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作和维护系统运筹帷幄
聪明的策略是王牌。详见第20，34和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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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该国上网电价的剧变将推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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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和智能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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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家庭之供电方式。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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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杂志主编Jonathan Gifford和ABB电源转换部全球总监Otto Preiss（右）在阿布达比第８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Solar Impulse Si2飞机启动仪式上。

日趋成熟的市场及操作和维护系统的崛起

上月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发表了2014年清洁能源投资

分析中显示，光伏已经成熟起来。去年全球太阳能投资达到

近1500亿美金，是清洁能源总数最大的一部分。BNEF还指出，

一些大型太阳能的投资，如日本的11亿美金250兆瓦的巨型濑

户内光伏电站，是其卓越的贡献者。这也将是分布式太阳能

真正闪耀的一年。

继命名为“巨型”太阳能的分组大笔投资，大规模太阳

能热能，大型风力装置，分布式太阳能成为了投资的第二大

类。735亿美金投资于小于1兆瓦的太阳能电池阵列，主要是

屋顶装置，比上一年增长了34%。有些人认为，尽管目前公用

事业规模的太阳能还有待关注（见第86页），但还是表明了

太阳能的强劲增长，它的竞争优势在于：分布式安装接近消

费者。

这给快速增长的操作和维护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光

伏杂志在本月将全面审视这一话题。当太阳能设施成为分布

式的，微调操作和维护规定，从显示监控（见第68页），维修（

见第20页）和更换部件的供应（见第72和78页）成为一个重要

的财务运作和后勤挑战。

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清洁是操作和维护的一个关键部分，

但其在不同市场的重要性却参差不齐。在德国（见第34页），

频繁的雨雪天气意味着灰尘积聚不是主要因素，而在智利和

中东北非市场是至关重要的。光伏杂志跟踪清洁解决方案的

开发数年，现在看来，服务是非常重要的，SunPower或Solar-

Maid（见封面）生产的机器人可以来完成服务。这也是我们日

趋成熟的产业必须微调的。

有迹象显示，中东和北非地区可能对光伏有极大的需求，

约旦投标项目已经获得实际订单和实施项目，埃及更显有前

途。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心脏地带的迪拜，也很看好，最近

DEWA拍卖一个200兆瓦的发电厂，捕获了全球清洁技术的头

条新闻。

获奖投标人ACWA的25年内0.06美分/千瓦时的投标价

格是目前争论的话题，但它揭开了该地区太阳能现在比燃气

发电便宜的帷幕。上月阿联酋是太阳能的中心话题，因为第８

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在阿布扎比（见第44页）举行。光伏杂

志团队和Solar Impulse公司的准备破世界纪录的太阳能动力

飞机都出席了（见第46页）。该Si2飞机将在下月开启其环游世

界的旅程。

Solar Impulse项目和团队代表了技术创新和逆境中实施

的毅力，它承载着希望，为今年晚些时候在巴黎举行的世界

领导气候谈判提供了的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最重要的是，太阳

能将在羽翼的呵护下展翅翱翔。

Jonathan Gifford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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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 Behrschmidt 
Installer from Bayreuth, Germany  smartpeople.trinasolar.com  smartpeople.trinasolar.com  smartpeople.trinasolar.com  smartpeople.trinasolar.com 

“ SMART IS
building a performance

optimiser right into the module.
„

Shadows, fallen leaves and your solar system’s perfor-
mance drops massively, right? Not anymore. Now there’s 

Trinasmart, the Honey Mono module with built in perfor-
mance optimizer. It works with every common inverter and 
obtains the maximum performance from each and every 
module, even when in the shade. No extra work to fi t, just 
‘plug and play’. It comes with Trina Solar’s full manufac-
turer’s warranty as you’d expect. Free online monitoring 
makes servicing these systems extremely simple. If there’s 
a fault, you know about it immediately, it’s automat-
ically disconnected from voltage; any electric arcs 

are detected and the risk of fi re radically reduced. 

TRINASMART.
A smart solution 

for smar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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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监控操作和维护
最先进的监控软件为欧洲传统光伏

电站注入新活力。

22 日本概观
日本太阳能市场在其上网电价改动

后如何发展？

目录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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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德国操作和维护：Pervorm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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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保证欧洲研发的未来？

38  意大利：凭借着世界领先的光伏渗

透率，意大利的太阳能行业将迈向

何方？Prothea的Tommaso Angela

解述。

42  专访：IHS的Lauren Cook展望

年英国太阳能市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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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Smart
Grid project,

Maldive

Our customer’s dream was
to create a luxury tourist resort
powered by renewable energy

with a Low environmental impact

Nidec delivered.

Nidec ASI developed and supplied the
Power Management System (PMS)

Which balance the grid loads to ensure steady
energy supplies

as well as the Power Conversion System (PCS)
for the energy storage system

Nidec ASI Power Management System

his holiday adventure in a remote island location

Nidec ASI, turning dreams into results.
Nidec ASI

58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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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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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2023年光伏达到3GW
由于可再生能源市场份额的日益

增加，土耳其在2014年终于摆脱了其

8.5亿美元的能源进口支出。此后土耳

其大胆地宣布从现在到2023年向能源

基础设施投资1,200亿美元的计划，其中

光伏杂志新闻综述
过去四周最重要的太阳能故事和醒目的头条新闻

可再生能源占到总额的30%。土耳其总

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1月下旬召

开的能源市场峰会上披露，对于太阳能

光伏发电而言，这相当于到那时的安装

容量达到3吉瓦。持怀疑态度者们认为，

太阳能光伏发电3吉瓦只能代表那时土

耳其整体发电量的1.66％，这对于一个

拥有充足太阳能资源的国家而言是个很

低的数字。

意大利停止太阳能补贴
在2014年一年中，太阳能光伏供电

在满足意大利能源需求中所占的比例从

2013年的6.6%增长至7.53％，达到全球

最高的普及率。去年该国又增加了813兆

瓦的产能，促使政府宣布将从本月后期

公布的最新一轮可再生能源支持计划中

删除太阳能补贴。工业副部长Claudio 

De Vincenti表示，“对未来三年内可再

生能源的激励措施法令将在二月底制定

完成，但光伏行业不在其中。”意大利光

伏补贴总额在2013年为67亿欧元（相当

于75亿美元）。

智利光伏产业快速发展
不断壮大的智利太阳能行业在2015

年伊始非常忙碌，最初几周之内就有两

家大规模的光伏电站联机上线。美国太

阳能巨头SunPower公司与母公司Total

及智利能源部官员合作，于1月底推出阿

塔卡马沙漠的70兆瓦光伏萨尔瓦多项

目。在此的几个星期之前，意大利国家电

力公司将一个55兆瓦的Lalackama光伏 

电站并网，这意味着该国又增加了125

兆瓦的大型光伏供电。智利在2014年底

时拥有265兆瓦太阳能发电量，目前已

有1.8吉瓦在建容量计划于今年年底之

前并网。

澳洲预计出现光伏增长
市场分析公司SunWiz的一份近期

报告表明，澳大利亚的太阳能光伏产业

实际上可能在2015年出现增长，尽管目

前政策的不确定性多少可能会导致大

型光伏项目投资的停止。据研究人员表

示，由于不断增加的普通住宅系统规模

和不断扩大的商用屋顶市场，太阳能安

装量可能凭借100kWp的系统超过去年

的825兆瓦。此外，在现有待建光伏电

站的建成也有可能为2015年创下记录，

但分析师警告，对于除此之外的大型光

伏项目的预测并不乐观。

SunEdison公司的85.2兆瓦英国
工程

SunEdison公司并不满足于其在

英国拥有的250兆瓦上网太阳能光伏发

电设施，于上个月又为五个大规模英国

太阳能电站的开发项目进行融资，合计

总容量达到85.2兆瓦。项目融资资金来

源于德国巴伐利亚银行和西班牙桑坦

德银行，将由SunEdison公司的yieldco

子公司TerraForm Power进行项目开

发的监督，预计于2015年第一季度完工，

以符合英国可再生能源义务证书（ROC）

的要求。来自IHS 1月份下旬的中国组件

销售数据显示，最领先的中国光伏组件

供应商的产品已经售罄至2015年第二季

度。数据显示中国一流供应商的全球市

场份额已从2014年1月份的34％上升至

2014年第四季度的45％，目前占到全球

组件产能的35%。在去年年底的需求激

增之后，大多数中国领先的组件供应商

库存降低，第一季度（也就是中国农历

新年时间）售罄，其部分原因是有些项

目被延期至2015年第一季度之后，导致

中国国内市场需求大增。

其他新闻...
加拿大的JCM Capital和非洲开发

银行批准了喀麦隆72兆瓦光伏电站开发

项目的融资；中国太阳能背板供应商苏

州中来公司收购了意大利竞争对手Film-

cutter，使苏州中来公司能够提供非氟

聚合物PET太阳能背板；美国CIGS制造

商Siva Power赢得了SunShot大奖，因

此可以继续开发其技术；Grupotech表

示将于本年度第一季度在英国安装186

兆瓦光伏，而根据GTM Research的数

据，“电网边缘”公司的投资额在2014

年攀升至13亿美元。

有关太阳能光伏领域的最新新闻、分析及观点

请访问   www.pv-magazine.com

照片：Conergy

照片：Jonathan Gifford/Solarpraxis AG

照片：Eco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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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怨气不断的冬天
在仅仅一周的时间里，韩华Q Cells关闭了在德国的生产设施，SMA宣布裁员1600名，这一
大陆的研发部门被警告“醒醒吧！”

对于一个以童话故事而闻名的国

家，今年一月是德国太阳能光伏产业非

常低迷的一个月份。正如格言所说，“个

头越大，摔得越重”，德国太阳能行业

最近发生的事件若说不是完全出乎意料，

其速度也是惊人，而且很可能预示着光

伏发电产业的平衡将出现地震性的、不

可逆转的倾斜。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1月21日倒下，

即韩华Q Cells将从3月1日起停止其德国

工厂的生产，将工厂搬迁至马来西亚，其

中包括230兆瓦的电池和130兆瓦的组件

产能。

据该公司称，此举是保持成本竞争

力的必要之举，但韩华 Q Cells确实强调

指出将保留其在德国的研发业务及组件

销售和电站解决方案业务。将生产转移

到国外的决策将威胁到约550个在德国

的工作岗位，但该公司表示将在国内保

留350个工作岗位。

根据IHS分析师Stefan de Haan所

言，韩华Q Cells的退出反映了欧洲光伏

市场需求的疲软，尽管装机容量增长率

不断提高。该分析师告诉光伏杂志，“在

可预见的未来，无法实现我们在2011年

和2012年在德国和欧洲看到的新产能。”

de Haan补充说，由于韩华Q Cells

在德国的生产运营规模相对较小，没有

产生规模经济，这意味着对于一个与中

国对手直接竞争的组件公司而言，转向

成本更低的地理位置是完全明智的。这

对于德国或欧洲而言可能 并非好消息，

但从长远来看，将是一个使公司更具成

本竞争力的决策。

研发......但能持续多久？
在研发领域，de Haan认为若韩

华的德国研究人员能够证明自己的价

值，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其未来不能得

到保障。“在德国的研发人员需要比韩

华其他分支机构的人员取得更快的进步，

并在技术发展和竞争方面取得成功，”

他说，“如果他们成功了，韩华一定会坚

持它在德国的研发工作，我认为该公司

将在两三年后重新审视这一点。”

在de Haan对韩华Q Cells的欧洲

研发活动进行假设的同时，欧洲一些主

要研发机构和实验室的研究领导人员

正在法国召开一个研讨会，讨论太阳能

光伏研发未来在这块大陆上所充当的

角色。

来自17个太阳能研发中心的代表

们聚集在Chambery国家太阳能研究所

（INES）里讨论Sophia RI计划，该计划运

行了四年，以谋求为欧洲太阳能研发工

作带来更大的协作、合作和透明度。

该计划成功的全部细节还在不断

出现，但Meyer Burger 的 Sylvere Leu

概括了其基本内容。Sylvere Leu呼吁欧

洲的太阳能研究机构“清醒起来”，以

面对目前市场压力的现实。有关本次研

讨会的更多详情请参阅第32页。

SMA裁员三分之一
短短几天后，德国逆变器供应商

SMA宣布将在6月底裁减1,600个岗位，

以试图减缓成本压力及面对主要亚洲

供应商的全球性竞争。所裁减的职位大

多数是在德国，约有1,300个。SMA首席

执行官Pierre-Pascal Urbon指出，“为了

在这种环境下恢复盈利，我们要对SMA

的结构做出调整，以匹配较低的销售水

平。这是在销售减少的情况下取得收支

平衡的唯一途径。很不幸，在此背景下，

全球裁员是不可避免的。”

SMA预计将在2015年进一步裁员，

并试图争取更大份额的非欧洲市场，据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所言，将“积极开发”

非欧洲市场。

IHS的逆变器分析师Cormac Gilligan

告诉光伏杂志，尽管SMA遇到了麻烦，但

预测全球逆变器行业2015年将增长1％（

达64亿美元）。Gilligan说到，“由于中国、

日本和美国逆变器需求的增长，2015年

全球逆变器出货量预计将增长12％，达

到46.5吉瓦。”

“到目前为止，”该分析师补充

道，“SMA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很有限，

主要是由于国内供应商对这一市场的主

导地位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尽管SMA

收购了爱索新能源公司（Zeversolar），

但该公司一直未能在中国市场获得可观

的份额。”

德国的状况也不容乐观。2012年逆

变器收入达到16亿美元。而本年度IHS

预测收入将徘徊在3亿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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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令人鼓舞的2013年后，太

阳能行业的专家们极有信心地认为2014

年印度的太阳能整体产能可新增2吉瓦。

但现实情况却没有这么乐观。Mercom 

Capital Group的研究表明，由于印度的

太阳能光伏产业去年经历了艰难的选举

过程和反倾销问题，其太阳能光伏已装

机容量约为800兆瓦。然而，到2015年目

前为止，印度太阳能市场仍表现出显著

的增长趋势。几乎每一天都会从这一次

大陆传来又一宗交易、又一项承诺和又

一个令人鼓舞的光伏产业发展的消息。

去年底，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将该国2022年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总量目

标增加至100 GW，随着印度再一次开放

该产业这一说法的蔓延，此举引发了大

批数吉瓦项目的交易公告，很多来自外

国投资者。

美国太阳能企业SunEdison公司本

年度以来一直特别活跃，其签约的两项

谅解备忘录（MOU）有推动印度太阳能

行业进入市场领先地位的潜力。第一项

2015年印度太阳能：突破性的一年？

为计划在古吉拉特省建造一座40亿美

元、7.5吉瓦的太阳能晶圆厂，之后又迅

速签订了在卡纳塔克邦投资5吉瓦太阳

能和风能项目的谅解备忘录，这本身也

印证了其在2014年秋季做出的在拉贾

斯坦邦开发5吉瓦太阳能的承诺。

然而，Mercom Capital的首席执

行官兼共同创始人Raj Prabhu对于这

些公告有些怀疑。“在印度以吸引外国

公司投资为目标的国家投资秘密会议上，

这个40亿美元的古吉拉特公告受到质

疑，”Prabhu说，“看市场基本面，我禁

不住感到奇怪，这么大的制造工厂，它的

市场在哪里呢？”

Pr ab hu补充说，他经常联络的

一些制造商们提到了他们存在闲置产

能，这暗示着需求水平疲弱。Prabhu认

为，这些公告是作为一个更广泛的亲太

阳能公关战略的一部分在进行市场试

探。“SunEdison公司十月份发布的拉

贾斯坦邦项目公告同样如此，这些都只

是谅解备忘录，在我们为了解该公告的

严肃性而与拉贾斯坦邦政府进行的最

近一次接触中，他们告诉我们，目前还

没有（开发）的义务。

“所以我目前并不会过于认真对待

这些早期的公告。卡纳塔克邦每年都这

样，也许公告中只有5％能够得到具体

落实。”

尽管Prabhu持谨慎态度，这位分析

师仍然相信2015年将是印度太阳能行

业真正扩张的一年，预计增长将达到2

吉瓦左右，与2014年增长量相比翻了约

一番，也是近三年来第一次实实在在的

增长。“此后我们将看到新的太阳能政

策生效，本年度将会是有更多招标等活

动的关键时期。”

尼赫鲁国家太阳能计划（JNNSM）

于2010年推出，并一直在支撑着印度的

太阳能产业增长。其最新版本的标题不

怎么时尚地被命名为JNNSM第二期第二

批次第一部分，概述了将要增长的光伏

项目总量及实施的方式和地点。时间会

告诉我们它是否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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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北非地区占领头条新闻，但同时问题频现
在关于中东北非地区（MENA）将在2020年之前吸引500亿美元太阳能投资的一片报道中，
有关该地区太阳能光伏产业增长的整体速度，也出现了一系列相互冲突的说法、观点和意见。

阿联酋的屋顶太阳能产业
12月15日，阿联酋的执行委员会通

过一项议案，允许对屋顶光伏系统按照

净计量电价系统运营。迪拜王储Sheikh 

Hamdan bin Mohammed批准了该项

决议案。迪拜水电局（DEWA）将管理

该项方案的实施。中东太阳能行业协会

（MESIA）已对该决议案做出乐观反应。

中东太阳能行业协会（MESIA）总

裁Vahid Fotuhi在接受光伏杂志采访时

表示，“这是迪拜水电局（DEWA）在正

确方向上迈出的非常可喜的一步，一旦

DEWA推出实施条例，我们将会看到迪

拜各地的屋顶上出现太阳能板。”

屋顶光伏计划将在净计量电价基

础上推行，对于促进太阳能安装不提供

直接补贴。有效电价预计将为0.12美元/

千瓦时，尽管也有些媒体报道称，若一

个阵列产生的电力比电站所需的电力更

多，不允许靠电费去盈利。

“预计投资者将在约7-8年内[在该方

案下]取得收支平衡，”Fotuhi说到，“预

计随着时间的推移，EPC价格继续走低

和DEWA最终用户的电价上升，商业用

户将开始采用该计划。”商业用户是最

有可能实施该计划的群体，因为这是电

力需求和电力费用都最高的领域。

迪拜授予200兆瓦的合同
一月中旬，沙特能源和海水淡化厂

开发商ACWA Power和西班牙工程公司

TSK赢得了世界上最大的单期太阳能电

站招标，这是在迪拜开发1吉瓦谢赫•穆

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太阳能

园区计划的第二期200兆瓦的一份合同。

迪拜水电局（DEWA）借世界未来

能源峰会（WFES）在这个沙漠城市召开

之际宣布了这条消息。二期200兆瓦工

程定于2017年4月竣工；海湾商务网站

的报道称，获胜的竞标者将按照25年购

电协议条款收到0.0584美元/千瓦时的

平准化电力成本（LCOE）。太阳能园区

的第一期已经联网，希望到2030年这一

40公里的开发项目将达到1吉瓦的产能。

六美分的能源价格引人注目
由于受到0.0584美元/千瓦时的

平准化电力成本影响，迪拜DEWA的

第二期招标吸引了世界各地领先分析

师的注意力，主要是质疑6美分太阳

能成本是否能够切实地在其他地方复

制。Solar GC Alliance出版的《中东北

非地区太阳能简报》一月版中，一份报

告审查了沙特开发商ACWA Power和

西班牙工程公司TSK约定的价格背后的

原因，并说这可能是面板价格全球下跌

的一个指针。

文章中，美阿合资可再生能源咨询

公司Global Energy Analytics的执行合

伙人Aaron Morrow表示，中标者可能

已经成为DEWA推出的第二期200兆瓦

招标中潜在面板价格下跌的原因，因为

预计建设将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实施。

新德里能源研究院副研究员

Anand Upadhyay 告诉《中东和北非地

区太阳能简报》，沙特的能源和海水淡

化厂开发商甚至向迪拜水电局提出，若

能够向其授予开发整个迪拜的计划，即

到2030年产能达到1吉瓦，则它可提供

0.054美元/千瓦时的价格。

MESIA看好行情，IHS不太乐观
中东太阳能行业协会（MESIA）上月

发布了《中东和北非地区太阳能报告》，

指出未来六年，将在整个中东北非地区

试运行37吉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其中

太阳能为12至15吉瓦。根据MESIA的报道，

到2032年，沙特将占据领先地位，向投

资太阳能和核能产业投资1,090亿美元。

不过，在沙特阿拉伯推迟其可再生

能源项目后，分析公司IHS也按比例缩

减了对沙特光伏安装量的前景预测。分

析师透露，沙特将其16吉瓦的太阳能光

伏发电项目从2032年推迟到2040年，这

相当于到那时每年的新产能仅仅为640

兆瓦。因此，IHS将其五年展望从1.6吉瓦

减半到仅为800兆瓦。

照
片
：

Ph
oe

ni
x 

So
la

r

照
片
：

M
as

da
r O

ffi
ci

al
/F

lic
kr



新闻

10 光伏杂志  2015/2月刊

美国薄膜巨头First Solar的碲化镉

（CdTe）电池取得了破纪录的21.5%效率。

这一破纪录的电池是在该公司俄

亥俄州佩里斯堡的工厂和研发中心获

得的，并已被Newport Corporation的

技术和应用中心（TAC）光伏实验室独

立证实。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可再生能源

实验室（NREL）也在其最佳电池效率研

究参考图表中记录了这一成就。

对First Solar而言，这个最新纪录 

是其自2011年以来获得的CdTe效率的

国际能源机构（IEA）上周公布了一

份名为“在新兴地区部署光伏的创新业

务模式和融资机制”的报告，探讨在技

术新兴地区为太阳能光伏部署融资的最

佳实践。IEA将报告称为其“试图系统化

收集并分析一系列商业模式和融资机制

经验，以应对当前挑战的第一步”。

报告重点研究了六个案例，每个案

例都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为一些出

现难以克服前期高成本的地区，提供可

负担得起的光伏，展示了可供选择的融

资选项和机制的类型。这些案例分别为：

英国Azuri Technologies在非洲一些国

上周五，韩国韩华新能源宣布完成

收购德国韩华Q Cells。

2月4日召开的股东特别大会批准

了这一交易，上周五一切安排全部就绪，

包括向Hanwha Solar Holdings发行约

37亿普通股。

韩华新能源以全股本交易的方式

购入韩华Hanwha Q Cells 100%的流通

股本。公司更名为Hanwha Q Cells Co., 

First Solar将CdTe效率提高至21.5%的新纪录

IEA报告调查在新兴市场减少光伏成本降低障碍的方法

韩华新能源完成收购韩华QCells

第八次实质性提高，使该公司将自己的

CdTe技术路线图时间表提前，加快了商

品化的速度。

除了发展曲线和电池效率的提 

高外，First Solar也看好其组件的可靠 

性，表示其生产的光伏组件最近获得了

Atlas 25+的认证，通过了Atlas 25+ 压

力测试的所有参数，包括在热/干旱、亚

热带、温带和“全球复合”气候模拟情

况下的输出功率、绝缘电阻，和视觉损

伤等。

家推出的现收现付模式；丹麦Grund-

fosLifelink为亚非农村地区开发的水下

太阳能水泵；在欧美许多地区获得巨大

成功的众筹模式；美国Mosaic公司开发

的一种如同虚拟可再生能源银行、能提

供融资的业务模式；Gham Power开发

的混合光伏微网模式；及对SunEdison

和Chloride Exide模式的分析。

该报告的结论是：“成功商业模式

的产生并非一个简单的任务。在创立新

商业模式时，必须对该地区的具体监管、

经济、社会和文化形势有良好地理解和

应对”。

Ltd,，自2015年2月9日其正式在纳斯达

克股票交易所生效。公司的总部将设在

韩国首尔。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Seongwoo-

Nam表示，这两家公司的合并将创造大

量的协同效应，加强公司在全球光伏市

场的竞争地位。

一月，韩华Q Cells停止了在德国的

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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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Solar在最近阿布匝比的世界未来能源峰会
上的展台。

IEA报告显示，在新兴地区，从地面应用安装装
置至小规模的光伏系统，都有着潜在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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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上网电价概述
上网电价：在大西洋两岸，上网电价方案已发生了一些变化。

德国
德国的光伏电站运营商可以在常

规上网电价（见表1）或者市场溢价（见

表2）之间进行选择。

市场溢价每月计算一次，它涉及

更大的风险，同时也有更大回报的可能

性。容量介于10千瓦与1兆瓦之间的屋

顶或建筑物集成装置，只有其所发电量

的90%会获得上网电价。其余10％则由

电厂业主出售。所有其他装置所发的全

部电量都会获得上网电价。

匈牙利
匈牙利的上网电价在进入2015年

后有一个较小的回落（见表3）。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的上网电价（见表4）

每月下降了2％，且保证15年。如安装在

建筑物上容量低于5千瓦的装置在用户

表后并网，该系统可获得高5％的电价

付款。

瑞典
瑞典提供了直接的资金补贴，用

于安装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它涵盖了安

装成本的35％。该补贴提供给成本低

于37000瑞典克朗/千万功率（不含增值

税）的系统。对于太阳热电联合系统，

可获补贴的系统最高成本为90000瑞典

克朗/千万功率（不含增值税）。如果系

统的成本超过一百二十万瑞典克朗，则

只对低于此价值的系统部分进行补贴。

瑞典还设有绿色电力证书制度，并与挪

威共享联合证书市场。在2013年，一份

证书的平均价格为197瑞典克朗/兆瓦

时。目前，只有大约全部光伏发电量的

八分之一获得了绿色电力证书，因为只

有剩余的出口电力获得了证书。

美国
在科罗拉多州，Xcel能源公司的太

阳能奖励方案为客户提供了激励措施，

这些客户安装并网光伏系统和实施，系

统的容量高达其家庭年平均负荷的120

％，以换取这些系统产生的可再生能源

配额（REC）（见表5）。另外，Black Hills

能源公司为光伏系统提供了一种绩效激

励（PBI），系统的容量高达100千瓦，以

换取可再生能源配额（见表6）。绩效激

励每年奖励一次，为期10年。

表1：德国上网电价

屋顶/建筑物集成光伏 地面安装

容量 奖励 容量 奖励

 一月

< 10 千瓦 0.1256欧元/千瓦时

< 500 千瓦 0.0870欧元/千瓦时10 – 40 千瓦 0.1222欧元/千瓦时

40 – 500 千瓦 0.1092欧元/千瓦时

二月

< 10 千瓦 0.1253欧元/千瓦时

< 500 千瓦 0.0868欧元/千瓦时10 – 40 千瓦 0.1218欧元/千瓦时

40 – 500 千瓦 0.1090欧元/千瓦时

三月

< 10 千瓦 0.1250欧元/千瓦时

< 500 千瓦 0.0865欧元/千瓦时10 – 40 千瓦 0.1215欧元/千瓦时

40 – 500 千瓦 0.1087欧元/千瓦时

表2：德国太阳能市场溢价

屋顶/建筑物集成光伏 地面安装

容量 奖励 容量 奖励

 一月

< 10 千瓦 0.1295欧元/千瓦时

< 10 兆瓦 0.0909欧元/千瓦时
10 – 40 千瓦 0.1261欧元/千瓦时

40 千瓦 – 1 兆瓦 0.1132欧元/千瓦时

1 – 10 兆瓦 0.0909欧元/千瓦时

二月

< 10 千瓦 0.1292欧元/千瓦时

< 10 兆瓦 0.0907欧元/千瓦时
10 – 40 千瓦 0.1258欧元/千瓦时

40 kW – 1 兆瓦 0.1129欧元/千瓦时

1 – 10 兆瓦 0.0907欧元/千瓦时

三月

< 10 千瓦 0.1289欧元/千瓦时

< 10 兆瓦 0.0905欧元/千瓦时
10 – 40 千瓦 0.1255欧元/千瓦时

40 kW – 1 兆瓦 0.1126欧元/千瓦时

1 – 10 兆瓦 0.0905欧元/千瓦时

表3：匈牙利上网电价

容量 奖励

< 20 兆瓦 32.14匈牙利福林/千瓦时

20 – 50 兆瓦，高峰时间 28.72匈牙利福林/千瓦时

20 – 50 兆瓦，中峰时间 25.71匈牙利福林/千瓦时

20 – 50 兆瓦，非高峰时间 10.48匈牙利福林/千瓦时

> 50 兆瓦，高峰时间 22.33匈牙利福林/千瓦时

> 50 兆瓦，中峰时间 14.29匈牙利福林/千瓦时

> 50 兆瓦，非高峰时间 14.29匈牙利福林/千瓦时

时间段 冬季 夏季

高峰时间 上午6时至晚上10时 上午7时至晚上11时

中峰时间
下午10时至上午1:30以及
上午5时至上午6时

晚上11时到上午2:30以及
上午6时至上午7时

非高峰时间 上午1:30至上午5:30 上午2:30至上午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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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歇根州，系统容量介于1千

瓦与150千瓦的非住宅客户的上网电价

为0.199美元/千瓦。系统容量介于1千

瓦与20千瓦的住宅客户的上网电价为

0.240美元/千瓦时。第26期和第27期于

2015年1月31日关闭。对第28期的申请（

住宅）将于2015年2月1日开始，并将于

2015年2月28日关闭；对第30期的申请（

非住宅）将于2015年3月1日开始，并将于

2015年3月31日关闭。

《明尼苏达制造明尼苏达（MiM）

太阳能激励方案》于2015年接近尾声。

该方案为利用当地制造模块的太阳能

装置提供溢价支付（见表7）。Austin公

用事业公司还作为一次性支付，为所安

装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提供1美元/瓦的折

扣。该折扣可最高达10,000美元（即10

千瓦）。 

在内布拉斯加州，Lincoln电气系

统公司为容量小于25千万的系统提供

上网电量计量，并为容量为25千万至

100千万的系统提供了《可再生能源电

量电价方案》。该方案为可再生能源电

量支付的电价为夏季0.0995美元/千瓦

时，冬季0.0573美元/千瓦时。根据该方

案，每一结算期为计量、计费、输电和

配电收取40.25美元。更多的细节参见

该公司的网站。

新墨西哥州设有《可再生能源配额

（REC）方案》，且多家公司为太阳能发

电提供更高的电费。通过对电价进行比

较，最好付费的选项如表8所示。 

俄勒冈州已为太阳能容量激励电价

方案立法。根据这一方案，为系统15年的

发电量付费，电价在登记时确定。容量小

于100千瓦的系统可以参与该方案的上网

电量计量部分。支付给客户发电量的实

际电价是容量激励电价减去零售电价。

下一个登记窗口期为2015年5月1

日。表9列出了当前的容量激励率。容

量为100千瓦至500千瓦的系统参与资

金分配的竞标。当达到25兆瓦的上限

时，或到2015年3月31日时（以较早者为

准），将关闭该方案的这一部分。

◆  Paul Zubrinich

表4：斯洛文尼亚的上网电价

容量 奖励

< 50 千瓦 0.08873欧元/千瓦时

50 千瓦– 1 兆瓦 0.08113欧元/千瓦时

表5：科罗拉多州Xcel能源公司的上网电价

容量 奖励

0.5 – 25 千瓦
（客户自备设备）

0.03美元/千瓦时

0.5 – 25 千瓦
（第三方拥有设备）

0.01美元/千瓦时

25 – 500 千瓦 0.06美元/千瓦时

> 500 千瓦 竞标过程

表6：科罗拉多州Black Hills能源公司的上网电价
容量 奖励
0.5 – 30 千瓦 0.05美元/千瓦时

30 – 100 千瓦 0.075美元/千瓦时

表7：明尼苏达州的上网电价

商业性/盈利性设备
<40千瓦直流

非营利性/政府设备
<40千瓦直流 住宅<10千瓦直流

tenKsolar公司的模块 0.13美元/千瓦时 0.15美元/千瓦时 0.25美元/千瓦时

Silicon能源公司的模块 0.35美元/千瓦时 0.35美元/千瓦时 0.37美元/千瓦时

合格的tenKsolar模块：TKS-CXXXXXX 180瓦，TKS-EXXXXXX 180瓦，TKS-DXXXXXX 180瓦，TKS-
FXXXXXXX 190瓦，XT-A 410瓦

合格的Silicon模块系列 SiE 150、155、160、165、170、175、180、185、190、195、200、205

表8：新墨西哥州的上网电价

容量 奖励 Term

0.5 – 10 千瓦 0.08美元/千瓦时（Xcel能源公司） 12年

10 – 100 千瓦 0.05美元/千瓦时（Xcel能源公司） 10年

100 千瓦 – 1 兆瓦 0.02美元/千瓦时（PNM公司）
20年

1 – 8 兆瓦 募足（PNM公司）

表9：俄勒冈州的上网电价

电价分类 电力公司 < 10 千瓦 10 – 100 千瓦

1
太平洋电力公司以及太平洋天
然气与电力公司（PGE）

0.390美元/千瓦时 0.175美元/千瓦时

2
太平洋电力公司以及太平洋天
然气与电力公司（PGE）

0.252美元/千瓦时 0.160美元/千瓦时

3 太平洋电力 0.252美元/千瓦时 0.160美元/千瓦时

4 太平洋电力以及爱达荷电力 0.230美元/千瓦时 0.160美元/千瓦时

各国激励方案的详

细信息，请访问www.

pv-magazine.com/

services/feedin-tariffs

匈牙利的市政厅，装有天合光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

照
片
：
天
合
光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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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自发自用的法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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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法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德国

墨西哥

智利

巴西

以色列

英国

加利福尼亚州

日本

Creara市电平价矩阵图（2014年上半年）

Metallic zinc coating with 3.5% aluminium and 3% magnesium: 
the best solution for your solar structure!

