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晤制造者
全球太阳能制造景观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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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Jonathan Gifford和光伏杂志团队在本期中把注意力转向有史以来耐人
寻味的太阳能电池制造。

制造商的市场

在编辑这期光伏杂志过程中，英国报纸“The Guardian” 

报道了化石燃料行业“收购”欧洲可再生能源机构包括欧

洲光伏协会（EPIA）的新闻。这种渗透的结果，据EPIA的声

明，是降低欧盟呼吁的至2030年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份额的举

动。“The Guardian”指出化石燃料行业通过大企业占领关

键岗位和化石燃料的利益，从而增加了对EPIA和欧洲风能协

会的影响力。

欧洲光伏协会和欧洲风能协会都呼吁2030年可再生能

源份额达到30%，而不是2014年在欧盟谈判中定的45％（欧

洲风能协会之前的目标），欧盟的目标定在了27%，一些观察

家表示可再生机构的影响力无效。

“The Guardian”指出欧洲光伏协会因Total总裁Karsten 

Schäfer和其他一些Total的董事会成员在该协会董事会

中的作用，向化石燃料利益屈服。最重要的是，其他一些主

要公司，包括Enel，杜邦公司和瓦克化学都在委员会有坐

席，“The Guardian”同时也指出这样更增加了向化石燃料砸

钱的可能性。

任何光伏行业的专家都非常清楚光伏的重要性。Total

通过SunPower公司一直是光伏的创新者和倡导者，尤其是

在新兴的中东和北非市场。

继此编者按之后，很多有关这一故事的议论将随之东流，

但假设“The Guardian”的报道只有部分是真实的，它仍会清

楚地显示，这一欧洲主要组织已受到致命的打击。

那么，光伏产业和供应商应该询问，欧洲光伏协会是否

能制订出政策框架，使太阳能技术在可行能源解决方案的谈

判桌上不会被迫向化石燃料的巨头们乞讨？如何当燃气升

价，在我们行业本身的峰值机构中，使光伏实现其变革的潜

力，实现其可再生的能源地位？以及如何让厂商对行业有信

心，有一个政策框架落实到位，从而允许大规模扩张。而我们

的代表可能会在权力的纵涌下消弱本行业呢？

当然，欧洲老将Winfried Hoffman认为，欧盟政策的失

败是欧洲的一些变频器厂商要面临的困难。（第26-29页）光

伏杂志此版关注这些太阳能组件制造商，从新兴的印度和挪 

威的厂商（第36-39页），中国未被注意的中型制造商（第32- 

34页）至一个巨大在APRD的新到来者，已进入搜罗无锡尚德

等重要太阳能制造和技术资产（第46-48页）。

组件和材料也在关注范围之内，另外还有背板的组成和

竞争（第48-50页）最新硅片切割（第56-57页）和多晶硅（第

52 – 55页）也都是关注焦点。多晶硅供应的趋势是明确的：中

国制造商快速上升，欧洲和位于美国的供应商必须不断创新

以保持竞争力。但他们可能还需要持续的政策确定性，只有

统一，一致和坚定的方法才能完成的。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的

行业机构是否能受到和过去一样的损害，我们是否能相信他

们在心里保证行业的最佳利益？

Jonathan Gifford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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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vo计划200兆瓦的美国电池项
目系统

上个月瑞士蓄能新兴创业公司

Alevo集团宣布与Customized Energy 

Solutions(CES)成立一家合伙公司，以

在整个未开发的美国批发能源市场部

署200兆瓦的锂离子基电池系统。pv 

magazine获悉，装机将在今年下半年

完成，Alevo集团的首席执行官Jostein 

Eikeland称该协议为“Alevo的一个里

程碑和我们技术性能的实证”。分布式

储能项目的目的是将太阳能整合到电网

中，提供频率调整服务和辅助电网运营。

该项目预计将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的储能项目。

美国、日本垄断变频器市场
IHS分析师的报告预测，今年至

2016年美国和日本的光伏变频器销售额

将占全球光伏变频器销售额的50%。由

于价格全面下降，将全球收入增长抑制

到仅为2014年增长水平的5%，日本和

美国将分别占全球收入的25%和21%。 

IHS预测他们2015年和2016年逆变器的

销售额之和将达到132亿美元，尽管中

国在货运量占有持续优势，其低廉的国

内价格和具有挑战性的商业环境意味

着其市场将不会是全球领先供应商的

关注焦点，这些供应商中很多来自日本、

欧洲和美国。

SolarEdge申请1.25亿美元首次公
开募股IPO

总部位于以色列的电源优化专业

公司SolarEdge在二月中旬提交了S-1首

次公开募股申请，希望筹集1.25亿美元

光伏杂志新闻综述
过去的四周中最重要的太阳能故事和最抢眼的新闻头条

的资金。此举在许多方面受到了仔细

的分析，且权威专家预测，上市的决策

可以提高SolarEdge在美国住宅领域

和商业领域以及其在欧洲市场份额的

增长。此外，IHS的Cormac Gilligan告

诉光伏杂志，首次公开募股可以帮助 

SolarEdge进入日本逆变器市场，并

巩 固 其 在 电 源 优 化 器 行 业 的 成

功。Gilligan还补充道，SolarEdge也可

能开拓欧洲小型商用市场业务。

欧盟达成可再生能源目标
欧洲环境署（EEA）的一份报告赞

称，风能和太阳能在帮助欧盟实现其

2020年从可再生资源中得到20%能源的

目标方面产生了良好影响。太阳能在减

少碳排放和使欧洲国家在能源独立上

实现更大控制权方面举足轻重。但该报

告确实提醒英国和荷兰等主要成员国，

他们很可能达不到之前商定的目标。该

研究还质疑生物燃料和生物质能的长

期可持续性，许多北部欧盟国家已经使

用了生物燃料和生物质能来达到其可再

生能源目标。

英国太阳能对食品的威胁被夸大
英国媒体上月报道，去年秋天英国

环境大臣Liz Truss做出废除共同农业政

策（CAP）支付的决定是基于政治动机

措施而不是确凿的证据，该共同农业政

策支付是指向在自己土地上安装太阳能

电池板的英国农民付款。根据信息自由

法，Truss的私人政府顾问并未收集到任

何确凿证据，表明农业用地上的太阳能

电池板对粮食生产和安全而言是一个重

大威胁，导致太阳能活动议案通过者认

为这是又一次对英国太阳能增长有政治

动机的攻击，并对此提出批评。

Silevo发展住宅太阳能产业
不断壮大的Silevo团队，即Solar-

City公司去年聘用的晶体硅/非晶硅技

术专家，于上个月搬进了位于加利福尼

亚州Fremont市的Solyndra公司前生产

基地，这是美国光伏制造业正在进行

复兴的一个明确信号。根据SolarCity公

司Jonathan Bass所说，无论因物流或

形象原因而言，迁入20万平方英尺的上

述厂址的决定得到了产业分析师的赞

扬，尤其是该公司已在中国经营了一个

32兆瓦晶圆厂，因为它需要一个“更大

的空间”。

其他新闻……
SMA宣布，其不断发展的运营维

修业已经超过了1吉瓦，其中在北美有

超过840兆瓦的服务合同已被其收入

囊下；Tesla宣布它有望成为家用蓄电

池储能市场的领跑者；英国Conergy

公司创建了一个专门的屋顶太阳能部

门，以便更好地为英国今年屋顶太阳能

行业的预期增长服务；美国最大的医疗

保健供应商Kaiser Permanente宣布承

诺利用太阳能，以帮助将本国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降低30％；德国工程巨头美

施威尔集团关闭了其德国的半导体和

光伏装置。

关于太阳能光伏的全球最新消息、分析与意见，

请访问网站  www.pv-magazine.com。

照片：SMA 照片：TP/Flickr 照片：Naoto Sato/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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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上周宣

布，对于光伏组件和层压板原产于或自

中国出口的倾销和补贴的初裁。

CBSA对九个中国领先制造商给予

临时反倾销税，这些公司包括晶澳太阳

能，韩华，晶科能源和阿特斯，从9.1％

到高达202.5％。所有其他未提及的中

国出口商将面临286.1％关税。

世界上第一架以太阳能为动力环

游尝试的飞机Solar Impulse（Si2）上周 

从阿布扎比起飞了。总计5个月的飞行，

瑞士飞行员Andre Borschberg驾驶第

一段航程，先向东飞越印度，缅甸，中国，

太平洋，美国，大西洋，欧洲南部，预计7

月下旬回到阿布扎比。

配备了穿越飞机的72米翼展，尾

翼和机身的是17248个SunPower公司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Si2完全由太阳提

供能量，在其连接两机翼四个锂离子电

中国太阳能模块制造商晶科能源

公司已获得来自中国民生银行的人民币

30亿（4.79亿美元）的融资。该协议旨在

加强晶科能源的下游发展，增强其制造

能力。

据晶科能源，这一五年合同的过程

中，金融服务还包括项目融资，并购融资，

供应链融资，临时贷款，保证函以及相

关的贸易融资。中国民生银行还将支持

晶科能源的海外计划，包括外币现金储

备及营运资金融资。

上周，晶科能源公布2014年颇为乐

观的财政结果。揭示飙升净利润超过

1亿美元，因太阳能组件出货量的增加，

最后一季度增长了50％。2014年期间，

晶科能源运送了3吉瓦的太阳能电池组

件，其中三分之一是在第四季度运送的。

公司不断增长的下游业务占了339.1兆瓦，

促使收入68.6％的增幅。因其下游的努

力，晶科能源正在考虑分拆旗下晶科动

力单元成为独立的上市公司。

九出口商各自的临时反倾销税，包

括有：

•昱辉阳光（9.14％）

•无锡泰辰机械设备（27.7％）

•合肥晶澳太阳能科技（50.6％）

•韩华（103.3％）

•晶科能源（111.8％）

•浙江晶科能源（115.9％）

池储存多余的电能。在35000公里的旅

程中，将由Borschberg和另一位瑞士飞

行员及Solar Impulse创始人Bertrand 

Piccard完成。每隔五天交换一下。两名

飞行员训练自己20分钟的短时入睡，用

瑜伽和冥想技巧，以确保他们持续体力。

一个专门的地勤人员将引导飞机，有兴

趣的人士可以通过Solar Impulse网站

观察旅程。Borschberg表示“我相信这

是个非常特殊的飞机，它将带让我们飞

越整个大洋。”

•常州天合光能（126.5％）

•加拿大太阳能制造（常熟）有限公

司/阿特斯国际有限公司（174.2％）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202.5％）

CBSA是为在加拿大生产商面对市

场上不公平的外国竞争的机构。未来的

两星期内，它将发布有关其调查的更多

信息。

Si2飞机本身并非旨在载客，其目

的是要激发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世

界如何消耗能量，它承载着可再生能

源将带领世界进入新的纪元。Si2飞机

纯驱动力为太阳能也显示了技术的创

新，Solar Impulse团队不得不创造性

地考虑飞机的每一方面。所用的太阳

能电池和技术已经广泛使用的，但飞

机的其余部分必须更新。SunPower

的电池是135微米厚，带来急需的灵活

性和轻盈性，它的重量只有2.3吨。电 

池是由Solvay，Kokam和Bayer Material 

Science开发的，并进行了优化至每公

斤260瓦特小时。合并后，这四个电池

可以存储164580瓦特功率，重量633

公斤——四分之一飞机的总重量。太

阳能储存使得Si2的旅程成为可能，尽

管限制重量，速度和推力技术都已被

考虑，然而，只有蓄电池电能储存充裕，

才能使太阳能动力飞机安全地在晚间

飞行。

加拿大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临时进口关税

我们起飞了：Solar Impulse开始环游世界之旅

晶科能源与中国民生银行签署4.79亿美金融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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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加州

SDG&E被授予5百万
美金微电网拨款

土耳其

新行动计划-2023年5吉瓦太阳能目标

加州的一个服务于340万客户的公

用事业接到了500万美金的拨款，用以扩

展Borrego Springs的微电网系统，因此，

使之能够利用附近的Borrego太阳能设

施产生的26MW的电力。

SDG&E(圣地亚哥燃气和电力公

司）被加州能源协会（CEC）授予此项拨

款。不仅要扩大Borrego Springs地区微

电网的规模，而且投资于更多清洁能源。

此举旨于促使Borrego Springs微电网

土耳其希望增加其非水电可再生

能源能力，在十年内达到现有的七倍以

上，二月中旬定下了新的行动计划。经

济的不断增长，将期待增加额外的34吉

瓦水电，20吉瓦风电，1吉瓦地热能和生

物质能。总体而言，2023年前5吉瓦太

阳能已被确认。这并不是一个很宏大的

目标，很多行业人士一直在关注这个持

续增长的国家。先前，至2023年的太阳

能的目标是3吉瓦。

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和欧洲

银行的重建和发展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它确定了一些可以被用来促进可再生能

源投资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法律

框架和加强电网互联。

“这一行动计划是一个路线图来引

导一个大的变化。”欧洲银行重建和发

展部主管能源效率和气候变化的Terry 

McCallion表示。“目标是雄心勃勃的，

但在各级政府的坚定和协调一致的努力

下，结合业界的充分参与，土耳其将能

拓展其绿色能源的潜力。”

  www.ebrd.com

成为国内最大的一个，

并且完全靠可再生能源产生

的电力运作的系统。

目前，此微电网系统使用当地的电

力，能源存储和自动转换系统，从而创

建一个弹性的当

地电网。它是被

连接到一个集中

的能量网络，并

且在紧急情况下

或停电时，能够

断开并独立运作。

它被证明当拉闸

限电的时候，非

常有用，可以继

续供电。

微电网的扩

建将会使由NRG

能源拥有的26兆

瓦Borrego太阳

能设施发挥作用。

太阳能发电为微

电网的大容量电池提供电源，可以确保

稳定，整天整夜地按需求供给清洁电力。

如果电池用尽时，电网会马上转至传统

的现场发电，SDG&E确认，他们会综合

监控软件，以取保无缝过渡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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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2016年中，扩展已经在规划

     内了。SDG&E希望微电网将会有

     一个很大的范围，目前只有1000

      户居民使用这一电网，目标在于

为居住在Borrego Springs的2800用户

提供可靠的清洁太阳能电力。

“这次的拨款可以真正的帮助实

现可再生能源微电网发电。它不仅可

以支持现有的本地电力的稳定性，而 

且利用现有的清洁能源资源”James P. 

Avery，SDG&E利用能源部门高级副总

裁说道。“这个项目综合了我们的首要

任务来巩固可靠性，倡导创新意识和更

多清洁能源的使用。我们非常感谢加州

能源协会的支持，使之成为可能。”

  www.sdge.com

欧洲银行重建和发展部门已经在可持续发展的
能源项目中投资50亿欧元。其中两个最大的风能
电站都在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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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能源局（NEA）发布了其

2014年太阳能的数据，该报告透露，全

国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3吉瓦，而制造

商也报告利用率的很大提高。

国家能源局报告的结论是，截至

2014年年底，光伏装机总容量连接到国

家电网的为28.05GW。按照安装类型来

分的话，地面安装量为23.38GW，分布

式发电在4.67GW。2014年光伏产生的

总发电呈快速增长，达到250亿千瓦/小

时 - 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00％。

2014年，国家能源局报告说，10.6

吉瓦的新产能连接到国家电网，先前预

计的是10.52吉瓦。这约占全球所有新

增光伏装机容量的四分之一，中国输出

的总光伏模块的三分之一。从地理上看，

新增光伏装机容量来讲，中国的东部第

一次超越西部，占阵列的54％。

从上游行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在

2014年的总多晶硅生产约13万吨，比

2013年增加了50％，尽管这种快速的增

长，中国仍然进口了约9万吨多晶硅。光

伏模块产量超过33吉瓦，比去年同期增

长17％，其中68％出口。

光伏生产商的产能利用率有大幅

的增加。2014年年底，十大光伏组件厂

商的平均产能利用率都在87％以上。为

此，国家能源局宣布2015年的新太阳能

发电量为15吉瓦。

  www.nea.gov.cn

坦桑尼亚政府宣布了百万家用太

阳能的举措。希望在2017年前使100万

家居民可以使用可靠的太阳能电力。

该计划将为10 %的人口提供太

阳能电力，创建15000个就业机会。目

前，86%的坦桑尼亚人依赖于煤油和蜡

烛来照明。

位于坦桑尼亚的Off Grid Electric 

公司称，该公司将具体实施这一100万

家用太阳能项目，该计划也是为了响应

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非洲能源

举措，为其他国家设立一个榜样，为非

洲撒哈拉以南国家的居民供电。在坦桑

尼亚被认作M-Power，Off Grid公司正

在利用他们的股权投资和美国最大的

太阳能供应商，SolarCity公司的租赁模

式，在发展中市场提供负担得起的太阳

能电力。月费将定价于每天0.02美金。

坦桑尼亚总统Jakaya Kikwete表示”

我们知道，坦桑尼亚将获得清洁和可靠

的光电接入，它们将蓬勃发展。与Off 

Grid的合作，我们国家可以引领其他国

家进入2030年

的全方位的能

源进入。

这一举措

将促使金融机

构和民间资本

带入1亿美金的

投资进入坦桑

尼亚。

国 际 金

融公司为此倡

议，在第一阶段

提供700万美元，

预计将覆盖坦

桑尼亚北部10万户居民和小型企业。海

外私人投资公司，美国国际开发署，荷

兰SNV发展组织和SunFunder都给与了

财政支持。

“可再生能源的创新可以实现，不仅

充满希望，而且令人振奋。”OPIC主任

John Morton表示。“我非常希望看到

离网电力通过与坦桑尼亚政府的这种

合作来实现。通过我们的美国非洲清洁

能源融资计划，OPIC看到了像Off Grid 

Electric公司那样大胆地推进，从而使

非洲人能够获得清洁，充沛的能源。

  offgrid-electric.com

 www.sdge.com
 www.ebrd.com www.nea.gov.cn 

新闻

坦桑尼亚

百万家用太阳能举措

中国

中国接近30吉瓦的光
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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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太阳能产业看起来今年将有

