC-CELLS-

MF---Fixed-term-18-Month

其他职位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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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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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项目建造师
(法国巴黎)

职位描述：                                                                                                        
 ·  积极主动参与半导体材料和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
制造工艺的研发活动

 ·  提出并研究III-V硅基材料在光伏电池技术中的创新
技术分支

 ·  参与IPVF合作伙伴的研发项目
 ·  通过参与项目、新设备安装等为IPVF的发展做出
贡献

 ·  定期向管理层汇报研发活动进展

应聘条件：
 ·  III-V太阳能电池技术与制造相关领域博士学位，熟
悉硅基光伏技术者优先考虑

 ·  英文、法文流利
 ·  相关领域学术或产业研发经验(不含博士研究期间)
 ·  在材料生长、PECVD/MOVPE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  思想开放、具有研发精神与创造性，可独立进行
研究，同时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

国家太阳能中心首席顾问 (英国)

新一代硅基太阳能电池模型方向博士后(鲁汶)

光伏电池/组件可靠性方向博士后(鲁汶)

公司名称：道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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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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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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日 非洲太阳能研讨会(Doing Solar Business East & West Africa) 德国慕尼黑 africa.dsb.solarenergyevents.com 研讨会

6月08-13日 IEEE光伏专家会议 (PVSC) 美国科罗拉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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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日 非洲太阳能会议(Doing Solar Business East & West Africa) 加纳阿克拉 westafric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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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阿姆斯特丹 www.photovoltaic-conference.com 会议 & 展览

9月29日 太阳能融资创新会(Next Generation Solar PV Finance) 美国纽约 financeus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10月14日 英国太阳能发电颁奖 (Solar Power Portal Awards) 英国伯明翰 sppawards.solarenergyevents.com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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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日 澳大利亚国际能源展览 (All-Energy Australia) 澳洲墨尔本 www.all-energy.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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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 PV SYSTEM EXPO 日本东京 www.pvs-expo.jp 会议 & 展览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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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 SOLARCON China 中国上海 www.solarconchina.org 会议 & 展览

2015年4月 Intersolar China 中国北京 www.intersolarchina.com 会议 & 展览

2015年4月 第七届中国光伏四新展 (CIPV EXPO) 中国北京 www.cipvex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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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
展会媒体合作洽谈，请联系Cathy Li：cli@pv-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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