• Outstanding corrosion resistance, even in soil
• Self-healing effect protects cut edges
• Easy formability and weldability - cold-formed profiles, tubes, hollow sections
• Most cost-effective alternative to aluminium, stainless and batch galvanisation
• Thickness from 0.45 to 6.0 mm
• 25-year warranty in solar applications (Magnelis® ZM310)

industry.arcelormittal.com/Magnelis

Magnelis®

Guaranteed protection
for steel solar structures

Visit us at:
Intersolar Europe - Munich, 10 to 12 June 2015, stand A3-338 - Hall A3

Intersolar North America - San Francisco, 14 to 16 July 2015, stand 9111, Moscone West Convention Center, Lev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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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产消者，大家好！

市电平价监督：太阳能光伏自发自用是对主要市场中住宅消费者具有吸引力的一

项替代方案。咨询公司Eclareon的助理项目经理Marfa Jesus BaezDavide Sabatino
解释说，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太阳能自发自用市场已经实现了市电平价。Eclareon
公司去年同Creara合并业务组成了Creara Energy Experts公司。 

Creara已经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市电

平价监督（GPM）系列。这一分析报告

专门聚焦于五大洲中12个国家的住宅业

（3千瓦光伏系统）。除在上一期中所分

析的10个国家以外，该最新发布的GPM

还另涵盖了两大亚洲新市场（日本和以

色列），这12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

巴西、智利、法国、德国、以色列、意大

利、日本、墨西哥、西班牙、英国及美国

的加利福尼亚州。

最新一期GPM分析了住宅业中光

伏技术与零售电价相比的成本竞争力，

并评估了每个国家有关自发自用的地方

性法规。评定市电同价接近性的方法包

括一些值得注意的简化假设。 

一方面，假设住宅用电消费者达

到了电力消耗与光伏发电的良好匹配，

实现了100%现场（即时）自发自用。应

该注意的是，就这种类型的（住宅）消

费者而言，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有通过

净计量电价或等效方案，或者利用存

储解决方案才能达到超过50%的自发

自用比率。

另一方面，读者应该牢记一点，通

过自发自用，“产消者”不仅能够节约电

力（加税收）可变成本，而且还能节约

生产能力成本或其他成本要素（例如阶

梯电价）。但GPM仅关注被光伏取代的

公用电力所节省下的可变成本。

研究发现，2014年的上半年，在被

分析的所有城市中以LCOE（平准化电力

成本）表示的住宅业光伏发电成本均有

所下降，从澳大利亚28%的年递减率到

法国的5%不等，这主要是由于安装成

本的递减趋势所致。

尽管光伏产业的经济形势总体上

均有所改善，但一些比如拉丁美洲国

家（智利和巴西）一直面临着电价下

降的问题。这一事实，再加上巴西相

对比较高的系统电价，对市电同价接

近性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相反地，大

多数欧洲国家已经实现了市电同价， 

在被分析的国家当中只有法国和英

国例外。

正如前几期GMP所解释的那样，

法规方面的支持对该市场的发展至关

重要。在某些国家，例如德国和巴西，政

策鼓励自发自用。相反地，法规不健全

会阻碍自发自用市场的发展，西班牙的

情况正是如此，该国最新政策建议的内

容包括对现场自发自用收费。

下列矩阵图显示了每个国家在市电

平价接近性和法规支持方面的定位。

在墨西哥、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德

国等已经通过适当的法规实现了市电同

价的国家，自发自用光伏系统代表着一

种可行的、具有成本效益且可持续发展

的发电替代方案。此外，在加利福尼亚

州等地区，住宅光伏发电系统第三方融

资的发展正在推动市场的发展，因为这

使得有融资需求的消费者纷纷进入光

伏自发自用市场。

◆  María Jesús Báez, eclareon

  www.leonardo-energy.org/ 

      photovoltaic-grid-parity-monitor

图1：Eclareon所分析国家的市电平价定位矩阵，说明了不同国家自发自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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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Xchange：欧盟现货市场组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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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Xchange已有超过10,000名注册商业顾客，
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组件和逆变器交易
平台之一。十年的市场经验和超过20,000
次成功业务交易的专业知识是pvXchange对
欧洲市场组件价格发展进行月度分析的
基础。
更多信息：www.pvXchange.com

 
1月14日 2月14日 3月14日 4月14日 5月14日 6月14日 7月14日 8月14日 9月14日 10月14日11月14日 12月14日 15年1月

欧元/Wp

晶体组件   
（单晶/聚合硅）平均净价
（欧元/Wp）

 德国  
 韩国/日本 
 中国 
 南亚和东南亚

* 数据截止2015年1月15日

进一步降价

组件价格：疲弱的第四季度再次导致欧洲组件价格下跌。天合光能和英利绿色能

源目前主宰着市场。

与前一月相比，欧洲组件的价格在

十二月份再次有所下降。现有库存的减

少显然不如光伏制造商们所期望的那样

快。因此，必须对所有类型和各个产地

的组件进一步降价。不过，从目前的角度

来看，预计价格不会继续下降。现在很

多供应商都相当谨慎，采取观望态度。

继2014年欧洲光伏市场持续萎缩

后，特别采购订单似乎成为亚洲组件能

够进入欧洲大陆市场的唯一途径。随

着今年年初因气候温和而触发的需求

积累，导致了交付瓶颈，即便对于各大

厂商的标准组件也是如此。此外，欧元

疲软使得进口光伏产品的整个价值链

更加昂贵。

IHS Technology公司的调查表

明，在对组件供应商按最大销售额排

名中，天合光能在2014年首次明显超

过了此前的业界领跑者英利绿色能源。

排行榜的前五位继续由五家中国公司

所占据，他们在2014年第四季度共同

交付的总产量超过两吉瓦。两家日本公

司和两家美国公司也跻身前十。这种发

展首先是因为这些公司都有健康的国

内市场，能够独立开发和实现重大项目

这一事实。

德国在这一联盟中甚至不再有任

何作用。德国组件制造商在最高销售额

竞争中最多只能居于末位。在德国，对

未来充满着焦虑，尤其是目前本届德国

联邦政府100多页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招标规定的部分段落被公开后。有业内

人士称，该规定是对德国光伏产业的又

一次致命打击。表面上看只有400兆瓦

的开发计划，除了招投标过程的复杂性

之外，这进一步阻碍了该国急需发展的

可再生能源和太阳能行业的复苏。

德国太阳能产业的一线微弱希望

仍然是储能系统的销售，特别是小型系

统部分。但在2015年用于商业光伏安装

的电池储能系统也有望出现较大的增

长率。但暂时看来，似乎但hi独立于法

律规定的方案，即可再生能源法，才是

拯救德国太阳能产业的必由之路。

◆  Martin Schachinger, pvXchange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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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终于低谷

纽约证交所彭博太阳能指数：投资者在新一轮产能公告中看到了亚洲光伏市场的

增长。

纽交所彭博太阳能指数在十二月

份继续下滑，下跌了又一个百分点，使全

年业绩下降到+6％。绩效大范围浮动，

持续的大图片头条新闻使该行业不堪重

负。美国商业部在本月对中国组件制造

商发布了最终反倾销税，但该指数也受

到如下影响：1）即将推行的日本FIT结构

变化可能导致最大的全球市场之一增

长放缓；2）几个重要市场参与者的新产

能公告和由此产生的供需变化。此外，

中国继续鼓励其国内市场产能的重组与

合并，这只能进一步加重供求的失衡。

在亚洲交易所交易的太阳能类股

在该月内涨跌互现。保利协鑫（GCL-

Polysilicon）再次暴跌15％，尽管其剥

离芯片部门的决定减缓了这一过程。

负载沉重的汉能薄膜电力集团逆势上

扬，由于其多元化的经营模式而飙升44

％。在欧洲交易所，由于欧洲需求萧条

和英国项目延期导致2014营收和盈利

预期下跌，SMASolar暴跌29%；在宣

布多晶硅出口贸易流程将对短期收益

和息税前利润（EBITDA）产生负面影响

后，RECSilicon下跌30%。

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表现落

后于指数。尽管权重股SolarCity公司

宣布了与美国美林集团合作为太阳能

发电项目融资4亿美元的新投资计划，

仍下跌了3％。First Solar公司由于公司

具体新闻公布量过少下跌了9％。Sun-

Power公司在为智能家庭能源一体化技

术解决方案进行了两项投资后，仍然下

跌了8%。中国的美国存托股票也表现

不佳，天合光能和晶科能源分别下降8

％和14％。

◆  Adam Krop, The Trout Group LLC

12. 31. 2014
$ 791.87

国家 货币
12月31日收

盘价（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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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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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证交所彭博资讯全球太阳能指数，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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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交所彭博全球太阳能指数中包含在整个太阳能价值链活跃的企业，包括太阳能设备
制造和项目的融资、开发和经营企业。上表所列为指数权重最高的25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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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能薄膜电力集团

SolarCity

First Solar

保利协鑫能源控股

天津中环半导体

SunPower

SunEdison

海润光伏科技

江苏综艺

顺风国际清洁能源

上海航天汽车电子机械

合肥阳光电源

鸿发技术

北京京运通科技

信义光能控股

格力电器

亿晶光电科技

阿特斯太阳能

江苏太阳雨太阳能

江苏爱康科技

中国吉阳新能源

SMA太阳能科技

华美硅业

浙江晶盛机电

日升新能源

中国香港

美国

美国

中国香港

中国

美国

美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加拿大

中国

中国

中国台湾

德国

中国台湾

中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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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美元

港元

人民币元

美元

美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港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港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美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台币

欧元

台币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0.36

53.48

44.60

0.23

3.39

25.83

19.51

1.11

1.40

0.71

1.51

2.60

3.01

1.81

0.28

5.98

2.21

24.19

2.61

2.69

15.78

18.60

1.75

3.54

1.25

+ 44.13 %

– 2.76 %

– 8.62 %

– 14.68 %

– 4.27 %

– 8.27 %

– 9.88 %

– 20.58 %

– 14.48 %

– 17.92 %

– 6.61 %

– 11.41 %

– 16.59 %

– 15.78 %

– 4.02 %

+ 21.27 %

– 18.71 %

– 0.41 %

– 10.58 %

– 15.82 %

+ 2.26 %

– 29.23 %

+ 12.73 %

– 19.86 %

– 18.26 %

11.79 %

5.75 %

5.51 %

4.75 %

4.17 %

4.16 %

3.28 %

2.49 %

2.39 %

2.33 %

2.28 %

2.17 %

2.16 %

2.08 %

1.97 %

1.67 %

1.49 %

1.47 %

1.32 %

1.30 %

1.06 %

1.03 %

1.01 %

1.00 %

0.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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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3年间意大利光伏电站O&M合同的披露值

来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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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运营与维护（O&M）：它听上去很简单：保持组件清洁，并清理杂草。然而，随

着软件、成本及软成本的下降，O&M服务正日益复杂化。

在其2014年全球装机容量数据中，

光伏市场联盟（PVMarketAlliance）展

开了一项略带悲观的分析，该联盟在分

析中采用数据确认了一个在光伏行业众

所周知的事实：欧洲市场继续衰退。该

联盟得出结论表示，欧洲的新增光伏装

机容量连续三年下跌，降至7吉瓦。而

如果没有繁荣的英国市场，这一数字可

能会更加可怜。

虽然这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尤其

是对欧洲光伏系统部件制造商而言，

但它也同时促使着行业开始寻找新的

收入形式。运营与维护（O&M）行业显

然是这类收入来源之一，并且部件供应

商、EPC和服务提供商（监控公司）一直

在积极地进入这片领域。此外，光德国

就有远高于35吉瓦的装机容量，因此很

显然已经有一支部署就位的大规模太阳

能舰队需要维护。

“O & M市场正日渐成为欧洲的

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因为这一全新

构建市场的机会有限，尤其是鉴于事

物大规模的一面。”《彭博新能源财

经》（BNEF）分析师PietroRadoia说

道。Radoia是BNEF报告“维护回报：光

伏O&M价格与机遇（Maintainingretur

ns:PVO&Mpricesandopportunities）”

的第一作者，目前正在将其数据更新以

用于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表的新版

报告。此外，与PV部件和BoS成本一样，

成本趋势也很明确。

“我们已经见证了意大利在过去

几年里的持续下跌，跌幅非常显著…….

让我们回到2011年，那时的价格约为

35,000欧元/兆瓦/年（39,000美元）

。”Radoia说道，“根据承包商以及他

们所提供服务类型的不同，价格一直

在20,000欧元/兆瓦/年（22,000美元）

的范围内下跌。可以说是非常剧烈的下

跌。”与其他太阳能一样，O&M业务属

于地方性业务，并且BNEF分析也表明

欧洲南部的O&M成本远远高于德国等

地。Radoia断定，这很可能源于一系列

的因素，主要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要求支

付的高额上网电价，虽然这里已经开发

了大量光伏项目。

重新谈判合同
顶线下行成本趋势可能使得投资

者匆匆签订对他们更为有利的合同，但

Radoia表示这一过程并不完全是直接

了当的。

“在许多情况下，在意大利同意

提供项目贷款的债权方和银行并不热

衷于重新谈判下行的价格，”他解释

说，“原因是，如果他们看到项目并不

存在资金压力且O&M承包商已经完成

了工作——以适当的方式展开了所有工

作——并确保工厂运营良好且达到性

能比率（PR）目标——那么他们就会知

道降低价格将导致服务质量下降的风

险，而服务质量下降最终会导致PR和收

入下降。”

许多工厂仍处于长期O&M合同管

辖下，通常达18年之久，且退出这些合

同并不是完全微不足道的。但这是一片

正在变化中的市场，围绕着这片市场有

大量活动正在展开，因此也存在大量创

新。O&M合同应该采用何种形式，且是

否应该考虑给与良好的性能表现以奖

励，或者反过来说对不良性能表现施以

惩罚，这些都是问题。

“有些资产管理经理一直在建议

一套详细的方案，包括如果某一家工厂

未能达到目标性能比率水平，则项目业

务甚至无需支付年费。”Radoia透露，“

这是一项非常极端的建议，但一直有人

提出。”

合适的时机
HIS认为，尽管障碍重重，EPC公司

及有潜力的O&M提供商采取更积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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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ulti-contact.com 

Solar line
Connectors for Renewable Energy

All weather...

The Evolution of the MC4 
Connector Portfolio
The MC4-EVO 2 is the latest addition to the Multi-Contact 
PV connector portfolio. The MC4-EVO 2 has a worldwide 
certification acceptance and is also registered in the JET 
component database.

 ▪ MC4-EVO2 is certified internationally with IEC, UL, JET, cTÜVus 
 ▪ Approved for 1500V DC (IEC, JET), 1000V DC (UL) unrestricted 
access 

 ▪ MULTILAM Technology, has proven the quality and durability 
several 100 million times since 2004

 ▪ Suited for all climatic environments thanks to resistance to 
UV, ammonia, salt-mist spray and high IP class (IP68)

 ▪ The MC4-EVO2 is available as a field and preassembled 
connector, MC4 tools can be used

Visit us at: 
Intersolar Europe: 10.- 12. June 2015, Munich  
More events: www.multi-contact.com > News > Exhibitions

动的时机已然成熟。HIS太阳能分析师JosefinBerg一直在跟

踪这片领域，她注意到1吉瓦范围内的光伏项目容量达32吉

瓦，其中20 吉瓦是在2011年安装的。

“许多O&M合同都需要续签，这为光伏电站业主带来了

机遇，他们可以寻求最佳O&M服务来降低成本并最大限度

地提高性能。”Berg说道，“其中存在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在光

伏所有权仍然分散之时获取大型合同。”

意大利、希腊或西班牙等欧洲市场上具有追溯力的FIT

下降也改变了现有项目的可行性，这意味着业主很可能寻求

O&M服务作为一个实行节约的地方。Berg还注意到，对于大

型参与者而言，进入O&M领域是扩展产品服务组合的机会，

此举通常通过收购来实现。

“2014年，SMA通过收购垂死挣扎中的EPC公司Pho-

enixSolar的O&M业务而站住了脚，还有FirstSolar收购了

Skeytron。”Berg补充说，“作为一家逆变器供应商，SMA

拥有全世界范围内光伏项目的详细性能数据，这是它扩展

O&M组合并优化性能时的一项竞争优势。对于FirstSolar而

言，进入O&M领域是其在太阳能服务细分领域扩展所迈出

的全新一步。”

典型的O&M合同包括许多方面，从简单的杂草清理、组

件清洁、积雪清除到更加深入的现场检查和组列测量不等。

也可以部署远程监控、电致发光检测、热像分析（通常采用无

人机）甚至现场移动闪烁等更多技术方法。这些服务全都能

够为提供者带来健康、持续的收入，且囊括在预防性维护制

度中。

BNEF估计2013年欧洲平均O&M价格达到21,700欧元/

兆瓦/年（24,600美元），这在2012年28,000欧元/兆瓦/年

（31,800美元）的基础上降低了23%，而2012年的数字本身就

在2011年35,000欧元/兆瓦/年（39,700美元）（不包括维修在

内）的均价基础上有所下降。BNEF预计该价格下跌趋势仍将

继续，由此向O&M提供者提出了挑战，但这同时也是相当大

的机遇。

◆  Jonathan G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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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电价改革计划
有重大修改

日本：RTS Corporation公司的Izumi Kaizuka报导了日本上网电价方案的首次重大

修改。

在日本，有关对上网电价（FIT）方

案作出首次重大修改的讨论在2014年

12月5日圆满结束。从2012年7月份推出

FIT方案以来，日本光伏发电安装量显

著增加。经日本上网电价方案批准的光

伏系统数量超出预期地增多，引发了其

对电网影响及经济负担的关注。据光伏

杂志12/2014报道，九州电力株式会社 

（Kyushu Electric Power Co., Inc.）及其

他日本电力公司均宣布他们将暂停接受

电网接入合同的申请。同时，日本经济

产业省（METI）自然资源及能源顾问委

员会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子委员会已多

次召开会议，旨在全面、广泛地评审当

前的FIT方案。该子委员会建议了FIT方

由于日本上网电价方案下批准的光伏系统数量增多，引发了对太阳能成本及其对电网影响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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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QUALITY. 
 ALL THE WAY.

HSL S – STAYING POWER
Higher output, extended longevity

www.hanwha-solar.com

Specialized in product durability, Hanwha 
Solar o� ers top quality PV modules for high 
long-term yield. Our certi� ed transport 
packaging system re� ects the consistent 
Korean approach to quality as well as our 
commitment to long-term security for our 
customers.

案的新规则，且METI公布了基于所建议的框架对FIT方案实

施作出的重大修改，于2014年12月19日发布了一份名为“2014

财年基于上网电价（FIT）方案的设施批准审查及设施批准管

理”的文件。作为对METI公告的反应，七家电力公司均公布了

他们各自的措施。

METI诚邀公众在2015年1月9日之前发表公共评论。此后

它将修订行政命令和公告，且将根据如下所述之日程实施审

查。但直到2015年1月19日，METI仍未发布有关新项目缩减规

则的政府法令。光伏产业正在等待详细法令的出台。下文总

结了FIT方案的一些主要变化。

12月18日，METI突然宣布将从1月30日开始停止接受

2014财年光伏项目补贴（<10kW：JPY37Yen/kWh，>10kW或

更高：JPY32Yen/kWh）的申请。预计1月份将有一波申请热潮

来袭。应该会有一系列的修订将根据规则变更而产生。项目

开发商必须了解这类变更的生效日期，届时这类新规则将适

用于设施的批准，且/或对他们现有的设施和计划中的或新

批准的设施作出改变。以下是FIT方案所作出修订的一些要

点。它们与其他要点一起共同汇总在表1中（详见第36页）。

光伏产业必须面对这些改变以及电网的缩减。2014年度

装机容量（直流配电）似乎会超过9GW。鉴于这些改变和电

网缩减，2015年市场的增长速度似乎无法再达到2014年的同

等水平。

确定FIT执行之日
从2015年4月1日（日本2015财年的开始日），确定申请电

网接入合同的光伏项目FIT的日期，将从“获批准之日或提出

电网接入合同申请之日当中较晚者”为准的当前规则，改成

以“获批准之日或者签订电网接入合同之日当中较晚者”为准

来确定。然而，如果有电力公司提供证据表明，由于该电力

公司的原因在电网接入合同申请之日后270天或更久仍未签

订电网接入合同的，则应该适用于申请日期次日后第270天的

FIT。根据这一规则，有必要在前一年的六月底申请电网接入

合同，即当前财年结束前的270天，这样才能获得截至每年三

月份止的当前财年的FIT。

设施的变更 
若于2015年2月1日当天或之后在调试之前申请变更设

施，则应该适用变更获得批准之日的FIT。

变更包括光伏组件供应商（制造商）的变更或者输入容

量的增加。此规则还适用于在实施新规则之前获得批准的项

目。对于存在这类变更的、50 kW或更大规模的光伏系统，应

该适用“180天规则”，该规则要求在变更获得批准之日起的

180天内执行项目现场及设备订单合同。在计划增加输出量、

变更光伏制造商或者变更光伏组件类型的情况下，则要求在

2015年1月30日的规定时间之前向区域经济产业局递交设施

变更文件。

输出量缩减
暂停对电网接入合同申请作出回应的举措源于在下列

条件下的计算过程：1）节假日工厂停业，无需空调；2）有利的

照射条件，因此光伏系统几乎可以全容量发电；且3）电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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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FIT方案修订要点

主题 目前状况 修订后 备注

1. 确定FIT等级的日期 项目批准或者公用事业公司收到
电网接入合同申请之日，以较晚
者为准

签署电网接入合同之时（若公用事
业公司无法在270天内答复，则可
调整FIT等级）

• 从2015年4月1日开始及稍后的时
间里在项目所递交的电网接入合
同中申请
• 日本电力公司联盟（FEPC）正在
考虑预先咨询、电网接入研究与电
网接入合同申请的一站式服务

2. 新项目缩减 

A: 扩展相关光伏系统  500kW或更高容量的光伏系统将展
开B项所述之缩减

所有光伏系统（10 kW或更高容量
的光伏系统按优先次序缩减；新
规则主题因公用事业公司的不同
而异）

• 通过行政命令来修订
• 在法令发布之日（2015年1月26
日）实施

B: 从“30天规则”转变成受时间控
制的规则

按天计最多30天无补偿 每年最多360个小时无补偿 • 通过行政命令来修订
• 在法令发布之日（2015年1月26
日）实施

C: 有义务为了实施缩减而安装遥
控系统 

无义务 有义务安装带遥控功能的逆变器（
由于开发系统需要时间，如果项
目开发商承诺稍后额外安装该系
统的话，短期内可能安装传统型
逆变器）

• 通过行政命令来修订 
• 在法令发布之日（2015年1月26
日）实施 
• 日本电机工业会（JEMA）正在审
查技术事宜 

D: 有资格的公用事业公司可以实
施缩减 

北海道电力株式会社 北海道电力株式会社、东北电力株
式会社、北陆电力株式会社、四国
电力株式会社、九州电力株式会社
和冲绳电力株式会社

• 2014年12月22日实施
• 上市公用事业公司可以实施缩减

3. 调试后改变光伏设施的输出容量 申请FIT等级并购买新设施 附加容量被视为现有设施的条款（
例外情况：光伏系统<10 kW）

适用于2015年4月1日及稍后提交
变更的部署

4. 调试前改变光伏设施的要求 FIT等级变成提交改变输出容量文
件之时的等级
• 发电容量增加±20%（项目业主
必须提交光伏组件申请文件）

FIT等级变成提交10 kW以上或光伏
组件输出量文件之时的等级
• 将基本规范的变更提交至区域办
事处（制造商、METI类型、效率）

• 适用于2015年2月15日及稍后提交
变更的部署
• 50 kW设施的项目场地和设施将适
用270天规则 

5. 防止容量紧张并预留主机容量 无规则 • 接入费用必须在签订电网接入合
同之后一个月内支付
 • 如果设施无法在所签订合同中的
预定日期开始发电，则公用事业公
司可以取消预留容量

• 从1月中旬起实施

6. 当地政府使用经批准的项目数
据库

无 METI将向地方主管部门提供经批准
项目的详细信息

• 尽快

来源：RTS Corporation,，《日本光伏活动》，2014年12月19日记201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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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停止运转其发电设施，或者以低负荷运转，以准备好应对

辐射波动。在这类条件下，电力公司可以检查他们能够将发

电量降至什么程度，且在通过光伏系统弥补需求的情况下，

通过从电力需求量中扣除最低所需发电量来计算出可能的光

伏装机容量。

这些条件仅在照射良好且需求量低的某一天偶尔发生，

在正常需求条件下通常不会发生。如果在这类条件下光伏系

统的输出量缩减，则在正常时期可能需要安装更多的光伏系

统。如表1（左侧）所示，输出量缩减的范围已经在预计将于

2015年1月中旬发布的行政命令修订版中被拓宽。该规则的

实施也将被修订，包括拓宽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以涵盖整个输

出容量范围、过渡至远程控制自动化缩减程序，并从按天切

换成按小时衡量。

◆  Izumi Kaizuka

自然资源及能源顾问委员会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子委员会电网工作组正在
讨论扩展容量从而将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的措施。

国富 CIS 制造工厂屋顶上的太阳能光伏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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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苦苦挣扎

电力公用事业：欧洲公用事业公司正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投资环境。因

此，政策制定者苦苦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以确保足够电能储备，整合间歇性可再

生能源和避免停电。一个泛欧洲的电力市场也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各国政府

似乎更热衷于保护本国市场免受竞争。

Eon是一家由投资者拥有的全球性

主要能源机构之一，总部位于德国杜塞

尔多夫。十一月份该公司公布了新的企

业战略，登上头条新闻。据称该公司将

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分销网络和客户解

决方案，并剥离其传统的发电、全球能

源贸易、勘探及生产业务，在2016年成

为一个新的公开上市公司。

Eon是德国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

但在德国的利润最近几年一直持续下

降，因为德国的电力市场已从化石燃料

和核能发电转向可再生能源。彭博社报

道说，Eon在2014年前九个月的利润下

降了25％。

以太阳能光伏和风能等可再生

能源形式为主的“新Eon”将雇用大约

40,000人，而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老

Eon”将雇用大约20,000名员工。

Eon并不孤单
几周之前的10月间，瑞典国有能源

公司Vattenfall公司也宣布未来将重点

发展可再生能源。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agnusHall透露，公司正在考虑为其褐

随着可再生能源市场份额的增加，欧洲将不得不或者建立欧洲大陆电网的相互连接，或者建设有很多闲置电厂
的产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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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schmann Automotive GmbH
Division Renewable Energy
Oberer Paspelsweg 6-8
6830 Rankweil, Austria
电话：+43 5522 307 0，传真：+43 5522 307 553
info@hirschmann.at, www.hirschmann.at 

赫思曼可再生能源 
   全新创意，前景可观

Hirschmann 可再生能源是您可以信赖的太阳能集成专家。 作

为移动机械的领先供应商，我们已经将卓越工艺和先进技术应用

到新一代有线装置和太阳能产业中。 我们可提供全球 PV 解决

方案，不断制定延长太阳能面板使用寿命及操作可靠性方面的新

标准。 我们所供应的精心研制的高品质连接器和接线盒，凭借

其优异的性价比在同类市场中独占鳌头。 

我们产品的优势：

* 最小的接触电阻
* 完善的热能管理
* 可靠的二极管解决方案
* 极高的工作可靠性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煤部门构建一种“新的所有权结构”。

今年七月，Vattenfall公司已报告，在市

场需求疲软和公用事业价格下降的背景

下，半年度营业利润下降了24％。

一年前，全球能源发电机巨头之

一、市值为德国第二大公用事业的RWE

被迫减少产能3.1GW，约占其总发电量

的6％，影响到了在德国和荷兰的发电

站。RWE当时说，“由于太阳能的持续

繁荣，整个行业和整个欧洲许多电站的

运营都不再有利可图了。”它补充说，“

具体来说，在2013年上半年，传统发电

部门的经营业绩下降了近三分之二。电

站利润率大幅下跌是导致这种情形的

主要因素。”今年八月，RWE公布利润

下滑62％，并宣布到2017年将进一步

退役1吉瓦发电能力，并终止约0.5吉瓦

容量的供应合同。Eon也采取了类似的

行动，决定到2015年关闭约13吉瓦的

产能，超过其在欧洲传统产能的四分

之一。

尽管欧洲能源市场仍然是老企业

占主导地位，英国沃里克商学院全球能

源部助理教授Frederik Dahlmann告诉

光伏杂志说，“欧洲的市场和投资环境

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公用事业需要调整

适应才能确保生存，更重要的是，公用

事业应该关注他们所拥有的内在、常常

是无形的能力与技能的价值问题，而不

是专注于具体的有形资产。那些能够找

到新型商业模式与品牌来利用其金融和

经营资源的公用事业公司，特别是在地

方和区域层面，是最有可能成功地从公

用事业危机中再次崛起的公司。”

2014年12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Eon宣布了新的企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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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充足性
在电力行业，一个发电厂所生产的

能量价值与其产能价值，即一个发电厂

产生电能的能力，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明

显的区别。

在现代（部分）开放的能源市场

上，达成共识的分析是能源价格还没有

高到足以鼓励投资者建设新的发电机

组。这个问题的特征是“货币失踪”问

题。此外，现有发电厂不经济的发电模

式迫使其所有者关闭发电厂或让其闲

置。丹麦国有公用事业公司和风能领先

投资者DongEnergy监管事务部负责人

UlrikStridbak说到，“它的底线是我们

的常规火电厂都将倒闭。”

然而，这种现象对电力系统的资源

充足性会产生影响，即确保在出现停电

（如阳光不充分或风力不足时可能发生

这种情况）之时，能有足够的电能满足

荷载的损失。

在停电可能产生严重经济后果的

发达国家，各国政府正在尝试能够同时

解决电力系统可靠性问题和货币失踪问

题的政策及能源市场设计。

发电容量市场
其中有两个盛行的认为能够保证

资源充足性的竞争市场设计方案：所谓

的能源唯一模式，以及能源和容量模

式。在能源唯一模式下，其逻辑是市场

机制（如稀缺租金和需求响应）将提供

容量成本所需的资金并引导投资者在

投资技术、时间和地点方面做出决策。

至少在理论上，客户只要是愿意支付价

格暴涨，便可选择他们所需的可靠性水

平，而能源系统的可靠性完全通过市场

来决定。

与能源唯一模式相对的是能源与

容量模式，其主要推动因素是发电厂能

否从提供能源和辅助服务中赚取足够

的资金来弥补其固定成本，从而有信心

进行新的规划建设。要做到这一点，这

种模式通过所谓的“容量支付”或者“

容量要求”为发电厂提供额外收入。对

于容量支付，市场设计并没有施加直接

在德国瓦尔德克的一个Eon抽水蓄能电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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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egingpv.com

E-Mail: sales-shanghai@egingpv.com

Telefon: +86 21 32524209

SHANGHAI SALES OFFICE

E-Mail: sales-europe@egingpv.com

Telefon: +49 69 6062792 0

EGING PV EUROPE GMBH

E-Mail: market@egingpv.com

Telefon: +86 519 82588999

EGING GLOBAL HEADQUARTERS

2013, Solarpark Ram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9.000kWp

for premium solar panels
The Supplier

的可靠性标准。系统的可靠性是通过供

应商对行政性设置的容量支付来实现。

容量要求则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设计中行政性决定容量储备的水

平，要求发电厂强制遵守。在电力交割

期间或之前对发电厂的合规性进行监

控，如果未能满足这些要求意味着发电

厂将被处罚。

美国的经验表明，容量要求型能源

和容量模式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种类。最

简单的形式是模式中没有集中的发电容

量市场，主要通过双边订约来实现资源

充足性，例如西南电力库（Southwest-

PowerPool，简称SPP）。

另一个变化形式可能是带有储备

要求和集中容量的能源市场（如纽约

ISO）。增加一个集中的容量市场被广泛

看作是增加定价透明度，并在出现电力

不足时为电力系统运营商提供支持性

采购的机制。

有些情况下，也会在提前一年或多

年的基础上施加储能要求，供应商需要

证明他们已获得足够的容量以满足预期

电力需求。在此情形下，模式设计可能

再次采取提前储能要求的形式，不管有

没有集中的容量市场。

宾夕法尼亚-泽西州-马里兰池和

ISO新英格兰是前者的典型例子，而加

州ISO则是后一种情形的最经典案例。

能源与容量模式的利与弊
以解决系统的资源充足性问题为

目的的所有各类市场设计各有其优点和

缺点。

最简单的方法是能源唯一模式。

这个模式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是能源

价格以不低于损失负荷的价值为限。

但在现实中，政治干预（如西班牙）不

允许能源价格达到足够高的峰值。第

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与能源唯一市

场模式相关的价格波动会成为另一种

负担。

由行政决定的容量支付模式具有

三个主要优势：首先，监管机构可以设

计容量支付，以反映其储能报酬，从而

以反映储能利润率的方式调整支付储

备；其次，这种模式使监管机构能够按

技术类型来区分支付；第三，在某种程

度上，容量支付能够为发电厂提供稳定

的付款流，使其减少了投资风险，而且

从理论上也降低了供应成本。

反对意见则认为，行政决定的容量

支付可能太低，无法吸引新的投资，或

是太高而鼓励过度投资，从而导致市场

效率低下；接受容量支付的工厂数量可

能大规模扩大；容量支付是以能源消耗

为基础，而不是以需求端资源为基础（

如峰值负载），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市场

价格扭曲。

柏林一所学校屋顶上的Vattenfall公司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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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容量要求几乎肯定能够实现

所希望的系统可靠性水平。然而消极的

一面是，这样无法区分现有发电容量和

新增发电容量，而且也可能出现占主导

地位的双边市场，因此使小型市场主体

很难参与竞争，且这种模式设计趋向于

越来越复杂。

英国的情况
在欧洲，不同的国家对于资源充足

性问题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其中英

国提供了最为激进的答案。去年12月，

一次英国容量市场竞拍导致按照19.40

英镑（22美元）每千瓦年的结算价格采

购了49.26吉瓦的新产能，主要来自化石

燃料和核燃料，比原计划提前一天。此

次竞拍的总成本为9.9亿英镑（11.23亿

美元），需在2018年后支付。发电容量

协议的成本将由电力供应商提供，并由

其将费用转嫁给消费者。

英国将在 2 0 15年12月份针对

2019/2020年交付的发电容量举行一个

竞拍会，此后按照滚动方式每年重复竞

拍，总是提前四年交付，旨在确保英国

的灯光在2018年至2030年之后始终保

持明亮。若中标者未能在需要时提供发

电容量，将受到惩罚。

英国的能源与气候变化部门很热

烈地评论竞拍中取得的低价格，但是其

他人却表示了不满，因为大部分中标者

都是现有工厂（22.3GW的煤气，9.2GW

的煤/生物质，以及7.9GW的核设施），

只有2.6 GW 发电容量被新发电厂拍得，

仅占5％。

英国剑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小

组（EPRG）副主任、商业经济学教授 

MichaelPollitt告诉光伏杂志，“英国不

是德国。除了批发能源市场之外，我们

还远远不需要采取任何手段来确保电

力，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大量规划中电网

互联，将减缓这个问题。”

英国电力市场目前有4吉瓦的互连

容量，与法国有2吉瓦，与荷兰有1吉瓦，

与北爱尔兰（也是英国的一部分）有500

兆瓦，还有与爱尔兰共和国有500兆瓦。

英国能源监管机构天然气电力市场办公

室（Ofgem）也在十二月发表了一份关

于连接苏格兰到挪威的700公里长海底

连接电缆的咨询书，计划开始于2020年

投入运营，其容量将达到1.4吉瓦。

丹麦的情况
丹麦最近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在

2014年通过风能为其整体用电量的39.1％

供电，并且计划在2020年达到风力发电

50％的目标。丹麦没有实施任何容量支

付，完全依靠其批发能源市场的运作。

Karin Tronbech-Hansen，丹麦国 

家电力和天然气传输系统运营机构 

Energinet.dk的通讯官，告诉《光伏杂

志》，该公司“并未计划建立一个发电容

量市场。我们主要通过现有市场模式和

我们的联网线路来应对各种变化。”

Energinet.dk的联网线路包括德

国、挪威和瑞典。在2012年，Energinet.

dk到德国的连接从1. 5吉瓦扩大至2

在不列颠群岛马恩岛附近安装Vattenfall公司的奥蒙德近海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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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瓦，同时计划将一个从丹麦到德国

（Kass0-Handewitt）的220千伏连接

线更换为400千伏，到2018年将互联容

量再次增加0.5吉瓦。Energinet.dk还

正在研究从西部日德兰半岛新建一条

到德国西北部的400千伏线路的可能

性。与挪威的联网也通过2014年12月

的1吉瓦高压直流（HVDC）斯卡格拉克

海峡4电缆连接而得到扩展，该国还通

过总容量约2.5吉瓦的四个连接线路与

瑞典相互连接。尽管如此，丹麦的互连

计划还在进一步扩展。在接下来的几

年里，该国将通过Cobra线缆与荷兰相

连，这是一条700兆瓦的海底高压直流

输电线路。Cobra长约300公里，计划于

2019年初完工，由欧盟（EU）基金共同

出资。Tronbech-Hansen表示，若西部

日德兰半岛到德国西北部的互联能够继

续进行，也将得到欧盟的资助。

丹麦的一个明显优势是它属

于Nordpool电力交易市场，这是世

界上最大的能源市场之一。具体而

言，NordpoolSpot经营的电力贸易盘中

市场ELBAS，通过非常接近实时的交易

量帮助丹麦确保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必

要平衡。ELBAS覆盖了北欧、波罗的海

地区及德国。

通过电网扩展进行整合
Dahlmann指出，扩大欧洲电网可

整合本地解决方案。在欧洲范围内，有

必要在两个层面上获得制度支持，他补

充说，一个是对电网整合提供更多的财

政和规划支持，如联网，二是设计能够

吸引广大开发商和运营商（如住宅用户

和企业）的市场机制。然而，Dahlmann

认为最大的挑战是“能源政策在很大程

度上仍然掌握在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手

里。无论是欧盟机构还是更多的区域和

地方机构都成为旁观者。我们需要的是

所有各方共同提供帮助，开发一个有利

于创新和合作的灵活而有弹性的能源

治理框架。”

牛津大学能源研究所的D a v i d 

Buchan认为，即使存在各种弱点，欧洲

内部能源市场在集体性措施方面仍然

比美国具有更多的潜力。虽然欧洲还有

很多需要向美国市场的发展学习，也有

人认为大多数美国区域输电运营商在

经营市场和电网方面远远超出了他们的

欧洲同行。

事实是欧洲委员会（EC）很早就认

识到实现欧洲能源共同市场的障碍。这

些障碍包括技术问题、欧盟的地形问

题，以及经济和政治上的限制。为此，

委员会意识到，推行一体化欧洲能源模

式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就是扩大国

内市场的界限，让一体化公司在区域内

运营。这将成为迈向单一电力市场的直

接步骤。因此产生了电力和天然气区域

倡议（RL），以试图寻找到跨境贸易的壁

垒。到目前为止，这些区域集团已针对

关于拥堵的恰当管理、互联容量的计算

与分配，及提高区域市场的透明度等问

题向欧盟提交了报告。但欧盟委员会认

为“各种治理和管理因素制约了电力和

天然气区域倡议（RL）最有效地执行拟

定的‘自下而上’角色的能力。”

保护主义令人头痛
在现实中，创造一个泛欧洲电力

市场的最大障碍，仍然是各国政府努

力保护本国市场及其能源企业不受竞

争。马德里和巴黎之间的争端就是一

个典型例子。西班牙的可再生能源系

统生产的电力远远超过其国内市场所

需，而这些能源被浪费掉了，因为很少

有输电线路将其输送过东部边境到达

法国。但是，法国不愿使其国家支持

的核能产业面对竞争，后者承担了法

国四分之三的电力生产。在去年十月

份的欧盟能源峰会上，西班牙和葡萄

牙敦促各成员国承担一项具有约束力

的义务，即向其他欧盟国家开放本国

发电能力15％的市场。于此相反，欧盟

领导人重申了其2002年的承诺，即到

2020年，通过电网连接将能源交易提

高至10％。

法国与西班牙的争端表明，综合招

标和互联电网容量，或者是无法快速建

立起来，或者即使已经存在，也往往是

利用不足。这并不是说欧洲互联电网在

经济、地理和技术方面是不存在的，而

是相比于欧洲自我保护主义和缺乏合作

与信任而制造的政治障碍而言，它处于

绝对劣势下。我们几乎没有选择，而不

是有很多选择。随着可再生能源市场份

额的增加，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或者建

立互联电网，或者建立一个保持大量闲

置发电厂的电力容量市场，同时相信他

们能够单独应对。

◆  Ilias Tsa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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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临头依然歌舞升平