重大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力来自于

韩华新能源和Hanwha Q Cells的合并。

尽管韩国大型综合企业韩华集团的

光伏制造装置到目前为止主要位于中国

启东和德国Thalheim，二月份的企业合

并后成立了一个新集团公司Hanwha Q 

Cells Co., Ltd.，其总部现在设在韩国首都

首尔，但仍保持了其著名的品牌名称。

Hanwha Q Cells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Seongwoo Nam说，合并将打

造大量协同效应，并提供“在全球光伏

市场更强的存在和更具竞争力的地位。”

事实上，首席执行官有信心公司能

在2020年占据全球市场10％的份额。根

据韩国时报，在十二月份首尔的一次新

闻发布会上，Nam宣布了合并事项，“

我们将不遗余力的进行下一个步骤，并

在销售、利润和市场份额方面成为顶尖

的太阳能公司。”

Nam指出，新Hanwha Q Cells在

电池生产方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

阳能公司。

韩华集团表示，整合两家公司将形

成巨大的竞争优势“搭载了先进的德国

技术和多样化的生产基地，包括在中国、

马来西亚和韩国的设施，使公司克服了

美国等主要市场的进口关税。”

Hanwha Q Cells公司将把其先前

设在德国的总部改成一个技术创新中心，

目的是加强公司的优势技术和先进的研

发流程。

韩国
韩华促进本国业务增长

Hanwha Q Cells发言人Nick Han

告诉光伏杂志，该集团还完成了垂直一

体化进程，使其能够生产多晶硅、硅锭、

硅片、电池和组件，并经营一个新兴的

下游企业。

作为集团母公司的一部分，韩华石

油化学在2011年进入多晶硅行业并在韩

国丽水国家产业园区经营一家工厂，其

年生产能力达到1万吨。此外，Hanwha 

Q Cells正在韩国Eumseong县投资1200

万美元建立一个新的光伏组件工厂，在今

年的第二季度开始运营，该工厂将拥有

230兆瓦的年生产能力。

Nam说公司“很荣幸能帮助韩国拥

有清洁太阳能，从而更加环保”，称新工

厂将进一步使集团的制造业务多元化，并

允许它在美国提供免关税模块。韩华将

聘用约200新员工在工厂工作，包括专注

于开发创新模块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人员。

新工厂进一步增加了该公司目前进

行的扩张努力，将使该公司到今年年底

的电池产能达到1.5吉瓦，模块产量达到

2吉瓦。一旦新的模块工厂建成后，韩华

总模块产能将达到2.23吉瓦。韩华同时

还经营了一个韩国子公司，专注于下游

活动，如融资、开发、EPC和运维服务。

去年该公司排名韩国模块销售第1

名，在本国供应了90兆瓦的模块，并建

设了20兆瓦的光伏电站。

Han说，“我们预计2015年销量达到

130兆瓦模块，并将建设40兆瓦太阳能发

电厂。”在其计划下的太阳能装置中，一个

命名为项目Y的工厂，目前是国内最大的规

划光伏设施。在2015年底韩华将开始在

济州岛建设2.7兆瓦太阳能农场。与韩国

空军合作，在一座军事建筑上完成2.7兆瓦

的韩华屋顶太阳能安装，并由韩华出租。

Hanwha Q Cells公司将努力保持

与军队等公共机构的密切关系，并“坚

持努力重复利用尚未被占领的场地，如

屋顶”，Han补充说，在2015年公司也将

致力于开发水太阳能发电项目。

此外，Hanwha Q Cells在亚太市场

推出了不断增长的下游业务，如日本、中

国和印度。

帮助实现韩国的太阳能发电目标
韩国的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已设定

了在2022年建立10％可再生能源的目标，

这需要大量产能超过500兆瓦的电力生

产商通过发行可再生能源证书（REC）从

太阳能市场上购买可再生能源。

Han补充道，“在这个市场上，韩华

的作用是通过下游企业提供太阳能，我

们建造太阳能发电厂时，会购买可再生

能源证书（REC），然后向电力生产商提

供太阳能。”

Han指出，韩华的宏伟目标是成为

全球第一家太阳能公司，“这个目标将

有助于提高韩国作为能源大国的品牌

影响力。”在韩国乃至整个亚洲不断增

长发展的光伏产业将成为4月1-3日在大

邱广域市举办的国际绿色能源展览会及

会议上的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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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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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交证券交易所彭博全球太阳能指数（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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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交证券交易所彭博全球太阳能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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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项目经营活动。上表中列出了指数中权重
最高的前25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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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ergy Thin Film Power Group

SunEdison

SolarCity

第一太阳能

天津中环半导体

保利协鑫能源控股

SunPower

杭州第一光伏材料

顺风国际清洁能源

海润光伏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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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义光能控股有限公司

加拿大太阳能

亿晶光电科技

江苏太阳雨太阳能

江苏爱康科技

西安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综艺

中国吉阳新能源

华美硅产品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

天合光能

中国香港

美国

美国

美国

中国

中国香港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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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中国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

中国

中国

港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人民币元

港元

美元

人民币元

港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港元

美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台币

台币

人民币元

美元

0.47

18.73

48.61

42.32

3.77

0.22

24.12

6.24

0.77

1.33

1.63

2.94

3.61

2.01

0.28

20.39

2.30

2.69

2.95

3.96

1.55

15.31

1.57

1.32

9.05

+ 28.51 %

– 4.00 %

– 9.11 %

– 5.10 %

+ 11.11 %

– 6.64 %

– 6.62 %

+ 1.49 %

+ 9.14 %

+ 19.05 %

+ 7.68 %

+ 12.80 %

+ 19.79 %

+ 10.87 %

+ 0.50 %

– 15.71 %

+ 4.01 %

+ 3.02 %

+ 9.65 %

+ 17.85 %

+ 10.92 %

– 2.90 %

– 10.39 %

+ 22.52 %

– 2.27 %

指标
权重

19.90 %

5.21 %

4.79 %

4.35 %

4.04 %

3.45 %

3.25 %

2.58 %

2.22 %

2.14 %

2.09 %

1.99 %

1.97 %

1.77 %

1.73 %

1.15 %

1.15 %

1.11 %

1.10 %

1.09 %

1.03 %

0.96 %

0.93 %

0.93 %

0.86 %

8月14 日 9月14 日 10月14 日 11月14 日 12月14 日 1月15 日

来自亚洲的增长
纽约证券交易所彭博社太阳能指数：该指数受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支持。权重最

高的汉能控股推动积极的表现。

纽交所彭博社太阳能指数本年度

伊始走高，一月份上升4％。汉能推动了

积极表现，以远超下一最大公司的市场

上限收盘。中国政府宣布将鼓励产业联

合，这有助于支持国内估值。当月后期，

该指数得到印度总理支持，他重申支持

本行业的发展，表明该国将致力于到

2022年在美国安装量上升5倍。在一月

下旬，该指数再次获得提升，因中国国

家能源局宣布了2015年实现15吉瓦的目

标，比2014年又提升约20％。

在本月期间亚洲交易所交易的太

阳能股票呈混合状态。权重最高的是

Hanergy Thin Film Power Group继续

逆流而上，尽管公司具体信息流达到最

低，仍然增长了29％。保利协鑫则虽说

宣布了激进的下游发展计划，但仍然下

滑7％。在欧洲交易所，SMA太阳能在宣

布预计2015年将面临困难和裁员35％

后，再次下跌33％。随着多晶硅价格开

始疲软，REC Silion下跌10％。

化学产品交易在美国交易所的表

现落后于指数。重量级指数SolarCity

尽管公布向JP Morgan二次融资，向住

宅太阳能项目投资3.5亿美元，及为其 

MYPOWER产品向瑞士信贷集团初次

融资2亿美元，其指数仍下跌9％。First 

Solar下滑5%，尽管其10吉瓦装机容量

创下新的里程碑。SunEdison公司在印

度签署了一项协议，以开发一个5吉瓦可

再生能源项目，并宣布了建立制造设施

的计划，一度占据印度头条新闻，但仍

下跌了4％。中国ADS也表现不佳，阿特

斯和晶科能源分别下降16％和10％。

◆  Adam Krop, The Trout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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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2月17日数据

pvXchange已有超过10,000名注册商业顾客，
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模块和逆变器交易
平台之一。十年的市场和超过20,000次成
功的商业交易专业知识是pvXchange对欧洲
市场模块价格发展进行月度分析的基础。

尽管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仍然存在失业。

组件价格：反倾销税对欧洲太阳能产业没有帮助。谁赢了，谁输了？

尽管需求走低，因亚洲制造商忽略

欧洲市场的供应导致的材料短缺导致1

月份价格略有上升。老牌中国光伏厂商

向欧洲市场供应的多晶太阳能组件有

所放缓。可行的市场价格根本不再符合

许可的销售价格。在许多情况下，高效

率单晶硅模块是唯一能够进入市场的

产品，这就导致总体价格上升。

今年初，欧洲从日本和韩国购买的

产品成本普遍稳定，主要是因为他们占

据了价格区间的上端。目前的波动更多

是舍入误差的结果而不是趋势指标导

致。继Bosch，Conergy，Centrosolar，

Hanwha Q Cells和其他企业的退出 

之后，德国太阳能组件也慢慢从市场上

消失。Solar-Fabrik公司和Aleo太阳能的

产品何时可供使用，这是任何人都拿不

准的事。

在另一方面，有报道称，制造商

Atersa又开始在西班牙生产，并将以

低于亚洲进口价格的价位提供欧洲组

件。从中国以外地区进口的产品不受价

格管制。因此，中国对市场的影响并不

一定达到人们声称的程度。充其量是

进口限制导致区域市场的变化，并诱使

国内厂商进入一种假想的安全感，直到

其猛然觉醒。

哪些人在欧洲的反倾销政策中受

益？其中哪些人盈利了，又有哪些人是

输家？

Frank Asbeck的SolarWorld AG，

美国和欧盟反倾销投诉的发起人之一，

终于努力从其国际业务中生存下来。公

司一半以上的销售额目前都在欧洲以外

产生，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欧

洲其他主要厂商的业务也早已全球化，

如挪威的REC集团。虽然他们仍然服务

于国内市场，但他们几乎全部在亚洲生

产他们的产品。

不过，欧盟委员会仍坚持实施进口

限制。有传言说，本年度期间最低进口

价格（MIP）甚至会增加。东南亚制造商

听到这个消息将会微笑。这些公司已经

是在几乎没有什么价格压力的情况下满

负荷生产自己的产品了。订单主要来自已

暂时转移其生产的中国大型企业。这种

仓促成立的合同制造是否是一个可持

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并值得支持仍有待

观察。

在欧洲，由于产品价格无法与光伏

产业激励政策不断下降的节奏保持同

步，许多光伏批发商和安装商已经退出

了市场。结果是光伏安装的吸引力与总

体需求持续受到影响。就整体而言，这

可能造成了太阳能行业的就业减少大

大超过欧盟委员会的保护措施在国内

少数几家生产设施所保护的就业数量。

是时候再次放开光伏产品的国际贸易以

便将成本降低和所需的价格下降最终

传递到市场。

◆  Martin Schachinger, pvXchange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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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 rendering of PV panels on hatchery

Christophe’s dream is to see his island grow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t protects

the beauty of the land where he lives.

Nidec ASI, turning dreams into results.
Nidec ASI

Solar Plant & Energy Storage System 
for Agri Farm and Fish Hatchery, 

La Reunion

Our customer’s dream was to find the
right technical solution to integrate renewable 

energy into his organic farming activity.

Nidec delivered.

Nidec ASI acted as EPC contractor, supplying a
9 MW solar power plant (SPP) which included

solar panels on the roofs of Farm and Fish Hatchery, 
inverters, transformers and a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BESS). Nidec’s Power Conversion 
System is capable of both 

charging and delivering AC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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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努力进入市场
英国电力市场改革：电力市场改革被宣传为英国经济脱碳的一个有效手段，已面临

存在偏袒并为可再生能源创造了不公平竞争环境的指责。特别是太阳能光伏产业

备受打击，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独立发展，可能很快自下向上发生变化。

甜蜜但讽刺的生活。保守派英国政

府去年立法规定电力市场改革（EMR），

扭转了该党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启动

的近三十年的开放式准竞争性能源市

场。电力市场改革后的市场是一个完全

由国家驱动的市场。

公平地说，电力市场改革框架最

初是在2010年由当时当政的工党政府

能源与气候变化部秘书Ed Miliband引

入的。电力市场改革的动机主要在于英

国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建议，其各项环保

目标与2008年的气候变化法案及其他

国内和欧盟法律相关联。换句话说，主

要是由于经济脱碳和吸引新投资的缺

点，决策者被迫重新考虑其开放的电

力市场领域的设计。据能源与气候变化

部（DECC）所说，电力市场改革的宗旨

是“发电脱碳，保证照明，尽量减少电力

消费者的成本”。

电力市场改革引入了多项新的市场

机制，旨在实现这三项宗旨，主要的两

项分别是容量市场和差价合约（CFD）

方案。容量市场为非间歇性电力容量

提供一个常规的固定支付，作为现有能

源系统紧张时供应电力的回报。另一方

面，差价合约旨在为新的低碳发电的投

资提供长期稳定收入。

在2014年12月，英国进行了第一次

太阳能容量市场拍卖，导致约49.26吉

瓦的化石燃料容量采购，总成本为9.6

亿英镑（合14.8亿美元）。但非常不成

比例的是首个中标者大部分是现有工厂

（22.3吉瓦气体，9.2吉瓦的煤/生物质能

和7.9吉瓦的核能发电），只有2.6吉瓦或

者说5% 的容量拍卖是新工厂。在2015年

12月，英国将举行第二次容量拍卖，设

定以每年重复滚动的方式进行拍卖，始

终提前四年交货。

差价合约的首次分配也已经启

动。由国家电网、英国电网公用事业和

差价合约交付机构邀请差价合约申请

人在1月29日至2月4日之间提交对可再

生能源项目的密封投标。根据差价合约

分配时间表，国家电网将于2月20日将中

标人通知国家能源和气候变化局秘书

Ed Davey。同时在2月26日向成功的申

请人和政府的差价合同管理机构低碳

合同公司（LCCC）发出通知，成功申请

人可在3月27日之前签署合同并加盖合

同返回至低碳合同公司。

电力市场改革的批判者
剑桥大学商业经济学教授、能源

政策研究小组（EPRG）副主任Michael 

Pollitt指出，电力市场改革是符合逻辑

的。根据差价合约计划，可再生能源种

类得到鼓励，而化石燃料电厂被推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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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和较低利用率。尽管如此，传统类型

的发电计划仍需要对风能和太阳能等间

歇性发电来源提供支持，因此需要通过

容量市场按可用度支付。

但Pollitt认为，在实践中电力市场

改革一个行不通的制度大杂烩，将破坏

英国电力行业的竞争特征。在进行电力

市场改革立法时，政府取消了一些重要

的市场功能，“包括对新信息做出快速

反应的能力、长期商品价格风险管理、

分散投资组合优化、规划未来竞争、基

于技术的游说减少和对长远规划失败

的个人责任。”

对可再生能源政策还需游说
牛津大学能源政策教授D i ete r 

H e l m明确针对基于技术的游说。 

Dieter明显反对可再生能源补贴，但也

无法决定他是否会接受一个完全没有

可再生能源类型的能源系统。

尽管存在这种不确定性，Helm仍

是持反对政府的一个有趣立场。他声

称，可再生能源政策始于单一的补贴价

值，可再生能源获得合同后将得到一个

单位的可再生能源义务许可证（ROC）， 

这是差价合约之前的可再生能源补偿

计划。然而，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在

引进补贴区域带和包含更广泛技术范围

方面很乐于服从各种基于技术的游说

团体利益。Helm说，“海上风电一马当

先，它比陆上风电更贵，而且很早就为

公司利益进行两个可再生能源义务许可

证的游说，这是游说技术的一个完美演

示，结合了直接宣传、威胁退出一个大

型海上风电场投资以及在关键的报纸

上发表首页文章的媒体支持战略。”

海上风电是差价合约机制的最大赢

家。根据差价合约设计，公共补贴涵盖

三个不同的技术领域。超过5兆瓦的太阳

能光伏发电项目为第一类，须与陆上风

电、小水电和传统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

争夺每年向该类别分配的65亿英镑（合

99亿美元）补贴。第二类获得补贴中的

主要部分，包括海上风能和海浪发电。英

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在1月底宣布将该类

别年度预算增加2500万英镑（合3800万

美元），使其总额目前已达到2.6亿英镑（

合3.96亿美元）。第三类包括生物质能转

化工厂，目前尚未被分配任何资金。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英国能源与

气候变化部对太阳能光伏发电单独给

予不公平待遇。英国太阳能贸易协会

（STA）对外事务主管Leonie Greene

认为，“我们尽一切努力来推广太阳能，

但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利维控制框架

（LCF）下向可再生能源分配的预算几

乎被用完了，太阳能只能使用一个非常

小的部分。”Greene告诉光伏杂志，英

等的投资者，他们不太能够应付差价合

约引入的日益增加的风险。“因此，我们

的一些优质成员都选择不在首届拍卖

中出价，而其他成员被迫不出价是因为

他们没有达到设定的标准。”

“我们预计，第一次差价合约拍卖

的结果为太阳能光伏产业提供的结果

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已经因为将接近

60%的预算分配给仅仅八个项目而受到

政府账目委员会的强烈批评，其中大部

分项目比太阳更昂贵。”

Pollitt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认

为，现在普遍的看法是即使存在适当的

碳定价，市场也不能提供。这会让政府立

即服从于各种特定技术的游说利益。”

政府挑选赢家和输家
根据电力市场改革，英国的发电组

合显然是由国家在来自各种游说利益的

压力下定义。特别是对于可再生能源，

整体消费需求将保持在利维控制框架

内，以便按照2011年至2012年的真实价

格，2020年至2021年行业总补贴上限保

持在76亿英镑（合117亿美元）内。

Greene说，电力市场改革的框架

有利于大型国际企业，而英国太阳能光

伏企业主要是市场新进入者和小到中

微乎其微，除非有大型国际企业介入。

默认情况下，如六大公用事业[英气、E.

ON、EDF、苏格兰电力、苏格兰和南部

能源以及Npower]等电力市场改革所青

睐的大型投资者拥有大量资源和先进

的竞标策略，使他们能够承担风险。太

 要点

• 英国的EMR框架表面上是为了在新差价合约

（CfD）下鼓励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更多投资。

• 然而，该计划的细节部分却往往更有利于成熟

的能源和大型化石燃料公司。

• 太阳能框架内普遍流行的补贴已经受到能源专

家的质疑。

• 但是太阳能活动议案通过者只是要求政府提供

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 政府和太阳能行业需要的是一个无补贴的未来。

• 由于太阳能和储能技术的成熟，这样的“改革”

很可能诞生于基层的改变。

 

317兆瓦Sheringham Shoal海上风电场，位于英格兰东部，北Norfolk海岸，是可再生义务证书计划的先
行者，它有着强大的游说力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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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行业并不要求特殊待遇。我们要求

的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Greeme所寻求的公平竞争环境在

整个能源行业引起高度争议。Helm说，

如果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确实打算

回归到技术中立的政策，就需要放弃补

贴。“和补贴同时放弃的还有许多受宠

的技术。海上风能的前景尤其惨淡。能

够压倒所有既得利益和游说家将会是个

勇敢的政治家，但这个人可能就无法继

续存在去面临后果了。”

虽然考虑到排放市场，Helm对补

贴的立场未免过于激进，但他探索的

无补贴未来对于英国太阳能行业计划

而言并非完全陌生。事实上，英国太阳

能贸易协会（STA）也效仿了所有计划

（FIT，可再生能源义务许可证和差价合

约）下2020年至2021年的整体太阳能

预算，目的是提供一条通往零补贴的路

径。英国太阳能贸易协会理解迅速达到

电网平价从而使太阳能技术从政治干扰

中解脱出来的重要性。Greene说，“如

果我们能够在未来两年生存下来，希望

光伏成本将下降，为业界提供具有竞争

力的优势。但是如果投资者不能保持项

目继续运转，这距离安全还很远。去年

我们调查了我们的会员，其中一半都计

划在2015年进行裁员。”

公私合作的新模式？
一个新兴的问题是，对英国能源与

气候变化部的拼合能源政策和持续市

场干预而言，是否退回垂直一体化的能

源产业模式更为可取。Helm和Pollitt都

不鼓励这样做。

“还有一个选择是有管理的竞争

形式或是由政府选择中标人，”Helm

说，“选择竞争路线需要强调碳定价，

即愿意进行一次可再生能源/低碳范围

的拍卖，并打开容量合同拍卖。”

Helm的建议面临的一个障碍是，

单靠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轻松地构建

一个成功的碳价格体系。Pollitt解决了

这一难题：“其他国家应该注意的是，电

力市场改革是欧盟排放贸易制度未能提

供一个显著脱碳途径而导致的用心良苦

但被误导的结果。”

然而，Pollitt的研究表明，政府公

共机构对电力行业的参与正在恢复，可

以与自由市场共存。他认为，我们面临

的挑战不是在完全国家与完全私有之这一3.8兆瓦的丰田太阳能电池板阵列是一个PV如何在框架中发挥作用的非常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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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而是要保持双方的利益，鼓励创新

新的组织形式。

Pollitt说，“我认为，一个明显的例

子是政府在特大型能源项目领域的参

与。因此，Hinckley Point C核电厂目前

正接受来自英国政府的大型金融担保，

以支持其获得法国和中国政府拥有的

公司的投资。更好的风险和收益共享的

方式本来是由法国电力公司和英国政

府专门公司组建一家合资企业。这样如

果该项目按计划完成，英国纳税人就可

以更好地分享上游利益，并可减少其他

投资者的资金风险。相比之下，更多地

方政府股东参与当地能源项目可确保更

多公众参与及与地方共享小规模可再生

能源项目产生的利益。”

主要的改革将随之而来
相信电力市场改革如政府所说，代

表电力市场的一个重大重新设计的人

是被误导了。市场一直在不断发展，并

还将继续这样。但特别是在电力部门，

一些突破性的变化已经发生并将继续

展开，需要很快进行重大的改革来解决

这些问题。

Helm说目前的市场设计是基于边

际成本电价，没有电力存储和被动需求

方面。但所有这三个特性目前都在迅速

发生变化。新一代的技术，特别是新一

代太阳能电池，绝大多数都是零边际成

本的。

大规模储能也会破坏目前的能源

市场设计，这需要一个由大型的常常闲

置的发电厂支持的中央电网。最后，信

息技术可能很快将电力消费者从被动参

与者改变为积极的需求管理者。未来几

年的电力政策将需要一个真正的根本性

改革，以应对这些挑战，而不是仅仅以

拼合方式合并现有的工具。但有一点是

肯定的：太阳能光伏将成为这一新现实

的一部分。

◆  Ilias Tsagas

在英国，对ＥＭＲ的批评往往侧重于最大的能源供应商易于得到标书。尤其是传说中的“六大”能源公司，其复杂的竞标策略，使他们能够承担小的企业不
能承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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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印度太阳能装机容量总计

883兆瓦，与2013年的1004兆瓦相比略

有下降。印度太阳能行业保持乐观态度，

越来越多的太阳能项目被公布，安装容

量目标继续扩大。莫迪政府设置的100 

吉瓦太阳能安装容量目标让整个行业感

到兴奋，但令人沮丧的迹象已开始显现。

执行。国家太阳能部门（NSM）上一次进

行太阳能拍卖是在2013年10月，在NDA

政府执政以来的九个月期间，已经公布

了六种不同的太阳能计划和几个版本的

指导方针，但一次拍卖会也没有举行。

我们对印度2015年的太阳能安装

预测更为乐观，预计将达到1800兆瓦

业内人士也现实地认识到虽然100吉瓦

字面上看起来是个宏大目标，在过去五

年却只有3000兆瓦太阳能装置，去年装

机容量不到1吉瓦。

该行业大多数企业目前处于困惑

状态，因为他们不断面临新的政策、草

案和修订案；他们就是希望看到政策的

左右，进入第二季度时出现上升。构成

2015年安装的很大一部分是700兆瓦

的第二期第1批项目，将于本年度五月

份试运行。此外，根据上一批的时间

表，从申请提交（RFS）的批准到投产需

要19个月。这意味着若要2016年成为

一个安装大年，在未来三个月内最终确

定这些政策并获得RFS批准是至关重

要的。

我们随后的章节对各种政策进行

描述，力求更清晰地说明该行业的当前

活动以及对相关政策和问题的看法。

尼赫鲁国家太阳能计划（JNNSM）
第二期第1批

本批下共计700兆瓦预计到2015年

五月完成。

尼赫鲁国家太阳能计划（JNNSM）
第二期第2批

自上次更新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

源部（MNRE）近期发布了对第2批3000

兆瓦光伏项目的又一次修订案。第二期

第2批的政策草案反反复复已经快半年

了。是时候执行并启动RfS进程了。虽然

政府在使开发商严格遵循时间表方面

很有效率，但机构本身似乎缺乏紧迫感。

这将是NDA政府执政将近一年来举办

的首次太阳能拍卖。

拟定的3000兆瓦太阳能光伏发电

项目将由NTPC Vidyut Vyapar Nigam

有限公司（NVVN）以太阳能园区（为太

阳能项目指定的大面积区域）的形式实

施，并由中央政府或州政府机构在州政

府提供的土地，或开发商在各自州内确

定和划定的土地上开发。最小的项目规

模已降到了10兆瓦。NVVN也试图保持

项目的大小统一。例如，1000兆瓦将包

括100兆瓦和10兆瓦的项目，视具体情

况根据土地大小和形状而定。招标将在

各州具体进行，拟定采取电子招投标过

程。以最低出价向NVVN供电25年者将

赢得这些项目。

这个草案的一个重要新变化是允

许投标人使用其他可用的财政激励措施，

如为这些项目提供的加速折旧、优惠关

税和消费税、免税优惠等。有机会获得

这些奖励的投标者可压低投标价格，享

有不公平的中标优势。对于专业开发商

而言，这项优惠并不受欢迎，因为相对

于那些可能利用这些额外激励措施弥

补差额的公司而言，他们可能会竞标失

败。令人惊讶的是政府在五年后仍然在

尝试创造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和不可

预测性的政策，这绝对不是吸引投资者

的办法。

本批项目下的一定比例（具体百分

比尚未披露）将需要满足国内含量要求

光明前景

印度市场最新消息：2014年印度太阳能装机容量总计883兆瓦。清洁能源研究与

咨询公司Mercom Capital的首席执行官及共同创始人之一Raj Prabhu预计2015年将

是创纪录的一年。

印度的太阳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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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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告

（DCR）。NVVN可根据基础设施和各州的准备程度签发一个

或多个太阳能公园的RFS。

在本批下，可以使用有或没有跟踪器的结晶硅、薄膜或

CPV，开发商还可选择从其外国母公司/关联公司租赁太阳能

发电厂设备。

尼赫鲁国家太阳能计划（JNNSM）第二期第3批（新）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部最近还办法草案指导原则，在

JNNSM第二期第3批“具体州适应性补偿融资（VGF）计划”

下建立2,000兆瓦并网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适应性补偿融资

（VGF）第一次是在第二期第1批中使用，第2批时被省略，第3

批时未提供任何解释又加上了。这种政策反复很容易挫伤开

发商和投资者的信心。在我们与投资者的交谈中，几乎所有

人都对适应性补偿融资机制（VGF）持负面看法，因为他们觉

得该机制对生产和质量的激励很少，更多的是对资本成本的

激励。

将由另一个政府机构印度太阳能公司（SECI）取代NVVN

作为这一批次的执行机构。与第二期第2批一样，本批下将

在各州建立2000兆瓦太阳能项目，作为太阳能公园的一部

分。在尚未建立太阳能公园的州内，可在该州内任何地方建立

该项目。在这2000兆瓦中，250兆瓦将专项用于国内含量要求

（DCR）下的招投标。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部将根据各州的承

诺规定整个州内的项目容量（包括“开放类”和“国内含量要

求类”）。

计划下的适应性补偿融资（VGF）机制
1. 应向项目开发商支付的电价在第一年为固定5.43印

度卢比（合0.09美元）/千瓦时，在随后20年内，逐年递增0.05

印度卢比（合0.001美元）/千瓦时，直至第21年年底最大允许

电价达到6.43印度卢比（合0.11美元）/千瓦时。此后电价保持

固定在6.43印度卢比（合0.11美元）/千瓦时。因此，电力购买协

议（PPA）期内的平准化价格成为5.79印度卢比（合0.95美元）/

千瓦时。

2. 项目开发商将根据其投标价格获得适应性补偿融资。

适应性补偿融资（VGF）的上限保持在开放类项目1千万卢比（

合16万美元）/兆瓦，DCR类项目1.31千万卢比（合21万美元）/

兆瓦。

3. 项目开发商必须以股权形式注入资本，金额至少为

1.2千万卢比（合19万美元）/兆瓦。剩余金额可由开发商提供。

4. 适应性补偿融资（VGF）将按照6个部分发放，50％

授予满负荷调试成功的项目（COD），其余50%在未来五年内

根据达到发电要求的项目逐步授予。

超巨型项目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部（MNRE）宣布了一项独立的计划，

在从2014年至2015年开始的连续五年内，在25个太阳能园

区建立“超巨型太阳能发电项目”，目标是2万兆瓦装机容量。

拟定所述太阳能公园最低容量为500兆瓦，最高容量为1000

兆瓦。100兆瓦及以上的小太阳能园区可以设立在东北部的喜

马偕尔邦、北阿坎德邦及查谟和克什米尔。根据我们的消息

来源，目前在六个州有九个太阳能公园正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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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国家太阳能计划（JNNSM）
第二期第5批（新）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部（MNRE）

宣布了第5批新计划（注：没有第4批）， 

由中央公共部门经营（CPSU）和印度

政府组织的自用或第三方销售或销售

商建立并网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适

应性补偿融资（V G F）跨度三年，从

2014-15财年到2016-17财年。已经为

该计划建立了10 0亿卢比（合1. 6 4亿

美元）的预算。对这些项目强制要求

DCR。适应性补偿融资（VGF）将通

过SECI按照1千万卢比（合16万美元）/

兆瓦固定金额提供给电池和组件均在

国内生产的，500万卢比（合81,967美

元）/兆瓦提供给仅使用国内制造的模

块的项目。

国防部门的项目
在这一计划下，拟由国防部国防设

施建立300兆瓦以上的并网及离网太阳

能光伏发电项目，适应性补偿融资跨期

5年，从2014年到2019年。强制要求该计

划下建立的太阳能项目使用的所有光伏

电池和组件须为印度国内生产。国家清

洁能源基金中已为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部指定750亿卢比（合1.23亿美元）的资

金用于实施这一计划。

运河河岸及运河上方的光伏发电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部（MNRE）

已经宣布了另一项在运河河岸和运河

上方开发并网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计

划，预计总成本为975亿卢比（合1.6亿美

元），中央财政援助（CFA）为228亿卢比

（合3700万美元）。其目标是尽量利用运

河上方的土地和运河沿岸空置的政府土

地设立100兆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北方邦
北方邦在2013年12月签订了购电

协议。2015年1月一个110兆瓦的项目投

产；其余100兆瓦预计在2015年上半年

投产。2014年8月公布了关于建立300

兆瓦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征求建议书

（RFP）。该项目通过反向竞标过程中予

以分配。项目容量低于25兆瓦的中标人

须在13个月内完成项目投产；超过25兆

瓦容量的项目须在18个月内投产。已经

签署了85兆瓦的项目购电协议，并为剩

余215兆瓦发布了征求意见书（RFP）。投

标截止时间和非财务标书开标时间为

2015年4月7日。

安得拉邦
安得拉邦在2014年12月签订了619

兆瓦并网太阳能项目的购电协议。规模

低于10兆瓦的项目预计于2015年12月投

产，大于10兆瓦（579兆瓦）的项目投产

日期定于2016年3月。

旁遮普
旁遮普公开招标约250兆瓦的太阳

能光伏发电项目。在由于选举期间的征

地问题延迟一段时间后，于2013年12月

按照8.20-8.40印度卢布（合0.13-0.14美

元）/千瓦时的平均电价签署了购电协议。

其中，约48.5兆瓦现已投产，其余预计

将在2015年上半年投产。

喀拉拉邦
在目前正在实施的1万屋顶太阳能

电站项目下，大约7000个安装已完成。

其余3000个安装被推迟，但预计在修订

电价后再次启动。这些项目规模最大达

到1千瓦和自产自用。

预计今年喀拉拉邦的可再生能源

机构非传统能源和农村科技局（ANERT）

将宣布招标14兆瓦太阳能项目。

中央邦
到目前为止，在中央邦的州政策下

有175兆瓦已安装太阳能项目。另一个

105兆瓦的太阳能项目预计于2015年投

产，还有20兆瓦将于2016年第一季度

投产。

哈里亚纳邦
根据该州政策开发的一个5兆瓦太

阳能计划预计将于明年投产。一个50

兆瓦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招标邀请已于

2014年发布，投标人名单有望近期公布。

马哈拉施特拉邦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州政策下有

206兆瓦的太阳能安装项目。马哈拉施

特拉邦公司（Mahagenco）最近邀请

招标在Kaudgaon开发一个50兆瓦光伏

并网项目和在Sakri开发一个25兆瓦的

项目。财务标书预计将在2015年2月底

开标。

恰蒂斯格尔邦
恰蒂斯格尔邦配电股份有限公司

（CSPDCL）公布其100兆瓦太阳能项目

的中标结果。最低中标价为5.54卢比（

合0.09美元）/千瓦时，最高为7.81卢比（

合0.012美元）/千瓦时。CSPDCL将从中

2015年2月印度太阳能兆瓦级装机容量按地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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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Mercom Capital Group, llc

光伏 
太阳热能

总装机容量：3,180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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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印度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项目，运营中及开发中

 运营中 安装容量（兆瓦）

太阳能光伏发电 2,974.5

太阳热能 205.5

合计 3,180.0

开发中 安装容量（兆瓦）

太阳能光伏发电 5,082.9

太阳热能 280.0

合计 5,362.9

来源：Mercom Capital Group, llc；2015年2月更新

标人中签署20年的购电协议。我们仅得

到确认，一个60兆瓦的项目将在2015年

年底投产。

卡纳塔克邦
该州到目前为止有79兆瓦已安装的

太阳能项目，其中包括已经第1批次中公

布的60兆瓦太阳能项目中已经投产的

40兆瓦，剩余的20兆瓦中，预计2015年

年初仅能投产10兆瓦。第1批下的一个

10兆瓦CSP项目预计将于2016年投产。

第2批中公布了130兆瓦的太阳能项

目，购电协议已签署，还有30兆瓦太阳

能项目已经投产。在剩下的100兆瓦项目

中，预计75兆瓦将于2015年投产。

该州还公布了第2批中总容量为50

兆瓦的太阳能项目财务标书，其中14兆

瓦预计将于2015年投产，其余在2016年

投产。

卡纳塔克邦可再生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KREDL）对总计500兆瓦的太阳能项

目发出了招标邀请函（RFP），并从44家

太阳能项目开发商收到1412兆瓦的投标。

最低报价为6.71卢布（合0.001美元）， 

最高出价为8.29卢布（合0.13美元）。 

九家公司入选，最高出价为7.12卢布（合

0.12美元），最低出价为6.71卢布（合

0.001美元）。这些项目的购电协议目前

正在签署过程中。

特兰伽纳邦
近期新创建的特兰伽纳邦公布了

其500兆瓦太阳能项目的中标名单。通

过反向竞标进行选择，购电协议目前正

在签署。项目容量不到10兆瓦的中标人

须在12个月内投产，容量超过10兆瓦的

中标人须在15个月内投产。

北阿坎德邦
北阿坎德邦政府在其2013年太阳

能发电政策下发布了通过基于电价的

竞争性投标流程从并网太阳能光伏发

电项目中选择采购总发电量达30兆瓦的

采购邀请书，收到42家太阳能项目开发

商总计166兆瓦的投标。中标人已经公

布，预计很快将签署购电协议。

莫迪政府为太阳能行业带来了政

策动力，但该行业仍是在低效和混乱的

政府计划下挣扎。Mercom预计2015年

为创纪录的一年，并会继续密切关注实

际执行情况。                      ◆  Raj Prab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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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太阳能市场近年来已从微乎