欧洲研发：被批评在光伏产业受严重伤害时还闷头呆在实验室后，欧洲的研发部

门希望能通过一系列的泛大陆项目，帮助掌控全球太阳能的未来。光伏杂志拜访

了在法国的INES研究中心，观察这一社区如何进行重组并合作，使之能在欧洲太

阳能的严冬中生存下来。

要说一流的房地产，没有什么比从

法国东南部国家太阳能研究院（INES）

可以欣赏到的更令人羡慕了。始于布尔

热湖（LakeBourget）湖畔的短型太阳

能电池，一套占地22,000平方米的太

阳能设施，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侏罗山脉

（JuraMountain）壮观的景色，并轻松

抵达法国阿尔卑斯山（FrenchAlps）山

麓——世界最佳的滑雪场所之一。

INES中心是Savoie Technolac高科

技工业特区皇冠上的宝石。与所有位于

城镇边缘的商业园区一样，Technolac

有点缺乏魅力和个性——尽管其背景令

人惊叹。这种贫乏是指在您跨过INES门

槛之前，之后映入您眼帘的将有太阳能

车库、电动汽车充电站以及位于主研究

中心楼顶上150kWp屋顶太阳能电池阵

陶冶性情的景观。

这个闪耀的中心成立于2006年且

最近于2009年扩充过，共雇佣了400名

研究人员，这里的工作团队发挥活力突

破太阳能成就的极限。但在一月份一个

寒冷的周三，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像阿

尔卑斯山低垂的云朵般的惊恐和无常

气氛。

Savoie总理事会及Rhone Alpes区

域理事会斥资3千万欧元（3.35千万美

元）于2005年开发INES并在2009年追加

5千万欧元（5.58千万美元）进驻该中心，

如今似乎面临着压力，且欧洲类似的研

究所都要求其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欧洲太阳能产业已经历过迅速发

展的几年。由于光伏制造如今几乎在

这一大陆上缺席，人们担心研发很快也

会走上类似的道路。为了抵挡这种威

胁，INES于2011年协调了Sophia欧洲研

究基础设施项目。其口号——“合作取

得更快进展并学习更多”——简洁地概

括了Sophia是什么：一个为期四年的研

究项目，探索限制性地保护欧洲研发并

确保其在一个全球化行业中的持续相

关性的方式。

实验室内部
漫步于迷人的INES场地周围，很明

显可以看出如果研发板块从欧洲舰队

分离出去，该中心将遭受巨大损失。《

光伏杂志》记者察看了遍布该地区的四

栋专用家庭规模的房子，每一栋都是为

了测试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的最新

开发成果而设计的。沿途有几条太阳能 

‘停车振动带’保护，它们每天承受着

车辆和人流的考验，而在远处有一个专

用实验室，专门测试有机光伏（OPV）和

印制光伏。很显然，为了追求最卓越的

光伏发电，INES丝毫没有偷工减料。

在OPV建筑物内，实验室经理透

过半透明印制PV展示了实验室的工作；

有机聚合物、柔性、轻质应用，这些最

终可以用于室内PV或离网应用。她解

释说，团队的目标是改进效率、降低成

本并开发创新的方式向市场提供太阳

能。“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特定的目标市

场或公司，但我们的希望是，几年之后

有可能会创造出这样一片市场。”她如

此说道。

在主实验室中，友好的INES总干

事Jean-PierreJoly自豪地展示了双面受

光型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开发成果，详细

地解释他的团队为了达到22.7%的效率

纪录而开发的过程。“我们一直努力对

此进行攻关，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家大

型投资商。”Joly边说边鼓起双颊，“这

部分工作并不容易。日本松下（Panaso-

nic）等公司一直对我们表示兴趣，但中

国公司表现的兴趣不大。”人们无法摆

脱该中心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悬着经济

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感觉，并且一旦感觉

到了，则Sophia的目的便变得明确：就

是为了生存。 

Sophia计划及讨论会
Sophia计划于2011年推出，其目

的是为了评估欧洲太阳能研究人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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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以如何最好地合作来保持欧洲在光

伏研发领域的卓越性。这项为期四年

的计划已于1月份结束，它允许专家们

自由进出整个欧洲的各处设施展开研

究。该计划吸引了17个研究中心和三个

组织机构，他们共同努力专攻八项特

定主题：硅材料、薄膜和TCO、OPV、

建模、CPV、BIPV、PV组件使用寿命和

PV组件及系统性能。利用欧洲委员会

（EC）九百万欧元（1.02千万美元）的

资助，该计划的目标很简单：合作学习

更多。

“像Sophia这样的计划必须继续

获得支持，这种支持是更广泛的光伏研

究基础设施支持总体方案的一个组成

部分。”INES总干事兼项目协调员Philip-

peMalbranche说道，“需要有对价值

链上适用于各个部分的研究基础设施

的特别支持，从基础工作的独特设施到

下游的重复研究基础实施。”

次日在INES举行的一整天讨论会

上，展示了Sophia计划的成果。来自

Fraunhofer ISE的MichaelKohl阐述了更

加紧密的协作如何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老

化过程，使研究人员在展开加速寿命测

试时，能够按照最佳实践合作与共谋。

丹麦技术大学DT U能源转换专

业研究院的SurenGevorgyan简述了

Sophia项目如何帮助OPV领域实现标

准化。

“缺乏标准化一直是一个严重

的问题，且阻碍了迈向工业化的第一

步。”Gevorgyan说道，“我们不能借用

有机行业的标准，因此在我们进一步实

施OPV商业化时，Sophia一直帮助创建

该领域的既定指导方针。”

ECN的JanKroon强调说，该项目

的一项关键学习标准，是认识到欧洲

研发机构需要采取一系列巩固策略才

能稳定发展。“我们需要作为一项成

本节约选项来更好地自我营销。”他说

道。Sophia将通过一个名为Cheetah的

类似项目‘存活’下来，这是一项为期

两年、获得EC资助的计划，它致力于通

过欧洲研发，努力实现成本降低和能源

输出量提高。Cheetah将由ECN协调，

且将继续运转一年。Cheetah能否在

Sophia已取得的进展基础上更进一步，

并帮助整个欧洲的研发领域坚持不懈

充当全球光伏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仍有待观察。

◆  Ian Clover

 欧洲研发领域必须觉醒

来自ManzAG、MeyerBurger和Photowatt的

业界大佬们齐聚一堂探讨为期四年的SophiaRI计

划的成果，他们毫不含糊地批评了现行做法。

“你们必须觉醒！”瑞士Meyer Burger Tech-

nology AG公司首席创新官SylvereLeu呼吁，“

在欧洲，我们需要研究行业与客户之间更好地连

接。我们需要研究机构研发出能上市出售的技

术。作为一个行业，我们需要能够立即实施所研发

出的技术。”

Leu的怒吼获得了法国太阳能公司Photo-

wat t董事长V incentBes的附和，他号召听众

们——他们来自于许多欧洲最负盛名的研究机

构，包括CEA、INES、FraunhoferISE、imec、ECN

和拉夫伯勒大学——走出实验室和校园，并与行

业联手合作，他补充说：“他们需要你们。”

“在座各位的人数超过了整个欧洲的[光伏]

工厂经理数量。”Bes说道，“这是不对的。如果

大家的理念和研究无法衔接行业，那它们就毫无

用处。”

Bes谈及欧洲如何在“创造光伏产业”方面赢

得了第一战，却由于生产和创新日益转移到国外

而向中国和美国“输掉了第二战”。 

Manz研究项目经理Bernhard Dimmler立场

坚定，呼吁本行业应让欧洲研究机构发挥更大的

掌舵作用，只有这样两者才能共存。“光伏产业仍

是一个快速创新的行业，因此我们需要研究人员

继续在这些领域努力。”

“然而，说服研究人员什么对我们才具有重

要性是一个我们每天关注的问题。这是一场争

斗。这两个领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因此我们需

要行业展开更加密切的协作并提供更多指导。”

这场讨论会至少达成了一项共识，那就是欧

洲银根很紧，尤其是与似乎深不见底的中国竞争

者们的钱袋相比，但来自Photowatt的Bes建议，

如果理念和研究良好的话，资金不见得会稀缺。“

你们不需要政府或EC资助你们的好理念，”他表

示，“说服我们相信你们的研究的确很好，我们就

会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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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的成本与效益

系统管理：光伏电站越小，越难实施经济上可行的电站管理。Pervorm公司董事

长Manfred Bachler诠释了对低于100kWp的中小型光伏电站实施技术管理的主要考

量因素。

在小型光伏系统中（如安装在德国一处公寓建筑物屋顶上的光伏系统），监控快速但昂贵。应该仔细考虑是否
应采用光伏电站监控系统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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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光伏产业繁荣时期，太阳能

电站监控与管理是一片利基市场。虽然

这些服务被包括在公用事业规模的项目

中以满足资助这些项目的投资者或大型

银行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不存在详细

的相关标准或要求。一般而言，新光伏

电站在价值创造方面做得更好。

在许多情况下，运营管理与维护工

作就如同人们常说的那样“全都包括

在套装当中。”基本原理是不该忽视客

户或者至少应该向客户提供本地竞争

对手正在提供的内容。成本分析等商业

考虑因素更多地只是事后产生的想法，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建一个光伏电

站所能实现的利润率足以涵盖任何售

后服务。

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

过去几年里，德国上网电价已明显降低，

且光伏电站建造量也显著减少。如今，

德国中小型发电站的售后服务正日益成

为一片颇具吸引力的市场。这片市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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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别设计的解决方案。虽然运营管理

可以弥补光伏电站的一小部分成本，但

为新建光伏电站提供低成本的运营管

理仍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有一件事情可以将中小型光伏电

站的运营管理与大型光伏电场区分开

来，那就是较低的容量。必须分配固定

成本来减少固定资产，并部署和运营更

广泛不同系列的监控系统。

我们很难划出明显的界限，但中

型光伏装置类别应该包括容量从100到

200kWp不等的屋顶系统。

自己动手
原则上，光伏电站业主也可尝试自

己实施电站监控。他们可以通过学习必

要的技术专长并安装合适的测量设备

来做到这一点，或者走捷径，只需比较

自家光伏电站与其他电站的产量来确

定是否存在差异即可。就这种方法而

言，使用产量数据库很有意义。德国有

大量可公开访问的门户网站可供用户比

较不同的光伏电站（例如www.sfv.de和

www.pv-log.com）。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监控和评

估是由一名技术专家——通常是光伏电

站的安装商——来展开的。许多安装商

利用逆变器制造商提供的软件工具来监

控，这通常是免费的。这类工具的性能水

平和用户友好性各不相同，且仅支持由

供应商制造的逆变器，这通常意味着需

要一系列工具来监控整个光伏电站。通

常，安装商必须进行多次评估行动来评

估错误信息，并从许多这类信息中滤出

真正重要的信息。所耗费的时间不容小

觑。对于仅管理少数几家光伏电站因而

了解详情的安装商而言，这是一项合理

的任务。但他们很快就会达到自己的极

限。对于大多数安装商而言，持续审查

每日性能曲线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德国，这个问题受上网电价降低

的影响更加严重化。运营管理的劳务成

本比例（用占每年总开支百分比表示）

要比安装新光伏电站的劳务成本比例高

得多。在过去几年里，新光伏电站的价

格迅速下跌。这类成本降低大部分由组

件制造商承担，它们在光伏电站成本中

的占比高于80%。而运营管理领域的情

况截然不同，其中大约80%的成本属于

劳务成本。由于劳务成本不会随着电价

降低而降低，这种差距必须要通过提高

效率来弥补。

劳务成本压力
为了说明这种挑战，这里有一种方

便比较的计算方法：如果我们假设连续

光伏电站监控、报告及故障管理的年均

管理成本合计约为€4/kWp，则在上网

电价约为€0.40/kWh（2009年建造的德

国光伏电站的电价）的情况下，每kWp

需要大约10kWh才能弥补电站管理成

本。这约占太阳能电站收入的1%。然而，

如果上网电价降至€0.30/kWh——2013

年中期投入运营的光伏电站电价——

则运营管理成本占电站收入比例将提

高至3%。数据传输成本及年度维护成

任务 成本 备注

成本监控门户网站 1.10/欧元/千瓦时
包括错误处理通知
系统

数据传输 GSM 2.10欧元/千瓦时
数据成本，50 MB/月，
间隔时间为15分钟

运营商光伏电站监控、周末随叫随到服务、
季度报告、故障管理
（假设：每年每套系统2次故障）

4.80欧元/千瓦时

定期维护 1.90欧元/千瓦时 每两年一次

合计 9.90欧元/千瓦时

 要点

• 直到最近，中小型光伏电站的技术管理仍然不

是一项重要议题。

• 如果年均光伏电站监控与运营管理成本为€4/

kWp，且假设采用目前的上网电价水平，则太阳

能电站管理费用占到收入的3%。

• 一项成本估算表明7%的光伏电站必须等待一整

年之后太阳能电站监控才能赢利。在决定监控

是否有意义时必须将这点考虑在内。

 

图1：正常性能比曲线，即使在总太阳辐照量较低的天数内。在本图中，每一
天被绘制成一个代表性能比的点，且采用太阳辐照量来衡量。

图2：在总太阳辐照量较低的天数内性能比的下降情况。由于总太阳辐照量
较低（以及因气候恶劣）而导致的每日降幅越大，组件在低照度条件普遍性
能较差的指示越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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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住宅协会建筑物屋顶上的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运营管理成本计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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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计算方法也类似。由于这类成本不

会随上网电价同步降低，运营成本会吞

噬掉通过电力销售方式所获得的销售

额中越来越多的份额。

因此，建造一系列需要监控和运营

管理的光伏电站会引发许多挑战。这对

上网电价相对较高的现有光伏电站以及

较新的太阳能电站同样适用。

如何才能以最高的时间和成本效

率监控大部分复杂程度各不相同的电

站？什么是组织故障管理及报告服务的

最佳方式呢？就此而言，使错误信息最

少化很重要。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错误

信息会导致不必要且昂贵的现场考察。

其次，在上网电价缩减并导致管理预算

减少的情况下，运营管理如何才能继续

赢利？

为了使供应商专业地为中小型光伏

电站运营管理提供一种成功的商业模

式，电站总数量以及采用MWp表示的

容量必须达到临界最低容量。在这一临

界点上，供应商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并提

供附加服务，例如周末电话随叫随到服

务。成功的商业模式很可能要求总发电

容量高于10MWp、数量超过100家的光

伏电站。

合适的软件是一个要点。就效率

评估而言，有几件事情是必需有的。其

一，日常任务必需很大程度上实现自动

化。应该要求电站管理者在数据计算、

初步评估和客户报告方面进行尽可能

少的干预。这点利用标准文本创建模

块并通过报告中太阳能电站日志条目

输入的自动化即可实现。另一种可能

性是利用工具，例如错误处理通知系

统，它可以实现连续的故障处理与修

复，即使在员工请病假或休假期间也

不间断。 

另一方面，评估程序必须足够智能

化而可以抑制错误报警，理想的情况是

它们应该具有自我学习功能。例如，自

我学习算法可以探测到性能下降是否是

由于大雪覆盖或者是由于太阳辐照度较

低的原因，在其范围内的性能比下降是

否是由于组件处于特别恶劣的低照度

条件等。（详见第35页上的图1和图2）

有些事情即使是最好的软件也无

法改变。员工必须具备充分的技术能力

来快速评估系统中信息的貌似合理性 

（见图3）。他们还必须能够在发生故障

的情况下称职且独立地与客户就问题

进行沟通。

这类成本效率挑战可以采用一个

具体的例子来阐释。一家活跃于整个德

国市场的大型住宅供应商在其建筑物上

安装了容量约为25kWp的光伏电站。电

网运营商要求每个光伏电站单独配备

 未来趋势及要求

除上述系统要求以外，为了应对要求显著提

高效率的未来挑战，还需要大量潜在性开发或

必要的改良系统。

就数据记录器和逆变器制造商而言，必须制

定统一的界面——包括硬件和软件——来简化

不同制造商所提供产品的组合。这是许多自动化

技术领域的标准惯例。  

必须创造适用于其他建筑物服务的界面，

从而使光伏电站可以整合到建筑物的总体能源

管理系统中，尤其是当目的是为了优化现场消耗 

 

时。这样便可实现通过建筑物服务展开监控。它

将终结以光伏电站为中心的方法。

如果有人考虑完全放弃太阳能电站监控这

一异端想法，则可以想到的是建筑物管理人员甚

至无需手动读取发电量数据。相反，电力公司可

以直接收集数据作为智能测量服务的一部分，并

向光伏电站运营商提供评估。电力公司可以得到

的好处是客户购买电力的忠诚度更高。

德国直接营销太阳能的热潮正日益加强，且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强制性的。直销商在公开市 

 

场上销售能源，并且为了执行这项任务而需要直

接、即时访问光伏电站的数据。

从中期来看，这些服务供应商还可以开始在

太阳能光伏电站监控与报告中扮演活跃的角色。

但另一方面，定期安排的维护和修复并不在他们

的职责范围之内。

电站技术管理必须与商业化管理更加密切

地相融合，并通过同一来源提供。这可以通过消

除重复性的工作而降低成本，尤其是与内部流程

有关的成本。
 

图3：由于地面安装型光伏电站被植被遮蔽而导致实际产量Yf与理论预期产量Yr之间的偏差（来
源：3E）。采用五月份日照期间（即高直接辐照度期间）从一周到下一周不断缩减的产量来表示。在
天空多云时，几乎所有太阳辐照均散开，此时几乎感觉不到高植被的遮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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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数据记录器。这些建筑物的电话线可能没有被使用，因此要

求每个光伏电站的监控系统都具有独立的GSM传送能力。共

计需要安装总容量约为10 MWp、数量约为200套的光伏系

统。由于不同设备中使用了许多不同的逆变器，则必须使用专

业的监控门户网站才能满足客户对标准化报告的要求。光伏

电站监控的年均成本约为€9.90/kWp（详见第35页上的图1），

或者每个光伏电站每年约为€250。

按照年均运营管理成本不高于€10/kWp（这可以通过经

济可行性计算得出）计算，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较高的

效率水平。不会存在由于错误报警而进行的、不必要的现场

考察。必须优化定期安排的维护活动，且旅行距离非常短的

当地合作伙伴必须参与其中。否则，这一理念无法可持续地

发挥作用并实现正边际效益。

可以按照如下方法展开一项异端想法试验：运营商完

全放弃对系统的监控。让建筑物监管者按季度记录下仪表读

数，或者将它们输入某个免费门户中（例如PV-Log）并与同一

区域内的其他光伏电站简单比较就足够了。通过消除表中的

头三个成本因素，运营商可以节省大约€8/kWp。反之，运营

商需要承担每季度检查光伏电站数据的成本。假设这项成

本约为€1.00/kWp，那么结果是总节省金额约达€7/kWp。此

外，在这种情况下，数据记录器、数据传输系统及其安装的成

本可以节省大约€40/kWp。在20年使用寿命期间，将利率考

虑在内，金额约达€3/kWp。总体而言，节省金额共达每年€11/

kWp左右。

与这类节省金额相反的是由于设备故障检测推迟导致产

量降低的风险。按照大约€0.15/kWh的上网电价计算，且假设

单位kWp的年均发电量为1,000kWh，则所有光伏电站的平均

结果为产量降低约70kWh/kWp。简而言之，在光伏电站监控

赢利之前，每年会损失7%的电站产量。 

即使是对于没有上网电价的国家而言，这一示例也很有

帮助。如果光伏电站通过自发自用实现自我融资，则整个计

算过程必将完全不同。

购买电力与自己发电之间成本差别越大，则通过减少从

电力公司购电量可以节约更多成本，且从经济上讲更多的光

伏电站监控是值得的。 

在过去几年里，光伏电站的质量和可靠性一直在显著提

升。严格监控的太阳能电站的利用率达到了99.5%或更高。因

此，减少总体监控毫无疑问是最值得考虑的，尤其是在上网

电价降低的情况下。  ◆

 作者

Manfred Bachler是Pervorm GmbH的董事长，

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为投资者和项目规划者提供咨

询服务。Bachle曾是Phoenix Solar的前执行董事，

在Phoenix Solar工作期间实施过多个地面安装光

伏电站项目，主要集中在2006年至2011年间。

 

照片：Pervorm GmbH

购买电力与自己发电之间成本差别越大，则通过减少从电力公司购电量可
以节约更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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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ING SYSTEMS FOR SOLAR FARMS

二级市场

意大利：以可再生能源为专长的米兰投资咨询公司Prothea的分析师Tommaso 
Angela概述了意大利太阳能市场以及可再生能源金融市场的趋势和参与者。

在意大利随着补贴的减少，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注意力从新装置转移到市场上已有的公共事业级电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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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可再生能源市场已经达

到了49. 8GWp的装机容量，在20 08

年23.9GWp的基础上翻了一倍。2013

年，来自可再生来源的累积产量增长至

100TWh，约占意大利能源需求总量的

33%。

意大利市场中最重要的可再生技

术是水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

发电及生物质发电。

这个行业的增长始终受新装光伏

和风能发电机组所驱动。在不到五年的

时间里装机容量分别达到5GWp和17.5 

GWp，且复合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0%和

110%。

可再生能源电站数量的强势增加

主要受意大利政府的绿色证书和上网

电价激励方案所推动，两方面共计超过

100亿欧元（113亿美元）。

意大利光伏市场
意大利太阳能光伏市场的累积装

机容量已经达到17.9GWp，全国范围内

正在运营的电站数量超过550,000家。

这种增长受五项不同的激励方案的补

贴资助，即所谓的Conte Energia方案。

补贴金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最终

随着第五项ConteEnergia方案在2013

年7月份截止而结束。补贴的减少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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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结束显著降低了新装置的数量，

尤其是在公用事业领域（>900kWp），从

而使一级市场的注意力，转移到仍然受

益于简化的购买与转售协议以及50%财

务扣除等间接激励的住宅领域。

法规变动及目前较低的电价使得

新建公用事业规模发电站的吸引力越来

越低。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注意力从新装

置转移到市场上已有的公共事业规模发

电站。装机容量高于0.9MWp的太阳能

发电站的市场规模约达7.6GWp，约为整

个意大利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的42.5%。

公用事业规模的光伏市场由大约

5,0 0 0家电站组成。平均电站规模为

1.5MWp；只有一小部分光伏电站的容

量高于3MWp。

装机容量最高的意大利行政区是

普利亚区（占总容量的14%以及公用

事业规模电站的83%），其次是伦巴底

（11%）和罗马涅区（10%）。住宅及小型

太阳能电站普遍集中在北部地区，而公

用事业规模电站在南部地区更为常见。

所安装的大部分公用事业规模太

阳能光伏容量均受惠于第2和第4项

Conte Energia激励方案，占到累积容量

的82%。

意大利公用事业规模光伏市场以

高细分化程度为特色，前十家光伏电站

业主持有低于15%的市场份额。在过去

四年里，大多数光伏电站由“绿色领域”

开发商持有，而仅有小部分是通过并购

交易获得的。

表1展示了前十家光伏电站业主，

突出表明不存在市场领导者，因为最大

表1：截止2013年12月31日意大利排名前十的太阳能光伏电站业主

公司 国家 容量 (MWp) 份额

Rete Rinnovabile S.r.l. ITA 318 4.2%

Riverstone/Silver Ridge (AES Solar) GBR 120 1.6%

Enel Green Power ITA 102 1.3%

VEI Green – ForVei ITA/GBR 100 1.3%

KGAL Gmbh & Co KG GER 91 1.2%

Holding Fotovoltaica (F2i) ITA 89 1.2%

Glenmont Partners UK 86 1.1%

Antin Solar FRA 77 1.0%

First Reserve – Sunedison USA/GBR/ITA 70 0.9%

Terni Energia ITA 70 0.9%

前10名公司的总容量 1,123 总容量的 (7,600 MWp)

其他 6,477

来源：Prothea、E&S及第二手来源；数据并不详尽或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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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者仅拥有总容量的4%。意大利

风能市场的情况有所不同，它极其合并

化且其中市场领导者（ErgRenew）拥

有超过13%的市场份额。这两片市场是

不同的，因为风能发电站的平均规模为

23MWp，而光伏电站的平均规模仅为

1.5MWp。此外，风能市场由行业及公用

事业参与者主导，而大部分光伏市场的

参与者大多是设计、采购及施工（EPC）

公司及开发商。

意大利太阳能市场的细分化程度

与德国和西班牙的情况类似。较为年轻

的英国和法国光伏市场更加合并化，前

十位业主分别持有69%和28%的市场份

额。

不稳定的法规环境 
在过去两年里，意大利光伏市场遭

遇过多次法规和市场变动。

影响光伏市场的第一场财政改革

是统一市政税（IMU）和“罗宾汉税”（

在前一财政年度超过某些收入阈值时

适用的一种附加税）的推出。2013年7月

份，第5项ConteEnergia方案到期，从而

取消了对新建光伏发电站的激励。对该

领域有负面影响的另一项改革是将折旧

率从9%改成4%。最低保证价格的取消

也对电价产生了负面影响，如今的电价

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对光伏市场领域产生负面影响的

最新一次法规变动是2014年8月11日出

台的、有关追溯性上网电价降低的法律。

这项新法规建议了下列三个选项供光

伏电站业主实施电价削减：

• 选项A：将激励期限从20年延

长至24年，期间根据光伏电站的剩余寿

命来降低电价。

• 选项B：重新安排电价，头几个

激励年份的电价降幅较大，然后及时增

加电价。

• 选项C：在6%至8%的范围内统

一降低电价，具体根据电站的装机容量

确定。

选项C在头几个激励年份更加可取。

选项B则从第12个运营年份开始更加有

利可图。选项A从来都不可取。虽然选

项B所提供的收入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提高，但投资者面临更高的法规风险。

此外，它在光伏电站由于面板退化率升

高而产能降低时可以提供更高的收入。

Prothea预测绝大多数公用事业级

参与者将选择选项C，或统一削减，其

原因是下列几项因素的综合：

• 与收入降低有关的高级贷款的

潜在违约状态；

• 与稍后运营年份中对收入的依

赖性有关的技术风险；

• 与可能损害未来收入的未来

法律及市场状况变动有关的政治和运营

风险；及• 关于选项A，与扩展土地权利

和权限的可行性有关的不确定性。

走向合并化的道路
据估计，太阳能光伏二级市场的

总市场潜力与公用事业级市场规模相当，

即7.6GWp。截止2014年第3季度，其交

易量仅为944MWp，约占总市场规模的

12.4%。二级市场中按兆瓦装机量计算

的并购交易量从2010年到2012有所增长，

但在2013年有所缩减，这是由于法规不

确定性所致。

当前的目标投资规模为大约

2-10MWp的组合，因为更大规模者已被

视为被RTR、FirstReserve、Etrion和VEI-

表2：2010年至2014年第3季度一级市场年度累积市场容量与二级市场年度累积市场交易量

市场（单位：GWp）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6e 2017e

一级市场 3.46 12.9 16.48 17.93 18.08 18.23 18.48 19.23

二级市场   0. 35 0.617 0.804 0.991 1.341 1.691 2

来源：Prothea；数据并不详尽或完整  

意大利太阳能产业的注意力正转向较小型装置，例如这套由Conergy公司安装在意大利帕尔马FierediParma展览中心屋顶上的5MW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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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Capital等参与者合并化了。2013年交易

组合的平均规模为6.9MWp，由3-4家电

站构成。相关的投资者正在发生变化，

从行业参与者向寻求稳定回报和更加成

熟资产的机构投资者转型。

投资者类型
Prothea估计意大利太阳能光伏电

站二级市场主要由下列几大类投资者所

推动：

1) 长期投资者；

2) 行业参与者及独立发电商

（IPP）；

3) 可再生能源有限合伙企业家

庭办公室；以及投机性和特殊案例投资

者。

在我们看来，第一类投资者将成为

未来市场上运营公用事业级太阳能资产

的主导者。Prothea认为他们是赢家，这

归因于其资本成本组合且他们拥有与当

前市场回报结构相一致的时间线。此

外，基于目前市场的细分化以及针对不

久将来所预测到的合并化过程，我们预

计会有更多此类参与者将构建一套最

优的技能和专业知识，从而使他们在整

个资产管理过程中实现大规模合并化组

合的高效率，不论从运营还是金融角度

而言。

这类投资者的显著范例是R ea l 

EstateInvestment Funds，它吸引了养

老保险基金、保险公司等具有明确管理

责任的其他机构投资者，这类投资者将

更注重现金流的长期可预测性而非高

回报率，且受益于适合他们追求市场合

并化战略的财务性高效结构。

这类参与者在合并容量相对较高（

如超过10MWp）的资产组合方面尤其

成功。这类资产通常由私募股权公司或

大中型意大利及国际性EPC公司持有。

在意大利，行业 I PP参与者的影

响力也日益壮大，虽然在太阳能光伏

领域尚且没有明确的市场领导者。多

家中型公司正通过私募股权或股票市

场募集资金，开发以从拥有长期承购

合同的可再生发电资产中产生现金流

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即“yieldco”融

资模式）。AIM证券交易所目录包括

EnergyLab、PLTEnergia、Kinexia（包括

其他业务部门）和Ecosuntek等公司，或

者像Synergo这样的私募股权公司。

这一整合行业知识与财务能力来

投资于可再生能源资产的新兴商业模式，

将赢得市场份额。迄今为止，这类参与

者在二级市场立足的主要挑战始终是

不具竞争力的资本成本。改善他们的

资本获取状况可以改变这种局势，然而，

这些参与者将专注于通过从他们的网络

（如拥有合并销售网络的前EPC公司等）

中受益，并通过收购存在重大技术问题

且需要实质性彻底检查的资产，来合并

较小型的电站/组合。

目前活跃于市场上的另一类参与者

是可再生能源有限合伙企业/家庭办公

室：这些是从那些超高和高净值个人及

家庭办公室中募集资金的专业投资工具，

其目标是将投资组合多样化并直接涉足

这些资产类别。这些参与者们往往拥有

能与行业IPP领域相当的资本成本以及一

个中长期的战略。他们相对较高的资本

成本可以通过参与较小型交易的灵活

性得到补偿，因此他们也会在整合更小

型组合过程中发挥作用。

不幸的是，由于上述市场及法规变

动，许多资产和/或拥有这些资产的项目

公司（尤其是较小型的公司）将在2015

年年初陷入财务困境，且将发现自己可

能由于与其金融机构重新协商当前贷款

时处于弱势地位而陷入违约状态。这种

情况将给投机性和特殊案例投资者营

造出一片市场。有能力收购待重组的违

约资产的特殊案例基金将有机会整合二

级市场中的组合。然而，由于法规的时

间性和过程（如债权人的司法安排、破

产程序等），Prothea预计该领域将仅占

到少数市场份额。

通过评估预测的市场需求与供

应数据，我们预计未来几年里的交易

量会出现强势增长，年均交易量约达

350MWp。

◆  Tommaso Angela, Prothea s.r.l

Prothea成立于2007年，是米兰的一家独立咨

询公司，专门提供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咨询及资

产管理服务。在过去的五年里，Prothea完成了

总价值超过5亿欧元的交易，主要向国际性机

构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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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业化突破

专访：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开发商越来越表示出对

太阳能产业的兴趣，英国太阳能产业逐渐形成，相信

2015年可以看到商业光伏发电占据市场一席之地的那

一刻——Lauren Cook（IHS）

自2012年以来为IHS公司工作。目前是一位从事光伏产业下游研究的分析
员，以前曾参加《光伏市场需求跟踪》报告以及《EPC和集成商市场份额报
告》的工作。

光伏杂志：2014年，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太阳能市场在
可再生能源义务证书（ROC）阶段后的增长将转向差
价合同（CfD）拍卖，5MW以下设施前景看好。这些仍
然是今年的主题吗？

Lauren Cook：3月31日以后，无论是对于4.9MW以下的

地面安装市场，还是商业屋顶市场，5MW以下机组肯定会更

为重要。在预算的制约下，差价合同拍卖将会非常有竞争力，

所以这种机制对于在英国从事太阳能行业的EPC开发商来说

可能具有竞争性。

差价合同计划是否仍然会让主要在英国从事太阳能业
务的公司产生忧虑，或者说你是否认为机会已经来了？

这个计划本身就其如何运作已经逐步明朗化，但还有待

实践的检验，也无例可循。我们预计会有一些大的开发商会

首当其冲敢于冒此风险，为其他较小的太阳能公司亲身展示

这个计划。

开发商在英国建设4.9MW的光伏电站，只是为了获得
可再生能源义务证书，是否具有经济吸引力？这个阶段
会持续很久吗？

我们已经看到4.9MW市场中有非常多的利益可图。正在

被拟建的项目有许多实际上是重新申请的。所以，原来容量

超过5MW的项目在最后期限之前不能完工的，都改成了小容

量机组以后重新提出了申请。说到持续性，小容量机组在收

益方面的吸引力的确不如大容量系统，所以我们不太可能看

到这一细分市场的热潮。相反，我们预期关注点会集中在商

业屋顶市场以及FIT（政府电力收购制度）批准的系统。

收益方面不会像4.9MW系统那样有吸引力，因为系统规

格不大，所以规模经济较小。可是仍然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许

多公司会转移到下一个关注点，只是仅仅完成他们在现有管

道上的项目而已。

目前正在竣工的可再生能源义务证书项目较大。现在只

有少数几个项目是5MW级别的，纯粹是因为机组容量太小，

基本没什么收益。我们预计有一些稍大的系统改成小机组后

重新申请，但是一般来说，这些开发商都正在向商用市场努

力。

电站规模市场在2015年4月以后的不确定性对于国外
领先模组供应商对英国的看法有什么影响？ 2014年
曾经有许多中国的大供应商非常乐观地想要向英国市
场进扩张。2015年是否还会出现这种情形？

我们看到有许多公司在拓展市场时更加谨慎了，英国已

经受到了全球市场的冲击。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都出现了建

设热潮，所以有许多领先的太阳能公司已经开始向其他地方

转移。我们预计不会出现去年那样的大规模的扩建和宣传。一

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英国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已经到位。

政府大力支持商业机组，试图引导英国光伏产业的发
展方向。这是否是一个实际可行的目标？

商业屋顶市场今年会有所增长。但政府的作用并不大，

增长量将来自可再生能源义务证书转向差额合同后寻找替代

渠道的公司。许多领先的英国公司宣布将要开发商业屋顶项

目，所以这肯定是一个趋势，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发展速度的

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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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英国通过FIT政策带动光伏市场增加了700MW的装机容量

英 国 的

住宅屋顶光伏

市场在2 014

年健康稳定

地增长，去年

有125000个

家庭在他们的

屋顶上安装了

太阳能光伏

系统。

由 能 源

和气候变化部（DECC）公布的数据显示，据统计，2014年英国小型市场增加了

700MW太阳能光伏发电容量-表明国家实行FIT制度的太阳能产业正在健康成

长，太阳能行业协会（STA）业务分析员David Pickup说。“这些最新统计数据

表明，FIT制度的太阳能光伏市场正在健康成长，在住宅和商业屋顶上安装了

大量的太阳能系统，还有小型的太阳能农场，”他说。

在英国，如果达到安装设备容量要求或使用达到九个月，就能定期下调上

网电价。一月份公布住宅规模（小于5kW）的设备电价从四月份开始下调，这是

2012年以来第一次下调上网电价，以前的电价下调都是以装机容量增长为前

提，而不是九个月自动下调。

但是，尽管10月份和12月份之间10-50kW市场增长量超过50%（主要由学

校、乡村礼堂和企业单位带动），但新增容量并不足以触发这一级别的电价下

调条件。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屋顶机组这个大市场增加了33MW太阳能装机容

量-2014年最后三个月一共安装了164台设备-是上一季度的二倍多”Pickup补

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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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英国领先的太阳能开发商是否会真的从他们可能在今
年遇到的有潜在损失功率的地面安装光伏机组转向商
业屋顶装置？

如果能这样做，今年的前景会很乐观。我们确实预测到

今年英国的太阳能市场会有所增长，但很大一部分是由第一

季度的赶工期所带动的。今年在商业屋顶市场中仍然有一些

障碍需要克服，但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公司加入。总的来说，

我们预测英国光伏产业今年的增长量为3.2 GW。大部分的增

长量是由第一季度高数据带动的，但许多公司会迅速转向侧

重于商业屋顶系统和4.9MW以下的系统。这一产业肯定会大

有势头，各公司已经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

如果想让英国的商业屋顶光伏市场在态度和无障碍性
上真正地有所改观，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这个市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系统所有权。英国有许多的

商业楼宇出租，所以屋顶太阳能系统是属于租借物业的公司

还是物业的业主，这是一个问题。需要通过政府立法或开发

商签订合同进行确定。

现在，公司在搬走时可以将光伏系统带走，但是随着行

业继续发展，这个可能性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英国光伏发电产业的部署在2014年年底明显放缓
到，2014年的装机容量约为2.5 GW。从现在到2015
年4月1日是否还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或者说是否能
基本保证第一季度的赶工期？

到去年年底，管道数量是庞大的，随着可再生能源义务

证书的公告，本来以为随着最终期限提前宣布，许多系统会

提早安装。

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项目仍将在第1季度竣工，刚好赶

上最后期限，但是我们之前以为这些项目应该在去年的第3季

度和第4季度竣工，避免手忙脚乱。但看来我们将仍然预期第

1季度是赶工期，我们预测2015年第1季度的光伏装机容量将

达到1.6GW左右。

最后，你是否认为2015年英国的住宅屋顶市场会超出
正常、稳定、FIT带动的增长量？

基本上，英国住宅市场远未达到我们在大型光伏和商业

市场上所看到的热潮。从数字上可以看到有少量增长，但住

宅装机容量比较平稳，每个月在40MW左右。也许今年会稍有

增加，但我们预计在2015年这一市场的增幅不会很大。每当

上网电价变化时，都会出现奇怪的峰谷变动，但一般来说，这

个市场的参与者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所以我们可以预见这一

两年会很稳定。

◆  Ian Clover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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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的市场还是错失
的机会？

世界未来能源峰会2015：中东和北非地区作为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市场集合，

长期以来吸引了全球太阳能行业的关注。但市场是否能够达到所期望的程度或

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错失的良机，目前还不明确，但看来现在确实是该正面面对

这个问题了。

在乘坐去往阿布扎比的出租车途

中，出租车司机询问光伏杂志团队是要

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听闻是世界未来能

源峰会时，司机自然而然地问到，“哦，

你在石油行业还是天然气行业？”