其微走向蓬勃发展。该国的情况可以

表明，光伏产业会始终具有相当大的优

势，即使不是现在，但其扩张速度非常

惊人。

Kevin Smith是SolarReserve的首

席执行官。该公司是一家大规模项目开

发和技术公司，位于Santa Monica，同

时公司在智利设有办事处，并在内华达

州拉斯维加斯设有美国第二家办事处。

近几年其约翰内斯堡办事处的业务已

成为重点。

史密斯是实施光伏项目南非模式

的爱好者，理由是它从2011年的“几乎

一无所有”发展至如今成为全球增长最

快的市场之一。“这不只是适合非洲的一

种模式，”他说，“它同时也适合于其他

国家的政府。我们积极参与了很多市场，

认为南非是一个可以复制的地方。即使

是在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大家都说南非

人做得很好。”

南非已成为一个太阳能产业发展

的温床，部分是由于其与位置相关的

潜力。该国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光照更多，

年日照量超过2500小时，平均太阳辐射

水平在4.5~6.5千瓦时/平方米每日，而且

国内年度24小时全球太阳辐射平均值

约为220瓦/平方米，与此相比，美国约

为150瓦/平方米，欧洲和英国则为100

瓦/平方米。

不过，虽然潜力一直存在，直至近

些年以来，发展却一直滞后。七国集团可

再生能源总监Kilian Hagemann在2013 

年的一份报告研究了政府的可再生能源

独立电力生产商采购计划（REIPPPP）的

影响。在该计划下很多新太阳能项目已

被采购。该论文《南非的REIPPPP：非洲

风电蓝图？》概述了此前的观点：“尽管

2003年可再生能源白皮书雄心勃勃地确

定了到2013年达到10,000吉瓦可再生能

源并网的目标，但因种种原因，实施远

远滞后，实际上几乎没有建设任何容量。

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南非缺乏一个促

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广泛应用的坚实政策

框架和激励结构。”

好，更好，最好？

南非：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生产商采购计划的实施对南非的太阳能发展有很大的

影响。自2011年年底，南非政府已批准了64个可再生能源项目。

SolarReserve的首席执行官Kevin Smith是实施光伏发电南非模式的热烈爱好者之一。SolarReserve是与Kensani 
集团和Intikon能源共同开发96兆瓦Jasper太阳能项目的美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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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自REIPPPP实施后发生了

改变。现在，据南非信息报道，情况已有

很大不同。“继第一轮和第二轮签署47

个项目之后，能源部在十一月与第三轮

计划中的17个新的首选投标人签署了协

议，使2011年12月以来政府批准的可再

生能源项目总数达到64个。”最近的一

个新闻报道中援引来自位于比勒陀利亚

的科学与工业研究中心（CSIR）的数字

说，在过去的五年里，南非光伏系统的

价格已经从5南非兰特/千瓦时（合0.42

美元/千瓦时）下降到低于1南非兰特/

千瓦时（0.08美元/千瓦时）。国家电网

Eskom公司显然收费要远高于此。

REIPPPP的基础工作在2009年政

府调查上网电价后开始铺设。这项研

究后来按照有利于竞争性投标而被驳

回，从而导致REIPPPP产生。截至去年五

月，64个项目已被授予私营部门，第一个

项目已经联网。据计算投资为140亿美

元，项目设定可发电略低于4000兆瓦的

电力。来自分析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的

数据计算了自REIPPPP启动后的太阳能

装机容量，总容量为1026兆瓦，另外还

有1032兆瓦太阳能发电能力正在融资或

正在建设过程中。

市场的发展及该地区实施的气候

令人印象深刻。世界银行随后自行进行

研究，并发布了一份报告，《南非的可再

生能源IPP采购计划：成功因素和经验

教训》，发现太阳能价格在三个竞标期

内已经下降了68%。“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作者总结说，“这些成就都是在两

年半之内取得的。”

世界银行的报告更进一步试图对

如雨后春笋般开发的社会效益进行量

化，其得出的结论是，“最后，在经济发

展承诺方面出现显著改善，主要是农

村社区受益。一位投资者将REIPPPP的

特点总结为“过去20年来非洲最成功

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考虑投资可再

生能源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南非和

其他新兴市场均可从中学到重要的经

验教训。”

CSIR近期对繁荣的经济状况进行

了研究，其结论是风能和太阳能项目产

生的总节省金额创造了比2014年多8亿

南非兰特（合6700万美元）的经济利益。

同一份报告中还研究了2014年风能和光

伏系统所节省的燃料成本，计算结果是

37亿南非兰特（合3.12亿美元）。其中不

到53％来自光伏发电，据作者计算，节

省了19.6亿南非兰特（合1.65亿美元）的

燃料成本。

实际节省的效益可能更高。在该报

告随附的声明中，CSIR指出，“由于这项

研究是对系统运行‘由外而内’的分析，

因此对于系统效应和煤炭成本选择了保

守假设。可再生能源在2014年所产生的

实际成本节约应该是比研究显示的数

据更高。”

SolarReserve公司的Smith说，“在

我们看来，REIPPPP可能是他们努力建

立的全球最好的可再生能源采购流程。

它非常透明，已经成功地产生了很多成

功的母公司，进行了很多国际投资，每一

轮价格都会大幅降低。”

由于延迟和传输问题的种种说

法，REIPPPP并未获得普遍赞誉。但

Smith争辩说该项目取得了圆满成功，它

的问题只不过是任何此类项目常常伴随

出现的正常问题。他说，“Eskom公司已

经成功地将超过3000兆瓦的可再生能

源整合到其电网中，的确存在一些延误，

但我们在加州和美国总体而言存在比南

非更严重的问题。他们发生一些延误和

困难其实是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

Ener t is太阳能的南非国家经理 

Alvaro Velasco提供了一个关于REIPPPP

的平衡的观点，即他相信它总体是成功

的。他说，“实际计划是成功的，因为它

已经使引进发电厂和创建一个产业成为

可能。很多公司及他们所带来的信息都

受到欢迎，更多本地企业正在成长，变

Jasper光伏项目位于南非北开普省的金伯利，于2014年10月建成并实现全面商业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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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加有经验和有竞争力。很显然，我

们可以看到该方案也存在问题。从这里

巨大的潜力和具有竞争性的项目与价格

而言，该计划本可以规模更大、目标更

高，但有些问题导致计划发展缓慢。”

绿色和平组织在发表于2013年

的《未来能源：可再生能源在南非的推

广》报告中对REIPPPP提出批评。作者称

REIPPPP为“承诺的最初信号”，但指责

该方案未能完成一个“能源革命”。它指

出，“但是，REIPPPP到2030年仅限于9

％的可再生能源，重点在于供应的安全

性而不是电力的使用。这种限制以及政

府的最新能源计划将不仅使遏制该国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成为不可能，而

且将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包括对健康的

影响和大量水资源浪费及环境污染。”

报告认为另一个限制是购买者只

有成为REIPPPP的一部分才能购买电力，

但这个过程复杂而昂贵，这意味着，只

有拥有企业和国际资金的大项目可以参

与。“在南非立法方面的不确定性导致

重大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使用缓慢而令人

沮丧。缺乏净计量和上网电价也阻碍了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偏离REIPPPP

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电力委员会Eskom

已经经历的困难。Eskom预计将在今年

夏天实施轮流停电。另据近日报道，在

一天中近15,500兆瓦或者该公司发电能

力的近36％下线。对Eskom目前危机的

指责似乎集中在现金流问题、基础设

施老化和Medupi和Kusile电站的建设

延迟方面。南非《独立在线》在二月初

谈到Eskom公司的麻烦时说，“单是今

年，Eskom就面临高达90亿南非兰特[合

7.58亿美元]的利息支付，这几乎相当于

Eskom自去年十月以来运行其开式循环

燃气轮机的成本。公用事业在决定扩大

使用OCGT[开式循环燃气轮机]补充发

电后，一个月的柴油供应花费就接近20

亿南非兰特[合1.68亿美元]。”

据Velasco所说，Eskom的压力效

应是其自己造成的。“想想被浪费掉的

钱，”他说，“因为该行业不能正常运行。

现在也存在社会压力。对于待建发电厂，

我们需要一个传输系统，这是Eskom

的责任，而它又没有资金。这种社会压

力以及拉闸限电，将对Eskom产生更多

压力。”

观察南非市场所形成的看法是，虽

然它在很短时间内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

但前路仍然漫漫。与REIPPPP同时，CSIR

在其《2014年的南非可再生能源》一文

中说，“[电网]目前受到极大的制约，发

电机成为系统（柴油为燃料的燃气涡

轮机）‘几乎不使用’的安全网，运行仅

超过其年平均负荷系数的15%，并且在

2014年3月上旬进行一次控制下的甩负

荷，在2014年后期又进行了几次。”

情况看起来如此糟糕，意味着关于

南非光伏产业最迫切的问题，并非其现

在或过去是否可以做得更好，而是它的

未来所在。在已经取得如此大的进展的

情况下，问题是：它是将继续超越预期，

还是减弱？

◆  Pete Carvill

Jasper光伏项目装机容量96兆瓦，是非洲大陆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Jasper项目收入的一定比例将用于对当地社区有利的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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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 Welding / Solar Energy / Perfect Charging

OPTIMISED ENERGY  
CONSUMPTION IS POSSIBLE.

NOW THAT WE CONTROL ENERGY 
INTELLIGENTLY WITH THE FRONIUS PRIMO.

Fronius Primo: 3.0 – 8.2 KW
Single-phase, communicative, reliable yields. The Fronius Primo is the communicative inverter for optimised 
energy management and maximum self-consumption in the home for both new and existing PV systems.
/ Communicative: integrated WLAN and Ethernet, easy implementation of third party components
/ Optimised energy management thanks to the energy management relay and open interfaces
/ SuperFlex Design: maximum flexibility in system design with two MPP trackers, a high system voltage  
and wide input voltage range
Interested? Visit www.froni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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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瑞士著名手表行业的发源地，

田园小镇Biel因其精密制造而知名。市

民们都很文雅且受过高等教育，失业在

这里是很遥远的事情。Biel小镇的工资

水平普遍偏高且触目可见的是现代化的

汽车、设计师名牌服装和智能餐厅，这一

切让人觉得财政危机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使去年十一月该镇最大的雇主之

一——逆变器公司SolarMax——突然

破产更加令人痛心。SolarMax以上述瑞

士精度为基础并自豪地将工作做得很出

色，它作为欧洲工业的典型代表开辟了

一片商机：提供周到的优质服务，且被广

泛认为是良好的工作场所。

SolarMax似乎一切都顺风顺水。

它唯一的问题是从事欧洲太阳能光伏

产业–这是一个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大

量失业的行业。更详尽地分析可以发

现，SolarMax或许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其舒适安逸、利润可观的存在使其受到

蒙蔽而没法认清现实：这是一个正在以

惊人速度全球化、降低成本并开发新市

场的、日益残酷的行业。

来自日本、中国和美国的飞速竞争

对手侵入了SolarMax的地盘，余下的

就不饶费舌了。这是否属实？SolarMax

并不是唯一一家安逸于稳定和稳步增

长状态的欧洲逆变器公司。德国的SMA

也面临着同样的根源问题，它曾经抢购

到了超出SolarMax管理能力范围的逆

重整光伏制造业

逆变器制造：破产、裁员和岌岌可危的收益率已经影响到欧洲太阳能逆变器的格

局，从而引发了这样的质疑：在高成本地区制造逆变器的时代是否走到了尽头？

光伏杂志解析为何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却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瑞士Biel闲置的SolarMax工厂，于去年11月突然停产，促使人们思索欧洲逆变器制造景观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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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器市场份额，而如今也面临着类似的

难题。

一月份，SMA宣布全球裁员1600人，

其中光德国的冗余人员就达1300人。该

公司为了生存而裁掉全球职员总数的三

分之一，由此可见太阳能逆变器的竞争

格局有多激烈。虽然SMA仍成功保住了

其作为全球顶级供应商的地位，亚洲竞

争对手一直对其虎视眈眈。由此引发了

这样的质疑：在高成本地区制造逆变器

的时代是否走到了尽头？并且，如果答

案是肯定的，日本和美国是否必须应对

欧洲近期面临的痛苦现实。

高薪资、高品质
SMA首席执行官Pier re - Pascal 

Urbon拒绝认为像德国这样的高成本

地区在全球逆变器制造行业中失去了竞

争优势。SMA最近在德国Niestetal镇大

量制造其引领市场的产品。该制造工厂

的工人们享受着德国高水平的薪资，同

时承载着非常重要的‘德国制造’许可

章——这点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首席执行官Urbon向光伏杂志透

露：“材料成本占到逆变器生产成本的

80%至85%，但劳务成本也是一个重要

的部分，因此我们的新产品倍设计成可

以缩短生产时间。”Urbon在例证中提

到了SMA全新的Sunny Boy，其生产速

度比以往要快出50%。他还补充说：“

我们非常重视精益生产理念，”并透露

SMA在德国、波兰、中国和美国招募了

采购团队来确定可以帮助其降低成本

的新供应商和技术。

Urbon还补充说，逆变器行业的本

质使其完全颠覆了全球电池或组件行业。

独立认证和市场要求使得考虑到不同销

售渠道、产品和服务要求的本地化方法

成为了必然——这一事实使得位于中心

枢纽位置的SMA更容易管理制造工艺。

“我们大量斥资研发新的部件或新

技术，从而促进成本的降低。”Urbon

说道。“与标准1000伏逆变器相比，我

们全新的1500伏Sunny Central允许客

户连接更多的组件，从而显著降低了系

统成本。”并且他表示这种立足于研发

的方法以提高效率和灵活性为目标，是

SMA制造运营的首要关注点。

“我们提高了系统的效率，因为我

们的turnkey解决方案配套最佳的中等

电压变压器、开关设备等。”SMA仍然

持有大量全球逆变器市场份额（去年

秋季公布的IHS数据表明比例约为11%

），但最新趋势表明供应商正在放松控

制。SMA一月份的宣告提到了“2015年

艰难的商业环境”，指出这些“对SMA

意义重大的”销售市场将衰退75%。

严重的欧洲局势萎靡？
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数据揭露

了欧洲太阳能行业面临的问题。2010

年，欧洲光伏制造商及制造设备供应商

的营业额为200亿欧元（226亿美元）。 

2012年，该数字已跌至25亿欧元（28亿

美元），且截止2015年很可能还会大幅

降低。

在SMA和Solar-Fabrik（德国太阳

能组件制造商，它也在二月份申请破产）

的顾问委员会任职的太阳能顾问Win-

SMA在德国Niestetal的总部为整个公司设置高质量，欧洲产逆变器的基准，但是成本又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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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 Hoffmann在SolarMax破产当日

接受光伏杂志采访时哀叹，缺失在太阳

能产业面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时，

提供支持的泛欧洲政策。

Hoffmann表示：“如今，来自中国、

日本和美国的一级制造商也实现了与欧

洲同等的品质。如果作为欧洲制造商的

我们希望保持制造能力，那么我们需要

制定明确的战略。单凭欧洲品质已经不

够了。”

欧盟委员会统计表明欧洲光伏制

造业从2010年开始衰退了85%。2013年，

欧洲仅占到3%的市场份额。组件或电

池行业中有关中国国有企业的已经破坏

并降低了全球竞争格局的叙述或许还说

得通，但逆变器行业要微妙得多。

的确，在最新的IHS前十位全球逆

变器市场份额排名中，德国SMA拔得头

筹，而第二、第三、第四知道第七名都没

有看到任何一家中国逆变器供应商。相

反，日本供应商已经抢先一步威胁到欧

洲和美国的支配地位。

就是著名的高薪资水平、高品质要

求的日本。欧姆龙最近占到大约7.5%的

全球逆变器市场份额，且与SMA一样是

在国内制造逆变器。

欧姆龙的欧洲环境解决方案经理

Akira Enami说道：“我们在位于Kushu

岛的工厂内生产逆变器，同时还通过我

们的合作伙伴公司EMS在其位于四国

岛的工厂生产。我们以前在荷兰也有制

造基地，但最后决定撤回日本进行整合，

从而实施我们的工程价值并实现生产

方式标准化。”

欧姆龙每月向高端市场运送大约

3万套设备，它利用其在欧洲习得的经

验保持高品质和效率标准。Emani承认，

价格压力非常大，正因如此公司投资实

现生产集中化并使生产团队尽量与研发

团队靠近。

“随着日本上网电价补贴（FIT）的日

益减少，日本市场将面临与欧洲相同的

局面。这将给欧姆龙带来更大的价格压

力，因此我们一直专注于开发一款全新

的锂电池逆变器，这款新产品将吸引自

产自销市场。”Emani补充说。

欧姆龙的计划包括面向全球推出

直流故障检测系统，并推广其已有的

PID预防与重生应对措施：专为实现最

高能源效率而设计的技术。“我们最初

的注意力会投在服务于日本日益增长

的住宅市场上，然后是确保我们做好充

分准备进入分布式发电市场，不论是在

国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售后服务、名

誉、可靠性及安装服务对于欧姆龙来说

都极其重要，且公司正在寻求可靠的合

作伙伴来实现全球足迹。”Emani说道。

欧姆龙雄心勃勃的全球目标仅次

于支持实现在日本国内市场的支配地

位。这种方法合理可行。日本必将在

2015年保持全世界第二强光伏市场的地

位，且欧盟龙很可能只需按照标准行事

就能大幅提升其全球市场份额。简而言

之，欧姆龙必定受益于与SMA在跨世纪

时攀上逆变器行业顶峰时同样的偶然

条件。

使品牌的研发中心接近其制造设施能够更好的协作，从而生产出更高质量的逆变器。这种策略在中国地区比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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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欧姆龙的不同之处在于可以受

益于后见之明。日本公司可以参考欧洲

的情况，并希望避开已经淹没SolarMax

且目前正在猛击SMA的汹涌波涛。培

育一个国内制造基地可以确保更加严

密的研发、产品开发和集中物流配送控

制——这是为劳务成本提高而支付的

小小代价。

弹射通过
在赛车术语中，弹射通过是一种花

招，即看着同行而追逐的成员探索由领

头者创造的滑流中而在适当的时机“弹

射”到首发位置。换句话说，‘盲目前进’

是先驱们做的事情——它们可能是领

头人，但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中它们是

否错过了更壮观的风景？

欧洲是光伏先驱。光伏市场诞生于

欧洲，且欧洲设定了行业标准并实现了

重大突破。但它不再领先了。如今，中国

是光伏产业毫无争议的领袖，且中国的

许多顶级光伏品牌近年来都运用弹射

通过来取得良好效果。

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

虽然天合光能，英利绿色能源和晶澳太

阳能是世界排名前三的组件制造商（它

们全都是中国公司），中国最大的逆变

器制造商阳光电源实际上在2014年退

出了IHS逆变器收益前十名榜。阳光电源

于2013年突然涌上排行榜成为排名第四

的公司，但由于其缺乏好奇心而导致前

半年局势欠佳，被国内竞争对手华为抢

先一步。

对阳光电源而言，这代表着一种

内部竞争的全新现实。在过去几年里专

注于紧追SMA、欧姆龙和ABB，而对国

内竞争对手毫无防备——虽然国内对

手也是一大全球制造巨头——一直是一

种潜在的磨练经历。

但阳光电源的意图表明，其不满足

于为新贵们腾出位置而在标记着‘道德

自杀’的道路旁梦游。相反，阳光电源国

际销售副总裁William Zhou告诉光伏

杂志，该公司有意赢得更多的国际市场

份额。

“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市场是日

本、美国和欧洲。”Zhou表示，“但我

们没有计划要在中国以外的地区组建

制造工厂，因为我们国内的基地效率非

常高。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电网准则及用

电规则，从而使得每一款逆变器产品都

是独一无二的，且对于阳光电源而言最

重要的事情是开发适合本地客户要求

的产品。”

与欧姆龙非常相似，阳光电源管理

这种扩张最简捷的方式是从稳定集中

式国内基地出发来这么做。对阳关电源

而言，劳务成本在总体生产成本当中所

占的比例较低，但Zhou谈到了对确保

持续盈利性至为关键的制造与研发之

间的“紧张关系”。且研发没有另设地

点。“我们的生产设施与我们的研发中

心位于同一地点，这样做的成效是高效

率、高品质和成本效益。我们并没有计

划要改变这一点。”

除了在加拿大设立的一家小厂

（Zhou透露这是“转为满足当地实质性

要求而建造的”）以外，阳光电源在可

预见的未来仍将继续在中国制造。“我

们在中国拥有超过30%的市场份额，且

这一比例在2014年可能接近35%。”他

补充说，“要进一步增加份额难度较大，

因此我们瞄准了扩张作为目标。”阳光

电源在慕尼黑拥有一个销售办事处，在

最近开始涉足英国，且去年年末在加利

福尼亚州设立了南美总部，此举表明了

公司将真正实现全球化的意图。

其首要国内竞争对手华为也有类

似的全球争霸谋划。该公司虽然拒绝了

光伏杂志的采访，却确认了其想要成为“

欧洲最大逆变器供应商”的意图，且其

全球收益份额在去年骤增至3%左右而

使其成为了IHS排名第九的公司。

顶级太阳能逆变器公司的财富追

逐预示着不可逆转地向东转移的趋势，

或者至少也会远离欧洲的高成本制造

地区。但更深的现实是，即使是日本和

中国的领先公司也必须践行扩张和多样

化才能保持竞争优势。

SolarMax的让位对于SMA就是令

人难以置信地在其身边敲响的巨大警钟，

该市场领头羊在甩开紧随其后的竞争对

手的同时推动行业的发展。那些处于其

滑流影响下的公司——不论制造成本

比例高还是低——都知道，一旦领导指

挥棒在不久的任何时候落入它们的手中，

它们最好备有良好的生存战略。如果那

一天很快带来可，后见之明——欧洲受

损伤的逆变器行业的命运——将被证

实是一位宝贵的朋友。

◆  Ian Clover

 当破产来袭时：SolarMax的警告

SolarMax于2014年11月27日宣告破产，

由此引发欧洲逆变器和光伏制造业的广泛深

思。同时也引发了这样的质疑：SolarMax客

户现在该怎么办？在向SolarMax总部发出一

系列电子邮件和拨打电话而没有得到回应之

后，光伏杂志最终被领到了——SolarMax所

在城镇的破产办公室。这是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发言人向我们透露的情况。

Solarma x客户仍然可以要求保证期索赔

吗？

就母公司而言，一切都失效了。如果客

户有保证期索赔，他们能做到的最大限度是

向该无力偿债的公司提出索赔瑞士法郎的损

害。但我们无法排遣服务人员或提供替换零

件。

是否有其他公司提供这类服务？

SolarMax并不提供安装服务；它只制造

产品并提供给子公司。建议通过现有渠道获

得服务和潜在的保证期索赔，因为本地安装

上并不是该无力偿债公司的员工。并且，他们

仍然拥有相关的技术知识和技能。SolarMax

不再开通服务电话。整栋办公楼内已经没有

工作人员了。

此后光伏杂志向太阳能光伏缓耗专家

Jan Willem Vos寻求意见。以下是他的说法：

“保证与企业共存，因此当公司无力偿

债时，保证义务也不再存续。

但也存在一些漏洞。从法律上讲，从欧盟

以外进口产品的任何公司都被视为生产商，且

如同他们是欧洲生产商一样承担保证责任。

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经销商和批发商直接对

非欧盟制造商所作出的保证负责。在这种情

况下，该制造商是否存在都无关紧要。

如果您购买欧洲产品，制造商承担保证

义务，但如果该制造商由于无力偿债而不再

存在，则消费者可以直接转向在这种情况下

将负保证义务的供应商/批发商。”

这一漏洞并不适用于SolarMax，因为它

在欧盟境内制造产品且负责保证。光伏杂

志了解到，SolarMax客户可以求助于第三方

公司来为它们提供逆变器服务，但这些服务

将以非保证范围内的成本提供。其中一家为 

SolarMax客户提供有限的安装后服务的公司

是Papendorf Software Engineering，该公

司向光伏杂志透露其已经与20家SolarMax客

户预约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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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区域转移在各行各业都是一

种常见的现象，这样做的正当理由有许

多种：例如为了靠近现有市场；转移到

制造成本最低，即低劳务成本的区域；

为了享受政府激励和补贴；为了降低电

价等。将工厂转移到一个最低成本地区

的好处可能且通常被对质量的担忧所

冲淡。如果部署数千兆瓦级的光伏装置，

则光伏产业的质量担忧不容小觑——

并不是说质量一直是光伏产业界的一种

小顾虑。

晶体和薄膜光伏电池、组件和系统

的市场持续发生着重大的区域转移。随

着时间的推移，区域（或国家）装运领

导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美国转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中期的

日本，继而又在21世纪后期转移到中国。

中国的制造商承接台湾、马来西亚及其

他国家的小部分产品外包业务，以满足

美国和欧洲的需求。而美国和欧洲的关

税、配额或价格下限没有提高美国及欧

洲制造商的竞争力，反而提升了台湾、马

来西亚及其他国家晶体电池制造商的竞

争优势。

表1表示2004年至2014年间的区域

性装运量比例。从表1中可以观察到，在

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的

区域性光伏制造趋势

光伏制造：SPV Market Research市场研究公司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Paula Mints 讲述

过去十年里的全球光伏制造与装运趋势。 

中国占全球太阳能光伏电池和组件装运量的比例在10年内增长100%，即从2004年的1%增至2014年41%的全球
装运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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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04年至2014年期间按地区/国家区分的晶体和薄膜电池/组件装运量比例

年份 美国 MWp 欧洲 MWp 日本 MWp 中国 MWp 台湾 MWp 马来西亚 MWp ROW MWp 装运量 GWp

2004 13% 26% 52% 1% 3% 0% 1% 1.1

2005 9% 29% 51% 2% 3% 0% 2% 1.4

2006 7% 31% 44% 8% 5% 0% 4% 2.0

2007 8% 32% 29% 16% 9% 0% 4% 3.1

2008 7% 31% 22% 20% 11% 3% 5% 5.5

2009 5% 18% 16% 32% 14% 9% 5% 7.9

2010 6% 15% 12% 37% 16% 8% 6% 17.4

2011 3% 7% 12% 46% 17% 9% 6% 23.6

2012 3% 4% 12% 48% 19% 8% 7% 26.0

2013 2% 3% 11% 45% 20% 9% 11% 34.0

2014 2% 3% 8% 41% 26% 9% 10% 39.3

2004-2014年间
复合年均增长率

20% 16% 20% 110% 78% 71% 75% 44%

来源：SPV Market Research市场研究公司  

份额比例显著提高。这三个国家都是低

生产成本国家，至少目前就是。中国的

制造成本虽然正承受着工人要求更高

薪水的压力，但仍将继续受益于其国内

市场稳健的局势。

表1中的数据反映了晶体电池/组件

和薄膜面板的装运量。在任意年份中光

伏产业的规模都等于其半导体制造能力

加库存货品。

表1中的数据展示了在美国、欧洲

和日本这三个历史上的装运领先国家的

行业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区域

的市场正加速增长但装运量比例却在

下降。

中国的光伏装运量比例在如表1所

述的期限内增长100%，即从1%的比例

增至2014年41%的全球装运量比例。中

国容量迅速加快的情况很显著，且反映

了政府对光伏行业的承诺。中国制造商

的侵略性定价在该国装运量比例提高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如表1所示的

期限内，中国光伏装运量的复合年均增

长率为110%。

台湾晶体电池制造商通过将晶体电

池装运到中国装配成组件，而从美国对

中国出发装运的电池产品的关税政策中

获益。2014年年初，从台湾出发装运的

产品的晶体电池价格显著上涨，同时利

润率也显著提高。2014年年末，由于美

国针对从台湾出发装运的电池及组件制

定了新的关税政策，电池价格和利润率

均降低。在如表1所示的期限内，从台湾

出发的光伏装运量以78%的复合年均增

长率增长。

马来西亚晶体和薄膜（First Solar）

制造商目前受益于进口至美国及其他区

域的电池/组件产品相关的关税。马来

西亚的光伏半导体制造持续迅速攀升，

从2007年0%的份额升至2014的9%份额，

在这六年内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71%。 

图1表示2 014年的光伏容量比

例、光伏装运量比例和光伏组件装配

容量。2014年，光伏产业的组件（主要

是c-Si）装配容量达50GWp且光伏半

导体（c-Si和薄膜）制造能力达到45.4 

GWp，这表示组件装配能力过剩，超出

了4GWp之多。组件装配提高和下降的

速度比晶体和薄膜制造更快，且在某些

区域当需求放缓，或者出现其他财务和

质量问题时可能关闭掉许多电灯开关。

组件装配容量为49952-MWp，取整至

50GWp。

2014年的光伏半导体生产量为

41.3GWp，产能利用率为91%。2014

年生产量当中87 %被运送给第一买

家。2014年的生产量装运加上库存货品

装运量达40.3GWp。2014年按订单安装

的量为39GWp。2014年现场拆除掉大

约1.5GWp存在缺陷的组件，其中超过

90%是被更换掉的。

在某些情况下，十年前安装的系统

开始出现现场质量问题。在一些情况下

这些组件的制造商不再运营，且在某些

情况下被拆除组件尺寸的差异可能要求

重新设计安装。如果这些正在涌现的质

量问题引发更广泛的问题以及对保修

的担忧，那么这可能使全球光伏产业的

声誉出现尴尬局面，而它本该获益于公

认的可靠性并赢得作为一种稳定、长期

电力来源的名誉。

◆  Paula Mints，SPV Market Research 

市场研究公司

45.4 GWp

39.3 GWp

50.0 GWp

2014年光伏制造、装运量与组件装配

来源：SPV Market Research市场研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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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夹缝中求增长

中国的制造情况：在过去两年里，全球光伏市场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在中

国，由于国家能源局与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了多项有利的政策和文件，光伏市场

的扩张令许多不同规模的制造商都从中获益，正如有关中等规模公司亿晶光电。

即使全球太阳能装机容量持续增

长，光伏企业破产、倒闭和整合的情况

仍然时有发生。这主要是由于一项基本

情况：组件的供应量远远高于需求量。

财政困难清单并不乐观。2014年1

月，保定天威集团位于四川省的子公司

天威硅业申请破产。3月份，超日太阳能

宣告债券违约——这在中国国内债券

市场上是同类当中第一例，且随后在6

月份申请破产并进入重组。5月份，中国

最早的多晶硅制造商之一新光硅业宣告

破产。7月份，另一家在美国股票市场上

市的光伏企业尖山申请破产，且随后被

晶科能源收购。许多中小型公司均合并

或被更大型公司收购形成规模更大且

竞争力更强的行业参与者。

其中，亿晶光电——一家中等规模

的中国光伏企业——创下了高增长速

度纪录，其市场份额和净利润都持续提

高。当许多其他企业都被纷纷卷入金融

风波时，光伏杂志特意来到中国江苏省

与其他光伏制造商相比，亿晶光电并不复制一直以来被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广泛运用的激进增长战略。该公司更
偏向于保持较低的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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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了解亿晶光电所创造的纪录及其

市场地位。

丰收的2014年
亿晶光电在江苏的地理位置使其

成为了中国龙头太阳能企业。全世界三

分之二的总光伏制造容量位于中国，而

中国有一半的容量源自江苏省。在距离

亿晶总部仅100公里的地方，前光伏业

巨头、总部位于邻近的无锡市的尚德中

也未能幸免而在2013年申请破产，并被

顺风光电国际收购。

与此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亿晶光电在2014年打了一场胜

仗。2014年前三个季度已公布的财务报

表表明，截止9月末销售收入约为3.2亿

美元且净利润为2500万美元左右。

亿晶光电的净利润在2013年的

基础上提高183%。该公司副总经理孙

铁囤表示，这种成就的部分原因是中

国光伏市场的景气局面。孙博士报告

称，2013年该公司的主要目标市场已从

欧洲和美国市场转移到中国。

2014年，亿晶的国内销售额占到公

司总销售额的75%以上，这一成果超出

了公司在一年前作出的预期，当时亿晶

在传统的欧洲市场上，由于欧洲政策发

生重大变动而成功签下大量合约。而与

此同时，中国光伏产品必须应对美国的

反倾销及反倾销税。孙坚信在可预见的

未来，中国光伏市场必将成为全球最大

的太阳能市场，也是亿晶光电的主要目

标市场。

比较优势
与其他光伏制造商相比，亿晶光电

几乎不具规模优势。它不复制一直以来

在中国光伏业被广泛运用的激进增长

战略，这种做法似乎过于保守。

“我们始终维持非常保守的财务

状况。所有财务指标均不乐观。与其他

公司相比，我们的资产负债率始终处

于较低水平。这点为我们顺利度过之

前的产业衰退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孙

表示。他解释说，这可能看上去效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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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但如果公司以不要命的速度发展，

资本供应链会非常紧张并给公司造成不

必要的负担。孙表示这还可能妨碍到亿

晶应对行业波动的能力。他表示，尚德

和LDK就是侵略性扩张愚蠢行为的两个

失败案例。

亿晶光电是一家制造光伏锭铁、硅

片、电池和组件的纵向一体化公司。与

许多中国企业在下游扩张的举措一样，

它已经开始涉足太阳能发电站开发领

域。该公司表示，此举将使其能够有力

地控制成本和质量。

孙表示：“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

中国市场上销售的、与我们质量水平相

同的光伏产品大多价格更贵，而与我们

价格相当的产品则质量较差。”

亿晶光电销售总监Ricky Chan补 

充说，高利用率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2014年，我们的设备产能利用率

几乎达到100%，并且我们的产品销售一

空。我们售出了1GW，因此我们又投资

了600MW[的产能]。新增产能将在第二

季度实现，且截止2015年年末我们的总

产能将达到1.6GW。”Chan还补充说，公

司的目标是在2015年达到10%的中国市

场份额。“去年，我们拿下了大约8%， 

我们希望继续增加这一比例。”

研发投资
在供应严重过剩期间，太阳能产业

担心研发项目是否会半途而废。亿晶表

示，公司的中等规模允许其继续支持研

发项目。

亿晶为独立光伏研究中心的博士

后研究人员提供支持，并与上海交通大

学和江苏大学签署了联合研究协议。该

公司创下的最新硅电池转换效率最高

纪录为20.5%。亿晶还针对中国复杂多

变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开展了广泛系列测

试与模拟活动。亿晶声称，这就是它与

许多国内制造商竞争对手的区别之处。  

油价的影响
光伏产业最近的一个常见议题就

是油价下跌及其可能长期受抑制的可能

性。中国也未能避免这类讨论，且中型

企业担心在安装量剧烈减少的情况下，

没有继续存续所必需的资金。

对此，孙博士认为油价降低并不

会显著降低光伏电能的吸引力，因为油

价的下降也会相应降低光伏制造所需

原材料的成本，从而间接地降低太阳

能的成本。此外，太阳能还是一种清洁

能源。

并且，孙博士表示更重要的因素是

有可靠的迹象表明国家能源局和中国

政府会在市场需求量降低时出台政策

支持供应。

前景
很显然的是，中国必将成为亿晶

光电在2015年最重要的市场。早在一月

份，NEA就发布了一份有关2015年新光

伏发电站装机容量的计划草案，其中包

括15GW的新光伏装机容量，分别包括

8GW的地面安装容量和7GW的分布式

发电（DG）目标。亿晶光电相信可以完

成这些目标。此外，原本预计在2014年

完工但延期的项目将在新的一年里上

线，因此2015年的最终数据可能会超过

15GW。

“我认为未能完成2014年目标主

要是由于三项因素。”孙解释道，“第一

项因素是未能及时向NEA报告光伏发

电站的安装情况。我与同行业的几位朋

友交谈过，他们手头都有没能及时上报

NEA但最终接通国家电网并开始发电的

项目。”