在某种程度上，第8届世界未来能

源峰会（WFES）及能源丰富的海湾国家

有关清洁技术和光伏的近期公告可以

被视为改变该地区观念的做法，而且

Masdar市及其大胆的雄心勃勃的可再

生能源目标也无非就是一种公关斡旋。

当然，吸人眼球的Solar Impulse团队的

出席（参见第46页），以世界未来能源峰

会场地作为太阳能赛车的终点，以及扎

耶德未来能源奖的高调获奖者（如美国

前副总统戈尔）即使不能提供可立即获

SunPower公司的机械设计工程师BenMedder展示专门为中东干燥、多尘条件下开发的新太阳能电池板自动清
洗系统。

利的太阳能项目管线，也制造了引人注

目的公关机会。

但事实仍然是中东和北非地区已

成功地吸引了全球太阳能行业的关注。

但是，它是否能够达到所宣传的高度仍

有待观察。在一些中东和北非国家已经

开始出现真正的机会，各自有不同的驱

动因素。但同时政策的不确定性困扰着

开发商，而且还面临一大堆技术挑战。

6美分
要讨论中东和北非的太阳能市

场，不可能不提到迪拜水电管理局

（DEWA）200兆瓦的公用事业规模太阳

能招标项目。中标的多元化能源开发商

ACWA电力在当地及全球光伏产业成为

头条新闻，在超过25年的生命周期内，

其价格约为0.06美分/千瓦时。创纪录的

低价格在世界未来能源峰会上引起激烈

辩论。但毋庸置疑的是该项目和价格将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彭博新能源财经的

创始人MichaelLiebreich尤其看好该项

目对该地区的太阳能市场产生的影响。

MichaelLiebreich说，“若论及包

括北非在内的更广泛地区，那么我们可

以考虑一些风能、太阳能和CSP项目，但

目前还没有真正令人心跳加速的项目，

但我认为与ACWA电力的0.06美分/千瓦

时DEWA交易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因

为这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成本最低的太阳

能项目，而且显然没有补贴。”

然而，L iebre ich的观点并不是

一个普遍观点，沙特太阳能产业协会

常务理事和太阳能GTC联盟的创始人 

Browning Rockwell认为它向该地区的 

各国政府及可能考虑在海湾国家建

立运营的潜在太阳能企业发出了一个

错误的信息。Rockwell是沙特阿拉伯

太阳能行业协会的常务理事和太阳能

GTC联盟的创始人。

Rockwell指出，“我认为从ACWA 

中标的平准化能源成本（LCOE）与其

他项目相比来看，这是一次完全不同的

投标。该项目是由政府发起的招标，政

府是交易中的一个伙伴，该项目为高杠

杆融资，融资成本非常低，没有土地成

本，其项目现场已经做好相关施工准

备。中标公司正在实施首次公开募股，

而项目两年以后就开工了！”Rockwell

说，由于这些因素，该项目的成本结构

与全球其他地区的项目“大相径庭”，

从而误导了开发商和MENA政府。

招标推动了三个市场
迪拜、约旦和埃及是该地区目前最

突出的市场，都已经运行或正在运行大

型招标项目。约旦的第一轮单独招标就

开发了12个项目，总安装容量达到200

兆瓦；埃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管理局

（NREA）目前正在运进行4.3吉瓦的可

再生能源项目招标，尽管有的计划细节

问题尚未发布。在与出席世界未来能源

峰会的主要国际组件供应商和EPC的讨

论中，光伏杂志了解到，他们几乎全部

都包括在通过第二轮投标资格审核的

67个申请人之中。资格审核的第二阶段

将包括技术资格评定，对申请人交付项

照片：Jonathan Gifford/Solarpraxis AG



市场及趋势

45光伏杂志  2015/2月刊

广告

目的能力进行评估，以此淘汰在可再生

能源方面缺乏经验的申请人。

分布式应用
DNVGL中东区域经理Mohammed 

Asif认为，这些大型招标项目吸引了开

发商和媒体的最主要关注，但也有迹象

表明分布式市场可能会发展起来并不

断成长和强大，超过很多人的预期。

Asif指出，“在媒体中看不到民营

光伏项目的不断增加扩展，有些农场、

家庭和工厂设施安装不到1兆瓦的小型

系统。在短短几年内，研究可能发现私

人层面的光伏模块与项目发展要远远

超出最初的设想。”Asif报告说，能源管

理系统及部分存储系统正在推出这样

的应用。

彭博新能源财经的Liebreich则

对于中东和北非地区分布式光伏市

场的增长速度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

对电力仍然给予大量补贴的海湾国

家。Liebreich说，“一直流传着很经典

的故事，说去度假的沙特人或阿联酋人

去度假时也不关掉空调，因为这不会花

费他们什么费用。我觉得除非停止补贴

电费，否则这一切不会改变。我认为分

布式光伏发电在摩洛哥、突尼斯和约旦

发展会更迅速。”

在电价补贴方面，Liebreich认为，

随着油价大幅降低，来自石油销售的外

汇收入大幅下滑，海湾国家可能会开始

恢复其电价补贴。在沙特阿拉伯尤为

如此，该国仍然大量依赖于其石油储

备进行发电。彭博新能源财经预计，在

未来18个月至两年期间，油价不太可能

大幅反弹。

清洁很重要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太阳能与化石

燃料行业之间还存在其他方面的有趣

关系。SunPower公司在该地区主要

在其强大的母公司品牌-法国石油巨头

Total下运营。SunPower公司和Total在

世界未来能源峰会上有一个显眼的展台

展示厅，并在阿布扎比的Masdar设有

办事处。SunPower公司向该地区的石

油和天然气行业提供了约3000套小规

模光伏系统，并为Masdar市提供了部分

太阳能屋顶。SunPower公司在世界未

来能源峰会上展示了其模块清洁机器

人。模块清洁是在中东和北非地区运

维解决方案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为

该地区具有干燥、多尘的条件和沙尘暴

天气。SunPower公司在2013年11月收

购初创公司Greenbotics后提出了公司

清洁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是作为绿洲

电厂产品的一部分而提供的标准解决

方案。SunPower公司声称，一个拥有

四台机器人、两个支持人员和一名辅助

车辆的队伍可以在10小时的夜班内清

洁12000模块。SunPower公司的机械

设计工程师BenMedder说，“污渍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的，也可能是因风

暴等事件而产生。它可能在短时间内真

正影响装置的性能，因此，关键是要能

够同时应对这两种挑战。我们的机器人

在这个方面表现非常理想。在我们加州

的工厂里，我们将机器人部署为一个团

队，能够非常快速高效地进行清理。”

试点项目
关于如何优化清洁时间表， 

SunPower公司已经在其部署了机器人

的美国及智利太阳能电厂园区为优化收

集数据，本地数据也很重要，一些国际

供应商正在部署测试站点，作为其中东

和北非地区业务的一部分。

挪威模块供应商REC太阳能展示

了其目前与TÜV Rheinland合作在建的

新迪拜模块测试设备。将在该设施安装

130个各种技术模块，以便在该区域的

独特气候条件下收集关键性能数据。

REC并不孤单。试点项目似乎是让

企业可以在该地区建立跟踪记录和获

得重要数据的一个途径。为中东和北

非地区及具体国家建立太阳能跟踪记

录对于让政策制定者接受将光伏作为

其能源格局的一部分是至关重要的。为

该地区打造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也是

开拓市场这个难题中一个重要的板块。

模块供应商英利、逆变器制造商lnge-

team和设备供应商Manz都在世界未来

能源峰会上展示了能够应对粉尘、高温

并符合中东和北非地区普遍美学标准

的产品。

不过，Rockwell认为，永无止境的

试点项目对该行业而言也可能实际上是

一个双刃剑，因为这可能是该地区政府

吸引太阳能电池供应商和开发商兴趣与

投资的一种方式，但最终并没有事实上

的重大项目。

Rockwell还解释道，“对于沙特，

让政府官员接受太阳能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在我看来太阳能技术已经得到证

明了，不需要什么试点项目。试点项目

使太阳能企业能够继续进行对话，但它

不允许你走出去打造能够产生足够业务

的项目。

◆  Jonathan G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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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梦想

太阳能飞机：自太空旅行出现之后，太阳能电池板就是卫星上无处不在的存在，

但迄今为止，其使用也仅仅是次于更为传统的电源。但是Solar Impulse将于三月

份推出世界上第一个仅靠太阳能供电的环游世界飞行，此举将有希望打破上述局

限。光伏杂志与飞行器及全体工作人员亲密接触，体验这一历史性的壮举。

从郁郁葱葱的瑞士小镇Payenne

一个巨大的机库到阿布扎比一个尘土

飞扬的跑道——Solar Impulse 2（Si2）

之旅的第一站是有点不够炫彩夺目。这

艘创新型的Si2太阳能动力飞机将被置

于卢森堡波音747的机舱里面，三月份将

从阿联酋首都开始“展翅高飞”，开启

其破冰式的环游世界之旅。

Solar Impulse团队丝毫不敢掉以

轻心。Si2已经在瑞士山脉及近期阿联酋

沙漠上空的多次飞行中展示了其威力，

Solar Impulse的Si2飞机机翼、机身和尾翼上嵌有17248块太阳能电池，为其电池系统提供足够的太阳能，并希望
能够为飞机环球飞行提供动力。

但其翼展的庞大规模和雄心意味着对此

次破纪录之旅的每一个微小细节都进行

了精密计算。事实上，拆卸流程就花了

三个星期，将72米长的翼展分成三段。

在重新组装后，Si2在1月17日至22

日在阿布扎比可持续发展周中召开的世

界未来能源峰会上首次公开亮相并大获

成功。

由于着重考虑重量因素，Si2未安

装任何除冰功能，因此三月份在欧洲选

择起飞点是不可能的。而中东的三月份

气候更为温和。起飞日期的确定考虑到

在飞机向东飞行过程中避免印度季风的

影响。着陆和起飞都在晚上进行，以避

免超过18公里/小时10海里（18公里/小

时）的紊流，同时地面上的多学科团队

将绘制最佳途径路线图。

这只是Si2注重细节一丝不苟的

惯常做法中的一个快照。作为探险家

Bertrand Piccard和工程师兼飞行员

André Borschberg的心血结晶，Solar 

Impulse的环游世界旅程制造过程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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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12年，光伏杂志在2014年年底受

邀到该公司的瑞士飞机库去参观作为

将飞机运到中东之前的最后一笔润饰。

到中东后将由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公司

Masdar负责。

技术规格
Si2的翼展达到72米，比波音747更

宽，但飞机本身的重量仅为2.3公吨，大

约与一个大型客车相同或略重。事实

上，如果飞机用聚苯乙烯制成，也要比

目前更重（机身由碳纤维和蜂窝夹层的

复合材料制成）。机翼、机身和水平尾

翼安装有17248单晶硅电池，由美国太

阳能公司SunPower公司提供。每块电

池仅仅135微米厚，兼具轻便、灵活和

性能之优势，效能达到22.7％。

Solar Impulse的首席执行官和创

始人之一André Borschberg说，“太

阳能电池总面积覆盖250平方米，提

供的联合输出功率为45kWp。太阳能

系统使用SolarMax的最大功率点跟踪

（MPPT），以创建300伏的直流电，并

馈送到四个直流发动机和锂聚合物电

池。”André Borschberg将与Piccard

轮流参加试飞。

在S o l v a y、B a y e r材料科学及

Kokam帮助下开发的电池被优化至每千

克260瓦时。按照633千克的总重量，电

池系统达到Si2总重量的四分之一，能够

存储164580瓦时的动力。

“就这一点而言，存储量就代表主

要低效原因，”Piccard说。“我们使用

的电池是为优化维护而专门开发的，但

电池仍10倍于煤油重的重量。我猜想要

实现同重可能仍然需要20年的时间，但

希望Si2能够激发更好的效率和更轻的

电池。”

光伏技术的先驱
Piccard着重指出，Si2项目的开发

并非为了推进太阳能供电的商业飞行可

 太阳能创新

Piccard说“在开始建造之前，我们就必

须考虑到Si2的每一寸构造。”这意味着要为

飞机专门开发很多专用材料和技术，其中许

多已推广到其他应用中。

太阳能系统本身是Si2飞机中更传统的

一个部件。SunPower公司为该项目提供了

17,248块Maxeon太阳能电池。这种Maxeon

电池具有22.7％的效率，仅135微米厚，因此

非常轻便灵活。

比利时化工集团Solvay为Si2研发了系

列塑料、薄膜、纤维、涂料和润滑油，并与

Bayer合作使电池更轻便。锂聚合物电池（由 

 

Kokam公司发明）是整体构造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也是为飞机带来最大重量的组件。每个

螺旋桨箱内有150公斤的电池。

Dassault系统为整个项目提供3D建模软

件，ABB、Schindler和Omega也为项目提供

了创新和专业知识。破产的瑞士逆变器公司

SolarMax提供了MPPT技术，将直流电（DC）

馈送到飞机的四个无刷、无传感器直流电

机，其效率高达94%。

Piccard说，“未来动力将是电气化。与

煤油动力不同的是，使用直流电机时很少丢

失热能。”

 

照
片
：

Ia
n 

Cl
ov

er
/S

ol
ar

pr
ax

is
 A

G

美国太阳能公司SunPower公司为项目提供了Maxeon太阳能电池，主要选择了其耐用性、灵活性和轻便性能。电池仅为135微米厚，而效率达到22.7％。这
些电池为该使命提供了性能和适用性之间的最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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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员档案

Bertrand Piccard

Piccard，心理医生、气球驾驶员和讲师，瑞

士籍公民，57岁，身材瘦

削、眼神敏锐。作为Solar-

Impulse的董事长，他出

生于一个具有科学和探索

精神的家庭。Piccard将这

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投

入到这个环游世界的计划中。在70年代，他率先

进行超轻飞行和滑翔，1985年成为欧洲滑翔机

和特技飞行的冠军。此后Piccard取得了多种热

气球、机动滑翔机和飞机飞行许可证。在1999

年与英国人BrianJones共同成为乘坐热气球无

停留环球飞行的第一人。

André Borschberg

六十多岁的瑞士人Borschberg于1983年毕

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

管理科学硕士，之前在洛

桑市获得机械工程及财

务管理学位。除了在企业

管理领域成功的20多年

职业生涯外，Borschberg

热爱飞行，在瑞士空军作为储备军事飞行员接

受了培训。目前他担任SolarImpulse的首席执行

官，在2012年至2013年首届SolarImpulse飞行中

拥有8项FAI（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世界纪录。

 

能性，而是要挑战关于太阳能光伏技术

和储能潜力极限的观点。

他说，“Solar  Impulse不是为了载

客，而是携带信息，人类需要找到提高生

活质量的新途径。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

源是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太阳能动力飞行不是什么新鲜事，

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然而，Piccard强

调指出，长期以来，储能，即在太阳下山

后仍能停留在空中的能力，一直被认为

是不可逾越的障碍。Piccard说，“要真

正挑战太阳能动力飞行的极限，最大挑

战始终是夜间飞行。我们直到近期才能

够为这些飞机安装储能充裕的蓄电池，

以实现这一目标。”

Piccard和Borschberg在2013年首

次太阳能动力飞行中横跨美国，在此一

年之前他们刚在摩洛哥和西班牙之间

进行了首次洲际飞行。这个最新的项目

具有更为宏大的范围和目标，涉及到系

列新的挑战，将储能、效率、飞行员培训

和飞机制造推向新的高度。

Piccard在1999年成为乘坐热气球

无中间站环绕地球的第一人。他谈到此

次历史性的飞行如何暴露了对化石燃料

的依赖性所造成的限制。

他说，“Solar Impulse的想法就是

那次环游世界的气球飞行中产生的，当

时燃料有限的概念变成了现实。在该段

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只能再进行两个

小时的飞行。我们成功了，但那一刻对

燃料的依赖使我充满恐惧，我当时就对

自己承诺，下一次我环游世界飞行时将

不再使用燃料。”

Piccard是一个引人注意的演说

家，他说，如果埃及人想要飞行的话，他

们早已能够飞行了。技术已经具备了，但

人们的思想并没有成熟。他补充道，“

在20世纪，我们终于试图飞起来。然后

在短短60年的时间里，我们有了第一次

飞行，到达了南北两极，冲到马里亚纳

海沟的底部，并且足迹到了月球。创新

就是摆脱旧观念，挑战那些认为做不到

的人。一旦你做到了，你就进入寻找新

解决方案的自由王国。

＂我们的疑虑是压载，我们要把它

扔出从而不断上升。”

Si2飞行
环游世界的太阳能飞行定于三月份

从阿布扎比起飞，行程总计四五个月，

合计飞行天数约20-25天。Si2将连续飞

行五天五夜，没有燃料，且只有一名飞

行员。Borschberg和Piccard已经训练

自己能够通过冥想和瑜伽等各种自我催

眠技巧进行20分钟深度睡眠。

照片：Solarlmpulse 照片：Solarlm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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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2精巧的机翼被装上货机运输到阿布扎比。飞机拆卸花费了三个星期，尤其突出表现了在Si2设计的每一寸都注重细节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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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和飞机

本身一样具有可持续性，”Borschberg

说，“这意味着不能使用任何咖啡因或兴

奋剂。”为了安全起见，飞行员只能在海

洋上空飞行时睡觉，在陆地上空飞行时

必须保持清醒。3.8米的驾驶舱内没有暖

气，是非增压的，飞行员的生活依赖于高

密度保温、氧气供应和可检测飞机角度

和自动驾驶功能异常情形的监测系统。

两名飞行员将各自飞行4-5天，然后进行

交换。飞机上永远只有一名飞行员。

S i 2的最大巡航高度为8 5 0 0米

（27000英尺），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40

公里/小时，这远远比所有的煤油动力

飞机慢。有趣的是，没有消耗燃料的装

置意味着飞机的重力中心没有变化，这

对于飞行员而言又面临额外的航行和

技术挑战。

路线将从阿布扎比向东，穿过整

个印度次大陆，在日本停靠，然后横

跨太平洋前往美国西海岸。从那里Si2

将飞往纽约，然后横跨大西洋，飞越欧

洲，在本年度七月份左右再次在阿布扎

比着陆。

Piccard说，“Solar Impulse2就像

一个飞行实验室。它不仅展示了太阳能

技术的效率，吸引了人类的注意，而且

在下个月的起飞中我们也将学到很多。

“在我们成功完成环球飞行之前，

在本阶段很难说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可能

性，或Solar Impulse3会是什么样子，但

其可能性应该包括飞得更高、更快，并

最终完成无停留的环球飞行。一旦成功

完成本次环球飞行使命后，如何实现这

些目标就会变得更加清楚。”

◆  Ian C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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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使命将由一个专门团队在地面提供支持，全天候监控飞机和飞行员的工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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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PV+测试中学到的经验

组件测试：韩华太阳能第二次向德国安全标准权威TüV莱茵集团和Solarpraxis共同

创建的具有挑战性的PV+测试2.0测试程序提交其组件，这次是从去年已经测试过

的同一系列中提取的一个组件。经过针对其生产流程进行调整后，组件本次表现

比上次更胜一筹。

韩华太阳能在去年的测试中已经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该公司希望再次

接受检测。在整体评估中，组件赢得了“

良好（+）”级，比去年高出半级。对额

定输出的评估对评估结果具有最大的

影响。客户将会很高兴地得知，平均而

言，组件表现出比数据表所载高出0.5％

的输出电量。去年组件的输出电量小于

正在TüV莱茵集团进行压力测试的太阳能组件。

数据表所载数据，但在测量容差范围之

内。这导致当时测试点的明显降低。

今年良好的测试结果表明，制造商

非常重视并解决了这一问题。韩华太阳

能产品与营销高级主管WinfriedWahl

解释说，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由于

韩华太阳能与TüV莱茵集团合作推出

了“功率控制”的测试。功率控制测试

包含由TüV莱茵集团开发的一种特殊程

序，该程序对特定制造商的生产过程和

产品都定期进行测试。在本案中，TüV

检查了太阳能电池组件是否能真正生产

出制造商所承诺的输出电量。Wahl补充

说，在测试实施过程中，韩华太阳能的

闪烁开关也获得了新的认证。这包括采

用TüV莱茵集团的参考标准对所有闪烁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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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测试2.0：韩华太阳能HSL60P6-PB-1-255
所测试的太阳能组件HSL60 Poly来自韩华太阳能，包括60块多晶

电池，具有255瓦的输出电量。据生产商所述，该太阳能组件用于住宅

和商业屋顶，在欧洲、美洲、亚洲和澳大利亚大型户外项目中也有使用。

这种“通用组件”是韩华太阳能销量最大的组件，因此也是TüV莱茵集

团和Solarpraxis共同开发的组件测试“合乎逻辑的选择”。HSL系列自

2013年4月份以来已经进入市场。至今HSL系列已销售了总输出功率约达1吉瓦的组件，包括用

于屋顶安装的黑色框架和背板的黑色版本组件变异体，和主要为大规模装置而特别设计的HSL 

72，一个具有72块电池的组件变异体。根据韩华太阳能提供的资料，被测试组件系列的特征是

使用寿命长。经证实其具有非常高的风雪载荷量和抗电势诱发衰减（PID）影响能力。

自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HSL S系列又在经过验证且广泛销售的HSL技术的基础上，开发 

出新一代组件。根据韩华太阳能所提供的信息，新组件系列依托于四条母线的电池设计，以

达到更高的组件效率。此外，韩华太阳能近日已转换到全自动化生产，可确保持续稳定的高品

质。 60块电池的HSL S组件额定输出电量达到260至270 Wp，并且72块电池组件可提供305到

315Wp的性能等级。

Independent 
Photovoltaics Module Test 

by Solarpraxis and 
TÜV Rheinland 

GOOD (+)

2.0
Hanwha SolarOne

pv magazine 02/2015

HSL60P6-PB-1-255 (HSL 60 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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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进行新的校准。韩华太阳能测定值

与TüV测定值之间的偏差现在还不到百

分之一。

特别是由于“功率偏差标称值”

类别的改进，韩华太阳能组件HSL 60 

Poly（准确讲是HSL60P6-PB-1-255）

的综合评级从去年的“良好”上升到今

年的“良好（+）”。此外，被测试组件

的“文献”和“电气安全”类别也值得

赞扬：这两项都取得了可达到的最大分

数。因此组件能够超过去年的得分并

不奇怪。

高抗电势诱发衰减性
除其他事项外，从温度系数和微弱

光行为可以看出，自上次测试后组件的

设计变化不大。韩华太阳能表示，温度

系数为每开尔文-0.43％。TüV莱茵的测

定值为0.425%，可以对此进行相对精确

的确认。在PV+测试中此项值可能为8到

10分。组件的弱光行为与去年表现一样

良好。可获得的分数为80分，组件获得

了70分，由此证明组件甚至可在更少辐

射的情况下提供良好的收益率。

此外，和去年的测试一样，组件表

现出良好的抗电势诱发衰减性（PID）。

测试后，组件的输出电量仅减少了1.66

％。这个良好的数值产生的结果是在10

分中该组件得到了9分。

然而，该组件的一个薄弱环节在

去年测试中就已经出现。在热循环测

试中，经过温度从-40摄氏度到85摄氏

度之间的200次循环后，输出电量减少

达到4.7％。但这仍然在国际电工委员

会（IEC）对200次循环的要求范围内。

随后的电致发光试验（EL）表明电池的

接触指和母线可能有问题。TüV的测试

工程师兼PV+测试负责人Andreas Cox 

表示说，“即使用肉眼也可以看到电池

连接器有部分焊接不规则，我认为这

显然是组件中最薄弱的一点。不完全干

净的焊接连接也可能是热循环测试输

出电量损失的原因。”但与去年相比，今

年再进行200次热循环也无法对组件造

成伤害。

不均匀的电流
在湿热测试中有明显的输出电量损

失。测试中将组件两次置于85摄氏度和

85％相对湿度下达1000小时，输出电量

减少最高达2.85％（IEC的限额为5％）， 

再经过1000小时，损耗进一步增加到

3.46％。在测试后进行目视检查，发现

母线轻微变色，背板泛黄。EL图片出现

进一步不规则。这里同一块电池的部分

母线比其他一些更明亮。

测试工程师Cox认为，较明亮的母

线显示在电池内电流的流动不是均匀

的，而是集中在某些区域。“在较暗的

区域电阻增加，这可能是由于电池连

接器焊接不规则或由湿热的气候引发

的电池前面或背面金属化的化学反应

所致。”

组件在机械载荷试验中被扣了几

分。在这里，首先对组件进行2400帕斯

卡荷载视检，然后再进行5400帕斯卡荷

载试验。在这两种情况下，输出电量几

乎保持稳定。但是，在EL图像中，TüV检

查人员检测出电池裂缝在第二次测试

后增大。

消除弱点
但总而言之，可以说该组件通过了

所有标准内的压力测试，获得良好（+）

等级可谓实至名归。组件的整体印象和

总体加工方面，部件工艺和边缘测试这

两项也获得了最高分。

为了消除涉及到母线时出现的弱

点，韩华太阳能甚至在电流测试结果发

布之前就将其生产过程完全转移到新

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根据Winfried Wahl

所述，这里测试的组件在2015年将停

止生产，已经订购的组件将如期交付。 

HSL 60 Poly将由今年年初以来已经制

造HSL 60 Poly S的产品线所承继。根据

制造商提供的资料，可能的薄弱点已被

消除。例如，电池连接器将从三个增加

到四个，并将完全自动焊接，从而进一

步提高了温度系数和弱光行为。

Wahl肯定地说，“我们认为我们

可以通过重新装备最新生产技术而完

全消除焊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缺陷。”

此外，新组件中将使用新的创新性EVA

材料和背板。因此，Wahl预计在湿热测

试中将获得最佳效果。通过以新产品

重新参与PV+测试，韩华太阳能可以证

明其组件的质量是否已得到进一步的

加强。

◆  Mirco Si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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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Solarone HSL60P6-PB-1-245 (HSL 60 Poly)
综合信息
被测试期间 2015年1月

评估标准起始于 2013

产地 中国

大小（毫米） 1,636 x 988 x 40

重量 19公斤

电池类型 6"，多晶

组件类型 玻璃/EVA/电池/EVA/箔

性能参数（权重：20%）
额定功率 255W

产量容差（负、正，%） （0 Wp，+5Wp）容差±3%

测量值与额定值的偏差 +0.5%

预处理后的初始退化 -0.77%

测量值是否在额定值容差范围内 是

STC下的效率（每平米1,000瓦特太阳辐射，25摄氏度下测量） 15.86%

低光照水平下效率降低（每平米200瓦特太阳辐射） -1.93%

温度系数 -0.425%

50摄氏度下效率降低（所测量的温度系数） -10.625%

填充因数 74.20%

性能变化的评估 +++

温度系数的评估 ++

温度&低光行为的评估 +++

性能参数的评估 +++

老化行为参数（权重：30%）
热循环测试，200个周期（功率退化，%） -4.72%

热循环测试，400个周期（功率退化，%） 1.15%

在PID测试后降低定额值 -1.66%

湿热测试，1,000小时（功率退化，%） -2.85%

湿热测试，2,000小时（功率退化，%） -3.28%

机械负荷测试，2,400帕斯卡（功率退化，%） 评估计划2011年

机械张力与压缩测试，2,400帕斯卡（功率退化，%） 0.44%

机械张力与压缩测试，5,400帕斯卡（功率退化，%） -0.42%

热循环测试的评估 +

PID测试的评估 +++

湿热测试的评估 0

机械张力与压缩测试（2,400帕斯卡）的评估 +++

机械张力与压缩测试，极高荷载（5,400帕斯卡）的评估 +++

自2013年4月以来EL评估的不规则性 在湿热测试和热循环测试后的EL测试显示存在接触问题；
机械荷载测试显示五个电池上有裂缝。

评估老化行为 +

文献（权重：10%）
IEC 61215/IEC 61730/CE标签 +/+/+

不规则性 无

评估 +++

电气安全（权重：20%）
结果符合安全标准IEC 61730的要求 是

不规则性 无

文献评估 +++

加工（权重：15%）
锐化边角（被测试根据UL） 无

可视不规则性 无

电镀发光物品，初始 次最优条焊接；有些微裂纹。

处理评估 +

保修期，易于安装（权重：5%）
产品保修期 12年

履约保证金90%/80% 25年，第一年97%，然后每年线性递减-0.7%

特别保证条件 无

评论 无

保证金及易于安装评估 +++

综合评估
在IEC 61215 und IEC 61730要求范围内的结果 是

综合评论 组件输出量比前次试验更好。

综合评估（最大值100点） 88.005

得分 良好（+）

次级项目和评估得分如下：+++ | ++ | + | o | -
所有测试结果图表及与《光伏杂志》文章对应的链接以及对测试标准的详细说明，请访问网站www.pv-magazine.com/services/pv-test。PV+测试受版权保护，未经Solarpraxis AG 和TüV 
Rheinland同意，不得复制本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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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心态

日本：对于薄膜制造商而言，经历过组件供应过剩的劫数而毫发无损决非易事，

但Solar Frontier公司早已打破了人们的预期。在2014年，该公司沿着自己的途径

开发项目，推动其GIGS技术向前发展，推出差异化产品，并进入国际市场。

全球太阳能制造业已返回到增长

模式。IHS估计2015年全年内将增加约8

吉瓦的光伏组件制造产能，使全球产能

达到约78.5吉瓦（预期输出电量为57.6

吉瓦）。与2012年和2013年时的市场产

能过剩相比，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

机，当时许多业内观察家都看不到该如

何走出这个泥潭。

对于薄膜制造商而言，这段供过于

求的时间非常低迷。暴跌的多晶硅和结

晶硅（c-Si）组件价格表明诸如CdTe和

CIGS等薄膜技术的竞争优势在逐渐消

逝，而非晶硅则从来没有真正恢复过。

不过，目前以美国FirstSolar公司和

日本Solar Frontier公司为首，薄膜厂商

据Solar Frontier公司的报告，其工程技术专长和合作伙伴关系可能会给项目带来更快的电网连接时间。这包括
快速增长的商用屋顶太阳能细分市场的阵列。

们正在加速生产。FirstSolar正在重启其

马来西亚和美国生产基地中已经关闭的

生产线，并增加现有生产线上的产量。

而Solar Frontier则以建立新的150兆瓦

东北晶圆厂的形式进行扩张，该厂从生

产角度看，在很多方面代表了公司未来

的形态。

IHS太阳能首席分析师兼研究主管

Stefan deHaan认为，“考虑到中国吉瓦

级规模的运营，这是一个只有150兆瓦

的相对小规模扩张，但无论如何Solar 

Frontier相信它可以将成本比国富町[公

司的900兆瓦晶圆厂]降低30％至35％。 

东北工厂可以作为在火爆市场、在与

Solar Frontier相关的市场、及公司可以

以具备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制造的市

场，开设晶圆厂的一个起点。”这是使

Solar Frontier与其竞争对手产生差异化

的一个策略，但在许多方面它只不过是

日本GIGS先驱在比较拥挤的制造业市

场异军突起的又一个例子。

最近的事态发展
在展望Solar Frontier可能发展到 

何种程度之前，其前12个月的活动中

包含了一些有趣的亮点和发展。组件方

面，Solar Frontier的技术团队在2014年

4月份创造了0.5厘米×0.5厘米CIGS电池

20.9％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该电池是

从一块更大的30厘米×30厘米基板上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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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下来的。该项纪录是与日本新能源

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合作

实现的。

将这个结构微小的电池以统一、

可重复的方式使用到全尺寸的基板和

组上，对Solar Frontier以首席技术官 

Satoru Kuriyagawa为首的技术专家而

言将是一个挑战，但它确实又一次显示

了CIGS的潜力。

其竞争对手FirstSolar,又超越了

这个效率结果，在8月份宣布在其新港

TAC实验室实现了效率可达21％的电

池。FirstSolar自与GE的碲化镉太阳

能电池项目和研发加速机构Intermo-

lecular建立技术合作关系以来，在电

池效率和平均组件方面取得了飞速发 

展。Solar Frontier的结果与FirstSolar

的区别，在于日本技术人员是在一个更

大30厘米×30厘米基板上获得该项记

录，并从该块基板上切割了首个试验成

功的电池。

Solar Frontier首席技术官Kuriya-

gawa表示，“记录电池是使用溅射-硒

化流程开发的，证明该流程可实现的

效率水平，以及我们将这一进步转化

为商业化生产线的能力。而且我们还并

未到达CIS的极限。我们取得的成就让

我们具备了在实验室将其发展到下一

水平及提高我们的实际生产能力所需

的知识。”Solar Frontier将其该项技术

称为CIS，尽管在其半导体堆叠中有镓

的存在。

项目亮点
在项目发展领域，Solar Frontier已 

经迈出了开发自有光伏电站项目的重要

一步。该公司将其作为业主而开发的公

用事业规模或大型太阳能项目称为“

建设-经营-转让（BOT）”项目。Solar 

Frontier已经开发的两个重要BOT项目

位于机场，即11.6兆瓦的关西国际机场

电厂和29.1兆瓦长崎机场电厂。

“BOT商业模式是一个利用Solar 

Frontier的项目和电厂管理经验，将投

资者和土地所有者集中到一起开发巨

型太阳能项目的机会，”首席执行官 

Atsuhiko Hirano解释说，“作为一个独

立的电力生产商，我们也充分利用昭和

壳牌在电力生产方面的经验，我们产生

12个月CIGS冠军电池

机构/制造商或设备供应商 效率 基板玻璃尺寸 获得日期 国家

ZSW / Manz 21.7% 0.5 cm x 0.5 cm 2014年9月 德国

Solar Frontier 20.9% 0.5 cm x 0.5 cm (自30cmx30cm电池上切割而来) 2014年4月 日本

Solibro (汉能太阳能) 20.5% 未发布 2014年4月 德国/瑞典

Stion 23.2%+* 20 cm x 20 cm 2014年2月 美国

Siva Power 18.8% 0.5 cm x 0.5 cm 2014年2月 美国
*CIGS "tandem jun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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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稳定的回报，同时也可选择将项

目出售给未来的投资者。”Solar Frontier 

目前正在实施的另一个BOT项目是与饮

料生产商三得利公司的合作，使其符合

酿酒商的趋势，在德国和美国以及南部

非洲部分地区，酿酒厂开始转向使用太

阳能光伏发电和太阳能热技术为其提供

能源需求。

生产及出货
GTM Research和IHS估计Solar 

Frontier2014年的总出货量约为900兆

瓦，但考虑到该公司所供货的系列日本

项目的延迟，最终数字可能会低些。而

SolarFrontier并未提供有关这些出货问

题的准确信息，其结果使该公司仅在日

本的累积运货量就超过2吉瓦，在全球

则接近3吉瓦。

Solar Frontier为日本300家全国经

销商供货，已开发出更小型、更轻便的

组件，为因组件重量而受限制的屋顶太

阳能装置供货。与其大批量生产的S系

列组件重达20千克相比，小型组件重量

在8千克左右。

Hirano表示，“一些日本的屋顶没

有西方国家那么大，因此我们的小型组

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有强烈的动

机和意图为更广泛的应用提供技术解

决方案，以满足客户的需求。”该产品系

列是该公司与主要中国C-Si制造商差异

化的另一个例子，Hirano认为，它符合

公司“通过太阳能技术为全世界及人类

供电的使命。”

为了向商用屋顶太阳能供货，Solar 

Frontier已经在欧洲开发了一揽子解决

方案，可以适应自我消耗（称为“节电

器”）或电网馈电的需要，还有太阳能车

棚，以迎合电子交通趋势（称为“电源

接口”）。该公司表示，在日本，通过提

供系统解决方案，可以加快电网连接过

程，公司与EPC、昭和壳牌石油公司和

新关工程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有

助于大型商业和公用事业规模项目的咨

询、设计与执行。Solar Frontier还与日

本开发银行建立合作关系，以协助确保

项目融资。

国际性扩张
展望未来，Solar Frontier能够在

太阳能产业低迷的情况下成为一个盈利

性并不断增长的薄膜生产商不是没有

道理的。公司开发了一系列产品和服务，

使其从拥挤的太阳能产业中脱颖而出。

日本光伏市场的快速增长对该公

司而言是一个偶然的意外机会，它巧妙

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但很显然，到2015

年以后，该公司必须扩展其国际性业务

活动。

“最大的风险仍然是日本市场的

总体发展框架，”IHS光伏首席分析师

Stefande Haan如此说到，“目前Solar 

Frontier90％的业务是在日本，2015年

这一市场仍在下降，因此这将产生一定

的影响。”虽然这可能看起来是个很大

的挑战，Haan指出，该公司在超越国内

市场边界方面比其他公司仍居于更有利

的地位。

Solar Frontier长期以来一直是个

特别外向的日本供应商。它在欧洲设有

办事处，为其国际市场服务，并随时抓

住任何商机。通过其设在慕尼黑的办

事处，Solar Frontier维护了在德国、比

荷卢三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市场。最

近，它又增加了在英国的运营，以充分

利用欧洲曾经蓬勃发展的市场。其在

欧洲最大的项目是在德国的28.8兆瓦

Bochow太阳能电站。

再远的范围内，Solar Frontier通过

母公司昭和壳牌在中东北非地区建立了

密切的联系。它甚至在澳大利亚提供项

目，虽然在这两个地区的业务属于暂时

性次要经营。

在美国，Solar Frontier正在继续加

强其在纽约州的市场参与，虽然近期并

无关于公司在此建立新制造工厂的可

行性研究的最新消息。今年一月，公司

宣布将向纽约州立大学的新Zen项目设

施提供2.4兆瓦的组件。该项目将调查并

创新性运用系列清洁能源技术。Zen项

目建筑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净零能耗建

2011至2015年的大约发货量*

2011 400 兆瓦

2012 500 兆瓦

2013 900 兆瓦

2014（目标） 900 兆瓦

2015（目标） 950 兆瓦

*2015年预期

IHS首席分析师Stefande Haan指出，Solar Frontier在商业屋顶太阳能细分市场可能比公用事业规模项
目上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价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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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之一。Solar Frontier还为加利福尼亚