孙表示，第二项因素是相关政策

是在下半年出台的，而他们的目标是在

2014年年初制定的。因此只剩六个月甚

至更短的时间来完成项目，这导致许多

项目未能完成，甚至更严重的情况下影

响项目质量。而孙所说的第三项因素是

NEA高估了DG项目的复杂和困难程度。

但种种迹象表明，2015年的情况

将有所改变，至少前两项因素将不再存

在。中国政府很可能出台更多的政策来

解决一些DG发展所引发的挑战。亿晶

及其他中型制造商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满足这种需求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变得

明朗。

◆  Vincent Shaw

亿晶光电是一家制造光伏锭铁、硅片、电池和组件的纵向一体化公司，并且还开始涉足太阳能发电站开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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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头的阴影下成长

光伏制造：从挪威到印度，中小型光伏制造商们纷纷面向市场提出了独特的销售

主张，并随着太阳能市场的成熟而日趋成长。

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随着第四季度

报表的公布，人们的关注点无疑都落在

哪家公司名列前茅上面。光伏产业的许

多参与者迫切想要提出的问题是哪家制

造商将是全世界最大的且前五或十名是

否有变动。2014年，英利和天合两家公

司的组件容量就达到了3吉瓦，因此引起

了全面关注。但通常正是那些不被谈论

的公司可以充分说明全球市场的局势。

虽然行业整合浪潮是近年来全球

市场的一项突出特点，让有许多中小型

制造商并非无足轻重。它们如何在巨头

的阴影之下生存就揭露了光伏行业的许

多实情。

Norwegian Crystals公司
Norwegian Crystals就是这样的一

家制造商。该公司于2013年由REC太阳

能公司共同创始人ReidarLangmo创立

且一直吸引着挪威及欧洲其他地方的投

资商。公司使用以前REC的Glom�ord工

厂，在这里REC生产200MW的破方单晶

硅锭和硅片。它利用该地区价格实惠的

水力资源，这一点实际上是Glomfjord

工厂所在的百年工业园背后的驱动力。

“挪威丰富、纯净而价格实惠的水

力资源完美适合用来创造原料，尤其是

Vikram Solar是在巨头的阴影下顺利成长的诸多中小型光伏制造商之一。这家印度公司立志达到1GW组件生产能
力和500MW电池生产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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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我们还可以将其与我们领先全球的结晶

能力结合起来。”Norwegian Crystals 

首席执行官Langmo表示。

Norwegian Crystals的锭铁被运往

亚洲而利用金刚线技术制备硅片，硅片

再被出售用来生产n和p型单晶硅电池。

该公司报告称，此举最大限度地降低了

其硅片中的氧水平和金属污染程度，从

而使它们成为了高效率电池生产——

在PERC应用中效率达20.5%——的完

美之选。

该工厂本身是一套占地18,000平方

米的设施，包括PVA Tepla牵引机、Meyer  

Burger铸锭开方设备和Arnold块处理

装置。

碳足迹
除品质主张以外，由于Norwegian 

Crystals利用当地水力资源，它能够宣称

其产品的碳足迹是光伏产业中最低的，

这是一项关键的独特销售主张（USP）。

这也是REC在决定关闭工厂之前弘扬的

一项特点。

尽管有着技术与环境优势，问题仍

未解决：Norwegian Crystals为什么应

该利用REC从财政上可以运转起来的工

厂来赢得成功呢？

“您必须了解REC在挪威身生产的

是什么。”该公司首席运营官Ivar Bleka-

stad回答道，

“它主要生产多晶硅和一些单晶

硅，并且其硅片切割作业也全都在挪威

完成。而当时的情况是技术从浆料演变

成了金刚线。REC先前大量投资并致力

于浆膏状硅片切割，这种成本在当时并

不具有竞争力。”（参考第56–57页。）

Norwegian Crystals如今同一家

亚洲硅片制备合作伙伴展开合作，后者

利用金刚线硅片制备而无需使用浆料

并减少了锭铁浪费。因此，与REC关闭

Glomfjord工厂时所发生的成本相比，

硅片制备成本降低了200%。

涉足组件领域
利用低碳足迹USP，该公司已经与

台湾电池制造商结成合作伙伴并利用德

国组件装配设备来生产Noor品牌系列

组件。

Norwegian Crystals上月宣布与英

国经销商Wind & Sun和EH Smith达成

合作伙伴关系，以此将Noor组件引入

这片强大的欧洲市场。

EH Smith公司的Andy Oram在宣

布双方结成合作伙伴关系时表示：“我

坚信他们的产品质量及企业道德观将

像阳光一样照射到这片快速创新并成熟

的市场。”

然而，在这片已然成熟的太阳能市

场创立品牌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德国市

场已经后退之时许多亚洲供应商的注

意力开始转向英国。

“我们坚持作为以优良品质为导

向的细分领域的一分子来进行自我定

位，我们认为会有客户愿意接受新品

挪威晶体制造商Norwegian Crystals宣称其产品的碳足迹是整个光伏行业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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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和新的公司，并且我们的悠久历史以

及北欧背景是能够引起安装上甚至最

终用户共鸣的故事。”该公司销售与业

务开发高级副总裁Thomas Nyheim说

道。他认为在英国这样的市场上，品牌

忠诚度并没有一些人认为的那么稳固。

Vikram Solar公司
从挪威的冰川海湾到印度南部的

酷热气候，Vikram Solar是另一家规模

更小却雄心壮志的制造商。Vikram在印

度加尔各答的年均组件产量仅有200 

MW，是一家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公司。但

彭博新能源财经去年却将这家公司纳入

了它的一级生产商名单中。BNEF的标准

表明该公司所提供的项目在未来两年里

必须有三大非开发银行提供资助。

这一地位令Vikram在印度组件制

造商中独树一帜，且令公司无比自豪。

总裁兼首席技术官Ivan Saha表示这种

地位使Vikram脱颖而出。

“Vikram Solar产品在可靠性和品

质方面的声誉良好，这是客户投资的一

项重要考虑因素。”Saha说道。此外，

保修也很重要，而Vikram在上个月将其

60-call Eldora Ultima系列多晶硅组件

的机械产品保修期延长至10到12年。

多晶硅组件产品是Vikram的标准

组件，对此Saha表示公司大约80%的业

务来自于向欧洲、美国及其国内市场销

售这些效率达16%的组件。

Vikram目前正在推出一款高效型

组件，它同样利用了PERC电池技术，因

此效率高达17%到17.5%。

“我们拥有一款差异化的高效电

池，它可以是方形的，并采用黑色背

板，因此完美地适合能量密度非常重要

的屋顶安装场合。”Saha表示。下一季

度，Vikram的系列产品还将加入利用功

率优化器技术的智能模块。

电池制造
Vikram还在计划涉足电池生产领

域。2014年年末，该公司公布了在其位

于加尔各答的第二家制造厂实现250 

MW电池容量并通过与一家未透露名称

的合作伙伴组建合资公司的方式在印度

的其他地方设立第三家工厂的计划。

“我们与三大亚洲电池制造商的

商谈已分别进入了不同的阶段。”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Ivan Saha表示，“这将是

Virkram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平等合作伙

伴关系，且合资公司将归我们所有。”

就即将在位于自由贸易区的原制造

基地建立电池运营点而言，Vikram计划

安装两条多晶硅电池生产线来分别生

产85MW至90MW的、效率为18%的电

池。一旦这两条生产线像Saha所说的

那样技术成熟并“实现了学习曲线”， 

Vikram还将安装多PERC或单PERC制造

设备分别生产效率为19.5%何20.5%的

电池。

规模很重要
Vikram的最终目标是达到1GW的

组件生产能力和500MW的电池生产能

力，Saha认为这些在印度仍是热点。

“我认为在印度拥有大约1GW的

容量最合适不过了，因为如果低于这一

水平将可能因为产能不足而失去订单，

若高于这一水平则在市场崩溃时必然遭

受巨大损失。”Saha说道。他表示，目

前由于产能不足他不得不拒接一些大订

单。“曾经有客户来找我们，他们愿意下

大单，比如说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20 

MW，但我们只能放弃，因为当时我们的

产能非常低。”Vikram声称公司在未来

六个月里的订单都已排满。

Norwegian Crystals也意识到，就

光伏制造而言，规模很重要。它也计划

将其Glom�ord工厂的生产规模扩充至

350MW锭铁和硅片。该工厂本身仍有

扩展空间，因此首席运营官Ivar Blekas-

tad表示从资本性支出角度看这种扩充

极具竞争优势。

“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一家很小的生

产商，说实话有点太小了。”Blekastad说

道。“因此，我们必须马上扩充，否则就

会被人吞并。就那么简单。所以，我们

计划扩建，因为我们独特的地位使得我

们能够实现扩建计划。”Blekastad称，

目前工厂的产出已经销售一空，且公司“

可以轻松”销售目前容量的两倍。

位置、位置、位置
Blekastad表示，他相信光伏制造

在未来将继续广泛分布于不同地区，

Norwegian Crystals向亚洲运送锭铁用于硅片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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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各生产商能

够利用的竞争优势。其中一项尚未有机

性地展现出来，那就是贸易纠纷。

当Norwegian Crystals与一家台湾 

电池生产商合作——Blekastad表示这

让公司取得了最新电池技术时，其组件

受美国进口从价关税的影响。美国始

终是公司Noor高效产品的目标市场之

一，Thomas Nyheim表示这种关税“从

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挫折”。（同时参

考第52-55页。）

但与此同时，公司能够享受以挪威

出口信贷担保局（GIEK）提供出口补助

为形式的、有利的政府计划。Nyheim

表示，该计划允许公司在寻找资金来源

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承接国外MW级项

目，且可以满足大型项目对Norwegian 

Crystal组件的需求量。

另一方面，Vikram也受益于美国

从价关税及欧盟与中国的最低价交

易。Vikram的Saha对此的描述是，它让

公司在这两片市场中得以立足，从而在

新市场中赢得声誉和“接受度”。

并且，Vikram还能从印度的本国含

量条款中获益，这类条款规定向国内生

产商分配一定比例的、根据该国太阳能

计划安装的项目。为了供应这些项目，他

们买进了印度制造的电池，因为本国含

量计划要求使用印度电池和组件。

“我认为Vikram Solar的USP在于

我们已经随着市场稳步增长。”Saha表

示。“我们成立于五年前，且在2009、 

2010和2011年三年内当全世界都在关

闭容量时候，我们的容量实际上每年

翻一番。”Vikram总裁表示，公司的未

来扩建理念是谨慎而乐观，这也适用于

Norwegian Crystals。也许谨慎和乐观

是小型光伏企业在巨人阴影下生存的必

备素质。

◆  Jonathan Gifford

VikramSolar表示其未来六个月的订单已经全部排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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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勒冈州众所周知的硅林高科

技制造业集群的中心位置，美国甚至可

以说是整个西半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厂

持续成长。SolarWorld Americas计划

今年将其Hillsboro工厂的晶体硅组件制

造能力从380MW扩展至530MW，同时

将单晶硅电池的产量从100MW增至435 

MW。

德国SolarWorld AG的美国子公司 

计划投资10 0 0万美元实施扩展，从

而夏季前为200人提供全职工作并将

其在Hil lsboro的职工团队增至9 0 0

人。SolarWorld Americas总裁Mukesh 

Dulani确认说，“在不久的将来”组件

容量将进一步增至650MW。

“市场的成长为美国太阳能制造业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Dulani告

诉光伏杂志。“客户来找我们，真诚地

要求购买美国制造的太阳能组件。我们

的成长与品质息息相关。”继多年的萧

条、失业、高端企业破产和国际贸易纠

纷之后，SolarWorld在硅林的投资远非

美国光伏制造业复苏的唯一迹象。

最后，新的光伏制造业正在整个美

国扎根。

例如，在铁锈地带，多晶硅光伏电

池和组件生产商Suniva正在密歇根州

建造一家200MW工厂，而顶级薄膜组件

制造商First Solar正在俄亥俄州现有工厂

新增两条生产线。在密西西比州，薄膜

电池竞争对手Stion表示今年正在扩建

工厂，而薄膜电池新兴企业Siva Power

在2016年的目标是建造第一家生产厂。

在纽约州北部，SolarCity——美

国最大的太阳能安装商——据其高层

透露“未来两年内目标产能高于1GW”

的大型工厂已经破土动工。SolarCity去

年成功收购新兴企业Sivelo，由此使该

工厂拥有了晶体技术的特色。

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韩国多

晶硅生产商OCI的子公司Mission Solar 

Energy今年正在加工其晶体硅组件工

厂的规模翻倍增至200MW，由此创造

了400个新工作岗位。该公司签订合约

将在国内采购的太阳能系统供应给本

地公用事业企业CPS Energy。在乔治

亚州，Suniva正在考虑为现有工厂扩充

160 MW的制造能力。

在光伏制造业价值链的更上游，位

于马萨诸塞州的1366 Technologies目

前正在美国多个地方展开评估，计划设

立一家250MW的硅片生产工厂。在华盛

顿州，REC Silicon最近宣布计划于2016

年在摩西湖新增3000公吨多晶硅产量。

美国制造

美国制造：从硅林到铁锈地带再到美国南部地区，美国光伏制造商不断拓展。 

SolarWorld Americas是本年度计划在美国将制造能力从380MW扩展至530MW的太阳能光伏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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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ehalf of our client

SWISS WAFERS AG (i.L.)
Fichtenstrasse 2 - 8570 Weinfelden (Switzerland)

12 WIRE SAWS “HCT/Applied” E 500 SD-B/5 (KR 05)
(2008-2006), “HCT” incl. E 500 SD-B (IT 05); 7 DIRECTIONAL
SOLIDIFICATION SYSTEMS “GT-Solar” DSS 240; mobile furnace
“Nabertherm” W 3300/S; 2 surface grinding machines “Arnold”
72/860; 3 slurry recovering units “Applied”; lots silicon parts/
pieces/wafer pieces/bricks; lot tubes; ultrasonic cleaning line
“Ultrazvuk”; indoor crane; spare parts; cutting wires; chain hoist;
rolls; furnace insulation material “GT-Solar”; ultrasonic cleaning
devices; ultrasonic processors; melting pots; solar modules; meas-
uring/ straightening machine; drawbar stackers; pallet truck; sea
container; tool trolleys; leather/office furniture; pallet racks etc.;

Viewing: Wednesday 25 March from 9.00 till 16.00 hrs
PHOTOS / Catalogue on our website

www.TroostwijkAuctions.com

Solar production

CLOSING: Wednesday 8 APRIL

ONLINE AUCTION

广告

同时，德国瓦克化学（Wacker Chemie）正在田纳西州查尔斯

顿投资24亿美元建造一家多晶硅工厂，该工厂预计将于2015

年年中投入运营并创造650个新工作岗位。

是革新还是震荡？
这些扩展举措远非一厢情愿的想法；大多已经在实施。

虽然近期制造业投资激增，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在有

关这类大规模出资承诺，是为了利用美国近期市场机会而采

取的短期措施，还是美国太阳能制造业长期未来的真实反映

上鲜少达成共识。

一月下旬公布的一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发表了非常清楚

的悲观看法。

报告中总结说：“太阳能制造业将继续遭遇震荡，制造

商们会由于艰难的全球商业环境、尤其是来自中国公司的激

烈竞争以及太阳能电池板价格的下降而纷纷关闭他们在美国

的工厂。”

有一些颠覆的证据能证实了这一结论。例如，多晶硅生

产商Hemlock Semiconductor在12月份关闭了其位于田纳西

州克拉克斯维尔的工厂，原因是“行业产能过剩所引发的持续

不利市场局势和全球贸易纠纷所提出的持续挑战”。后一项

评论与中国作为对美国针对中国制造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和组

件征收惩罚性进口税的应对措施，而对进口至中国美国多晶

硅产品征收贸易关税有关。

但报告中的大部分数据是2012年至2013年的数据，并不

能准确地反应2014年的情况——更别说2015年了。例如，价

格已经不再下降。根据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SEIA）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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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公司GTM Research所公布的数据，

美国的光伏材料和部件价格在去年已

经大体趋于稳定，从多晶硅原料直到组

件不等。

美国太阳能制造业的就业趋势反

映该行业已经恢复增长。

根据太阳能基金会与BW Research 

Partnership最新展开的行业工作普查，

美国太阳能制造业已经从2014年开始

复苏，且今年将加速发展。普查发现美

国制造商在2014年提供了2639个新工

作岗位——这足以实现近9%的年均增

长率，从而使太阳能制造业职工总数达

到了32,490人。

这项普查主要基于俄勒冈州、密歇

根州、俄亥俄州、纽约州和德克萨斯州

电池和组件工厂的扩建情况预测今年的

就业增长率将达到14.5%而提供4700个

新岗位。由此，在2015年年末太阳能制

造业职工数量将达到37,194人，这是自

201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美国能源部：“强势复苏”
“我认为美国太阳能制造业已经强

势复苏。”能源部Sunshot计划从技术

到市场行动经理Lidija Sekaric对光伏杂

志说道。“而由于美国市场的强劲格局，

美国制造业仍旧会保持强势。”

除了Sunshot计划在没有补贴的情

况下，截止2020年实现6美分/千瓦时的

光伏电价——在美国大部分地区达到

与传统电网电力平价的目标以外，DOE

还为美国光伏生产商设定了与其国内市

场规模相等的产能标准。

这似乎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尤其

是考虑到国内组件生产能力在2014年

保持大约1.6GW而停滞不前——仍然未

能达到已于2010-2012年间安装就绪设

备的2GW左右的产能水平——而市场

已经增长36%达到6.5GW。

但据D O E透露，已公布的截止

2018年产能增加会推动这一水平达到近

4GW。

虽然与全球电池板产量相比美国

的组件生产量比例偏低——仅为2-3%

左右，Sekaric看不出来为什么美国无法

生产更多自己的组件。

她表示：“组件的确是供应链上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将运往终端市

场附近进行装配。”