州的Catalina项目提供82.5兆瓦产品，使

它成为全球最大的GIGS装置。Catalina

光伏电站由enXco开发，其总安装容量

将达到143.2兆瓦。FirstSolar提供附加

组件，使其成为一个很有趣的项目，因

为其中同时安装了两个相互竞争的薄膜

技术。

为了在日本以外的市场获得更多

市场份额，Solar Frontier可能不得不采

取积极定价策略，与晶体硅供应商及

TSMC或Stion 等雄心勃勃的GIGS企业，

以及FirstSolar的CdTe组件进行竞争。

在对其组件和完整解决方案的国内需求

依然强劲的情况下，这个主张可能不是

很有吸引力。

东南亚
放眼公司的国际市场，GTM Re-

search的Jade Jones提出了一系列生动

的问题：“这的确是个思维问题，什么是

最好的市场？在哪个市场Solar Frontier

能真正利用合作伙伴关系而无需采取

竞争性定价？从长期来看哪个市场对

Solar Frontier而言是可持续市场？Solar  

Frontier可以依赖于什么市场对其产品

类型的需求？”

服务国际市场方面的一个显着发

展，是该公司在东南亚地区的进展，这

也许可以回答上面的部分问题。 IHS预

测，东南亚太阳能市场在2015年将增长

到约1.2吉瓦，Solar Frontier的组件似乎

很适合该地区大部分区域的漫射光和

炎热的气候。这是由于其GIGS组件的性

能特征，包括其有利的温度系数。事实

上，东南亚作为终端市场和制造基地似

乎都拥有特别有利的位置。

deHaan在思考Solar Frontier的扩

张策略时指出，“我认为我们应该关注

东南亚这个区域。”他的同事Karl Mel-

konyan也认为该地区是公司扩张的一

个潜在地区。

“我认为欧洲市场有些倾斜，美国

市场不错，而且我听说东南亚（泰国）

也有或多或少的可能性，”Melkonyan

说，“但不如中东北非地区的可能性

更大。”在决策过程中也可能考虑 

吸引如Hanwha QCells与FirstSolar到 

马来西亚的免税政策。但就生产而

言，Solar Frontier的近期未来仍然是其 

东北的设施。工具安装应在三月份完

成，此后将进行商业化生产和加速生

产。该公司的目标是在本年度期间加速

生产的同时，使组件效率接近15％。随

着资本支出、运营成本效率的提高和

每兆瓦劳动成本的降低，Solar Frontier

可能考虑一个引人注目的制造计划，其

150兆瓦的东北线构成了未来国际性扩

张的模块蓝图。

这种制造方法使Solar Frontier从 

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正如其CIGS技

术、项目解决方案和差异化的产品一

样。deHaan认为该策略至关重要，

与技术的执行同样重要，他对于Solar 

Frontier的技术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就效率记录和降低成本而言，我

认为Solar Frontier正在通过东北项目执

行其计划，”他说，“目前，在晶体硅领

域已经在成本和价格下降方面取得巨

大飞跃后，Solar Frontier似乎能够进一

步缩小差距。”

◆  Jonathan G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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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整个模块

可持续性光伏产业：在光伏杂志关于模块回收之调查的第二部分，关注重点仍是

背膜方面及含氟聚合物如何在成本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继续构成主要的潜在挑战。

它被称为太阳能行业“肮脏的小秘

密”：即太阳能电池组件中使用潜在有毒

材料。2010年底有关FirstSolar公司组件

中存在镉的一个公开讨论底登上头条， 

尤其是在当时市场蓬勃发展的德国。

辩论一直持续到了2011年，常常是

对该行业持两极分化的观点，导致行业

内部分企业受挫，并损坏了太阳能在外

界的环保声誉。

尽管这场辩论已经淡化，关于背

膜中使用含氟聚合物及模块生命周期

结束时潜在影响的辩论却又愈演愈

烈。IHS的分析师KarlMelkonyan报告

称，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含氟聚合物背膜

已被证明越来越受到许多模块制造商

的欢迎。

意大利的Filmcutter供应薄膜背面MLP单层PET背膜，其生产过程灵活、精益、高效和高产。

M e l k o n y a n说，“背膜制造商

Arkema提供一种名为Kynar（聚偏氟乙

烯）的含氟聚合物，其性能与Tedlar相

当，但不受供应限制。其可用性使其迅

速成为Tedlar非常流行的替代品，无论

是在单或双氟聚合物结构中。”

为什么含氟聚合物很重要
根 据 与 意 大 利 背 膜 供 应 商

Coveme的光伏事业部经理Alessandro 

Andertini所述，对于晶体硅模块而言，

在模块回收期间的标准技术就是降解

背膜，将其从硅和玻璃中分离。

“目前传统的回收方法不能降解含

氟聚合物背膜，因为碳氟化合物的化学

结构不能被降解，”Anderlini解释说，“

如果含氟聚合物被焚烧，将是具有高度

有毒的。”

全球特种化学品供应商Evonik的

太阳能高性能材料业务部总监Martin-

Wielpuetz对此表示同意。

Wielpuetz说，“含氟聚合物的热

回收真得的确有毒，谈到氟化氢，这是

人类发现的最有毒物质之一。”Evonik

向光伏产业供应其VESTAMID PA12产

品，用于在背膜堆栈的电气绝缘部分形

成一个防水、防紫外线及防磨损层。

尽管含氟聚合物有毒性，在背膜 

中还是越来越重要，由于认为它为电绝

缘层提供了最可靠的保护这种观念。 

Evonik的Wielpuetz认为应该打破这种

观念，特别是考虑报废时的潜在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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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lpuetz说，“人们没有意识到回

收和可能带来的后果，用我们的材料和

只基于不包含任何含氟聚合物的PET材

料生产的背膜，可以不包含任何含氟聚

合物ET材料。背膜的性能主要取决于

你此后安装模块的位置。”

Wielpuetz说，在较冷的地区，如

北欧，PET背膜是优选产品。目前支持

在潮湿和阳光地带国家使用PET和非

含氟应用的数据正逐步增加。但在经

常存在高温及高湿度水平的国家则需

要不同的保护层，因此可能需要在高潜

力的阳光带国家寻求替代性保护层。据

Evonik报告，它已在其内部实验室收集

了各种条件下关于其VESTAMID PA12解

决方案之性能的广泛数据。

有趣的是，虽说意大利Coveme很

热烈地参与该行业中有关含氟聚合物

的辩论，同时它仍然提供含氟及非含氟

的背膜。Coveme声称其目前供应全球

背膜市场的约15%。该公司指出，PET背

膜市场正在迅速增长，其含氟聚合物范

围主要是为尚未作出此等转变的中国

制造商提供的。并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

知光伏杂志，其含氟聚合物背膜是基于

Tedlar的。

“我们的产品范围除了我们最畅

销的[无氟聚合物] dyMat PYE、特种PET

基背膜之外，仍然包含基于Tedlar的背

膜产品组合。

Filmcutter&Jolywood
上个月，中国的苏州中来和意大利

的Filmcutter宣布，两家公司将合作起

来，共同建立据称为“全球最大的背膜

公司”，据Filmcutter光伏事业部的负责

人、即将成为新Filmcutter企业首席执

行官的CesarCampos所述。此举也将

合并两家公司的互补性产品组合，意味

着同时包含非含氟聚合物和含氟聚合

物背膜的产品范围。

Campos说，“我们的目标是继续

确立苏州中来作为中国领先的含氟聚

合物背膜企业的地位，并扩大其国际业

务，同时引导Filmcutter成为全球领先

的PET基背膜企业。

Filmcutter和苏州中来公司的目标

是共同占领全球背膜市场的30％。苏州

中来于去年9月份在中国进行首次公开

募股，这是中国第一家公开上市的专业

背膜公司。

“目前，含氟聚合物基背膜是中国

市场的主流，但在中国以外，PET基背膜

将达到决定性的领先地位，”苏州中来

董事长林建伟说，“我们相信含氟涂层

累背膜和改良PET基背膜的市场份额都

将继续上升。”

光伏技术仍然安全
无疑人们对于含氟聚合物报废后

的潜在影响的理解正在逐步加深，但是

欧洲的太阳能产业回收计划PV Cycle 强

调指出，已证明所有光伏技术无论在其

生命周期内还是回收时，对于“人类与自

然”都是安全的。

据PVCycle的运营与处理经理Ol-

minaDellaMonica报告，“最重要的是

目前任何商用光伏组件技术能够符合

危险废物的标准。”DellaMonica说模

块回收中最大的经营和财务挑战仍然

是废弃模块的收集。

PV Cycle与欧洲各地不同国家的既

有回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尽管各国

之间的回收方法各有不同。

在运营中利用了与平板玻璃回收行

业的协同效应。晶体硅模块回收的三个

阶段包括准备阶段，即拆除框架和接线

盒，粉碎和精细加工以分离材料阶段，

然后是回收和再循环阶段。

DellaMonica说，“平板玻璃流程

的一半产出物成分是铁和非铁金属、玻

璃、硅薄片和塑料，平均回收率约为85

％（输入重量）。”模块重量中能够被回

收部分的这种高比例是一个好的迹象，

目前中国、日本和美国正在努力制定回

收计划与标准。

◆  Jonathan Gifford

Evonik公司的VESTAMID PA12溶液可用于在背膜堆栈的电气绝缘部分形成一个防水、防紫外线及防
磨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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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来在2014年9月份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首次公开募股。在Filmcutter收购完成后，该公司目前拥有
一个完整的含氟聚合物和MLP/ PET背膜产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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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工具

市场调查：本设备概览主要描述熔铸硅锭的熔炉，制造晶圆的材料，太阳能电池

的基础。

虽然硅是地壳中含量最丰富的材

料之一，但并非以纯硅或硅元素形式存

在。硅主要是作为与若干无用的元素

的化合物形式存在。但对于光伏系统

而言，存在两种类型的硅，即单晶硅和

多晶硅，分别使用不同的方法制造。对

于大规模生产单晶硅锭，广泛使用的是

结晶炉概述包括Czochralski系统、浮区系统和定向凝固系统，如图中的Cyberstar650PVSiF。

Czochralski系统，而对于在实验室水平

制备高品质单晶硅锭，则通常有关浮区

系统。对于多晶硅锭，则使用定向凝固

系统。

虽然单晶硅片能够制造高效率电

池，但单晶硅片一直比多晶硅片更昂

贵。由此产生了也是采用定向凝固系统

制造的所谓准单晶或类单晶硅片的新

型硅片。

定向凝固系统
所述定向凝固工艺是一个将多晶

硅块熔化并在坩埚中进行重结晶的现

代化精铸工艺。但关键在于熔化多晶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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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向凝固炉的设计。适当的熔化和控

制下的凝固对于获得良好品质的硅片

非常重要。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这个工艺流程

是相当复杂的，并且需要高精确度的温

度控制。一旦多晶硅熔化，必须使用电

源控制的加热元件使熔融硅整体获得

统一温度。在凝固过程中，需要在硅锭

中实现一个垂直排列的柱状晶粒结构。

这是通过降低锭底部的热度，使液体- 

固体界面向上移动而实现的。

同样的工具也可用于准单晶硅片

的制造，但该系统需要更加严格的流程

控制，以防止晶粒融化和几个硬件发生

变化。对定向凝固的市场调查仅包括来

自三家公司的四个熔炉（见第62-63页表

格）。下次调查中将纳入更多企业。

Cyberstar - 650PVSi F：位于法国的

Cyberstar将其2011年推出的650PVSiF

进行批量生产。通过其获得专利的热

区设计，650PVSiF可以实现的最高温

度可达到1700℃。热区的顶部和底部

设加热器，按照感应加热原理进行操

作。Cyberstar认为，这种热区设计有利

于在控制炉内的温度分布方面获得高

度灵活性。这使其工具在晶体生长过程

中具有更平坦的界面。

关键点是这个具有专利设计的

热区使公司能够在凝固过程中实现

3°C的温度梯度。650PVSiF可以处理

一个尺寸为1,076×1,076×440毫米的

第六代坩埚，可承受多达650公斤的

硅负载。Cyberstar还可实现每小时

20-30毫米的锭增长率，从装载到卸载

的一个完整循环时间约为45小时。这

使Cyberstar的650PVSiF成为调查中

最快的工具。原料被转化为一个1040 

×1040×260毫米的多晶硅锭，其晶粒

大小取决于原料。Cyberstar的正常运

行时间为95%，替换坩埚时间为30分

钟，是调查中的最高值。

机器保修期一年，交货时间七个

月。650PVSiF定价为800,000欧元（合

900,000美元），的代价，是本次调查中

最昂贵的工具。

Cyberstar-R&DPVSiF：Cyberstar

还提供了一个实验室工具R＆DPVSiF，

从型号名称的前缀就可以看出来。这

个工具的设计方面类似于650PVSiF，

使之更适合于使用650PVSiF的企业进

行批量生产。由于尺寸较小，每个周期

最多可接受原料20公斤左右。炉的设

计可容纳规模215×215×220毫米的坩

埚。R＆DPVSiF可以在30小时内熔铸

185×185×150毫米、重量12公斤的硅

锭，晶体平均生长速率为每小时20至

30毫米。R＆DPVSiF的正常运行时间

为95％。Cyberstar销售R＆DPVSiF系

统的价格为250,000欧元（合330,000

美元），保修期一年保修，交货时间为

4-6个月。

PVATePla公司的SolarCrystallizer.

照
片
：

PV
A

 T
eP

la
 A

G



行业及供货商

62 光伏杂志  2015/2月刊

ECM-ECM PV600：ECM技术也是 

一家法国公司，仅提供了批量生产工

具。ECM PV600也能生产准单晶锭。 

ECM采用三区加热流程，分别位于炉

子的顶部、底部和侧面。ECM在融化过

程中使用所有三个热区，而在凝固过程

中关掉炉底部，从底部热交换器抽取

炉中的热量。独立加热区在每个区域中

可以实现每毫米2℃的温度梯度。灵活

的平台可以轻松使用5代和6代坩埚。

该工具可以容纳尺寸为880×880×420

毫米的第5代坩埚，保持400公斤的填

入量并在58小时内将其转化成一个

840×840×240毫米的硅锭。但在使用

第6代坩埚（984x984x420毫米）时，同

一个工具可以处理800公斤的填入量。

有趣的是，ECM声称该工具还可以处理

高度超过420毫米的坩埚，这将导致填

入量的容量进一步增加。ECM PV600 

定价500,000欧元至600,000欧元（合

570,000美元-680,000美元），保修期一

年，交货时间三至六个月。

GT-DSS-850：用于生产多晶硅锭，

美国的G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

（前身为GT太阳能公司）拥有DSS-850

。与大多数公司的工具可以处理440毫

米高坩埚不同的是，DSS650侧壁尺寸

为540毫米（本次调查中的最高值），

其设计是为了容纳更高的坩埚。其最

大填入量为6代坩埚800公斤和5代坩

埚650公斤。一个标准第6代坩埚的填

入量约为650公斤。GT可容纳高于标

准高度的更高第5代坩埚。熔炉可在65

小时内将800公斤填装原料加工成一个

1000×1000×343毫米的多晶硅锭。该

系统售价为60万美元，保修期一年，交

货时间四至六个月。

CZ系统
多晶硅锭的生产涉及熔融和多晶

硅凝固，是相对简单的工艺，单晶硅锭

的制造则是使用Czochralski工艺的一

个复杂流程。

流程从类似步骤开始，即在1420℃

的温度进行多晶硅熔融，与DSS熔炉的

情形相似。但流程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

的机器中：Cz炉。

在第二步中，将晶种降低到熔体

的表面。然后在晶种开始熔化时将其撤

回，而拉动晶种的速度下降可确保晶体

生长在熔融硅的表面继续。Cz工艺确

保硅原子的周期性地排列，从而产生筒

状的单晶。

本次调查列出了两家供应商（见第

64 – 65页表格）的三种熔炉。

GT高级-HiCz200：HiCz200是一

个连续进料的Cz炉，可以接受960公

斤的最大填入量。不锈钢腔室可以达

到的最高温度为1600℃，工作压力45

毫巴。该公司声称包括周转活动时间

在内，周期为50小时，这是本次调查中

最低的周期时间。典型的生长速率是

每小时65至95毫米。该公司确保机器

能够达到精度位±10/cm的目标电阻。

此外，该公司指出，杂质可减少到氧气

0.75×1018/厘米和碳0.75×1017/厘米。

拉腔能够达到38rpm的转速，晶种上升

速度25000毫米/小时，这也是本次调查

中最高的数据，为流程提供较高的灵活

性。然而，该公司工具的典型正常运行

时间为95％，这是本次调查中的最低数

据。HiCz200定价750,000美元，保修期

一年，交货时间六至八个月。

PVA TEPLA-SolarCrystallizer24：

德国的PVA TePla已经将SolarCrystalli-

zer24推向市场，该产品由1.4571级不锈

钢制成。工具可以达到1600℃的流程温

度，可在几乎100毫巴的压力下运转。

该工具一共有五个视图端口，并且

还提供了双联高温计端口。它配备有一

个干的或油封的泵，容量为900立方米

每小时。

SolarCrystallizer24初次填入量可

达160公斤，在填料机帮助下可以进一

步提高到200公斤。公司使用660×400

GT Advanced Technologies的HiCz系统。

照
片
：

G
T 

A
dv

an
ce

d 
Te

ch
no

lo
gi

es



行业及供货商

63光伏杂志  2015/2月刊

广告 

毫米的坩埚，在52小时的一个周期时间

内，反应器中可制成一个2230×205毫

米的硅锭，重量可达160公斤，增长速度

每分钟1.1mm。然而，PVA TEPLA指出，

有源晶体冷却系统将拉速提高30％至

40％，从而将周期时间降低了15％。

拉腔31毫米高，工作转速为每分钟

1至35转。晶种上升速度可以控制在0.1-

1.000毫米/分钟范围内。坩埚升速为

0.02~200毫米/分，转速为每分钟1至35

转。PVA TEPLA声称该工具的正常运行

时间为98％，这是本次调查中最高的数

据。该工具定价为320,000欧元（合360 

000美元），保修期一年或两年。

PVA TePla-SolarCrystallizer22： 

SolarCrystallizer22采用了22英寸的热

区，可容纳一个559×430毫米的坩埚。

多晶硅每个周期可容纳的初始负载为

140千克，但可在初次填料融化后，使用

送料机再加料40公斤。公司将系统的吞

吐量定为140公斤，可在46小时周期时

间内实现。PVA TEPLA声称可达到每分

钟1.1mm的生长速度和96％的正常运行

时间。

拉腔和坩埚旋转单元类似于Solar-

Crystallizer24。SolarCrystallizer22可生

产1950×205毫米硅锭，售价为295,000

欧元（合335000美元）。

FZ系统
若说Cz炉是生产场所的主力军，

浮区熔法（FA）系统则是实验室最优选

的熔炉。为什么？原因是在Cz流程中使

用的坩埚会导致杂质扩散进入熔体，但

在FZ系统下，单晶硅锭是直接从多晶硅

棒（因此产出品被称为“准单晶”片）生

长而得。这一过程可产生非常高品位的

准单晶硅，但是这些多晶硅棒的成本较

高，不能鼓励价格驱动型的光伏产业将

其用于正常生产。本年度的调查包括一

个公司的两台机器，但我们希望明年有

更多公司参与到本项调查中（见第68页

表格）。

PVA TEPLA-FZ-35和FZ-30：PVA 

TEPLA的FZ-35可接受2500×150毫米

的多晶硅棒，FZ-30可接受2000×150

毫米的多晶硅棒。输送杆夹持直径可

容纳50至200毫米。与SolarCrystal-

lizer22和24不同的是，FZ-35和FZ-30

的处理室是由1.4301级不锈钢制成。

处理室尺寸在上部为2000×480×564

毫米，下部也是20 0 0×4 8 0×56 4毫

米。主要处理阶段直径812毫米，高度

1,090毫米。该工具配备有两个视图端

口，可在1至5巴压力范围下操作。使用

FZ-35生产的最终产品是一个直径155

毫米、长度1600毫米的单晶硅锭。该

公司声称周期时间为15.4小时。主轴的

旋转速度为每分钟0到30转，运动速

度可达到0至30毫米/分。该公司声称

正常运行时间为95％。该工具配备有

2.4兆赫120千瓦射频功率。FZ-35的价

格为205万欧元（合230万美元），保修

期一年，交货等待时间10个月。FZ-30

保修期和交货期相同，价格为200万欧

元（合230万美元）。

◆  Dennis Richard

Cyberstar的R&DPVSiF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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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固化熔炉
公司 ECM技术 极特先进科技 Cyberstar Cyberstar
模型 ECM PV 600 DSS-850 R&DPVSiF 650PVSiF
市场推广 2012 2013 2012 2011
多晶硅原料
最大填入量 450 - 800公斤 850公斤 10公斤 650公斤
多晶硅形式 （球状，粉末） 任一 最大组装密度材料组合 任何 任何
成长室
成长建筑材料 SS 不锈钢 316L SS 316L SS
坩埚维度（长度x宽度x高度） 第5代&及第6代 1,040x1,040x540毫米 215x215x220毫米 1,076 x 1,076 x 440 毫米
热区数量及位置（上部、底部、侧面） 3: 上部、底部、侧面，有独立控制 2, 顶部及层面带有独立控制 2, 顶部及底部*1 2, 顶部及底部*1
最高可达成温度 1,600摄氏度 1,575°C 1,700°C 1,700°C
温度梯度 可调整为恒定的结晶率 可调 最高3°C/厘米 最高3°C/厘米
门尺寸（宽度x高度） 底部装载 N/A *2 *2

视图端口的数量 2 1*1 依客户而定 依客户而定
工作压力 <1巴 <1巴 0.01-1巴 0.01-1巴
真空系统
主泵 干跑螺旋泵 带升压机的滑阀真空泵 干式泵 干式泵
主泵容量 160立方米/小时 ~900立方米/小时
辅助泵 干跑螺旋泵 罗茨泵
辅助泵容量 1,200立方米/小时
锭物属性
典型硅锭维度（长度x宽度x高度） 第5代：840x840x280毫米；第6代：1,000x1,000x280毫米 1,000x1,000x343毫米 185x185x150毫米 1,040x1,040x260毫米
典型硅锭重量 第5代：450公斤；第6代：650公斤 800公斤 12公斤 650公斤
周期时间（从装载到卸载） 第5代：58小时；第6代：70小时 73 小时 30小时 45 小时
生长速度 大约10毫米/小时 - 20-30毫米/h 20-30毫米/h
平均粒度 可调整，依赖于过程（标准、HP、类单晶） - 依原料而定 依原料而定
电阻 可调整，依赖于过程（标准、HP、类单晶） 依客户要求而定 依原料而定 依原料而定
杂质能级（氧气，碳） O&C：1x10-17/立方厘米 依原料而定 依原料而定 依原料而定
系统可用性
典型正常运行时间 >95% 98% 95% 95%
替换坩埚时间 15分钟 <20分钟 15分钟 30分钟
系统尺寸
维度（长度x宽度x高度） 4.9x5.4x4.7米 3.8x4.7x5.1米 1x2.2x2.4米 3.5x4.9x4.5米
重量 12,000公斤（毛重） ~12,000 公斤 1,500公斤*3 10,000公斤*3

电源
公共事业（电相/电压/频率） 3相，400伏，50-60赫兹 3Ph, 380-480V, 50-60 Hz 3Ph, 380-480V, 50-60Hz 3Ph, 380-480V, 50-60Hz
最大功率 220千瓦 200千瓦 40千瓦 300千瓦
平均功率消耗量 60千瓦时/小时 70千瓦时/小时 20千瓦时/小时 ~100千瓦时/小时
供气
气体的类型 氩 氩 氩 氩
消耗量 1.5立方米/小时 1.25立方米/h 0.3立方米/小时 3立方米/小时
压力 3巴 1.7-2.3bar 3巴 3巴
流速 0.035立方米/分钟 0.05立方米/分钟 0.01立方米/分钟 0.1立方米/分钟
供气
消耗量 0.01立方米/小时 0.7立方米/每程 *4 *4

压力 6巴 5–8巴 4-6巴 4-6巴
流速 可忽略不计 可忽略不计
冷却水
压力 3巴 3.4-3.8巴 4-6巴 4-6巴
消耗量 11立方米/小时（闭环） 8.2立方米/小时
系统控制&软件
计算机硬件 西门子个人计算机和PLC PC和PLC PC和PLC PC和PLC
微软视窗兼容 是 是 是 是
软件允许远程差错诊断 是 是 是 是
保修期、交付、分布、价格
保修期 1年 1年 1年 1年
交货时间 3个-6个月 4-6个月 4-6个月 7个月
分布范围 全球 全球 全球 全球
价格 500,000 -600,000欧元 （570,000 -680,000美元）*1 600,000美元 330,000-360,000欧元（374,000-408,000美元） 800,000欧元（907,000美元）
备注 *1 所有货币转换接近于2015年1月28日 *1 可选多端口 *1 感应加热（底部）

   感应加热或电阻加热（顶部）
*2 两个半腔垂直打开 
*3 毛重 
*4 可忽略

*1 感应加热（底部）
   感应加热或电阻加热（顶部）
*2 两个半腔垂直打开 
*3 毛重 
*4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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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固化熔炉
公司 ECM技术 极特先进科技 Cyberstar Cyberstar
模型 ECM PV 600 DSS-850 R&DPVSiF 650PVSiF
市场推广 2012 2013 2012 2011
多晶硅原料
最大填入量 450 - 800公斤 850公斤 10公斤 650公斤
多晶硅形式 （球状，粉末） 任一 最大组装密度材料组合 任何 任何
成长室
成长建筑材料 SS 不锈钢 316L SS 316L SS
坩埚维度（长度x宽度x高度） 第5代&及第6代 1,040x1,040x540毫米 215x215x220毫米 1,076 x 1,076 x 440 毫米
热区数量及位置（上部、底部、侧面） 3: 上部、底部、侧面，有独立控制 2, 顶部及层面带有独立控制 2, 顶部及底部*1 2, 顶部及底部*1
最高可达成温度 1,600摄氏度 1,575°C 1,700°C 1,700°C
温度梯度 可调整为恒定的结晶率 可调 最高3°C/厘米 最高3°C/厘米
门尺寸（宽度x高度） 底部装载 N/A *2 *2

视图端口的数量 2 1*1 依客户而定 依客户而定
工作压力 <1巴 <1巴 0.01-1巴 0.01-1巴
真空系统
主泵 干跑螺旋泵 带升压机的滑阀真空泵 干式泵 干式泵
主泵容量 160立方米/小时 ~900立方米/小时
辅助泵 干跑螺旋泵 罗茨泵
辅助泵容量 1,200立方米/小时
锭物属性
典型硅锭维度（长度x宽度x高度） 第5代：840x840x280毫米；第6代：1,000x1,000x280毫米 1,000x1,000x343毫米 185x185x150毫米 1,040x1,040x260毫米
典型硅锭重量 第5代：450公斤；第6代：650公斤 800公斤 12公斤 650公斤
周期时间（从装载到卸载） 第5代：58小时；第6代：70小时 73 小时 30小时 45 小时
生长速度 大约10毫米/小时 - 20-30毫米/h 20-30毫米/h
平均粒度 可调整，依赖于过程（标准、HP、类单晶） - 依原料而定 依原料而定
电阻 可调整，依赖于过程（标准、HP、类单晶） 依客户要求而定 依原料而定 依原料而定
杂质能级（氧气，碳） O&C：1x10-17/立方厘米 依原料而定 依原料而定 依原料而定
系统可用性
典型正常运行时间 >95% 98% 95% 95%
替换坩埚时间 15分钟 <20分钟 15分钟 30分钟
系统尺寸
维度（长度x宽度x高度） 4.9x5.4x4.7米 3.8x4.7x5.1米 1x2.2x2.4米 3.5x4.9x4.5米
重量 12,000公斤（毛重） ~12,000 公斤 1,500公斤*3 10,000公斤*3

电源
公共事业（电相/电压/频率） 3相，400伏，50-60赫兹 3Ph, 380-480V, 50-60 Hz 3Ph, 380-480V, 50-60Hz 3Ph, 380-480V, 50-60Hz
最大功率 220千瓦 200千瓦 40千瓦 300千瓦
平均功率消耗量 60千瓦时/小时 70千瓦时/小时 20千瓦时/小时 ~100千瓦时/小时
供气
气体的类型 氩 氩 氩 氩
消耗量 1.5立方米/小时 1.25立方米/h 0.3立方米/小时 3立方米/小时
压力 3巴 1.7-2.3bar 3巴 3巴
流速 0.035立方米/分钟 0.05立方米/分钟 0.01立方米/分钟 0.1立方米/分钟
供气
消耗量 0.01立方米/小时 0.7立方米/每程 *4 *4

压力 6巴 5–8巴 4-6巴 4-6巴
流速 可忽略不计 可忽略不计
冷却水
压力 3巴 3.4-3.8巴 4-6巴 4-6巴
消耗量 11立方米/小时（闭环） 8.2立方米/小时
系统控制&软件
计算机硬件 西门子个人计算机和PLC PC和PLC PC和PLC PC和PLC
微软视窗兼容 是 是 是 是
软件允许远程差错诊断 是 是 是 是
保修期、交付、分布、价格
保修期 1年 1年 1年 1年
交货时间 3个-6个月 4-6个月 4-6个月 7个月
分布范围 全球 全球 全球 全球
价格 500,000 -600,000欧元 （570,000 -680,000美元）*1 600,000美元 330,000-360,000欧元（374,000-408,000美元） 800,000欧元（907,000美元）
备注 *1 所有货币转换接近于2015年1月28日 *1 可选多端口 *1 感应加热（底部）

   感应加热或电阻加热（顶部）
*2 两个半腔垂直打开 
*3 毛重 
*4 可忽略

*1 感应加热（底部）
   感应加热或电阻加热（顶部）
*2 两个半腔垂直打开 
*3 毛重 
*4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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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ochralski生长装置
公司 GT先进技术 PVA TePla PVA TePla
型号 HiCz 200 SolarCrystallizer 22 SolarCrystallizer 24
市场引入 2014 2011 2012
多晶硅原料
最大填入量 960公斤(连续喂料) 180公斤*1 ~ 200公斤*1

成长室
成长室建筑材料 不锈钢 1.4571 SS 1.4571 SS(无磁性)
下部或上部成长室直径 1,060毫米/300毫米 934毫米 980毫米
坩埚维度(直径x高度) 559x430毫米 660x400毫米
最高可达成温度 1,600摄氏度  ~1,600摄氏度  ~1,600摄氏度
视图端口数量 5 1 5*2

工作压力  ~45毫巴 20 – 30毫巴 ≤ 100毫巴
真空系统
主泵 DRYVAC ENDURO 650s GXS160/1750 干燥或油封
主泵容量 650立方米/小时 160; 1,750立方米/小时 > 900立方米/小时
辅助泵 EDWARDS iXLl120 E2M40 依主泵类型而定
辅助泵容量 120立方米/小时 42.5立方米/小时
硅锭属性
典型硅锭维度(高度x直径或重量) 2,100x206毫米/160公斤 1,900x205毫米/132公斤 2,230x205毫米/160公斤
周期时间（从装载到卸载） 50小时每锭(包括周转活动) 53小时或46小时*2 52小时*3

生长速度 65-95毫米/小时 66毫米/小时或90毫米/小时*2 1.1毫米/分钟*4

电阻 目标土1欧姆厘米（取决于顾客要求） 依据材料/气体而定 依据材料/消费品而定
杂质能级（氧气，碳） O：0.75x1,018/立方厘米3；C：0.75x1,017/立方厘米 依据材料/气体而定 依据材料/消费品而定
拉腔
拉轴材料 钨缆绳  –  –
拉腔高度  ~3,500毫米 3,000毫米 3,100毫米
转动速度 0-38转每分钟 1-35转每分钟 1-35转每分钟
晶种上升速度 0-25,000 毫米/小时 0.1-1,000毫米/每分钟 0.1-1,000毫米/每分钟
坩埚自转单位
支撑轴材料 不锈钢
坩埚上升速度 N/A（仅维护时可抬升） 0.02-200毫米/每分钟 0.02-200毫米/每分钟
转动速度 0-24转每分钟 1-35转每分钟 1-35转每分钟
系统可用性
典型的正常运行时间 95% > 96% ~ 98%
系统尺寸
维度(长度x宽度x高度) 4.8x4.5x9.1 米 3.5x4x7.5米 3,700x4,200x7,900毫米
重量 10,500公斤  ~8,500公斤  ~9,300公斤(包括控制台)
电源
公共事业（电相/电压/频率) 3相，380-460 伏，50/60赫兹 3相，400伏，50赫兹 6相，380-480伏，50/60赫兹
最大功率 200千瓦 180千瓦 280千瓦
平均功率消耗 22千瓦时/公斤(不包括真空泵)  ~62千瓦时/小时  ~65千瓦时/小时
供气
消耗量 3.9立方米/小时  ~6立方米/小时 1.8立方米/小时（依流程而定）
压力 2.5-4.0巴，最大值5巴 2.5-4.0巴，最大值5巴
流程 最大值6米3/小时 最大值100标准公升每分钟(slm)
供气
消耗量 0.4立方米/小时 < 100 l/分钟
压力 7.6-8.6巴 6 – 8巴 5 – 8巴
流程 可忽略不计
冷却水水
压力 3.5–6巴 5巴 4.5-5巴
消耗量 12立方米/小时 12立方米/小时  ~300 l /分钟
系统控制&软件
计算机硬件 个人计算机和PLC(基于西门子) PLC PLC and IPC
微软视窗兼容 是 是 是
软件允许远程错误诊断 是 是 是
保修、交付、分布、价格
保修期 1年 1年 1年*5, 2年
交货时间 6个-8个月  ~6个月  ~6个月
分布范围 全世界 全球 全球

价格 $750,000 295,000欧元（335,000美元） 320,000欧元（363,000美元）
备注 *1 初次送料机填料130公斤，无送料机最多可填料140公斤

*2 可选有源晶体冷却 
*3 不包括泵、过滤器、热区、选项 
*5 不包括真空泵、过滤器、热区、选项

*1 初次送料机填料最多~160公斤
*2 光纤+2支高温计
*3 有源晶体冷却减少周期时间~15% 
*4 有源晶体冷却增加拉速30-40% 
*5 原始设备制造商



行业及供货商

67光伏杂志  2015/2月刊

Czochralski生长装置
公司 GT先进技术 PVA TePla PVA TePla
型号 HiCz 200 SolarCrystallizer 22 SolarCrystallizer 24
市场引入 2014 2011 2012
多晶硅原料
最大填入量 960公斤(连续喂料) 180公斤*1 ~ 200公斤*1

成长室
成长室建筑材料 不锈钢 1.4571 SS 1.4571 SS(无磁性)
下部或上部成长室直径 1,060毫米/300毫米 934毫米 980毫米
坩埚维度(直径x高度) 559x430毫米 660x400毫米
最高可达成温度 1,600摄氏度  ~1,600摄氏度  ~1,600摄氏度
视图端口数量 5 1 5*2

工作压力  ~45毫巴 20 – 30毫巴 ≤ 100毫巴
真空系统
主泵 DRYVAC ENDURO 650s GXS160/1750 干燥或油封
主泵容量 650立方米/小时 160; 1,750立方米/小时 > 900立方米/小时
辅助泵 EDWARDS iXLl120 E2M40 依主泵类型而定
辅助泵容量 120立方米/小时 42.5立方米/小时
硅锭属性
典型硅锭维度(高度x直径或重量) 2,100x206毫米/160公斤 1,900x205毫米/132公斤 2,230x205毫米/160公斤
周期时间（从装载到卸载） 50小时每锭(包括周转活动) 53小时或46小时*2 52小时*3

生长速度 65-95毫米/小时 66毫米/小时或90毫米/小时*2 1.1毫米/分钟*4

电阻 目标土1欧姆厘米（取决于顾客要求） 依据材料/气体而定 依据材料/消费品而定
杂质能级（氧气，碳） O：0.75x1,018/立方厘米3；C：0.75x1,017/立方厘米 依据材料/气体而定 依据材料/消费品而定
拉腔
拉轴材料 钨缆绳  –  –
拉腔高度  ~3,500毫米 3,000毫米 3,100毫米
转动速度 0-38转每分钟 1-35转每分钟 1-35转每分钟
晶种上升速度 0-25,000 毫米/小时 0.1-1,000毫米/每分钟 0.1-1,000毫米/每分钟
坩埚自转单位
支撑轴材料 不锈钢
坩埚上升速度 N/A（仅维护时可抬升） 0.02-200毫米/每分钟 0.02-200毫米/每分钟
转动速度 0-24转每分钟 1-35转每分钟 1-35转每分钟
系统可用性
典型的正常运行时间 95% > 96% ~ 98%
系统尺寸
维度(长度x宽度x高度) 4.8x4.5x9.1 米 3.5x4x7.5米 3,700x4,200x7,900毫米
重量 10,500公斤  ~8,500公斤  ~9,300公斤(包括控制台)
电源
公共事业（电相/电压/频率) 3相，380-460 伏，50/60赫兹 3相，400伏，50赫兹 6相，380-480伏，50/60赫兹
最大功率 200千瓦 180千瓦 280千瓦
平均功率消耗 22千瓦时/公斤(不包括真空泵)  ~62千瓦时/小时  ~65千瓦时/小时
供气
消耗量 3.9立方米/小时  ~6立方米/小时 1.8立方米/小时（依流程而定）
压力 2.5-4.0巴，最大值5巴 2.5-4.0巴，最大值5巴
流程 最大值6米3/小时 最大值100标准公升每分钟(slm)
供气
消耗量 0.4立方米/小时 < 100 l/分钟
压力 7.6-8.6巴 6 – 8巴 5 – 8巴
流程 可忽略不计
冷却水水
压力 3.5–6巴 5巴 4.5-5巴
消耗量 12立方米/小时 12立方米/小时  ~300 l /分钟
系统控制&软件
计算机硬件 个人计算机和PLC(基于西门子) PLC PLC and IPC
微软视窗兼容 是 是 是
软件允许远程错误诊断 是 是 是
保修、交付、分布、价格
保修期 1年 1年 1年*5, 2年
交货时间 6个-8个月  ~6个月  ~6个月
分布范围 全世界 全球 全球

价格 $750,000 295,000欧元（335,000美元） 320,000欧元（363,000美元）
备注 *1 初次送料机填料130公斤，无送料机最多可填料140公斤

*2 可选有源晶体冷却 
*3 不包括泵、过滤器、热区、选项 
*5 不包括真空泵、过滤器、热区、选项

*1 初次送料机填料最多~160公斤
*2 光纤+2支高温计
*3 有源晶体冷却减少周期时间~15% 
*4 有源晶体冷却增加拉速30-40% 
*5 原始设备制造商



行业及供货商

68 光伏杂志  2015/2月刊

800+ exhibitors Solar City in partnership with SMA44,538 attendees 

THE SUSTAINABLE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ENERGY MARKETPLACE FOR NEW BUILD, REFURB, COMMERCIAL AND DOMESTIC BUILDINGS

Dedicated Renewable Energy seminars - Free training - Business advice 

Live product demonstration - Leading merchants and suppliers 

Join the UK’s premier  
energy event 

Register for your free ticket: www.ecobuild.co.uk 

Ecobuild is ISO 20121 Sustainable Event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ed

Ecobuild- Solar media Energy fp ad 210x297 Jan 15.indd   1 21/01/2015   16:21

浮区生长装置

公司 PVA TePla PVA TePla
型号 FZ-35 FZ-30
市场引入 2011 2000
多晶硅原料

进给杆卡钳直径范围 50-200毫米 50-200毫米

最大聚苯乙烯棒尺寸（长度x直径） 2,500x150毫米 2,000x150毫米

系统

生长室最大压力 5巴 3巴
工作压力 1- 5巴 1-3巴
内部尺寸（高度x 宽度 x 深度） 上部：2,000x480x564毫米

主体：1,090xø812毫米
下部： 2,000x480x564毫米

上部：1,725x480x564毫米
主体：1,090xø812毫米
下部：2,445x480x564毫米

建筑材料 1.4301 SS 1.4301 SS
门尺寸（高度 x 宽度） 上部：2,160x500毫米

主体：ø600毫米
下部：2,160x500毫米

上部：1,800x500毫米
主体：ø600毫米
下部：2,500x500毫米

视图端口的数量 2 2
气相掺杂系统 是 是

真空系统

主泵 Pfeiffer Okta 1000 Pfeiffer Okta 1000
主泵容量 1,070立方米/小时 1,070立方米/小时

辅助泵 Pfeiffer Duo 125 Pfeiffer Duo 125
辅助泵容量 120立方米/小时 120立方米/小时

Ingot properties
典型硅锭维度(高度x直径或重量) 1,600 × 155毫米*1 1,600 × 155毫米*1 
周期时间（从装载到卸载） 15.4小时 15.4小时

主轴

主轴材料 1.4301 SS 1.4301 SS
拉长 上部：2,500, 下部：2,200毫米 上部：2,100, 下部：2,800毫米

转速 0-30转每分钟 0-30转每分钟

移动速度 L-30毫米/分钟 0-30毫米/分钟

速度准确性 0.1% 0.1%
冷却用水/进口温度 12立方米/小时/20摄氏度 12立方米/小时/20摄氏度

拉腔

2,445毫米 2,445毫米 2,445毫米

系统可用性

典型的正常运行时间 > 95% > 95%
系统尺寸

维度 Lx5.8x11.6米 4x5.8x11.6米
重量 14,000公斤 14,000公斤

射频电源

射频发生器最大功率 120千瓦 120千瓦

电频 2.4兆赫兹 2.4兆赫兹

电源单位维度（长度 x 宽度x 高度） 1.6x2x0.8米 1.6x2x0.8米
重量 1,600公斤 1,600公斤

冷却水

压力 4巴 4巴
消耗 12立方米/小时 12立方米/小时

系统控制及软件

计算机硬件 PC与PLC PC与PLC
自动直径控制系统 是 是

微软窗口兼容 是 是

软件允许远程错误诊断 是 是

软件允许流程数据存档 是 是

保修、交付、分布、价格

保修期 1年 1年
交货时间 10个月 10个月

分布范围 全球 全球

价格 205万欧元 200万欧元

备注 *1 2,000 × 150毫米 聚苯乙烯棒 *1 2,000 × 150毫米 聚苯乙烯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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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quality assurance and professional  

remote monitoring of PV systems. 

Today’s PV systems are long-term investments with 
reliable returns depending on location, system config-
uration and, most of all, set-up and operation quality.
meteocontrol is your technical advisor with more than 
3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remote monitoring solutions 
and accompanies your PV projects from start to finish.

www.meteocontrol.com

Professional remote monitoring  
with visual display of all relevant  
facts of your PV system.

Portals

Reliable forecasts, objective 
evaluations and competent 
consultancy from planning to 
operation.

Comprehensive, modular  
product portfolio for monitoring,  
control and regulation.

the reliable way 
to higher yields

Hardware

Qual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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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监控系统：监测和控制对于确保太阳能发电厂顺利运行和减轻投资者金融风险已

是必不可少。

监控系统观察光伏发电装置产生

的能量，并将实际发电量与工厂的预期

产量相比较。这些测量对于检测发电中

断和定位具体问题或识别系统退化至

关重要。

工厂业主和运营商越来越多地在

其新工厂采用精密的系统，特别是在德

国，采用严格的电能馈入指南对所有光

伏系统的使用进行规范管理。他们也成

为太阳能投资者密切关注利润丰厚的

资产之表现不可或缺的设施。

最先进的监控系统成为目前新大

型光伏电站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之

前安装的系统，尤其是在德国和欧洲

其他地方，也为监测公司创造了新的

市场。

位于柏林的skytron能源公司执行

董事Jergen Klammer告诉光伏杂志，

公司的很多德国客户都拥有不同技术

广泛组合的电厂，他们正在寻求改造其

装置，以便于通过单一监控系统进行

通讯。“由于skytron能源可完全独立

于电厂的技术，我们可以将这种监控设

备加装到各种各样的skytron平台，即

我们PVGuard，这是使信息可视化并对

不相关信息进行过滤的工具，所谓不

相关信息即使电厂产生问题或减少输

出电量的信息”。Klammer预计通过改

造老化设施，skytron可“至少在现有

欧洲电力市场已有的市场份额中获得

三分之一市场。”

Skytron去年被美国光伏巨头First  

Solar公司收购，为其开辟了全球扩张的

工厂业主和运营商越来越多地采用先进的监测系统，比较实际发电量与太阳能工厂的预计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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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quality assurance and professional  

remote monitoring of PV systems. 

Today’s PV systems are long-term investments with 
reliable returns depending on location, system config-
uration and, most of all, set-up and operation quality.
meteocontrol is your technical advisor with more than 
3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remote monitoring solutions 
and accompanies your PV projects from start to finish.

www.meteocontrol.com

Professional remote monitoring  
with visual display of all relevant  
facts of your PV system.

Portals

Reliable forecasts, objective 
evaluations and competent 
consultancy from planning to 
operation.

Comprehensive, modular  
product portfolio for monitoring,  
control and regulation.

the reliable way 
to higher yields

Hardware

Qual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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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遇。虽然公司已经在二十多个国家

开展经营，全球使用其技术的光伏发电

场达到约5吉瓦。

“这将继续甚至加速我们的活动，

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Klammer补充

道，“与First Solar公司的关系为我们提

供了密切接近全球客户的良机，无论他

们是在南非或日本。”

Klammer说，虽然skytron已经在

日本运营，但与First Solar公司的关系仍

促进了在该国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更多

机会。

但Klammer指出，并非所有海外工

厂业主都面临与德国工厂业主和运营商

同样的老化光伏设施问题。

他说，“在德国，这是一种新的方

法。这种业务现在已经开始了，工厂业

主利用这个机会来协调他们发现的所

有问题，他们希望在一个平台上控制

资产管理、控制其技术运营人员，一边

能够真正比较和了解其资产在现场的

表现。”

同样，位于德国奥格斯堡Meteo-

control公司的销售和营销主管Julius-

Schardinger说，对改装服务的需求不

断增长，特别是考虑到自世纪之交以来

德国和其他欧洲市场的大规模光伏产

业增长。“我们看到了客户需求和现有

系统市场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需求。”

Schardinger补充说，不是所有 

系 统 都 能 够产 生 预 期 收 益 率 。 

Meteocontrol可通过提供专业的远程

监控系统、智能处理和控制技术来优化

这些系统，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此前在二级市场，系统控制和工

厂控制已经显示了其重要性，并已成为

Meteocontrol业务的内在组成部分。”

Schardinger表示，欧洲市场仍然

显示“在小系统领域及商业光伏电站领

域有巨大潜力。改变的是对监控要求的

变化，特别是在系统和设备控制领域对

具体功能的要求。

“对于meteocontrol而言，欧洲

市场仍然是我们的家庭产品线及工业

产品线的一个关键市场，我们已经看到

就具体系统和具体国家的需求而言，在

满足并超越客户要求方面我们所面临的

挑战。由于我们的员工在全球各地担任

光伏系统的现场顾问和调试专家，我们

的独特优势是可以将实际应用与产品的

进步与发展相结合。”

根 据 S c h a r d i n g e r 所 述， 

Meteocontrol对于自消费市场尤为感

兴趣。“我们认识到各种规模的自消费

系统，通过使用智能算法并考虑到所有

的法律和电网连接要求，使自消费效率

高达100％。”

他补充说，无法实现预期收益

率的现有光伏发电系统为公司提供

了另一种增长市场。“在这个市场

上，meteocontrol看到专业运营和管理

存在很大潜力，而Meteocontrol在国际

上也在提供这种服务。”

德国Solare Datensysteme GmbH

的产品管理负责人GerdEdelmann指

出，虽然独立监控系统目前在欧洲正面

临一个艰难的市场，对具有额外功能的

监测设备需求正不断增加，如自消费和

馈入管理（这是德国要求所有光伏安装

需要配备的一个功能）。

Edelmann说，如Solare Datensy-

steme的太阳能日志平台这种能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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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正在从整个欧洲逐步统一的馈

入管理和自消费中受益，而潜在的最大

挑战也在于此：每个欧洲国家对于电网

馈入、电费及自消费都有不同的管理法

规。他补充道，“通用能源政策和立法

将有利于光伏产业和稳定市场。”

因破产引起的市场动荡是另一

个重大的挑战，Edelmann指出，“如

Solar-Max这样的主要逆变器制造商的

亏损在依赖于稳定合作伙伴的安装者

中造成不确定性。可独立于逆变器使

用的监控系统为此提供了完善的解决

方案。”

欧洲仍然Solare Datensysteme

的核心市场，但该公司正积极努力扩大

其海外运营活动，特别是在日本、中国

和美国。

保护投资
在最近几年，监控对光伏投资者

和运营商而言愈来愈重要。

Klammer指出，“目前我们与已经

向客户提供能源达百年之久的常规能源

竞争的方式正日益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加

专业。“我们要取代他们，就必须专业

化，让能源供应更加安全和可靠。这是

我们的核心任务，我们要使可再生能源

的运营可靠而安全，使灯泡不会在电网

中有电网80％或100％可再生能源时闪

烁不定。”

德国Gantner仪器环境解决方案

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主管Jürgen Sut-

terlüty说：“若没有监测，你就无从知道

你的电厂正在发生什么。这就像在车里

安装里程计一样。特别是当光伏发电是

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一部分时，如果没有

安装转速计，没有人会去购买一个已安

装的电厂。所以监测在投资水平上为此

提供解决方案。”

Sutterlüty补充道，监控解决方案

必须能够为用户收集大量数据，并生成

可靠和可重复的信息。

他解释说，“不能依靠资产所有者

来解释自己的数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发现对简化的需求在增加，即对于现金

和千瓦时及其潜在的短期、中期影响而

言，什么信息是相关的。有效的光伏系

统监测要求有持续、稳定、可追踪的工

厂监测数据，以确定其实际性能，达到

所有者和投资者的预期。”

Sutterlüty补充说，监测还有助于

工厂业主“采取预防性维护，提高运维

活动的效率。”

它也消除了在不同位置使用不同资

源的需求，他指出。“你只需在全球拥有

一个控制中心，或者两个或三个枢纽，

派驻专家监测运营。”

Klammer指着skytron在欧洲光伏

行业经验近20年的经验数据说，对被收

集的所有数据进行信息过滤是至关重

要的。

“我们非常了解什么样的信息只是

信息，可以将其搁置；什么是关键性警

监控对于希望监测其资产组合运行状况的太阳能投资商而言已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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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告，如逆变器的性能未达到设定水平。

变频器自身向我们系统提供的数据可

能表明一切正常，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

于此。我们还有第二个层面来观察逆变

器，这里的数据表明它的运行效率仅有

50％。这是对我们客户的商业损害，因

此，工厂运营者应立即得到警告。这是

使用skytron能源的技术时产生的主要

区别。”

skytron提供给客户的信息范围和

类型取决于特定客户选择的服务包。

对于选择全套服务包的客户，工

厂的数据直接进入skytron的控制室，

若出现报警，公司会联系其现场工程

师。Klammer说，“我们也知道如何解

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电气技师不知

道的话，我们拥有这方面的所有技术

知识。”

对于基本服务包，使用skytron产

品的工厂经营者通过自己控制室内的

软件接收信息。客户也可通过其个人

电脑或若使用软件的手机版本，在其

iPhone或iPad上接收报警。Klammer

补充道，希望筛选最顶级信息并了解其

投资组合资产运营情况的投资者常常

使用后者。

使用skytron设备为工厂业主工作

的独立运维服务提供商将收到报警信

息，并联系其现场电气技师处理技术

问题。

Klammer指出，在现场与skytron

工作的技师并非skytron员工，至少目

前还不是。这是公司与母公司第一太阳

能公司肯定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以便能

够“以非常特殊的、集中的方式进入这

个市场。我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我们

不希望伤害我们的客户群，我们最强

劲、最好的客户就是从事维护和运营的

运营商和客户，我们并不想要进入他们

的领域。”

因此Skytron进军O＆M很可能仅

限于某些市场，并不包括德国，如Klam-

mer所述，德国有许多一流的运维企业

和高度熟练的电气技师。

不断上升的小系统市场
在监控公司主要集中在中到大型

光伏安装市场的同时，小系统市场也在

不断增长。

事实上，据Schardinger所述，小系

统市场在过去几年开始产生监测技术

需求后就表现出快速增长。“除了简单

的对系统进行监控之外，我们正在朝智

能家庭能源管理的方向稳步发展。通过

优化耗能控制和储能，家庭住户可以实

现最大限度的自我消费，将不断上升的

电力成本降至最低。”

Solare Datensysteme也看到了 

类似的发展。“自我消费管理在住宅

太阳能安装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Edelmann指出，“带有储能系统

的智能能源管理或光伏发电取暖是So-

lare Datensysteme的两个关键主题，这

些领域对用于商业用途的中型和大型电

厂也非常重要。”

Meteocontrol最大的业务份额仍

然是监控、系统控制，以及商业光伏发

电装置的工厂控制，Schardinger补充

说，“这个行业的需求是复杂的，并且

增长迅速。除了电网和系统的特殊需

求之外，必须考虑该国的具体条件。只

有使用最先进的技术Metecontrol才

能以高效和前瞻性的方式领先系统管

理领域。”

Schardinger说，Meteocontrol新

blue'Log X系列数据记录器是该公司响

应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的最好的例子：

模块化系统包括基础模块和扩展模块，

为规模20kWp至多兆瓦峰值商用电站

的不同系统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新系

统提供更多的功能，如实时数据可视化

或甚至将单一系统连接到虚拟电厂。

此外，能源交易界面实现了与电

力交易平台的直接沟通。Schardinger

补充说，提供无功功率、自我消费及与

工业储能系统的连接等功能是meteo-

control发展的主要领域。

监测技术复杂性的不断提高也为

提供具体信息收集组件的企业开辟了新

的商机。

德国哈默尔恩的 Mencke ＆ Tegt-

meyer专业工程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光伏

产业测量解决方案，开发和生产硅辐射

传感器，光伏组件和发电机1-V曲线分析

仪，以及完整的数据采集系统和质量保

证体系。

产品经理Nikolai Maris说，Mencke 

＆Tegtmeyer专业工程的市场发展紧

紧跟随着整体光伏市场的发展。他补充

说，德国和欧洲的传感器市场在过去两

年中显著下降，而世界其他地方则持续

增长。

Maris说，“传感器市场不仅取决于

总体光伏安装数量，也取决于工厂规模

的分布。”40kWp至为1兆瓦或更大的中

等规模光伏安装为公司提供了很大的

市场，因为它们都配备辐照度传感器，

与规模不到40kWp的电厂相比，由于经

济原因，他们有许多是不配备辐照度传

感器的，甚至不配备监测系统；或者与

大型电站相比，他们倒是同样使用传感

器，但绝对数量要少得多。

Mencke＆Tegtmeyer的硅辐射传

感器与第三方监控系统相结合使用。该

公司提供与几乎所有监控系统兼容的范

围广泛的传感器类型。

监测和逆变器制造商是 Mencke ＆ 

Tegtmeyer专业工程有限公司的主要客

户，其中包括meteocontrol、Solare Da-

tensysteme和Gantner仪器，以及西门

子、ABB、SolarEdge、AdvancedEnergy、 

Fraunhofer和新加坡太阳能研究所。

◆  Edgar Me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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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O&M产业
注入能量

运营与维护：美国光伏产业已经表明其了解如何构建分布式太阳能电站和大规模

发电站——但是运营和维护这些发电站的需求正在创造新的挑战和机遇。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一句描

述各类历史人物——从宗教名人到哲

学家甚至Marvel漫画家——的格言。

虽然他们当中没有人想到了太阳

能，这句至理名言仍然完美适用于美国

快速发展的光伏发电机队伍，他们刚刚

结束了又一个稳健扩张之年。

在过去的几年，太阳能在美国从几

乎毫无意义一跃成为该国最重要的发电

新来源。目前美国四分之三的光伏装机

容量——估计约达19GW——已从2010

年开始上线。超过一半的容量是在过去

的两年之内新增的，这尤其受到公用事

业领域对大型光伏电站需求的驱动。美

国的这种光伏能源热潮应该能够持续至

少两年，甚至可能在预计将于2016年年

底实施的联邦税收激励降低之前加速。

但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其中

包括未来20至30年内对数千处新发电

资产的运营与维护（O&M）责任。

“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花费了大约

三年的时间去真正地了解如何实现在

线服务大规模太阳能、数不胜数的公

用事业规模电站，其中规模最大的几

乎达600兆瓦。”SMA America公司， 

这家美国市场上顶级的逆变器供应

商、全球逆变器销售量排名首位的德

国SMA Solar Technology AG子公司

的服务执行副总裁ChuckSmith如此

说道。

有效地运营并维护从2010年起在美国上线、约19GW的太阳能容量是行业面临的一项新挑战。此图为FPL的
25MW DeSoto光伏农场，使用了SunPower太阳能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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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解释说，随着这种建造数量

的激增，他们面临着一项新任务：“在

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已经在真正着手

磨练如何高效地运营这些电站，从而实

现现金流和产能最大化。”

几乎两年之前，SMA Americas开

始在美国和加拿大提供O&M服务，具

体面向参与商业、工业和大规模光伏发

电站的设计、采购与施工（EPC）公司以

及这些资产的业主和开发商，为他们提

供三个等级的服务。

SMA Americas的O&M服务包括由

定期维护组成的基本“预防层面”；包

括预防性维护、远程监控与分析在内、

倒数第二的“前瞻性”保证管理套装；

以及优质、“基于性能的”计划，该计划

以实际生产保证为支撑。

“在过去的18个月里，我们在

美国及美洲锁定了超过一吉瓦的业

务。”Smith表示，“我们有了一个良好

的开端。”

然而，据Smith以及在美国新兴市

场上参与光伏O&M服务的其他人员透

露，近年来该行业的快速扩建有时进入

混乱状态，因此迫切需要创建更强大的

O&M细分市场。

“我们看到了行业为这一市场提

供服务，但其方式极不精明。”Smith表

示，“其中有几个例外。有几家真正的大

型EPC公司做得很好，但在过去几年里

冲进来的许多公司都做得不太好。”

O&M最大的缺点——对SMA这样

的参与者而言也是机遇——可能存在

于分布式的商业和工业电站中。

“我们在商业领域看到了一些真

正的挑战。许多这类电站并没有按照

高质量标准来建造。有些正在成为孤

儿，我想没有比这更好的词语来表达

了。”Smith说道。

服务精密化
据Smith披露，SMA希望“从大规

模公用事业领域直到商业电站都实现

精密化”。虽然大规模系统的性能较

好，但这个行业总体而言仍然“处于被

动反应模式之下”。Smith表示：“极少

有参与者积极主动地应对需求。但你

不会买一辆价值10万美元的玛莎拉蒂

而不去养护它吧？这些是非常昂贵的

资产。我们正尽力全方位提升预防性

维护水平。”

作为逆变器制造商，SMA具备了一

些独特的能力。

“我们通过电站运营与维护、并在

逆变器方面从保证结构层面为电站提

供支持来实现真正益处，因为逆变器的

确是光伏电站的大脑。我们有能力进

入逆变器并准确地查明问题所在。并且

我们能够作出非常迅速的反应——通

过远程方式，或者在我们需要开着卡

车前往现场时我们会驱车抵达现场，

并在几个小时而不是几天之内解决问

题。”Smith解释说。

随着未来几年里光伏电站在北

美地区装机量的扩大，以及对O & M

服务需求量的增长，“我们的确看到

了涉入其中并抓住一大部分的巨大机

遇。”Smith表示，但他拒绝预测具体

会有多少。他也拒绝推测持续增长的

O&M服务是否有助于在国会不延长有

利的联邦税抵免政策（目前被设定在

电站投资成本30%的水平）的情况下，

弥补美国整体光伏市场的任何衰退形

势。“这种局面是否能够通过政治的手

段得到解决，我们将拭目以待。”

独立咨询师CedricBrehaut也看到

了逆变器制造商的一些独特机遇。他最

近曾编写过一份有关光伏产业兆瓦级运

营与维护的报告，已由美国市场研究机

构GTM Research发表。

Brehaut表示，“在较早的一些分

布式发电站已经由于最初的EPC公司不

再存在而成为孤儿的情况下，逆变器公

司具有优势：如果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客户通常可以拨打刻印在逆变器上的电

话号码。”他同时补充说，“此外，原始

设备供应商在管理备件方面处于优势

地位，因为他们对废旧零件有更好的可

见性，并且他们可以在许多客户和电站

之间共享备件库存。”

同Smith一样，Brehaut也表示美

国的太阳能电站总体运营良好。但他也

有一些告诫：“这些电站较为年轻，因

此它们的长期性能还有待见分晓。在大

多数情况下，大规模电站正在达到或超

越预期，但许多分布式发电资产仍然面

临着性能方面的挑战。”

此外，商业和工业市场“在许多参

与者当中被细分化。”他表示“许多这类

参与者在运营与维护方面，相对他们的

公用事业领域竞争者而言，不够全面，而

且还有一些已经不再经营了。”而许多商

业和工业客户的买家“仍然认为太阳能

电站不需要维护，”因此他们没有签订过

O&M合同。这反过来会创造市场机会。

SoliChamba咨询公司有关1MW或以上容量太阳能项目的报告确定了FirstSolar和SunEdison在全球
运营与维护领域第一和第二的排名，其次是EDFRenewables、SunPower和逆变器供应商施耐德电气
（SchneiderElec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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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咨询与市场研究公司S o l i 

Chamba领导者的Brehaut，正在携手

GTM Research编写一份有关分布式光

伏电站运营与维护的新报告，将专注于

1MW以下的项目市场，这份报告将在未

来几个月内发表。

在已发布的、有关1MW及以上项

目的报告中，FirstSolar、SunEdison和

SunPower被确定为截止2014年9月，在

美国排名前三的O&M公司，它们共同管

理着超过5GW的O&M业务。

涵盖全球范围内80家O&M市场参

与者的这份报告，还确定了FirstSolar和

SunEdison全球第一和第二的排名，其

次是EDFRenewables、SunPower和逆

变器供应商施耐德电气。这五家O&M

供应商合计代表着超过9GW的兆瓦级

电站，而被分析的其余75家供应商，则

负责运营和维护15.8GW的电站。

“我认为，我们将看到这一领域的

创新，尤其是在不同气候条件下清洁组

件方面。并且我们很可能将见证到并购

（M&A）数量的日益增长，因为大型参

与者纷纷尝试进入新市场并整合市场

份额。”Brehaut表示。

强调运营与维护（O&M）中的运营
（O）

虽然像SMA这样的参与者正在寻

求推动分布式发电O&M市场的精密化

程度，Brehaut认为大规模光伏O&M领

域需要更加高度的精密化。

“在公用事业细分领域，[最大的

趋势]是运营与维护中“运营”的重要性

日益提高。从历史上讲，太阳能电站很

少关注“运营”——只关注“维护”。供

应商们只要确保电站在运行状况中。”

咨询师SoliChamba表示，“如今在美

国，许多大型光伏电站是广大电力系统

的组成部分。当然，作为天然气或核电

站，你们的可调度性水平不如光伏电

站，但你们仍然可以控制许多变量。”

例如，电网运营商可能要求生产削

减、无功功率或频率支持。Brehaut解

释说：“只有具备一定舰队规模及强大

财务能力的光伏电站运营商，才供得起

可以满足公用事业及电网运营商高级需

求的运营中心。”

比光伏产业任何其他公司规模都

要大的FirstSolar就符合这一条件。截止

1月份，总部位于亚利桑那州的这家公司

为全球3.3GW的发电站提供运营与维

护服务，其中主要是位于西南部沙漠地

区的大规模系统。虽然大部分舰队由配

备碲化镉薄膜组件的自主研发项目组

成，FirstSolar同时也为使用晶体硅组件

的项目提供第三方O&M。 

FirstSolar公司O&M业务开发总监

Troy Lauterbach表示，电站运营、性能工

程与维护的每个阶段都有较大的挑战。

例如，在运营层面上，“高度准确

地做好能源及气象预测非常具有挑战

性。”Lauterbach说道，“负责气象的

人员几乎每晚都会搞砸，我们可以原谅

他。但公用太阳能电站需要非常精确的

预测，它们属于仅能依赖于天气的高度

流动资产。”

另一项挑战在于气候变化，尤其

是会脏污组件并导致产量急剧下降的

尘土环境。“特别是在中东，那里的环

境湿度高且粉尘多，因此必须以不同

的方式展开运营，这就构成了巨大的

挑战。”Lauterbach表示，“如果不

解决这个问题，它可能导致性能迅速

恶化。”

这意味着需要清洗面板，正如

FirstSolar在其迪拜的13MW项目中所

做的一样。而在气候干热的西南部沙漠

中，该公司没有清洗面板，“因为这里的

经济条件不允许。”

与晶体硅相比，碲化镉组件不容

易遭受由于粉尘所导致的输出量下降

问题。因此，西南部的许多大规模晶体

硅太阳光伏电站需要经常清洗。这正

是SunPower去年为了降低成本而收购

清洗机器人制造商Greenbotics的原因

所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未来几年里将

面临的最大O&M挑战可能与该行业其

中一项最大的成就有关：能源价格持平

或低于市电平价。

Lauterbach表示：“我认为，基于

目前美国安装成本和购电协议（PPA）

价格正在剧烈缩水从而迫使每个人都在

努力节约成本的事实，我们将在未来几

年里看到不同的运营性挑战。我们认为

质量方面可能需要做出牺牲，虽然我们

肯定不会对我们的电站这么做。但当你

努力实现每千瓦时5美分的成本时，就

有许多成本需要撇去。”

虽然据Lauterbach透露，任何

质量捷径“总体上都令人失望”，First-

S o l a r——作为业界最大的O & M公

司——却“做好了利用这一点的充分

准备。”

毕竟，FirstSolar运营并维护着比业

界任何其他公司都多的光伏电站。能力

越大，责任越大。对于以美国O&M市场

为目标的公司来说，他们在这两方面都

有很长的路要走。

◆  Garrett Hering

美国最大的光伏发电站之一是AlamosaPhotovoltaicPlant，它由SunEdison建造，位于科罗拉多州阿拉
莫萨，新墨西哥州州界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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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跟踪器故障排除

光伏跟踪器O&M：有关跟踪器问题的细目清单很长。跟踪器设计师及运营与维

护专家正在推进行业创新，以帮助降低成本。

各类服务供应商都承认，优化光

伏运营与维护可以为业主实现两位数的

效率和能源输出增长，这通常足够偿还

定期运营与维护（O&M）方案计划的成

本。跟踪器制造商补充道，设计改进还

对提高跟踪器的可靠性和耐用性大有

助益，同时还可减轻运营与维护负担，

由此可以实现制造商的差异化。

随着更多部件测试的出现，及其对

太阳能跟踪器部件和系统融资可行性

数据的提供，设计及维护两方面都能从

中获益。

量化难捉摸的O&M成本  
光伏跟踪器系统实际O&M成本的

神秘之处，部分是由于缺乏具体技术相

关的历史数据，并且业界不愿意共享所

拥有的少量数据。这种数据缺乏被视为

行业的成长之痛，但将随着时间的推移

被校正。

“我们看到业界非常注重跟踪器

产量优化，尤其当你比较美国和欧洲的

情况时。跟踪器在欧洲甚至西班牙都没

那么重要，那里的跟踪器数量都不及美

国多。”RadianGeneration——位于美

国旧金山的光伏资产管理者，它目前已

经签约85MW且另有150MW正在建设

当中——的首席运营官Joe Kastner说

道。“通常，维护是运营成本中的最大单

项支出。例如，加州中央谷地存在严重

设计改进对提高跟踪器的可靠性和耐用性大有助益，同时还可减轻运营与维护负担。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方式
可以降低跟踪器的O&M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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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污染的影响每天加重百分之七。”

他说道，“因此，人们更加注重清洗，虽

然水价昂贵，但这样做仍有益处。”

另一家提供O&M服务的跟踪器制

造商建议，其公司技术的总体跟踪器维

护成本应该低于所有运营成本的5%，

除非不在本地运营，在这种情况下成本

可能会接近10%。其他人则认为O&M

费用会更高。“任何时候当你有4,000

排列阵、1,100台回转齿轮和1,200台电

动机时，就有许多螺栓需要重新拧紧、

开关必须提升且还有其他事情需要解

决——这会增加10%的电站运营成本。

并且如果地处像安大略省这样的寒冷

地区，则增幅会由于冻融循环而达到

15%至20%。”Solarrus公司总裁兼该公

司其位于加州亨廷顿海滩的全资子公司

True South Renewables的首席执行官

RuePhillips表示。

有关跟踪器问题的细目清单很

长。“目视检查有时可以从一英里以外看

出跟踪器不正常。风阻尼器经常会发生

故障而需要转换列阵上的部件，因此需

要重新调整。并且，当鸟巢或某些动物

挡道时，进限制电门可能发生故障。”位

于德克萨斯州的True South公司维护主

管Steve Webb解释道。True South管理

着500MW的公用事业光伏电站和1.5MW

的分布式光伏电站。Phillips表示，跟踪

器代表着大约一半的总公用事业组合。

无论当前维护成本如何，设计师

和O&M实践者都致力于改进跟踪器行

业，从而帮助降低成本。并且，随着基

于性能的合同日渐成为O&M公司的一

项规范，来自卓越的设计和更好的维护

的收益收获将具有更高的融资可行性、

更常见且更便于管理。

竞争造就专业化
一些O&M公司是专业化的。“我

们是跟踪器系统电气元件的服务提供

商，其中涵盖电动机、可编程逻辑控制

器（PLC）及其他自动化设备，但我们不

提供机械部件服务。”位于法国Saint-

lsmier的施耐德电气太阳能业务服务总

监CyrilleGodino说道。几乎一年之前，

施耐德宣布其全球光伏服务合同已经

达到1GW的里程碑。

准时提供替换零件是某些O&M供

应商的专长，他们以此将自己与别的公

司区分开来。

“我们提供战略性的备用零件协

议，以确保所需要的一切就在手边。根

据某个区域内项目数量的不同，我们将

它们作为一个组合来维护。”位于旧金

山南部的Exosun公司业务开发副总裁

JayJohnson说道。他还补充说：“我们

还提供服务热线供人们拨打来获得支

持，这样我们便可在不同时区并跨境采

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

机构和小型商业项目安装了3,000台双

轴跟踪器。”

更好的设计实现O&M最少化
RadianGeneration公司的Kastner

认为，由于跟踪器制造商的部件和系统

经历了越来越多重的先进退化试验，这

将就产生多越来越多覆盖设备的融资

可行性报告的要求。

“如今，人们比过去更加注重融

资可行性报告。”Kastner说道。他补充

说：“在整套跟踪器设计的情况下，除非

它为业界带来了一些全新的东西，否则

它不会出现得那么快——我尚未见过

多少。”

清洗是跟踪器维护预算中的一大

要素，因此NEXTracker公司在设计其最

新一代跟踪器时，实施了多项改进，包

括消除各排与扩展倾斜角之间的机械

堵塞。“由于我们的设计不是直线的，

它更加方便清洗和管理：利用我们的设

计，你可以同时达到两侧，因此同样的

预算原本每年清洗一或两次，现在可以

清洗五次，并且系统输出量（根据场所

的不同）可以提高百分之三。”加州弗里

蒙特NEXTracker公司首席执行官DanS-

hugar说道。

一些跟踪器制造商还提供完整

的O&M服务。“我们为AllEar th太阳

能跟踪器提供业界领先的10年保修服

务。”AllEarthRenewables首席战略官

AndrewSavage说道。

“此外，就我们开发的项目而言，

我们通常签订服务合同，并履行或管理

所需要的任何劳务。我们只需提供最少

的劳务。我们在整个美国为住宅业务、

其他跟踪器制造商为他们的最

新设计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以系统

优化为基础，我们的Smartracking系

统可以实现高达百分之五的发电量提

升。”Exosun的Johnson宣称。同样

地，“利用我们的组件，您在进行跟踪

时可以实现超过倒向追踪大约百分之

一的能源效益。”位于亚利桑那州潭

蓓谷的FirstSolar业务开发O&M总监

TroyLauterbach表示。他的公司如今在

全球范围内已经投入运营的跟踪器有

380MW，且今年的目标是500MW。他

表示：“我们大约有20%的O&M业务是

跟踪器方面的。”

 要点

• 维护成本可能占到运营费用的10%或更高比例。

• 一些O&M公司专攻能够提升竞争力的专项技术

领域。

• 更好的跟踪器设计正在改进基础金属、驱动系

统和O&M方式。

• 强化试验正在帮助证明跟踪器部件和系统的耐

用性。

• 大型O&M公司的全球分布将生成更加全面的数

据库。
 

Exosun跟踪器被用于法国的PorettedeNerone，这里还将增加更多的棕土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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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侵蚀

ArcelorMittal通过创造Magnelis——一种耐

用性优于镀锌钢的新型精制钢且标准性用于地下

应用（非地上应用）——为跟踪器系统设计师提

供了帮助。Magnelis涂层能够在通常作为腐蚀起

点的切边处自我愈合，因此耐腐蚀性能要高出十

ArcelorMittalis为光伏结构提供自愈合的镀镁钢材。

倍。切边处会形成一层含镁的锌基保护膜

来保护其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增加了一层3%

的镁涂层，它可以在正常位置处保护钢材25年之

久。并且，由于Magnelis的锌用量比镀锌钢表面

的纯锌涂层要少，因此从钢表面上冲洗下来的锌

含量要少，从而显著降低了流入土壤的锌量。”位

于德国不来梅的ArcelorMittal公司太阳能业务开

发经理DorteReinke说道。

这种金属的厚度从0.45到5.0毫米不等，可以用

于地面安装和屋顶安装场合。它的生产可以省却地

面金属涂层所需的标准批量镀锌步骤。“Magnelis

是一种可以代替铝、不锈钢和批量镀锌产品等昂贵

原材料的替代品。”Reinke说道。这种金属已经通

过认证可以用于海洋及工业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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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跟踪器是专为气候严苛的地

区而设计的。“为了耐受最严酷的北方

气候，AllEarth太阳能跟踪器专门在佛蒙

特州设计而成，并且我们在距离我们制

造工厂数英里外的两个多兆瓦级项目中

安装了747台跟踪器。这可以帮助我们确

保我们的产品达到设计和预期的性能水

平。”Savage说道，“我们设计团队的两

项基本原则是简单性和耐用性。”

其他跟踪器制造商也认同跟踪器

的设计工作正快速朝着可以解决选址

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而发展。

“当我们在棕土地带安装光伏系

统时，通常存在沉降问题，因此我们开

发了用于地面沉降过程中的浮动调整，

由此我们可以改变跟踪器的高度而不

会对结构或系统产生应力。”Exosun

的Johnson表示。“整个地块每年上下

移动数英寸构成挑战。据我所知任何

其他跟踪器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表

示，“我们刚刚在欧洲的测试实例中首

次安装了几台，并且将在今年将它引入

美国。”