美国组件制造商——在某个点上

全部利用了DOE的研究与开发支持——

非常认同。目前，它们的绝大部分产能

主要用于国内项目，其余的则运往其他

美洲市场，例如加拿大、墨西哥和智利。

“更加靠近客户可以实现环境和经

济效益。”Suniva全球销售与营销副总

裁Matt Card表示。“我们发现市场在过

去的18个月内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买家日

趋成熟。”他补充说。“我们的客户愿意

支付合理的溢价获得功率更大、品质更

优且价格略高的产品。”

这对所有美国制造商而言都至关

重要。据SEIA和GTM Research透露，即

SolarCity在纽约州的工厂已经破土动工，其计划产能将高于1GW。这是SolarCity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总部的会议室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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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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告

使承受着美国政府所征收贸易关税的负担，2014年中国组件

的价格仍然比美国制造的电池板及其他亚洲国家制造的组

件价格更具优势。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电池板的价格为73

美分/瓦，而美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所制造组件的价格为80美

分/瓦。

“当然中国制造商目前在这里销售产品的价格与我们目前

在此销售产品的价格之间存在差额。”Card说道。“但我们以

对我们自己负责任为准绳展开运营，并且我们在找到买家方

面毫无困难。”

“控制我们所能控制的”
Card表示，2012年下旬针对中国制造组件首次征收的进

口关税没有为Suniva扩展计划谋到方便，也没有对美国市场

产生巨大影响——市场继续增长就印证了这一点。“如果你

仔细研究这两大关税行动并从历史角度展开分析，你会发现

它们构成过很大威胁，但我不确定它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不论明年年底继续征收进口关税还是即将终止对美国

太阳能市场有利的、30%的投资税收抵免，Card表示Suniva

的方法都是：“我们必须控制我们所能控制的，且不依赖他人。

我并不希望所从事的行业像中国那样完全依靠政府支持。那

不是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我们仍然在这里，且我们仍然

必须竞争。”

毕竟，这是美国，这就是游戏的名称。

◆  Garrett Hering

由于美国市场的强劲格局，美国制造业预计仍旧会保持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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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进的业务

亚太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太阳能是香港亿万富翁们投资于清洁技术的起

点。Smart Solar Consulting首席执行官Götz Fischbeck分析了APRD 董事长兼创始人

郑建明的太阳能事业成功故事。

两年多以前，亚太资源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创始人郑建明第一

次投资可再生能源。直到那时，郑建明

靠中国及香港房地产业积累了财富。

随后，2012年11月，他购得了顺风光电

（Shunfeng Photooltaic）——一家从 

20 09年开始运营且当时在中国以外

地区并不知名的中型中国电池制造

商——30%的股份。

郑成为顺风的大股东时，他立即开

始扩大该公司的经营范围。2013年3月，

顺风开始进入下游产业而在中国开发光

伏发电站。截止2013年末，顺风已经在中

国组建了将近900MWp的太阳能发电站，

从而使其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顶级光伏

项目开发商兼太阳能发电站业主之一。

然而，顺风直到2013年10月成功赢

得无锡尚德——拥有当时已破产的尚

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大部分生产资

产的实体——才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

顺风以将近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尚德

的生产设施，从而使这家控股公司整合

了顺风和无锡尚德超过2.5GWp的组合

生产能力，这笔交易在2014年4月份顺

利达成。此次收购立即使顺风加入了光

伏制造商的大联盟。在产能方面，郑使

顺风晋级全球前十的目标。但按照他的

香港是可再生能源的大本营，房地产投资商郑建明说过：“清洁技术事业是可持续的，且有着巨大的未来增长潜
力。我非常幸运能够从事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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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application

Energy generation

GreenWheel Boston-Power

Nobao Renewable Energy Powin Energy

sunways S.A.G SolarstromSFCE Suntech

Energy integration

LatticePower

APRD‘s solar powerhouse

Source: APRD Asia Pacific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vestment Ltd.

截止2015年2月份的亚太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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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这一成就还不够。他还希望公司

在产品的可融资性方面重获领先地位。

尚德的破产已经损害到这一声誉，使得

许多西方银行和光伏项目投资商犹豫

他们所资助或投资的项目是否选择顺

风/尚德品牌组件。

组装光伏发电站
尽管其他企业家会在完成这样一

项大收购之后，退后一步专心整合两家

公司，但对郑来说成功中标无锡尚德，

仅仅标志着组建在整条太阳能价值链

上展开运营的公司投资组合的第一步。  

很快，顺风就宣布完全接管德国逆

变器与建筑一体化光伏企业Sunways 

AG，包括该公司品牌。继这宗交易之

后，顺风紧接着收购了上海Everpower 

Technology Co.——一家从事氢燃料

电池的公司——28%的股权。2014年

8月份，顺风宣布收购Powin Energy 

Corp.——这是一家2011年下旬成立

的、拥有先进锂离子电池储能技术、从

事储能蓄电池管理技术的公司——30%

的股份。

同样是在2014年8月份，顺风与

台湾Carbon Nanotube Technology 

Corp.就该公司正在开发的海水蓄电池

系统达成了许可协议。在8月底之前，顺

风宣布其已与当时正进入破产程序的德

国S.A.G. Solarstrom AG达成协议接管后

者的企业运营及所有资产。此次收购使

得顺风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光伏发电站

电力监测服务提供商，成立了名为me-

teocontrol的公司来追踪并分析全世界

太阳能发电站超过9GWp的电力输出。

至此，在五个月之内，顺风相继投

资于五家不同的清洁技术公司。除投资

于太阳能价值链上已经成熟的商业模

式之外，他还将各公司加入了顺风的企

业投资组合来开发高效的电力储存技

术，这是让太阳能和风能完全有能力与

可调度电力来源相竞争仍然缺失的一

个主要模块。

通过2014年的这次收购，顺风的

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传统光伏价值链

的范畴，因此公司觉得有必要在新的公

司名称中反映出这种范围的拓宽。

2014年11月，公司宣布其名称从“

顺风光电国际有限公司（Shunfeng 

Photovoltaic International Ltd.）”更 

改成“顺风国际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Shunfeng International Clean Ener-

gy Ltd.）”。

去年，顺风在将新公司加入其投

资组合的同时，还将其光伏项目开发

活动拓展到了中国国内市场以外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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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2014年5月，公司签署了总容量达1 

GWp的光伏电力项目合作协议，这些项

目预计将在2015年年底之前分别在英

国和日本完工。

为了支持其产能和项目计划的迅

速增长，顺风在去年达成了两项重要的

融资协议。两家大型中国银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同意提供220亿人民币（即35.2

亿美元）的融资便利供顺风运营及项目

业务之用。除银行提供的信贷额度以

外，2014年进一步募集到的可转换债券

也为顺风提供了一项重要的融资来源。

与此同时，与可转换债券有关的、转换

成普通股的转股权利使得郑建明拥有

顺风的过半数控制权，因为他的投资公

司是2013年和2014年募集可转换债券

最重要的认股方。

通过在2014年间扩展其全球光伏

项目计划并额外融资，顺风/尚德在市场

分析师心目中重振一级供应商地位。彭

博新能源财经在其2015年2月份的光伏

市场展望中将顺风/尚德列为全球一级

供应商。因此，总体而言Cheng所设定

的2014年光伏活动主要目标均已达成。

超越太阳能
公司在过去15个月内迅速扩张背后

的驱动理念是郑对整合从事清洁能源生

产、职能管理与电流储存以及以高能源效

率消耗这种绿色电力的各公司的愿景。

郑所投资的所有清洁技术公司包

括顺风及其相关的、目前由亚太资源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APRD）——他专为此

目的而创立的投资载体控股的子公司。 

虽然顺风是一家在香港证券交易

所公开上市的公司，APRD仍是一家私

人持股公司。这就大大提高了收集郑直

接通过APRD投资而不是顺风的公司信

息的难度。

他最近投资的其他清洁技术公司包

括中国挪宝新能源集团，GreenWheel 

Electric Vehicle、Boston-Power和Latti-

cePower。

挪宝新能源集团是一家地源热泵

的供暖、制冷及热水供应系统供应商。

根据APRD所提供的数据，截止2013年

年底挪宝已有热泵投入运营服务于近

两百万平方米的供暖区域，同时还有超

过5000万平方米的区域已经签约但尚

未安装热泵。该公司提到了在一个拥有

四百多万居民的中国城市，用热泵完全

取代目前通过燃煤发电站提供的集中

供暖系统热源的计划。

GreenWheel EV是一家插电式混 

合动力和纯电动车辆制造商，它成立

于20 01年。该公司为电动车辆以及

全电动乘用车和公交车生产主要部

件。GreenWheel EV目前在三个不同的

地方生产，年均产能超过100,000辆车，

但我们还未能追踪到GreenWheel EV

在过去几年里所交付的电动车的数量。

Boston-Power是一家锂离子电

池公司，它于2005年在美国波士顿成

立，如今它在马塞诸塞州和北京都设

有研发中心，且在中国和台湾地区都

有生产工厂。该公司截止2014年年底的

产能达到了0.35GWh，且计划在2015

年、2016年和2017年分别将产能扩展至

顺风在2014年4月完全收购了破产的无锡尚德。这次收购使顺风顺利地进入了全球光伏厂商的大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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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GWh、3GWh和5GWh。据目前的产能

来看，Boston-Power是中国市场上为电

动车辆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中型企业。这

片市场非常分散且有超过15家企业参与

其中。其中规模最大的是BYD，它的电

池产能相当于名列第二的竞争者的两倍

以上。如果Boston-Power的产能扩展

计划实施顺利的话，它预计将在三年之

内跻身中国领先企业。为了使年均产能

增加2.6GWh所需要的投资估计约为4.3

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预计将通过银行

贷款和政府投资拨款来募集到。

最后，APRD投资于LatticePower 

Corp，这是一家采用硅基氮化镓LED技

术的固体照明制造商，该公司的背后有

着许多知名风险资本投资商的资助，且

员工数量超过了800人。

有关APRD，有一点绝对令人惊叹，

那就是它通过将新公司加入其投资组

合，而实现增长的速度。同时，外界对

APRD及其负责业务开发协调工作的董

事长的了解非常少。

未来之路
APRD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答。它

是单纯的投资组合还是一家被证明是

非常激进且有影响力的股东的持股公

司？APRD是否会将作为其投资对象的

各家绿色技术公司结合在一起？

APRD所投资的不同公司是否将共

同发展？很显然，不同的投资组合公司

在某些领域的业务重叠现象比在其他领

域更明显，因此这些公司之间更密切的

互动的确可以发挥一定的协同效应。

APRD在过去两年的成功故事，十

分清楚地传达了一条令人鼓舞的消息，

那就是绿色技术投资从不乏资本融资。

保证更多的融资来源仍然是APRD管理

层的一项关键任务，因为公司已经设定

目标，要在2016年年底之前，在全球范

围内部署10GW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并

在10年之内将这一数字增至50GW。

顺风的最新公告，似乎证明APRD

正朝着这些远大的目标稳步前进。2015

年2月10日，顺风宣布在中国成功收购

720MWp的风电场。

◆  Götz Fischbeck

光伏杂志四月刊将对顺风首席执行官罗鑫先

生做专题采访，届时他将为我们解读顺风及

APRD内部工作的更多详情。

亚太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APRD）董事长兼创
始人郑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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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背板

背板趋势：苏州中来光伏最近对意大利Filmcutter公司的收购可能推动全球含氟聚

合物——以及PET基背板行业的发展，但除并购增长以外，是否还有什么其他趋

势驱动着背板领域的发展——并增加其吸引力？

有一个事实众所周知，那就是收

购与兼并，并不局限于电池及组件制造

商和设备供应商——并购活动在创造

光伏组件中的许多其他部件参与者当中

也常见。今年就是在这样一种倾向中开

始的：中国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

公司最近成功收购了意大利Filmcutter 

公司。

中国背板制造商曾购买Filmcutter

的PE T背板单元，具体数额未公开。 

于2014年9月份成功申请首次公开募股

的中来光伏，是一家生产含氟聚合物背

板的制造商，而意大利人依靠PET来生

产背板。

F i lm cu t te r光伏部门商务总监

Cesar Campos向光伏杂志透露，此次

收购的目的是，为了在2020年占到全球

背板行业市场份额的30%。Campos进

康维明声称其所有产品是全球市场份额的10％，重新启动了它的Tedlar为基础的背板，着眼于满足中国可能“突
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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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中国的中来股份公司最近成功地申请在中国上市，并收购了意大利公司Filmcutter的PET为基础的背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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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补充说，这一雄心壮志将继续确立

中来光伏作为中国领先含氟聚合物背

板业参与者的地位，从而拓展其国际足

迹。同时也旨在引导Filmcutter成为世

界领先的PET背板业参与者。

Campos表示，此次收购有着高

度的战略依据，因为此举不仅可以允许

团体实现国际规模，并拓展国际足迹，

还能通过进驻背板业新领域而获得更

高的市场份额。Campos补充说，虽然

Filmcutter是一家小型的欧洲背板供应

商，但该公司因创新而知名且提供性能

受到公认的产品。Campos认为，此次

收购可以克服一家小型公司通常面临

的典型困难——例如让其产品抵达整

个潜在市场。“中来光伏的力量将支持

Filmcutter加快其自身的成长速度并拓

展业务。”Campos补充说。

中来光伏董事长林建伟也告诉光

伏杂志：“Filmcutter将继续作为一个

独立的品牌，并且公司也将独立运营。

中来光伏将分配Filmcutter的年度战略

目标并为此提供支持。”有了中来光伏

的支持，Campos认为Filmcutter将有

能力进一步完善并走向探索如何最佳

利用其潜在市场的道路。

含氟聚合物和不含氟聚合物
当美国杜邦表示其能够满足光伏

产业对Tedlar日益提高的需求量时，一

场历史悠久的辩论被重新点燃。许多不

含氟聚合物背板纷纷涌现而用于光伏

产业，例如康维明和Filmcutter提供的

PET背板、Isovoltaics的聚酰胺背板以

及许多其他的涂料。在每一场该领域的

专业展览会及会议当中，每一家都会展

示迷你组件样品来体现出竞争对手产品

的各种缺陷。

如今，PE T背板的市场份额估计

略高于31%。但欧洲和日本市场上的

份额仍保持70%以上，其中只有超过

20%的中国市场消耗PE T背板。在中

国，消费者对Tedlar背板的需求仍然强

劲，Isovoltaic和康维明等公司最近将

Tedlar重新引入其产品组合就是明证。

康维明光伏部门经理Alessandro 

Anderlini表示，中国公用事业规模项目

当中仍然存在相对较低的自发但稳定

的需求量，对此康维明提供其Tedlar产

品。但他表示，大体而言，特能的市场

正在减少，从而为其他含氟聚合物背板

提供了便利，主要对PET背板有利。

康维明宣称，其所有产品共计占到

10%的世界市场份额。但Anderlini补充

说，康维明自1998年成立以来始终与杜

邦Tedlar密切合作。Campos表示康维

明和Isovoltaic重新推出了Tedlar背板，

旨在抓住一些仍然使用TPT/TPE/KPK/

KPE背板的中国光伏制造商所提供的一

些“即期”机会。

且不论这种辩论，杜邦拥有已经

实践证明的经验，它拥有最古老的组件

Tedlar，这是任何其他产品所无法取代

的。杜邦产品经理Thomas R. Earnest坚

持认为许多背板都能通过IEC测试，因

为实际测试程序中存在多项不足。

他表示，背板采用含氟聚合物或

氟涂料是不够的，并且强调在使用每种

材料之前必须确知它们的机械、电气和

耐久性。Earnest还补充说，一项简单

的湿热试验并不能完全确定背板的优

劣。但Earnest拒绝分享有关杜邦Tedlar

 要点

• 来自苏州中来光伏的中国影响力可以帮助扩大

PET基聚合物的全球影响范围。

• PET基聚合物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较少，但在欧洲

和日本仍居支配地位。

• 有关含氟聚合物和不含氟聚合物的辩论已经进

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领先参与者之间的竞争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

• 与光伏产业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降低成本并

提高效率的压力正开始对背板生产商造成不利

影响。

• 然而，技术创造了许多降低成本的选择，例如高

反射率的背板和较低的水蒸汽传递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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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市场份额的更多详情，他表示组件

制造商们不该由于一个仅占到组件成

本3%到4%的部件而危害到组件的耐久

性。Earnest补充说，花费在组件背板上

的额外成本会在现场发电后四到五天之

内获得回报。

新趋势
整个光伏产业正在努力以较低的

成本提高效率，即明确重视通过底本高

效的方式来提高效率。

据Campos透露，成功的成本降低

路线图，会清楚地关注解决背板行业内

在的许多问题，包括利用高反射率背板

来提高光伏组件电力输出，降低背板的

水蒸汽传递速率（WVTR）来实现高效

型太阳能电池，例如HIT和PERC。

节约成本的路线图
在许多背板制造商中常见的一种

降低成本的趋势，是减少背板的厚度或

者层数。TP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

与TPT的不同之处在于内侧采用一层底

漆来代替价格昂贵的Tedlar。同样的情

况还可以在KPE、PPE及许多其他类型的

背板中看到。杜邦也将Tedlar的厚度从

37μ减至25μ。除了2008年Tedlar短缺

的原因外，许多非Tedlar背板也获得了

一定的市场份额的主要原因只要是它们

的价格较低。

高反射率背板
背板制造商们最重视的一个方面

是减轻价格负担。少数背板制造商正

在提供反射率超过92%的高反射率背

板。这增加了入射光的内部反射，且提

高了面板的效率。如今Filmcutter、康

维明和Isovoltaic都在提供这类解决方

案。杜邦的Earnest表示，这在单晶硅组

件中更为明显，但他认为就多晶硅组件

而言，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电池之间的间

隙。然而，Earnest也警告制造商们必须

注意为了提高反射率所使用的涂料的使

用寿命。

水蒸汽传递速率
背板的其中一项重要性质就是

WV TR。简而言之，WV TR越低越好。

但HI T和PERC等高效电池理念认为

W V TR在面板性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背板的WV TR通常处于2.4到2.6 

gr/平方米/天的范围内，但在要求非常

低的W V TR的情况下，背板制造商会

增加一个铝箔层，从而提高了背板的 

成本。Filmcutter的Filmback MLP的 

WVTR速率低至1.3gr/平方米/天，并且

新推出的MPL系列的W V TR更是低至

0.8gr/平方米/天，这是领先当今市场的

水平。Campos表示，翡膜考特正在研

发一款WVTR为0.5gr/平方米/天的新背

板，这款产品将在今年的晚些稍后在中

国SNEC展览会期间推出。

◆  Dennis Richards

Filmcutter的首席执行官Cesar Campos（左）和中来光伏董事长林建伟在公司收购新闻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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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晶硅生产商的崛起