执行器和电动机磨损也是整个行

业持续改进设计的一个方面，但FirstSo-

lar在这一领域发现的真理是以小为佳。

“分布式跟踪器所涉及的跟踪器设

计有一种方法，其中仅60kW的组件采用

一台执行器驱动，而超过600kW组件所

采用的联动设计则由一台大型直流电机

或液压系统驱动。”位于新泽西州Brid-

gewater的FirstSolar安装结构产品经理

Peter Scannell说道。“我们得出的结论

是，即使你利用联动设计的确直接节约

了投资成本，但稍后会付出牺牲O&M的

代价。”他表示。“因此，当我们决定收

购一家跟踪器公司时，我们希望配套分

布式设计，因为我们发现O&M具有独特

的益处，零件更换更简单且停机时间更

好。此外，在真的发生故障时，它对项目

总体能力的影响非常小。”他解释说。

加速退化试验
证明你的跟踪器部件寿命可达25

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可能会累垮一个

机器人。但在极限温度、湿度、腐蚀性

环境以及地震级振动和台风速度的狂

风条件下完成数千个工作循环，可以实

现最佳产品。

“我们已经展开了加速耐磨试验

和全面风隧道试验。每台跟踪器都配

备风力计，且在大风条件下仍将保持平

放。此外，我们对跟踪器部件进行了出

厂试验。”AllEarth的Savage表示。

Scannell表示，在FirstSolar，“我们

相信我们在设计和测试方面的投资水平

都高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的测试证

明变速箱将运转160年、传动螺杆达90

年、轴承为70年而电动机为30年。”

针对组合展开地理学研究
除美国市场以外，许多O&M公司

正在转向加拿大和墨西哥市场，旨在

巩固他们的组合并获得各种不同的气

候体验。

例如，根据公司统计，位于圣地 

亚哥的EDFRenewable Services如今

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运营着超过

8.5GW的风力、太阳能和生物质发电项

目。EDFRenewableServices业务开发

总监DalenCopeland在12月份公布，公

司去年在加拿大新增了134MWp太阳

能，由此其在加拿大市场上的承包项目

增加了52%，其中包括在魁北克和安大

略省的27个项目。该公司提供完整的

O&M协议、定制化监控、工程支持、监

视控制和数据采集（SCADA）解决方案

以及辅助控制网服务。

◆  Charles W. Thurston

AllEarth在佛蒙特州设计其跟踪器，以耐受冰雪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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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受台风、地震和
火山喷发
安装系统：在日本安装地面太阳能系统时，开发商必须面临一系列几乎是日本独有

的挑战，包括艰难的地形、恶劣的天气及其需求。日本太阳能安装系统市场比其

他市场更具挑战性，其土地面积有限、气候恶劣，且要求最高标准的优质系统。

日本太阳能安装系统市场比其他

市场更具挑战性，其土地面积有限、气

候恶劣且要求高品质。行业供应商表

示，随着公用事业规模设施安装速度的

放缓，商业和住宅用地面安装和屋顶系

统安装预计会加快。

充满地质性挑战  
“与美国不同，日本靠海地区地

势平坦的土地面积非常有限；其余地

方全都起伏不平。”总部位于厦门的中

澳合资公司Clenergy的亚太区副总裁

Yoichiro Ando说道。的确，该国大约百

分之七十的面积被大山覆盖，简直可以

与挪威的地形相媲美。

另一项挑战因素是该国有大约200

座火山，其中60座为活火山。因此，每

年的地震次数通常多达1,500起，且经常

发生火山喷发。

“日本的许多大型开发公司都向

我们寻求帮助，因为当其他太阳能构架

都在地震中倒塌时，我们的仍然屹立不

倒。”Ando说道。“我们的最新一代构

架，SolarTerrace II-A，可以经受60千米/

小时的风速。”

冰冻隆胀和雪载荷也是影响日本

安装系统寿命的主要因素。“我们听说

在北海道安装系统时，我们在冬天来临

之前将柱子打入两米的深度，但冬天过

后所有柱子都由于冻融和冻胀作用而

露出了地面。”位于德国Rangsdorf的

Mounting Systems GmbH公司业务开

发高级经理Boris Oya说道。“因此，我

日本大约百分之七十的面积被大山覆盖，因此在该国安装一个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光伏农场是一项挑
战。Mounting Systems的设备适合这里起伏的山脉地形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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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unSystems重磅推出适合高难度安装的抗拉结构

在蓬勃发展的光伏市场中，更平坦的场所始

终是首选开发地点。遵循低果先摘原理，更困难

的坡地会被留作地面安装用途，而更加平坦的平

面屋顶和弯曲屋顶被用于商业应用。

意大利的A+SunSystems认为，其抗拉钢丝

绳索解决方案适用于这类高难度场所，且成本效

率高。SunNetGround采用了这种抗拉绳索解决

方案，并声称其消除了对昂贵土壤和场地分析的

需要，且无需使用GPS或激光点设备。“抗拉结

构是一种非常智能化的系统。”CopiaEnergy首

席执行官ShinMorimoto说道，该公司已经将A+ 

SunSystems的抗拉方法应用于安装结构中。

该公司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圣博尼法乔，它是

日本三个试点项目的供应商。A+SunSystems与

当地EPC合作为一个平面屋顶项目和两个坡地上

的地面安装项目供应SunNetRoof系统。

A+SunSystems声称，采用SunNetGround 

 

无需使用冲压设备，因为锚定点采用微型桩，因

此只需轻型气动钻即可完成安装。锚定点采用可

以位于150至200米列末尾的螺柱。除此之外，锤

子和气动钻是安装光伏系统所需要的一切。

“A+SunSystems的太阳能抗拉系统采用挠

性钢缆和微型桩。”该公司发言人AlbertoDiGa-

etano表示。“这使得它适用于山地和坡地。此

外，即使是技能不娴熟的操作人员也能采用气锤

来安装抗拉结构。这样就克服了日本严重缺乏熟

练工人的问题。”

A+SunSystem的系列安装系统适合迅速壮

大的屋顶安装市场以及地面安装应用。与更常用

的钢甚至铝结构相比，这种系统都是预先装配好

的，且在2千克/米（0.41磅/英尺）时重量轻。

A+Systems表示，EPC和安装公司可以随时

咨询他们的工程师并获得支持。A+SunSystem

的系列解决方案正在专利申请中。

 

Clenergy适合日本的各种雪荷载条件。 

们展开了大量冲压试验和拉拔试验。在

像稻田这样的场地中，我们可能使用镀

锌钢梁并用混凝土增强，然后在地面以

上使用铝和不锈钢材料。”他解释说。

抵抗台风是一项标准特征
台风在日本如此频发，以致于它们

以数字而不是名称命名，这表明支架制

造商面临着又一严重挑战。

“由于日本台风频发，支架需要被

设计成能够耐受这类风暴所导致的高

风压。”京瓷太阳能营销部门经理lchi-

roIkeda表示。

太平洋西北部日本境内每年会发生

二三十起台风，且许多台风在抵达陆地

时的风速达200千米/小时。“每年有七

至八起台风经过冲绳县，大约有三起会

抵达日本的主要岛屿，尤其是九州和四

国。”Japan-guide.com的气象分析员

说道。然而，包括京都、大阪和北海道

在内的日本任何地区都容易遭遇台风。

台风高发季节在5月至10月份，并在8月

到9月份达到顶峰。

独特的住宅结构
一旦安装系统供应商准备好应对

地球和天空可以呈现的一些最恶劣条

件后，日本具有独特艺术的屋顶建筑方

法，要求他们谨慎考虑承重和美观要

素。日本住宅屋檐延伸出来的部分往往

比美国或欧洲住房要多得多，因此要求

使用名叫tokyii的复杂多层支撑托架。  

“许多日本屋顶形状复杂且设计

小巧。”Kyocera的Ikeda说道。“因此，

 要点

• 选址和气候条件是在日本设计光伏安

装系统的主要考虑因素。

• 日本的美学和独特的屋顶设计因素更

加需要定制化安装。

• 在选择平坦场所时，公用事业规模设备

会更加小型化。

• 商业设备预计会随着屋顶安装和地面

安装解决方案以及漂浮式设计而迅速

增长。 

• 住宅安装系统以及其他细分领域将采

用更多铝材料来代替钢。

• 外国竞争对手需要有能够运用本土

语言的员工来发展与潜在新客户的密

切关系。这种关系将包括质量保证及

O&M方面。
 

A+SunSystems的抗拉钢丝绳索解决方案
SunNetGround适用于高难度场所，且不需
要使用冲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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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nner市场前景利好

这家德国安装系统供应商在日本实现了

120MW的装机容量。他们其中一个特别具有挑

战性的项目位于福岛县Shirakawa附近。太阳能

阵列所在地原来是一个高尔夫球场，且容量达

19MW。Krinner在各种不同地形高度处取样了各 

种不同的土壤类型，以应对安装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技术性挑战。在决定材料和发电站设计时，风

雪载荷也被考虑在内。Krinner目前正与一家EPC

大客户联手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开发25MW的待

建项目。该公司预计将在中期内与现有合作伙伴

共同实现40MW项目。

“我们的日本项目面临着诸多挑战。”该公

司工程主管Thomas Huber说道。“Krinner地脚

螺钉是我们的核心产品。我们在日本采用与其他

国际项目一样的安装系统技术，但当然我们调整

了解决方案使之适合日本特定的载荷、规范和标

准。”Krinner团队认为日本市场前景利好。 

“我们预计将持续参与日本光伏产业的繁荣

发展。”Krinner出口销售经理Peter Hammer说 

道。“我们在日本拥有两家本地合作伙伴。他们

技能娴熟、配备齐全且在日本光伏市场上非常

成功。”

 

s o l a r  t e n s i l e  s t r u c t u r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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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市场有必要采用与各种不同的施工

方法和屋顶材料对应的安装支架。”

“一些系统在日本广受欢迎，例如

我们的Samuraiseries，它可以安装在形

状各异屋顶上且可以更高效地利用屋

顶空间；这些系统可以创造屋顶与组件

阵列之间的高度整体感。”他表示。

MountingSystems的Oya表示：“

目前我们正努力在日本打造完美的瓦片

系统。”

公用事业规模光伏空间狭小
在如此多山的岛国安置一座公用

事业规模光伏农场任务艰巨。“日本真

的空间有限，因为日本的太阳能产业从

2012年开始持续疯狂，所以适合公用事

业规模项目的、真正好的平坦区域几乎

已经用完。”Oya表示。“剩下的地区都

多山，且通常被森林覆盖，因此地面状

况非常奇怪且难以展开建筑施工。”他

说道。“因此，一直以来我们必须在斜坡

上开发更加专业化的东/西倾斜阵列。”

一家正在茁壮成长的日本开发

商是WestHoldingsGroup，该公司截

止2014年8月份已经安装了122个公

用事业规模项目，以及53,000多套住

宅太阳能系统和3,700个商业光伏电

站。WestHoldings已经开发出自己的

WestPowerScrew来方便地面安装太阳

能系统。

同样地，京瓷也已深入民心。“我

们的支架被用于许多公用事业规模太

阳能装置中。”Ikeda说道。

在该领域的外国挑战者当中，位于

加州Roseville的SPISolar计划在福岛县

须贺川市开发一家22MW的光伏农场。

计划将从2015年4月份开始施工，且阵

列将在2016年早期上线。该公司的日本

子公司SPISolarJapanGK也会在该场地

安装3MW设备。公司已于一月份宣布与

中国的赛维太阳能断绝了关系。

同时，Clenergy正在准备从公用事

业规模项目向商业规模过渡。迄今为止，

该公司的大多数项目都在扩展规模。例

如，Clenergy正在为位于那须盐原市的

24.8MW发电站提供STll-A地面安装系

统。施工工作已于2014年6月份开始，且

电站预计将于2015年9月份上线。

商业市场
在日本商业太阳能市场中，京瓷计

划通过利用其与Century Tokyo Leasing

的合资公司，今年年底在30个场所安装

60MW的容量，在包括位于兵库县Kato

容量达2.9MW设施在内的这一波项目当

中，第一台机组的施工工作已于2014年9

月份开始。

Clenergy在该细分领域的地位

也稳固。“从北海道到冲绳，我们已经

安装了大约1,000个项目，平均容量为

800kW。”Ando说道，并且他还解释

道：“我们主要做2MW或更低的地面安

装系统，因为这类系统更容易连接到发

电站中。”

另一个中国竞争者，厦门格瑞士太

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经为许多日本光

伏发电站提供了地面安装系统。格瑞士

在年底前预测，2014年其已经向日本运

送了100MW的安装系统。

法国的CieletTerre也提供商业屋顶

安装系统Arch'helios，这是一套已获得

专利、允许快速安装的隔热式热浸镀锌

钢屋顶面板。

许多日本安装商仍然使用钢制安

装系统而不是铝制系统，因为日本的钢

铁工业非常发达。“在某些情况下，铝系

统的安装劳务时间相当于钢系统的三分

之一，因为一个人能够扛起两根铝轨，

却只能扛起一根钢轨。”Clenergy的

Ando说道。“我们在劳务成本较低的中

国预先装配好，这样便可简化最后装配

和调整工作。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回

头客，或者是从EPC处听说过我们的客

户。”他说道。中国制造全世界大约一半

的铝材，而日本是一个小制造国。

漂浮解决方案 
一种似乎是为日本定制的解决方

案是漂浮式光伏系统。CieletTerre的

Hydrelio采用乐高式扣合系统，它产生

的电量比相同规模的屋顶或地面安装系

统要多10%，这是由于其采用水冷元件

设计。

“我们的漂浮式太阳能技术Hy-

drelio可以承受118英里/小时（190千米/

小时）的风速以及20英尺（6米）的水位

变化。”位于法国LilleCedex的Cielet-

TerreInternational的国际业务经理

EvaPauly说道。经法国航空航天实验室

Onera测试，该系统的铝支架和玻璃纤

维销连杆阻力为3,000十牛顿（DaN）或

3公吨力。浮筒采用防紫外线的高密度

聚氨酯构建而成。

P a u l y 表示，该公司目前已有

14.5MW漂浮式光伏系统正在开发当

京瓷Samurai屋顶安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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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福岛县Shirakawa附近的Krinner项目所在地原
来是一个高尔夫球场。

照片：Krinner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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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这些系统将在未来两至三年内相继

上线。

位于琦玉县Okegawa的1.2MW漂

浮式光伏项目已经从2013年7月份开始

接入电网，且迄今为止已经历过三次

台风。该项目由WestHoldings开发而

成，包含作为试验装置的10度和20度

斜面。

除发电以外，CieletTerre系统还包

括采用Aguago技术的水处理组件。该

漂浮式太阳能面板可以限制藻类生长，

并为增氧机和循环器提供动力来促进

水的氧化。  

京瓷正在将CieletTerre的技术应

用于其装备的漂浮式电站。位于京都的

SmartEnergy还将CieletTerre技术用于

即将定址在埼玉县川越市的一个7.5MW

电站中。施工工作将从3月份开始，届时

将采用英利的面板。

外国竞争者
“外国 供 应商，主要 是欧洲

制造商，正带着他们的支架向日本

市场稳步扩张。”京瓷的 I k e d a表

示。但想要在日本取得成功并不容

易，MountingSystems的Oya解释

说：“一些日本太阳能开发商只希望与日

本供应商展开交易，他们根本不考虑外

国公司或产品，但我们已经雇佣了本地

员工来拉近与客户的关系。虽然我们的

较重型底座解决方案可能需要从中国运

进，但我们有时候更偏爱从加州或德国

运进所有其他材料。”

认证一如既往地能够帮助外国公

司进入像日本这样的新市场。“我们的

安装系统已经通过TUV认证——日本没

有自己的太阳能认证机构，而只有适用

于轨道、螺母和螺栓的结构工程代码要

求。”Clenergy的Ando表示。

无微不至的客户关怀是日本的另一

项绝对条件。“任何其他中国太阳能公

司都不具备我们在日本所提供的质量

保证水平。我们每月都会从日本派遣第

三方质量保证专家前往中国的工厂，同

时还提供建议。”他说道。

◆  Charles W. Thurston

CieletTerre解释道，该公司位于Okegawa的漂浮式光伏农场产生的电量比其他光伏系统要多10%，这
是源于其水冷效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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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兆瓦太阳能项目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多兆瓦太阳能项目：SPV市场研究的创始人及首席分析师Paula Mints，考察了大型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发展。

词语“大规模”和其所指的多兆瓦

光伏发电项目的安装都是相当新的现

象。在欧洲开始实施光伏上网电价补贴

（FIT）之前，多兆瓦光伏项目安装是非

常罕见的。安装接近或超过1兆瓦就是

值得庆祝的了。人们认为安装20兆瓦光

伏设施不具备可持续性，因为安装的前

期成本太高。因此很难为这些系统融

资。在欧洲最早实施的光伏上网电价补

贴（FIT）可为投资者提供一个看似稳定

的投资回报，从而颠覆了这种范式。随

着光伏上网电价补贴（FIT）的弱化（通

常在逐步消失的过程中对条款会引起追

溯性变更），电力购买协议和其他商业

模式及融资工具填补了这个空缺，资本

密集型的公用事业规模光伏安装在继

续进行。图1展示2008年以来连接电网

的商业应用的增长。在商业应用方面的

活动即千兆瓦安装的数量主要是公用事

业规模的安装。

人们预期太阳能行业系统和组件

的价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低，但

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任何行业的定

价都是企业目标与战略、市场偏好、市

场提供产品的能力、替代品的可用性、

对商品或服务的感知价值、供应商的绝

望水平、以进口/出口关税和补贴形式存

在的政府干预以及许多其他非量化力

量的综合结果。换句话说，任何行业的

定价都是一个混乱的，存在很多误解的

多兆瓦项目安装的激励政策正在减少。图为：250兆瓦加州峡谷太阳能牧场（CVSR），该项目根据长期购电协议
向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出售其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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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价格上涨及价格下降常常是与生

产商品或服务的成本无关的。表1提供

了2009年到2014年美国住宅、商业、公

用事业规模光伏系统及模块的价格。表

1反映了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查的结果。在

2014年，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安装价

格下降了9％。

多兆瓦光伏项目的安装，特别大于

100兆瓦时的系统，通常在施工开始之

前会出售一次，或许两次或更多次。这

些系统中大多数按照公用事业设定的价

格出售电力。这些价格通常乐观地偏低

（乐观地认为这样可以产生利润），并

在生产方面假设最佳情形。由于紧缩变

得越来越普遍，这种乐观情绪很可能不

得不屈服于不幸的现实。

电网连接应用异常强劲的增长始

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日本、德国

和加州的住宅屋顶太阳能项目带动行业

增长至超过39兆瓦（比1996年增长234

％）。在过去的10年（2004-2014），对并

网连接的多吉瓦项目安装需求是欧盟光

伏上网电价补贴（FIT）模式及后续类似

激励措施的直接结果。

光伏上网电价补贴（FIT）激励模式

也是推动商业应用多兆瓦细分市场成功

的直接原因。若无大额投资者的兴趣，

多兆瓦安装细分市场也不会激增到行

业主导地位。

并网光伏市场已经明显地划分为

从荷载中删除、通过投标确定价格的多

兆瓦（公用事业规模）应用安装、向居民

提供的分布式发电住宅和商业系统（屋

顶和地面）、以及离网装置，具体而言

指偏远居住区和工业区。多兆瓦光伏

项目安装有效地促进了电力销售的商品

化，急剧下跌后再爬升到原来的价格是

很难的。很难感觉到人们对商品的个人

依附性。靠近荷载的自有或租赁的分布

式发电（DG）住宅和商业安装涉及到社

区的能源现状和未来，通常并非商品。

下一步该如何？
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即多兆瓦

光伏的安装不会消失，但随着激励政策

的减少，特别是随着缩减升幅，需要改

变对其进行推广的商业模式。

多兆瓦安装需要的硬件成本最低（

低成本配置），而且与设定电力购买价

格的公用事业公司几乎没有什么议价能

力。但所需的前期投资非常大，而且开

发时间长。

由于基础设施不足和建设或改善

太阳能电池阵列的成本已经导致几个大

于100兆瓦的项目在开始建设之前就被

终止了。

目前的天然气和石油低价格可能

会鼓励开发商资金投往其他领域。在

美国，即将到来的太阳能投资税收抵免

（ITC）下降已经导致几个项目停滞。

从全球来看，各国政府纷纷把注意

力转向屋顶和地面分布式发电太阳能（

电源靠近使用点附近），并重点在这个

方向提供财政支持。到2016年年底，在

美国很可能出现500kWp到1MWp分布

式发电社区太阳能安装及大学和其他

设施内类似规模的安装强劲增长，原因

很简单，这些系统的安装更迅速。

公用事业规模的系统即大型多兆

瓦光伏的安装也不会消失，但随着较低

资本密集型安装越来越得到普及和共

享，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可能减弱。

◆  Paula Mints, SPV Market Research

表1：美国系统价格和模块成本占总成本的%，2009年至2014年

美国系统 2009 变动% 2010 变动% 2011 变动% 2012 变动% 2013 变动% 2014 增长率
2009 – 2013

住宅系统规模，kWp 4.7 6 5.0 0 5.0 16 5.8 14 6.6 - 6 6.2 6

平均住宅系统，$/kWp $7.48 - 15 $6.36 5 $6.68 - 35 $4.35 - 20 $3.46 9 $3.76 - 13

平均商业系统，$/kWp $5.91 1 $5.96 - 9 $5.41 - 48 $2.82 - 27 $2.05 7 $2.19 - 18

平均大型系统，$/kWp $4.34 - 10 $3.89 - 29 $2.75 - 32 $1.87 - 14 $1.61 - 9 $1.47 - 19

全球ASP，$/Wp 2.18 - 32 $1.48 - 7 $1.37 - 45 $0.75 9 $0.82 - 1 $0.81 - 18

模块住宅应用占系统费用% 29   23   21   17   24   22  

模块商务应用占系统费用% 37   25   25   27   40   37  

模块公用事业规模占系统
费用%

50   38   50   40   51   55  

来源：SPV市场研究

图1：全球光伏系统商业应用分布，20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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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下的表演

支架系统日本：德国供应商Schletter于2012年4月在日

本开展业务，供应蓬勃发展的地面太阳能安装市场。

在向日本提供约500兆瓦的支架结构过程中，它学习到

与不同地形和广泛变化的气候条件相关的宝贵经验教

训。Schletter日本KK代表理事Dominik Grützner与我们

分享了他在日本期间收获的五个关键教训。

光伏杂志：在日本建立运营期间，作为一个德国公司，
您的学习曲线如何陡峭？

DominikGrützner：在日本开始运营之初，我们很快就

发现了取得好业绩的三个关键要素。这些包括对本地熟练员

工队伍的需求、良好服务的重要性以及提供适应日本市场特

殊要求的产品的能力。

日本对支架系统供应商提出了哪些独特的挑战？
其实，我们在日本面临两大挑战：地面倾斜达35度的地

方及其他非常靠近大海的位置。对于海边的应用，Schletter

运用防腐涂层，这已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Schletter使用桩基而不是地面螺丝？
这两种产品我们都有，但通常我们认为桩基系统是安装

支架系统基础最经济、最快速的解决方案。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螺丝基础也很好，如在非常软的地

面上，但这些情况比较少见。

关于安装设备，提供这些解决方案主要面临哪些挑
战呢？

目前最重要面临的挑战是为客户的项目提供所需对应

数量的机器。对此我们必须要精心安排好时间，以便尽量提

高效率。

在日本做生意，质量与信誉等问题有多么重要？一个外
国公司如何去建立信誉呢？

我们认为你提出的这两个观点都非常重要。日本投资者

与EPC同样喜欢稳定的知名度高的供应商，当然价格也必须

有竞争力。

◆  采访Jonathan G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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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资商与EPC同样都非常重视与知名度高、有良好业绩证明的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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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英利太阳能

CleanARC涂层太阳能电池板

要求，相较于传统涂层板可创造更多

的项目价值。

由于其高度耐磨损和耐环境恶化

的性能，英利的CleanARC涂层太阳能

电池板可供环境条件恶劣的项目现场使

用，如沙尘暴、海雾、高湿度和极端温

度波动。CleanARC涂层太阳能电池板

还可以降低运维费用，因为涂料的结构

和疏水性能实现比传统的AR涂层更有

效的自我清洁。

“我们很高兴与英利合作把这个产

品推向市场，”Enki Technology的首席

执行官Kevin Kopczynski说，“玻璃涂 

层一个简单的组件，但能够为太阳能项

目业主产生长期的财务影响。”

英利绿色能源公司首席技术官宋

登元说，“我们的新CleanARC涂层太阳

能电池板在太阳能使用受制于恶劣气候

条件的地区推动了项目开发，前景非常

好。通过推动从电池到AR涂层所有光伏

技术组件的创新，只要有阳光照射的地

方，我们就可使太阳能电力成为切实可

行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

  www.yinglisolar.com

中国太阳能模块制造商英利太

阳能上个月在阿布扎比召开的世界未

来能源峰会上推出了新的CleanARC

防反射（AR）玻璃涂层。CleanARC防

德国逆变器专家SMA已在其成功

的Sunny Island系列中又推出两个新 

增加产品，分别是Sunny Island3.0M和

Sunny Island4.4M电池逆变器。二者的

设计旨在提供2至12千瓦的最佳能源供

应，这使其非常适用于小规模的太阳能

光伏发电装置，无论是离网或在网连接。

SMA声称这些电池逆变器可以帮

助降低电力成本，并提高系统业主的

能源独立性。在分布式发电增长驱动下，

这些逆变器针对小规模太阳能装置增多

的趋势，旨在为更广泛的屋顶光伏系统

带来更大灵活性。

SMA产品经理RalfRietze说，“该

SMA逆变器的电池可以很容易地集成

到现有系统中，客户在选择电池容量、

电池制造商和电池类型（II-或铅酸）方

面具有灵活性。Sunny Island的电池管

理可确保超长的电池使用寿命，从而降

低整个系统运行周期内的成本。”SMA 

住宅产品管理主管Martin Rothert补充 

说，该公司在德国的销售数字显示小

型存储系统的需求较大，这暗示了向能

源独立过渡的强烈愿望。“例如采用

Sunny Island 4.4M，5.5kWp光伏系统

每年3000千瓦时的耗电量和5.5千瓦时

的有效存储容量，光伏系统运营商就可

以从其屋顶满足超过80％的年度电力

需求。对于离网系统，可选电池备份功

能可确保供电，并可在电网连接失败时

随时接入。

  www.sma.de

反射玻璃涂层由总部位于加州的Enki 

Technology公司开发，并通过英利公

司提供。该产品可使面板随着时间的

推移产生更多的能量，同时减少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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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First Solar公司

免费电厂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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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Solar公司正在试图鼓励对公

用事业规模太阳能有兴趣的人使用其新

的在线评估工具设计发电厂。该工具将

免费提供，并将作为First Solar公司一个

获取客户的工具。潜在的光伏电站投资

者可以在一块特定土地上绘制边界，并

收到一份对拟议光伏电站的简单可行

性报告。

First Solar公司在2015年前夕，即

上个月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推出了其能源

能力评估工具。美国公司内部用九个多

月的时间开发了该程序。它利用了First 

Solar公司现有的销售和设计软件。在线

工具随着电厂园区边界和参数的调整而

智能调整电厂的产能、能源生产密度、千

瓦时产量和收入。用户输入如行距、是

否使用跟踪器、建设年份和当地馈送价

格等信息。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新兴市场 

开发商，”First Solar电厂系统全球经理 

David Spieldenner在该工具的系列新

闻展示中解释说，“有很多开发商拥有

土地、资金和建设太阳能发电厂的梦想，

但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潜在开发商

输入零碎的信息，如一个真实的电子邮

件地址，以及潜在项目现场是否具有所

需的许可，First Solar公司预计将利用这

些信息进行跟进。潜在开发商若想要

获得报价或成本核算，他们必须与First 

Solar公司直接联系并跟进。“我们吸取

了，然后用一个完整的参数手可以创建

线性方程，并使用它作为能量计算的支

柱，”Spieldenner说。

在演示中，Spieldenner引述了一个

例子，目标用户是新兴太阳能市场的一

个富有人家的儿子。他们家拥有大片土

地，其中一些可能已经适合使用公用事

业规模的太阳能。儿子使用该工具绘

制了不同地点的太阳能地图，使用First 

Solar技术来评估项目的可行性。

First Solar公司认为，地市或政府机 

构也有可能是该工具的潜在用户。 

Spieldenner说，“在我们的政府关系活动

中必须做的最主要事情之一就是教育他

们了解政府土地上的太阳能发展潜力。”

下一步发展可能是将该软件工

具扩展至评估商业屋顶太阳能阵

列。Spieldenner说，目前该工具使用的

是专属于地面安装系统的假设，如边界、

面积和行距，但这些都可以进行修改，

以适应屋顶空间使用。

“这是目前正在开发的一套工具之

一，”Spieldenner说，“商业屋顶的版本

呼之欲出，是我们发展路线图中并不遥

远的一步。”

  www.firstsol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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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消费电子展（国际消费电子

展）已成为美国北部最大的贸易展，吸

引约17万参观者和3600家参展商。该展

会于上个月在拉斯维加斯召开，正好是

举办盛大的2014年太阳能发电国际展

览的同一世界贸易中心会场。

“创新速度真棒”是今年国际消费

电子展的标语词汇，其关键主题之一即

是物联网和智能家居。这是指令人眼花

缭乱的家电设备的连接装置阵列，用于

通信和一系列的家居设备自动化，包括

安全和娱乐，但最重要的是能源。

纽约时报科技记者MollyWood以

精辟的短语总结了物联网和智能家居的

主导地位：“只要装上个传感器就万事

大吉”。

在能源方面，智能家居应用于许

多方面。可大致分为智能照明和能源效

率；取暖、制冷和智能温控器；分布式

能源生产和需求管理。太阳能和储能属

于第三类太阳能，这也是吸引了太阳能

公司和电池供应商关注的一个领域。

无处不在的太阳能+储能
在光伏产业界关于通用太阳能+

储能将普及到何种程度存在一些争

议。美国光伏供应商和项目开发商Sun-

Power公司尤其看好光伏系统加电池

存储的前景。在其在去年十一月的分析

师日，SunPower公司首席执行官Tom-

Werner说该公司“在软件方面投入巨

资，为客户提供【对其光伏系统】电力

的控制，使客户能够随时按需使用，并

将其与荷载相匹配。”SunPower公司一

直在澳大利亚开发太阳能+储能试点项

目，据Werner说是一个不错的市场选

择，因为那里有充足的阳光和高电力传

输成本。

“你知道我们有最好的太阳能技

术，未来你还将知道我们是有最好能源

管理能力、能源管理和储能的最好的太

阳能公司。”Werner对参加会议的分析

师们说（有关SunPower产品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光伏杂志1月月刊）。

同时去年十一月，UBS发布了一项

研究，也得出结论认为太阳能+储能对

于澳大利亚家庭而言已经具备经济竞

争力。分析中考察了5千瓦太阳能屋顶

阵列加上5千瓦储能的组合，其价格为

$18,000澳元（合14,350美元），与购买

电网电力相比，可为一个家庭提供10％

的回报。

瑞银公用事业分析师David Leitch

的结论是，“调查中最便宜的系统已经

能够赚取其资本成本了。”

但是，瑞银和SunPower公司所持 

有的观点不具有普遍性。电网叛逃的概

智能存储，为智能
家居供电

储能和智能家具：将光伏发电、电池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结合在一起，为房主提供

创新解决方案。这非常引人入胜，但它是否能抓住住宅能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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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也就是说，家庭安装足够的电力储存

能力以脱离国家电网）已经受到了批评。

当然，让家庭采取安装足够的电

力储存能力，从而脱离国家电网这种大

胆的做法被称为电网叛逃，这种观点已

经受到了批评。在绿色科技媒体的能

源帮播客中，主持人StephenLacey认

为，在美国有些州成堆的关于电网叛逃

经济的报告是有些夸大其词了，并没有

反映出大规模电网叛逃存在的技术壁

垒。Generate Capital创始人Jigar Shah

说，虽然他同意对通过电池配置实现电

网叛逃的说法是被夸大了，他还是很高

兴把它作为与顽固公用事业公司讨论时

讨价还价的工具。

Shah说，“那些在这个领域受教

育程度比我们低的人都愿意认真考虑

电网叛逃的问题，我会很乐于将它用

于政治上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这就是

政治。”

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分析中

对于短期推广储能技术也持有不太乐

观的观点，尽管BNEF坚定地认为住宅

能源存储“将在我国能源体系的转型中

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BNEF分析师

Logan Goldie-Scot的原话。

Goldie-Scot说，“存在无数挑战。

自消费储能投资的回收期达到12年以

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有点太久。

而且还有关于技术生命周期的消费者

焦虑。政策制定者常常给出相互矛盾的

信号，如德国制定了最终用户储能补贴

方案，同时又对超过10千瓦的自消费光

伏系统征税。”

电力电子创新
电网叛逃在某种程度上是太阳能

+储能运用的一个极端例子，在很多地

域市场，肯定存在显著机遇。除前面提

到的澳大利亚之外，夏威夷、加利福尼

亚和德国都被视为潜在的储能市场先

行者。

这是微逆变器供应商Enphase公

司的AC蓄电池产品在去年的SPI展会

上首次亮相时所传达出来的地域推广

策略。加利福尼亚州公司Petaluma将

其微型逆变器集成到每个电池单元之

中。BNEF的Goldie-Scot说，电力电子和

控制软件是目前正在发生大量创新的

储能领域。

“电力电子和能源管理领域的竞争

日趋激烈，”Goldie-Scot说，“在硬件方

面，目前正在进行改进电源转换硬件的大

量开发工作，如双向和‘智能’逆变器。”

更大的优势
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指出，在

电池生产方面，大型制造商有优势，因

为他们有高资金成本和规模经济。如

LG Gem、三星SDI，松下和比亚迪等公

司都在追求规模效应。电动交通的发展

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该领域非

常活跃的后两位生产商。

但提供以客户为中心的电源管理

解决方案为小企业提供了机会。这在太

阳能+储能市场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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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技术的整合是更能用于新建筑中，分时电价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潜在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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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ie-Scot说，“有很多把产品推

向终端消费者的成功小企业的例子，如

Sonnenbatterie和E3-DC。”

Sonnenbatterie事实上表现为太

阳能+储能领域令人匪夷所思的企业。

它将定制化太阳能储能解决方案的成本

从一代产品到另一代产品迅速降低。

Sonnenbatterie首席执行官Chri-

stophOstermann说，“我们2014年

推出了第四代储能系统Sonnenbatte-

rieeEco，而且我们按照比2013年价格低

50%的价格向最终客户提供。我们觉得

我们已经从高端利基市场进入大众市

场，从蜂拥而入的订单和我们的生产数

据也可看出这一点。”

Sonnenbatterie位于风景如画的

德国南部小村庄Wildpoldsried，该村

庄本身就是一个能源独立的市镇，可充

分利用大型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装置。

通过一个创新的可持续性社区供暖系

统在寒冷的冬季为阿尔卑斯山地区提

供温暖。

Sonnenbatterie报告说，需要具有

先进的控制软件和接口的智能存储解决

方案同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在可再

生能源高渗透的地区为电网提供支持。

“我们目前的形势是可再生能源

占据的市场份额非常高，特别是太阳能

和风能，因此我们会遇到电网需要得到

支持的情形。因此为确保储能系统按照

电网友好型方式运转，我们需要将它智

能化。”Ostermann说，“如果储能不是

智能化的，那就只是个蓄电池，而不是

一个存储系统。”

Sonnenbatterie在过去四年已经

售出超过4,0003,500个系统，其在德国

的电池组装业务已经扩大到据说可以

从规模经济中获益的程度。它能够实现

价格降低有很多原因，包括单元组装时

间减少了70％，以及精简产品本身，去

掉某些功能，如对德国消费者而言作为

备用电源的功能，因为这不是必需的，

而且电池成本也在不断下跌。

Sonnenbatterie今年在向美国市

场扩张，在这里备用电源是一个经常需

要的功能，不久的将来还要向澳大利亚

扩张。该公司计划调整其产品，以满足

地域和市场需求。Sonnenbatterie在

2014年12月完成了一轮750万欧元（合

850万美元）的融资，以用来支持上述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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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Sonnenbatterie每周实现的产值相当于其之前每月的产量。Sonnenbatterie认为它已经体验到了规模经济所产生的成本降低。

取暖和制冷服务及太阳能+储能，构成智能家居发展的重要原则。 通过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进行能源控制和显示为住户提供了电量生产与耗能数
据。2014年，Sonnenbatterie每周实现的产值相当于其之前每月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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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
Sonnenbatterie的Ostermann认为，获得太阳能+储能

的“专业消费者”不太可能很快就脱离电网，特别是在德国。

但他相信通过物联网和智能家居技术推动更大的家庭自动化

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很多人还是会担心智能家居设备，因为他们不信任这

个技术，他们认为，‘若黑客侵入我的家该怎么办？’但我认

为这只是个过程，人们会一步一步习惯它。它使人们的生活

更轻松，这是智能存储系统的关键，因为你不可能去手动控

制它们。”

上个月，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消费电子展中，Alarm.

com因其地域服务技术而被授予优秀奖，通过该项技术，智

能恒温可根据家庭人员的位置自动调整。该项技术根据家庭

人员的智能手机定位服来务跟踪人员位置，当家人靠近住宅

时开始加热，当他们离开时停止加热。德国新创企业Tado已

经在欧洲的家庭取暖和空调上采用了类似技术。

对于太阳能+储能，也可以想象类似的应用，特别是在温

暖气候带，那里空调是主要的电力消费需求来源，可能导致公

用事业必须解决的剧烈电网高峰时段。

BNEF创始人MichaelLiebreich在其年度清洁技术发展

趋势邮件中指出，上个月关于“联网家庭和蓄电”的兴奋可

能有一点点言过其实，但它“在2015年将抓住消费者的想象

力，”Liebreich写道，现在已归谷歌所有的Nest、苹果、霍尼

韦尔公司和英国天然气公司都在积极推出智能家居产品，还

有另一家安全公司ADT，就像Alarm.com一样利用其在数以

百万计家庭中的存作为安全服务提供商。

“所有这一切都将为家庭打开利用分时电价优势的机

会，”Liebreich写道，“在许多国家，监管机构正在考虑要求公

用事业公司提供这项服务，意大利和安大略省已经这样做了。

美国可能比欧洲更快地大规模吸收需求管理技术，因为

在美国空调是电量负荷的一个重要部分。对电力系统作为一

个整体而言，优势在于有更大的灵活性来应对需求高峰和低

谷及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量变化。”

◆  Jonathan G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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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Sonnenbatterie每周实现的产值相当于其之前每月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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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4年间风险资本融资(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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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12 2013 2014

1,895

992

612

1,343

2011–2014年间按技术区分的太阳能风险资本融资（百万美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1,636 (64宗交易)

1,343 (85宗交易)

1,895 (108宗交易)

992 (106宗交易)

612 (96宗交易)

372 507 173 201 159 219

335 598 129 308 339 182

114 314 63 146 269 60

104 72 109 274 38

75 52 59 1,074 73

5

3

26

5

7

9

4

来源：Mercom Capital Group, llc

PV CPV CSP
太阳能下游

薄膜
BOS 服务供应商

截止2014年底的太阳能产业比以

往都要强势。据预测，2015年的全球太

阳能需求量将提高15%左右，其中中国、

日本和美国持续上升，而欧洲止步不前。

印度、拉丁美洲、一些非洲国家、中东及

亚洲其他地区等新兴市场存在强大的

太阳能政策支持和推动力。2014年太阳

能组件成本保持稳定，组件成本对太阳

能项目贡献值日益降低。

在经历了两年的衰退期后，风险资

本（VC）投资在2014年开始反弹，其中

大部分VG/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流向下游

集成商、项目开发商和第三方融资公司。

2014年，通过85宗交易募集了超过

13亿美元。而2013年的98宗交易募集了

6.12亿美元。虽然交易数量少于前些年，

但太阳能下游类别的多宗大型交易使得

基金金额高出了前两年的水平。

2014年太阳能下游公司创下了同

比增长300%的纪录，通过44宗交易募

集了近11亿美元，而2013年的35宗交易

仅募集了2.74亿美元。

2014年周边系统（BOS）投资增

长而引入了7,300万美元，而2013年为

3,800万美元。

随着光伏组件的商品化，光伏技

术公司的风险资本融资在2014年有所下

降。光伏技术公司融资下降28%，引入了

7,500万美元，而2013年为1.04亿美元。

集中式太阳能（CSP）公司的融资

下降46%，募集了5,900万美元，而2013

年为1.09亿美元。考虑到CSP在大规模

太阳能项目开发成本上输给了光伏发电，

这不足为奇。新的CSP项目少而分散。

薄膜公司2014年募集了5,200万美

元，而2013年募集了7,200万美元。这是

薄膜技术公司在过去五年里获得的最少

融资量。

公开市场、IPO、yieldcos（可再生

能源项目投资组合）

背后的故事是2014年是公开市场

融资创纪录的一年，这一年里通过52宗

交易融资大约52亿美元，几乎在2013年

39宗交易融资28亿美元的基础上翻了一

倍。这是太阳能公司从公开市场上募集

到的最高金额的融资。一些影响因素包

括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以健康的速度

增长，且太阳能现已展示了其作为一种

稳定、长期的投资，对机构投资者所产

生的吸引力。

首次公开发行（IPO）也是一种可

行的选择——多家公司在2014年成立了

yieldcos并公开上市，由此在2014年募

集了近15亿美元。2014年进行了七次IPO，

共募集到21亿美元，而2013年通过七次

IPO只募集到13亿美元。

健康增长

行业投资：据Mercom Capital Group首席执行官兼共同创办人Raj Prabhu报告， 
2014年太阳能产业的总企业融资增长175%达到265亿美元。去年的公开市场融

资、债务融资和首次公开发行活动强劲。在经历两年的衰退期之后，风险资本融

资翻了一番。大规模光伏项目收购活动继续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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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1,312

2,107

披露金额
（百万美元）

交易数量

4

2011–2014年间太阳能首次公开发行

2009–2014年间公布的太阳能住宅/商业融资（百万美元）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1,980

1,986

3,340

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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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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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通过公开市场融资募集

到的52亿美元当中，美国通过17宗交

易占到28亿美元。最大一宗是Aben-

goaYield的交易，通过IPO募集到8.287

亿美元。

债务融资
2014年已公告的债务融资增加了三

倍，通过58宗交易融资200亿美元，而

2013年38宗交易的融资额为62亿美元。 

中国与过去几年的趋势保持同步，

在债务融资活动方面居支配地位，通过

21宗交易融资158亿美元。

住宅/商业光伏基金
2014年住宅和商业太阳能基金在

2013年的基础上增长21%，达到40亿美

元——这与2012年到2013年69%的增长

率相比要缓慢很多。

由于3 0 %的联邦投资税收抵免

（ITC）预计将于2016年到期，各公司开

始积极地寻求其他融资模式，以便在税

收股票基金以外寻求多样化。

证券化是Solar Cit y采用的一个

实例，该公司藉此在 2 0 1 4 年以低

得多的资本成本 募集到近 3 亿美

元。同时，S u n E d i s o n正在捆绑其

商业化规模的项目并销售给它的

yieldco（Terraform），其资本成本同样

较低。

大规模项目
2014年公布的大规模项目融资交

易有144宗，融资额超过142亿美元，其

中仅有123宗交易被披露。相反，2013

年融资136亿美元的152宗交易中，有

140宗交易被披露。虽然融资金额与

2013年类似，但2014年交易规模持续

增长。

2014年公布的最大项目融资交

易是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司（China 

Wind Power Group）——一家太阳能

和风能项目开发商——为总装机容量

达800MW的一系列中国光伏项目筹集

到的9.42亿美元贷款。这笔贷款将有中

国国家开发银行青海分行提供。

2014年募集住宅和商业基金排名

前五的公司依次是SolarCity（募集9.45

亿美元）、SunPower（募集7.57亿美元）、 

VivintSolar（募集2.80亿美元）、SunE-

dison（募集2.77亿美元）和Syncarpha-

Capital（募集2.50亿美元）.

企业并购
2014年太阳能产业的并购（M&A）

活动没有过去四年那么活跃，共计达

成了116宗交易，而2013年交易数量为

81宗。

2014年的太阳能并购活动通过

116宗交易实现了超过40亿美元，其中

只有44宗交易被披露。大部分这类交

易涉及战略性收购、资产剥离及不良资

产收购。

太阳能下游产业的交易数量最多，

其中包括57宗小型交易。太阳能制造商

及设备制造商达成了35宗交易。在共计

116宗交易当中，41宗来源于美国，还有

22宗源于中国、17宗源于德国。

项目收购
大规模太阳能项目收购活动继续

飙升，在2014年达到32亿美元，而2013

年为17亿美元。交易活动同比增加46%。

在今年达成的163宗交易当中，只有

61宗被披露。而2013年共计112宗交易当

中也只有32宗被披露。

2014年共计收购了6.4GW太阳能

项目。回报丰厚的优质太阳能项目继

续引起强烈关注，并以创纪录的速度

被收购。项目收购竞争通过多个太阳

能/可再生能源yieldcos的IPO而日益

激烈化，这些投资组合需要持续收购

项目来为他们的投资者生成长期现金

流和收益率。

今年美元金额最高的已披露项目收

购是金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现名联合

光伏集团有限公司）从垂直整合太阳能

制造商国电光伏（GD Solar）处以6.61亿

美元收购总容量达400MW、位于中国

甘肃省金昌市的太阳能光伏项目。

◆  Raj Prabhu, Mercom Capital Group, llc

从2010年起太阳能公司募集到的

总债务融资已经达到885亿美元，其中

中国的银行业通过向本国的太阳能公司

提供贷款、信贷安排和签署框架协议的

方式占到58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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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钛矿

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推动钙钛矿技术新发展

钙钛矿技术的快速发展使该项标

题继续稳占头条，最新新闻来自斯坦福

大学。在一月份发表的论文中，斯坦福

研究人员概述了透明电极应用到基底半

导体层的钙钛矿串联电池的方法，将银

纳米线电极应用到钙钛矿层的技术是其

关键突破之一。

透过钙钛矿半导体层的应用，斯

坦福大学研究人员能够将硅电池效率

从11.4％提高至17％。钙钛矿本身的效率

为12.7％。在效率为12.7％的GIGS电池中，

所产生的钙钛矿串联电池可实现18.5％

的效率。

由于钙钛矿材料固有的脆弱性，斯

坦福团队必须开发一种将电极附着在半

导体层之间的方法。解决的办法是将透

明电极应用到塑料上，然后再使用压力

将其应用到电池上。

该论文的合作撰稿人、斯坦福大学

研究生Colin Bailie称，“我们使用上面

有银纳米线的塑料层，然后我们建立一

个工具，使用压力将纳米线转移到钙钛

矿电池上，有点像个临时纹身，你只需

摩擦一下就可以将薄膜转移上去。”

Bailie的一个合作者Michael Mc-

Gehee说，这是首次生产出有两个透明

电极的钙钛矿电池。斯坦福大学团队的

研究结果发表在上个月的能源与环境科

学杂志上。

钙钛矿的长期稳定性仍有待观

察。近期美国斯坦福论文的共同撰稿人

McGehee在对调查结果进行评论时对

此予以确认。“硅是一种岩石，”斯坦福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教授McGehee

说，“你可以把它加热到大约600华氏度，

在阳光下暴晒25年，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如果你将钙钛矿置于水中或阳光照射，

则它可能会降解。要证明钙钛矿型太阳

能电池稳定性足以持续25年，我们还有

很多工作要做。”

McGehee说，他的愿景是在5至

10年内，看到效率达到25%或甚至高达

30%的低成本钙钛矿串联电池。

“制造低成本串联电池是非常可取

的，”McGehee补充说，“你只需把一个

太阳能电池放在另一个上面，就会得到

比二者中任何一个更高的效率。从商业

角度来看，使用硅做底部电池是可行的。

直到最近，我们都没有找到做顶部电池

的好材料，正在这时钙钛矿出现了。”

Bailie透露，他希望与全球类似研

究机构合作，充分利用他们的硅设施来

推进该项技术。很多公司目前正在尝试

钙钛矿技术的商业化，包括英国牛津大

学太阳能和澳大利亚的DeySol。

  www.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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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

Imec实现22％PERT电池效率

原子层沉积

Hanwha Q Cells评估ALD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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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纳米电子研究中心Imec改

进了其大面积的n型PERT（钝化发射

极，背面完全扩散晶体硅（C-Si）六英

寸商用n型直拉硅晶片太阳能电池，在

FraunhoferISE的CalLab校准后，目前最

高转换效率已达到22.02％。

“这是在工业大面积晶片尺寸上这

种两端接触式太阳能电池能够实现的最

高效率，”Imec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与p型硅太阳能电池相比，n型太

阳能电池不受光诱导降解，对普通金属

杂质具有更高耐受性。因此n型硅太阳

能电池作为下一代高效太阳能电池，被

认为是很有前景的p型太阳能电池替代

产品。

Imec致力于提高采用先进工业流

程的大面积n型PERT硅电池的转换效率，

进一步将n型PERT型太阳能电池的转换

效率提高至创纪录的22％，拥有684mV

的开路电压（VOE），39.9毫安/cm.f.短

路电流（Jsc）和80.7％的填充因子（FF）。 

Imec解释说，通过激光掺杂引进选择

继近期系列新闻被美国设备供应

商Amtech集团收购后，SoLayTec日前

宣布，其技术将进入Hanwha Q Cell德

国运营的“创新线”。SoLayTec在2014

年12月由Amtech公司的子公司TEM-

PRESS收购。SoLayTec声称其原子层沉

积（ALD）工具能够产生一个更薄更均匀

的氧化铝层，使其具有超越等离子体增

强化学汽相沉积（PECVD）工具的优点。

性正面场，使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升压，

从而实现了效率的提高。

“我们的新开发使转换效率进一

步改善，进一步证实了n型PERT电池

作为新一代高效硅太阳能电池的潜

力，”Imec的n型PERT技术平台经理Fi-

lipOuerinckx说，“这项新效率记录已

经实现了，同时也简化了工艺，只需简

化清洗，无需任何昂贵的混合气体退火

（FGA）。”

Imec正在努力进一步提高电池效

率，提高该技术的工业价值，据称将在

短期内将该技术推向市场。

Imec的n型PERT硅太阳能电池设

有镍/铜/银前端触点，使用了Meco提

供的工业电镀工具，以及背面钝化堆栈

的激光烧蚀和后期金属化获得的后端

局部触点。背面钝化堆栈包括一个很薄

（<10纳米）的原子层沉积（ALD）Al2O3

层，采用SoLayTec公司lnPassion实验室

提供的空间ALD技术进行沉积。扩散的

正面场（FSF）和后端发射极以及抗反射

涂层（ARC）被应用在一个TEMPRESS间

歇式炉中。

Imec取得的成果是其先进的硅太

阳能电池产业联盟计划的一部分，该计

划致力于开发高性能、低成本的硅光伏

技术。Imec与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伙

伴及太阳能电池价值链紧密合作。

  www.imec.be

SolayTec报告指出，该公司宣布正

在向Hanwha Q Cells供应ALD工具是双

方经过“多年的深入讨论”后达成的。

该公司新闻声明中还指出，“十一

月SoLayTec宣布在美国出售其第一台

100MW n型双面电池生产线的生产机

器。目前Hanwha Q Cells还决定开始在

Thalheim（德国）针对高效率太阳能电

池概念对SoLayTec的InPassion ALD

系统进行评估。该公司的目标是证明

InPassion ALD过程比等离子体增强化

学汽相沉积（PECVD）方法具有更高的

潜力。

Roger Gortzen说，“我们的空间

ALD工具与PECVD相比，最大的优点在

于更好的阶梯覆盖率、稳定的均匀性和

只有5纳米Al2O3的层厚度要求。此外，

如果在ALD电池工艺流程中，对SiN加

盖层直接使用PECVD，可以实施集成退

火流程，从而获得比PECVD AIOx更好

的电池性。”

SoLayTec之前曾宣布一个给不愿

透露名称的亚洲制造商的60兆瓦的供

应合同。该公司实际上是荷兰和比利时

研究机构TNO的一个分支机构。

  www.hanwh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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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build（英国伦敦，3月3-5日）

风口浪尖上的创新

欧洲可再生能源存储国际峰会及展览会（德国杜塞尔多夫，3月9-11日）

储能需求的现状

非洲国际太阳能展（南非约翰内斯堡，3月24-25日）

全球增长的力量

绿色运动在辉煌的时候是非常松

散和顺畅的，但在英国，绿色有着广泛

的含义。从能源效率到水管理和环保能

源浪费的可持续性的保温等直至任何

可以与之有关的。“绿色”有着捕捉英国

公众想象力的效应。对太阳能也是如此。

今年，继英国太阳能行业最好的2014年

之后，Ecobuild将鼓舞更大的太阳能人

士的光临。除展商之外，今年还有一个

为“太阳城”的研讨会：将是光伏专属

去年的能源储存展被活动组织者

喻为“破纪录展”，但今年的聚会将更

举足轻重，因为存储更接近太阳的中心

舞台。为期三天的展会吸引着除太阳能

行业以外不同领域的领导者们。预计有

100多个展商，100位演讲者和1500多名

访问者。今年的主题主要着眼于2015年，

在其对访问者的网站上勾画的 

“非洲能源行业聚集点”，非洲能源和电

力展在全球范围内正取得关注。2015

年的太阳能展将会吸引创纪录的参展

商和访问者。在去年的展会中有着许

多中国和欧洲参展商，他们来自于不

同的行业。感觉上今年将会有更多北

美的光伏公司的参与，试想测试一下行

业水温。

的展览部分，涵盖所有与太阳能有关的，

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SMA合作，Solar City将探讨商

业案例，有关太阳能的商业和产业规

模，规划问题，先进储能，降低高价位

城市如英国伦敦等的软成本，以及消

除可再生能源义务率之后对大型光伏

的影响。

  www.ecobuild.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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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话题是住宅应用和承受能力，电网

整合和连接，监管问题，最佳实践，混

合和离网解决方案，以及不断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和灵活性讨论。其间有关太阳

能技术的研讨会也已列入计划中。

  www.energy-storage-online.com

总共预计将有6000多名访问者。不

论在展览厅还是研讨会现场，将都会有

炙热的讨论。多数的目光都聚集于太阳

能，所以将会十分有趣的看到，世界领

先的太阳能电池供应商会如何突出于展

会现场。

  www.terrapinn.com/exhibition/

      power-electricity-world-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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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录
磨料和化学品

Saint-Gobain Surface Conditioning 
Group
精密磨料和化工制造商
4905 East Hunter Avenue
Anaheim, California 92807, United States
T: +1-714-7013900
F: +1-714-701-3912
surfaceconditioning@saint-gobain.com
www.surfaceconditioning.saint-gobain.
com

能量存储

Fronius International GmbH
质量领先者Fronius开发并生产高
性能逆变器
Froniusplatz 1, 4600 Wels, Austria
T: +43-07242-2413000
F: +43 07242 241 3013
contact@fronius.com
www.fronius.com

ReneSola Deutschland GmbH
Lyoner Str. 15, 60528 Frankfurt, Germany 
T: +49-69-66378690
F: +49-69-6637869-222
europe@renesola.com
www.renesola.com

RWE E�zienz GmbH
RWE e�zienz以创新的产品为能源
效率设定了标准
Flamingoweg 1
44139 Dortmund, Germany
Tel: +49-231-4381343
Fax: +49-231-4386757
www.energiewelt.de/homepower-
storage

中聚电池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湾仔港湾道26号 
华润大厦30楼3001-3005室
Tel: +852-31-016115
Fax: +852-28-770628
sales@sinopolybattery.com
www.sinopolybattery.com

EPC承包商

Activ Solar
Wipplingerstr. 35/4, 1010 Vienna, Austria
T: +43-1253-316150
F: +43-1253-316160
info@activsolar.com
www.activsolar.com

设备供应商

centrotherm photovoltaics AG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的集成生产解
决方案提供商及关键设备生产商
Johannes-Schmid-Str. 8
89143 Blaubeuren, Germany
Tel: +49-7344-9188900
Fax: +49-7344-9188388
pv-sales@centrotherm.de
www.centrotherm.de

DuPont Teijin Films
The Wilton Centre,
Redcar, United Kingdom
T: +44-1642-572000
europe.�lms@gbr.dupont.com
www.dupontteijin�lms.com

Eppstein Technologies GmbH
Burgstraße 81-83, 6587 Eppstein, 
Germany
T: +49-06198-3079000
F: +49 06198 32782
sales@contacfoil.com
www.contacfoil.com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全自动组件装配线，输送线，层
合机，框架系统，EL测试仪，组
件处理机器人
中国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 
新港大街95号
T: +86-417/6682396
F: +86-417/6682376
edward@jinchenmachine.com
www.jinchensolar.com

Komax Solar, Inc.
高性能光伏设备解决方案，专
注架线材料和涂层
20 Innovation Drive, York, PA 17402
USA
T: +1 717 755 6800
F: +1 717 755 4300
info.yok@komaxsolar.com
www.komaxgroup.com

KOSTAL Industrie Elektrik GmbH (KI)
KI 是一家在光伏光伏接线盒领域
具核心竞争力的家族企业
Lange Eck 11, 58099 Hagen, Germany
T: +49-2331-80404800
F: +49-2331-80404811
info-industrie@kostal.com
www.kostal.com/industrie

Krempel GmbH
Papierfabrikstrasse 4
71665 Vaihingen/Enz, Germany
T: +49-7042-9150
F: +49-7042-15985
info@krempel-group.com
www.krempel-group.com/backsheet

Lapp Group
集成电线、电缆和连接器产品及
解决方案供应商
Schulze-Delitzsch-Strasse 25
70565 Stuttgart, Germany
T: +49-711-783801
F: +49-711-7838-2640
info@lappkabel.de
www.lappkabel.de

LISEC Maschinenbau GmbH
LiSEC提供平板玻璃设备和自动
化系统
Peter-Lisec-Str. 1, 3353 Seitenstetten, 
Austria
T: +43-7477-405
F: +43-7477-405-80
sales@lisec.com
www.lisec.com

Meyer Burger AG / 3S Modultec
Schorenstrasse 39, 3645 Geatt (Thun), 
Switzerland
T: +41-33-2212020
F: +41332212122
infomodule@meyerburger.com
www.3-s.ch

Meyer Burger Technology Ltd.
热爱光伏 - 我们开发先锋型集成
解决方案
Schorenstrasse 39, CH-3645 Thun, 
Switzerland
T: +41-33-2212800
F: +41-33-221-2808
info@meyerburger.com
www.meyerburger.com

Roth & Rau AG
Meyer Burger Group的成员公司
An der Baumschule 6-8
09337 Hohenstein-Ernstthal, Germany
T: +49-0671-234
F: +49 0671 1000
info@roth-rau.com
www.roth-rau.com

SCHMID Group – Gebr. SCHMID 
GmbH
基于宽泛技术色谱+定制工具的
光伏设备
Robert-Bosch-Str. 32-36
72250 Freudenstadt, Germany
T: +49-7441-5380
F: +49-7441-538121
info@schmid-group.com
www.schmid-group.com

VAT Deutschland GmbH
VAT阀门是根据光伏面板制造工
具的要求而量身定做
Am Hochacker 4
85630 Grasbrunn bei München, Germany
T: +49-89-978978760
F: +49 089 978 978 76 11
de@vatvalve.com
www.vatvalve.com

安装商

Australian Solar Quotes
345 Queen Street
Brisbane, Australia
T: +61-07-31712290
F: +61-07 3012 6001
admin@australiansolarquotes.com.au
www.australiansolarquotes.com.au/

In�nite Energy
49 Labouchere Road
South Perth, Australia
Tel: +61-1300-074669
Fax: (08) 9463 7864
enquiries@in�niteenergy.com.au
www.in�niteenergy.com.au

逆变器制造商

AEG Power Solutions GmbH
AEGPower Solutions提供全球性光伏
逆变器和服务产品组合
Emil-Siepmann-Str. 32
59581 Warstein-Belecke, Germany
T: +49-2902-7630
F: +49-2902 1201
solar@aegps.com
www.aegps.com

Bon�glioli Riduttori S.p.A.
运用于中等规模和公用事业
级光伏电站的高科技电力转
换系统
Via Giovanni XXIII 7/A
40012, Lippo di Calderara (Bologna)
Italy
T: +39-051-6473111
photovoltaic@bon�glioli.com
www.bon�glioli.com

Delta Energy Systems (Germany) 
GmbH
Delta 提供高效太阳能逆变器及
光伏安装所需配件
Tscheulinstr. 21, 79331, Teningen, 
Germany
T: +49-7641-4550
F: +49-7641-455318
sales@solar-inverter.com
www.solar-inverter.com

Fronius International GmbH
质量领先者Fronius开发并生产高
性能逆变器
Froniusplatz 1, 4600 Wels, Austria
T: +43-07242-2413000
F: +43 07242 241 3013
contact@fronius.com
www.fronius.com

KOSTAL Solar Electric GmbH (KSE)
PIKO逆变器的国际销售商
Hanfer Str. 6, 79108 Freiburg, Germany
T: +49-761-47744100
F: +49-761-47744111
info-solar@kostal.com
www.kostal-solar-electric.com

REFUsol GmbH
REFUsol业务遍布全球：欧洲、美
国、加拿大、印度、中国、韩国
Uracher Str. 91, 72555 Metzingen, 
Germany
T: +49-7123-9690
F: +49-7123-969165
info@refusol.com
www.refusol.com

深圳古瑞瓦特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Growatt是低本高效光伏逆变器的
专业制造商
中国深圳宝安区石岩街道办光
辉路28号
邮编： 518102
T: +86-755-27471900
F: +86-755-27491460 
info@ginverter.com
www.ginverter.com

Sputnik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AG (SolarMax)
SOLARMAX并网逆变器满足各种需
求并符合所有系统的规格
Länggasse 85, 2504 Biel/Bienne, 
Switzerland
T: +41-32-3465800
F: +41-32-3465829
info-international@solarmax.com
www.solarmax.com

Studer Innotec SA
瑞士正弦波逆变器及逆变器充
电器生产商
Rue des Casernes 57, 1950, Sion, 
Switzerland
T: +41-27-2056080
F: +41-27-205 60 88
info@studer-innotec.com
www.studer-innotec.com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电源公司不断开发更高
效及更具有成本效益的电源解
决方案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
1699号 
邮编：230088
T: +86-551-7834
F: +86-551-7856
info@sungrow.cn
www.sungrowpower.com

接线盒/连接器

浙江斯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申花路798号紫金创意大厦9楼
Tel: 86-571-89807687
Fax: 86-571-89807690
sales@chinasike.com
www.chinasike.com

人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浙江省慈溪市新浦镇四塘
江路5号
邮编：315322
Tel: +86-574-63583056
Fax: +86-574-63573858
marketing@renhesolar.com
www.renhesolar.com

维修，监控

AEG Power Solutions GmbH
AEGPower Solutions提供全球性光伏
逆变器和服务产品组合
Emil-Siepmann-Str. 32
59581 Warstein-Belecke, Germany
T: +49-2902-7630
F: +49-2902 1201
solar@aegps.com
www.aegps.com

skytron® energy GmbH
监测、控制及监控公用事业级
光伏电站
Ernst-Augustin-Str. 12, 12489, Berlin, 
Germany
T: +49-30-68831590
F: +49-30-688315999
info@skytron-energy.com
www.skytron-energy.com

Solare Datensysteme GmbH
Fuhrmannstraße 9
72351 Geislingen-Binsdorf, Germany
T: +49-7428-9418-200
F: +49 - 7428-9418-280
info@solar-log.com
www.solar-log.com

Washpanel S.r.l.
Washing robot for PV plants
Vic. G. Verdi, 67/a
31020 Villorba - TREVISO
Italy

+39-0422-618644
info@washpanel.com
www.washpanel.com

组件制造商

ABB Oy Drives
P.O.Box 184 
FI-00381 Helsinki
Finland
Tel: +358-10-2211
feedbackmaster.solar@�.abb.com
www.abb.com/solar

ReneSola Deutschland GmbH
Lyoner Str. 15
60528 Frankfurt, Germany 
T: +49-69-66378690
F: +49-69-6637869-222
europe@renesola.com
www.renesola.com

Lightway Deutschland GmbH
高质量太阳能电池组件 - 完整垂
直一体化光伏制造商
Muehlweg 2, 82054 Sauerlach, Germany
T: +49-08104-909690
F: +49 08104 9096929
info@lightwaysolar.de 
www.lightwaysola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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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 Solar Germany GmbH
 一家领先的垂直集成太阳能
制造商
Leopoldstraße 175, 80804, München, 
Germany
T: +49-89-44238590
F: +49-89-442385999
muenchen@recgroup.com
www.recgroup.com

Upsolar Europe
国际领先的高质量光伏组件开
发商和生产商
15, rue du Louvre, 75001 Paris, France
T: +33-183-620200
F: +33-183-620201
europe@upsolar.com
www.upsolar.com

晶体硅组件制造商

Emmvee Photovoltaic Power 
Private Limited
Emmvee 是太阳能领域的国际性
解决方案提供商
#13/1, International Airport Road
Bettahalasur Post, Bengaluru - 562157, 
India
T: +91-080-43233511
F: +91-080-28467801
info@emmvee.in
www.emmvee.com

LG Electronics GmbH
我们不仅仅是绿色公司，更在帮
助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Berliner Strasse 93, 40880 Ratingen, 
Germany
T: +49-01803-115411
F: +49 02102 7008747
solar@lge.de
www.lg.de/solar

ReneSola Deutschland GmbH
Lyoner Str. 15, 60528 Frankfurt, Germany
T: +49-69-66378690
F: +49-69-6637869222
europe@renesola.com
www.renesola.com

安装系统制造商

HABDANK PV-Montagesysteme
Heinrich-Landerer-Str. 66
73037 Göppingen, Germany
T: +49-7161-97817200
F: +49-7161-97817299
info@habdank.com
www.habdank-pv.com

Mounting Systems GmbH
自1993以来一直在生产太阳能安
装系统和组件
Mittenwalder Str. 9a, 15834 Rangsdorf
Germany
T: +49-33708-5290
F: +49-33708 529-199
info@mounting-systems.com
www.mounting-systems.com

Mounting Systems, Inc.
美国太阳能安装系统和组件
生产商
820 Riverside Parkway
95605 West Sacramento, United States
T: +1-855-7319996
F: +1-916-287 2269
info@mounting-systems.us
www.mounting-systems.us

Solar FlexRack
Solar FlexRack提供一个专注于节省
劳力的创新产品线
3207 Innovation Place Youngstown, OH 
44509 United States
T: +1-330-7991855
F: +1-330-7992074
info@solar�exrack.com
www.solar�exrack.com

离网

Phaesun GmbH, The O�-Grid 
Experts
离网光伏和风力发电系统的销
售、服务和安装商
Brühlweg 9, 87700 Memmingen, 
Germany
T: +49-8331-990420
F: +49-8331-9904212
 info@phaesun.com
www.phaesun.com

Studer Innotec SA
瑞士正弦波逆变器及逆变器充
电器生产商
Rue des Casernes 57, 1950, Sion, 
Switzerland
T: +41-27-2056080
F: +41-27-205 60 88
info@studer-innotec.com
www.studer-innotec.com

其他

3E
可再生能源咨询和软件的独立
提供商
Vaartstraat 61, Brussels, 1000, Belgium
T: +32-221758-5868
F: +32 2219 79 89
info@3E.eu
www.3E.eu

Heraeus Precious Metals – 
 Photovoltaics Business Unit
贺利氏金属浆料帮助电池实现
高效和每瓦低本
Heraeusstrasse 12-14, 63450 Hanau, 
Germany
T: +49-6181-353544
F: +49-6181-353002
pv-info@heraeus.com
www.pvsilverpaste.com

Honeywell
霍尼韦尔公司在节能技术领域
位列全球财富100强
101 Columbia Rd.
Morristown, New Jersey, 07962, United 
States
www.honeywell-powershield.com

Jendra Power AG
独立光伏技术专家，获TUV莱茵
实验室认证
Kolstermatt 10
CH-6330 Cham
Switzerland
Tel: +41-44-5151278
o�ce@jendra-power.ch
www.jendra-power.ch

Solar Promotion GmbH
Kiehnlestr. 16, 75172 Pforzheim, Germany
T: +49-07231-585980
F: +49 07231 5859828
info@solarpromotion.com
www.solarpromotion.com

Solarpraxis AG
可再生能源领域国际性服务
提供商
Zinnowitzer Str. 1, 10115 Berlin, Germany
T: +49-30-726296300
F: +49-30-726296309
info@solarpraxis.de
www.solarpraxis.de

Sunbeam GmbH
Sunbeam为您的市场活动提供
支持！
Zinnowitzer Straße 1, 10115 Berlin, 
Germany
T: +49-30-726296300
F: +49-30-726296309
info@sunbeam-communications.com
www.sunbeam-communications.com

W. L. Gore & Associates, Inc.
我们的通风设备能通过均压延
长太阳能设备使用寿命并和保
护设备
401 Airport Road, Elkton, MD 21921, 
United States
T: +1-410-3924440
protectivevents@wlgore.com
gore.com/protectivevents

Washpanel S.r.l.
光伏电站的清洗机器人
Vic. G. Verdi, 67/a
31020 Villorba - TREVISO
Italy

+39-0422-618644
info@washpanel.com
www.washpanel.com

光伏测试设备

Prova Instruments Inc.
6F-2, No. 129, Lane 235, Pao-Chiao Road
Shin-Tien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231
Taiwan
Tel: +889-2-89191255235
Fax: +889-2-8919 1489
prova@ms3.hinet.net
www.prova.com.tw

软件

Valentin Software GmbH
光伏系统设计、规划与仿真软
件开发
Stralauer Platz 34
10243 Berlin, Germany
T: +49-30-5884390
F: +49-30-58843911
info@valentin-software.com
www.valentin-software.com

系统提供商

Emmvee Photovoltaic Power 
Private Limited
Emmvee 是太阳能领域的国际性
解决方案提供商
#13/1, International Airport Road
Bettahalasur Post, Bengaluru - 562157, 
India
T: +91-080-43233511
F: +91-080-28467801
info@emmvee.in
www.emmvee.com

LISEC Maschinenbau GmbH
LiSEC提供平板玻璃产业设备和
自动化系统
Peter-Lisec-Str. 1, 3353 Seitenstetten, 
Austria
T: +43-7477-405
F: +43-7477-405-80
sales@lisec.com
www.lisec.com

Meyer Burger AG / 3S Modultec
Schorenstrasse 39, 3645 Geatt (Thun), 
Switzerland
T: +41-33-2212020
F: +41-33-2212122
infomodule@meyerburger.com
www.3-s.ch

Meyer Burger Technology Ltd.
热爱光伏 - 我们开发先锋型–集
成解决方案
Schorenstrasse 39, CH-3645 Thun, 
Switzerland
T: +41-33-2212800
F: +41-33-221-2808
info@meyerburger.com
www.meyerburger.com

 skytron® energy GmbH
监测、控制及监控公用事业级
光伏电站
Ernst-Augustin-Str. 12, 12489, Berlin, 
Germany
T: +49-30-68831590
F: +49-30-688315999
info@skytron-energy.com
www.skytron-energy.com

跟踪器制造商

DEGER
Industriestrasse 70
72160 Horb a. N., Germany
Tel: +49-7451-5391438
sales@degerenergie.com
www.DEGER.biz

EXOSUN
Rue Jacques Monod, Technopole Bdx 
Montesquieu 
33650 Martillac, France
Tel: +33-5-56640924
info@exosun.net
www.exosun.net

批发商

Phaesun GmbH, The O�-Grid 
Experts
离网光伏及风能系统销售、服
务和安装商
Brühlweg 9, 87700 Memmingen, 
Germany
T: +49-8331-990420
F: +49-8331-9904212
 info@phaesun.com
www.phaesun.com

Design your entry according to your individual needs!
Price overview

Packages:  months  months  months

Basic entry:  .  € .  € .  €
Logo:  .  € .  € .  €
Colored background:  .  € .  € .  €
Description: .  € .  € .  €

Not listed yet? Boost your company’s visibility and register today!

Book now in our online shop: 
www.solarpraxis.de/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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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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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a part of our

company directory

广告



服务

103光伏杂志  2015/2月刊

Design your entry according to your individual needs!
Price overview

Packages:  months  months  months

Basic entry:  .  € .  € .  €
Logo:  .  € .  € .  €
Colored background:  .  € .  € .  €
Description: .  € .  € .  €

Not listed yet? Boost your company’s visibility and register today!

Book now in our online shop: 
www.solarpraxis.de/shop 
or contact us: 
Phone: 
Email: 
company.directory@pv-magazine.com

Become a part of our

company directory

光伏杂志中文版 2015/2月广告企业目录

a+ SunSystems 85

ArcelorMittal Flat Carbon Europe S.A. 15

EGing Photovoltaic Technology Co., Ltd. 29+31

ET Solar Energy Corp. 11

Evonik Industries AG 57

Gantner Instruments Environment Solutions GmbH 37

Hangzhou First PV Material Co., Ltd. 55

Hanwha SolarOne GmbH 23

Heda Solar Technology Co., LTD. 25

Hirschmann Automotive 27

Ing.-Büro Mencke & Tegtmeyer GmbH 73

International Green Energy Expo & Conference 2015, Korea 53

JA Solar Holdings Co., Ltd. 封面内页

Krinner Schraubfundamente GmbH 39

Messe Düsseldorf (Energy Storage Europe 2015) 19

meteocontrol GmbH 71

MKBattery/DEKASolar 49

Mounting Systems GmbH 41

Multi-Contact AG 21

Nidec ASI S.p.A. 5

pv magazine group (Future PV) 封底内页

Quick Contact Corporation 63

Schletter GmbH 43

SNEIA (SNEC Shanghai) 17

Solar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GmbH (Intersolar Global) 89

Solarex Istanbul Show 77

Solarpraxis conferences 81

Tesvolt GmbH 45

Trina Solar Energy Co., Ltd. 3

UBM (Ecobuild) 69

WIP (EU PVSEC) 95

Zhejiang JinkoSolar Co., Ltd. 封底

ZHEJIANG SIKE PHOTOVOLTAIC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33



104 光伏杂志  2015/2月刊

2015年3月刊预览
下一期将于2015年3月2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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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制造？
太阳能制造业震撼性的变化将如何改变

其远景，谁将会是赢家和输家？

专访
光伏杂志与新任顺风光电的首席执行官罗

鑫探讨该司最新大胆的新清洁能源计划。 

南非
南非的可再生能源容量刚翻了倍，2015年
是否能成为吉瓦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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