多晶硅生产商排名：价格已经从先前的低点回弹，且各公司正通过开设新厂或消除

瓶颈来新增产能。由于大量中国供应商正快速成长，FBR工艺将持续被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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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多晶硅市场已经历过一段价

格骤降，且全球格局发生变迁的动荡

期。作为2014年的一种主要趋势，中国

生产商已经开始实施路线图并赢得市

场份额。2014年，价格从2013年现货

市场上17-18美元/千克左右的低点回弹，

但仍将保持低于早期分析师预期的水

平。虽然有许多人认为现货价格会上涨

至23-24美元/千克左右，但2014年的价

格仍处于20美元/千克左右。

中国生产商产量的增加，以及美国

供应商赶在中国进口法规变动之前出

售存货，是现货市场定价略有降低的主

要原因。采用改进的西门子式生产实现

的技术改进、消除瓶颈和流化床反应器

（FBR）在生产中渗透率的提高很可能导

致2015年的成本和价格继续下降。

GTM Research报告称，2014年年 

底多晶硅产能提升大约306,450公吨，

但最终产量数据在本文出版之时尚且

未知，因为一些供应商还没有报告他

多晶硅市场已经历了一段价格下跌、贸易纠纷、成本降低和全球格局变迁的动荡期。而且似乎这种不安的氛围
在2015年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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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2014年第四季度的结果。如果大致

换算成MW硅片/电池/组件产量，则有

多晶硅产量足以生产61GW的下游光伏

产品。

据GTM Research的Jade Jones透

露，总利用率在2012年和2013年的基础

上强势回弹，保持超过90%的比率。

“强劲的利用率受稳定的需求、高

价格和健康的多晶硅供需格局所驱

动，且略由制造维护及季节性假期来弥

补。”Jones表示。

崛起的中国
中国国家能源局（NEA）上个月公

布了多晶硅和太阳能生产数据，其结论

是中国多晶硅产量在2013年生产数据

的基础上增加了50%，合计达到130,000

公吨。尽管如此，NEA报告称中国仍然

每年进口大约90,000公吨。

“中国公司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彭

博新能源财经（(BNEF）首席太阳能分析

师Jenny Chase说道。“几年之前，我可

能会说除GCL以外的中国公司都没那么

重要，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排名前十的

公司有五家是中国公司。”Chase表示她

见证了中国制造商从2006年和2008年

的“技术完全失败”走到今天“获胜者

似乎降低了他们的成本”的地位。

IHS数据表明中国生产商的总国内

多晶硅消耗量比例从34%增至2014年

的40%。

贸易纠纷
由于光伏供应链上游许多个细分

领域，贸易纠纷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中国

商务部及海关总署已经对美国、欧盟及

韩国多晶硅制造商征收不同金额的税

款。目前，关税结构存在相当大的漏洞，

制造商们可以依据“加工贸易”规则免

于纳税。该规则规定在中国国内制造出

口产品所使用的材料可以免税——这一

条款适用于多晶硅。这个漏洞预计将在

2015年9月份被堵住。

在这些主要生产商当中，德国的瓦

克化学能够规避关税而议定一个出口最

低价，且韩国的OCI仅需缴纳2%的关税。

“只有美国公司需要缴纳超过50%

的最高关税额，这主要针对Hemlock

和REC。”IHS首席分析师Ray Lian解释

道。“由于存在‘加工贸易’漏洞，关税

并没有对中国进口公司[2014年排名]产

生实质性的影响。”

长期与现货
以前长期多晶硅供应合同的优势

已经减退，现货价格持续下降导致公开

市场的吸引力提高。IHS的Lian表示，长

期合同占总市场的比例如今已低于50%， 

而几年之前这一比例高达80%。GTM 

Research表示现货市场上的多晶硅销

售额仍在提高，但在2014年合计仅占到

30%-35%。

“我认为，除瓦克和O CI以外，在

2006年至2010年间议定的大部分提货

或付款合同到目前为止可能已经撤销或

者买家自行买到。”BNEF的Chase表示。

排名
在IHS的2014年度排名中领先的多

晶硅制造商当中，排名前五的生产商从

2013年甚至2012年排名开始就没有发生

过变化。但他们的组合市场份额已经下

降，因为二级生产商重新开始了曾在价

格极低时期中断的生产，并且产能由于

快速崛起的中国制造商开始增加产量而

增加。

“可以看到，在名单的底部五家公司

当中就有四家是中国公司，并且这些中

国公司大多数去年的排名都在2013年

的基础上有所提前。”Lian说道。

保利协鑫（GCL-Poly）-仍是巨头
保利协鑫2014年的名义产能为

65,000公吨，因此在多晶硅制造商排名

中仍居榜首。该公司报告称，其65,000

公吨的西门子工序产能正接近满负荷产

能。它的一家产能为25,000公吨的FBR

工厂目前正在提升12,000公吨，公司应

该能够藉此实现12美元/千克的综合采

购成本，从而使得其股票市场交易有利

可图。GCL在ASP不断上涨且多晶硅需

求量日益提升的情况下从2014年开始恢

复盈利。

IHS的Lian报告称，GCL截止2015

年年底的产能目标是100,000公吨，它将

通过新设FBR生产线并消除西门子产能

瓶颈来达成这一目标。由于2015年超过

80%的微晶硅（c-Si）上游制造业仍在中

国展开，GCL将继续主要服务于它的国

内生产商。

瓦克–坚持是关键
德国瓦克公司为许多中国大客户提

供多晶硅，并且它是一家颇负盛名的优

质生产商。瓦克的成本似乎仍然高于它

的一些主要竞争对手，且Lian表示公司

将继续面对日益提高的成本压力。

瓦克在2014年3月份成功议定向

中国出口的最低价，被认为给公司带来

了一笔意外之财，对此公司首席执行官 

美国REC Silicon公司已经研发出一种独特的流化床反应器硅提纯工艺，从而可以利用更少的能源生产纯度较高的、用于太阳能产品的硅。 

 要点

• 快速成长的中国参与者正在市场上发挥着显著

的影响力。

• 贸易税继续影响竞争格局。

• 如果公司坚持品质的话，FBR工艺将持续被广泛

使用。

• 在现货市场购买多晶体的比例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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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lf Staudigl在一份协议中称是通过

对话得到的解决办法。

“我们通过协议约定的解决办法，

符合瓦克及中国太阳能产业的最佳利

益。”Staudigl表示。“这份协议是有关

如何通过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建设性

讨论和协商，来友好地解决对贸易问

题不同意见的优秀例子。”BNEF分析师

Jenny Chase表示瓦克真的非常擅长硅

制造。

“瓦克能够做得这么好的原因之一

是，虽然它的电力或化学品成本并不非

常低，至少在德国Nünchritz和Burg-

hausen工厂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它在一

如既往地生产优质多晶硅方面做得非

常好，而且其原材料浪费也非常少。”瓦

克Burghausen制造厂的设备被认为是

相对较旧的。其各个工厂的生产成本被

认为在20美元/千克左右。Chase表示，

公司位于田纳西州的、产能为20,000公

吨的工厂，应该能够由于该州电力成本

较低而以较低的成本生产。

OCI-关税优势
韩国的O C I一直受益于出口至

中国的产品只需缴纳相对较低的关

税。BNEF认为其生产成本约为17美元/

千克，这一成本仍然较高但与Hemlock

和瓦克处于同一成本范围内。

OCI在其2014年的全年数据中报告

称，公司的产能正得到充分利用，这是

自2013年创下大约65%的纪录以来一大

受欢迎的变革。OCI报告称，公司2014

年的产量提高了17%，且在2015年将继

续展开第9阶段的瓶颈消除工作，旨在

增加10,000公吨产能并使成本降低2美

元/千克。

虽然OCI并没有从2014年的最低

电价中获益，但他们的电价并不是很高，

且公司在朝鲜半岛空调使用率使得电价

上涨的夏季减少了生产。

Hemlock – 关闭大型制造厂
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生产商Hem-

lock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在2014

年的形势并不乐观。12月份，Hemlock 

宣布永久关闭其位于Clarksville的、价

值12亿美元的工厂，这一消息着实令许

多行业观察员大吃一惊，虽然该工厂本

身从2013年1月份开始起一直处于闲置

状态。

于陕西的、产能为18,000公吨（计划在

2017年提产）的中国合资公司向中国供

应产品。

“REC Silicon是最先接触FBR硅生产

的公司。”Chase表示。REC Silicon如今

正在将这项专门技术带到中国。“其西

门子生产成本约为23美元/千克，且FBR

“之前我一直期待H e m l o c k不

放弃并继续经营这家工厂。”J e nny 

Chase说道，“但那样做就会产生成

本。Hemlock做出这种决定表示，如果

未来无利可图，最好的做法是放弃它。”

IHS的Lian预测，由于其竞争对手瓦

克和REC Silicon正分别在美国和中国 

生产成本约为12.5美元/千克 – 这可能仅

基于其已记入档案的生产数据。”

尽管其FBR产能持续提高，但REC 

Silicon仍决定不重新启动其位于Moses 

Lake的西门子工厂。公司2014年的生产

目标约为19,500公吨，在2013年19,750

公吨和2012年21,400公吨的基础上略有

下降。

2014年11月，REC Silicon公布，其

正与沙特阿拉伯本土生产商IDEA Poly-

silicon合作在该国建造一家工厂展开调

研工作。

特变电工新疆
2014年2月，特变电工（TBEA）报告

称其已接近全面利用其15,000公吨多晶

硅生产工厂产能的水平，其每月产量为

1,200公吨。该公司是今年排名提升的公

司之一，它的排名提前了一位且差一点

就能提升两位。

GTM Research在其名为《2015-

2018年间多晶硅情况：供应、需求、成本

开设新厂，Hemlock很可能失去市场

份额，且2 015年的排名会退后。目

前，Hemlock继续在密歇根州经营一家

产能为32,000公吨的工厂。

Hemlock向中国进口的贸易税高

达57%，我们期待它在今年9月份之后

的计划。

REC Silicon公司
FBR生产仍然是REC Silicon主要的 

不同之处，且该公司在2014年创下了

15,929公吨的FBR硅产量的最高纪录。

作为一项低成本工艺，这为公司提供了

一项竞争优势。但该公司在向中国出口

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REC Silicon必须缴纳57%的关税，

且其2014年的全年报表表明，由于预料

到关税漏洞即将关闭而不得不降价，其

ASP在这一年里下降了12%。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REC Silicon公

司正在为其在美国生产的FBR拓展非中

国客户群，与此同时它继续通过其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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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定价》的报告中将TBEA与REC Silicon、 

保利协鑫及重庆大全新能源一齐归入

其低成本生产商组别中。我们第X页的

图片就源于此报告。TBEA的成本估计

保持在18美元/千克的水平。

Ray Lian表示，TBEA在2014年的

最终生产数据几乎要超过REC Silicon，

且很可能在2015年做到这一点。Lian

表示，该公司在采用改良后的西门子工

艺的同时，还受益于新疆省极低的电

力成本。

五到十
在2014年排名榜中，China Silicon

惊人地上升九个名次而跻身前十。该公

司原名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但这

一名称受2008年化学品倾倒事件所玷

污。China Silicon如今达到了10,000公

吨的产能，且计划在2015年增至15,000

公吨。China Silicon在多晶硅价格处于

低位时停止经营，因此在最新排名中飙

升至前十。

日本德山化工（Tokuyama Corpo-

ration）下降了两个名次，主要是因为其

较旧的日本制造厂中断生产。该公司的

马来西亚多晶硅工厂从2013年10月份开

始生产，但由于设备故障而关闭了部分

设备，因此导致成本提高且给公司造成

了损失。对此BNEF的Chase简要地总结

说：“它试图扩大规模的路走错了。”

另一家持续成长的中国公司重庆

大全新能源 ,在2014年实施了将产能

提升6,500公吨的计划，且如今计划

完成在2015年将产能增至12,000公吨

的目标。在2014年间，该公司曾透露

其设定了使产能翻倍达到25,000公吨

的目标，但没有公布实现这一目标的时

限。在年底时，大全公布其60%以上的

2015年产能及50%的2016年产能已经

签署合约。

“大全宣称其成本是业界最低的，仅

为13美元/千克，且铸造成本为10.7美元/

千克。”Lian表示。与TBEA一样，大全也

受益于新疆省的低电力成本。

Renesola也进入了前10名的生产

商之列，其7,000公吨的产能大部分供

应, 来满足其自身的硅片运营。目前，该

公司正在展开制造操作升级。

2015年的多晶硅供应局势疑云重

重：崛起的中国生产商是否能够达成

计划？保利协鑫的FBR工艺计划是否

能成功？市场观察员们也在密切关注 

REC Silicon中国合资公司的进展情况。

FBR工艺所实现的低成本使其成为

了未来的一项潜力技术，且REC Silicon

在其制造厂顺利地提高了优质多晶硅的

比例。虽然单晶硅生产始终要求高品质，

但对于多晶硅生产而言坚持才是王道。

BNEF的Chase总结道：“[硅片]制

造商告诉我们的是，在他们为了制造多

晶硅片所做的努力当中，品质没那么重

要，最重要的是坚持。”

GTM预测2015年多晶硅的现货市

场价格将略微下降，且最终会在年底时

达到20美元/千克的均价。

◆  Jonathan G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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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克化学位于德国Nünchritz和Burghausen的工厂成本都不太低，但该公司因始终如一地生产优质的多晶硅而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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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金刚石

硅片制备：Meyer Burger采用金刚线来切割多晶和单晶硅片有何益处。

“每瓦多少钱？”这是光伏产业销

售人员首先被问及的问题。成本因素始

终困扰着这个行业。降低成本的方式之

一是提高效率但不增加过程阶段。因

此，关注价值链开始——例如硅片制备

时的选择至关重要。

减小硅片厚度
降低成本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是减

小硅片厚度。电池和组件工具已经具备

操作薄至120μ的硅片和电池的能力。

目前市场多晶硅片的厚度为180至

190μ，单晶硅片为160至150μ。Meyer 

Burger Technology AG公司产品经理

Franz Hefti和Ramon Müller表示市场

正在努力进一步减小厚度。并且对于异

质结电池等新技术而言，硅片厚度减至

100到120μ已经是一种比较明显的趋

势了。

与浆料硅片制备机器相比，采用金刚线切割硅片不仅可以减小硅片厚度，还能实现更高产量。更多的益处包括
减少存货、降低物流成本等。 

从锭铁到硅片的工艺步骤：修整、破方、研磨（消除亚表面损伤及几何形状不规则）、上胶、硅片制备、分离以及最终清洁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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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片厚度减小是一项可以归因于

线厚度的特点。Müller表示，目前的芯

线厚度在80到100μ的范围内，且公司

仍在进一步努力减小其厚度。

他表示，Meyer Burger使用金刚

线的硅片切割技术并不仅限于单晶硅

片，而且还能用于多晶硅片。但他表

示，将金刚线用于多晶硅要求必须优化

电池制造的下游工艺–尤其是表面织构

化工艺。

使用金刚线切割硅片不仅有利于

减小硅片厚度，还能提高产量。与浆料

切割机相比，使用金刚线可以使多晶硅

片的生产速度加快30%到40%。Müller

表示，在单晶硅片制备的情况下，速度

还能翻倍。

使用金刚线的更多益处包括减少

存货并降低物流成本。Müller表示，

使用两至三千米长的金刚线即可完成

300千米浆线的工作。Müller还表示，

除此之外使用Meyer Burger工具还无

需浆池。Meyer Burger目前正在研究

一种用水代替乙二醇作为冷却剂的工

艺。Müller表示，这可以帮助硅片制造

商用金刚线来取代仍在使用的浆料工

艺，因为前者的拥有成本相当于浆料工

艺的50%且投资回收期仅为两年。

金刚线修整
Hefti表示，虽然金刚线最初被用

来切割硅片，但将其用于单晶硅锭修整

和破方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Hefti表

示，过去各公司都停止推销线切割机

用于修整，因为简单的带锯在中国更常

见，但他确信如今金刚线比带锯更灵

活。据Hefti透露，采用金刚线破方的成

本约为每块0.24美元。他表示，使用金

刚线还能在浆料设备的基础上显著降

低耗材成本。

在中国卖什么？
Hefti表示，有多家中国公司正在考

虑在硅片制备工艺中使用金刚线。他还

透露，Meyer Burger正在与多家亚洲及

西方公司商谈——这里对金刚线的需求

量也日益提升。Meyer Burger宣称，采用

金刚线硅片制备工艺可以降低90%的劳

务成本。他解释说，Meyer Burger一条完

全一体化的、产能为160MW的硅片制备

生产线仅需一人操作。Hefti表示，Meyer 

Burger的其中一家客户在使用它的一体

化硅片加工线之后生产成本减半。

生产经理们补充说道，M e y e r 

Burger利用这种新平台成功地降低了金

刚线的使用消耗量。他们表示，与多项

其他技术相比，Meyer Burger的硅片制

备解决方案可以使成本降低大约30%

到70%。

Hefti表示，手动操作可能会由于

砖块之间未对准而导致硅片损失。而利

用Meyer Burger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可

以清洁、对准并预热砖块，从而减少硅

片损失。

◆  Dennis Richard

铸锭被裁剪，整形和平整后，所得的砖会被发送到所述切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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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发电的榜样

孟加拉国：随着全球努力使气候变化低于临界2摄氏度基准值，分布式发电打破了

传统的能源供应模式，分析师预测2015年可能是一个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

的转折点。可能在某个令人惊讶的季度会产生未来能源结构的榜样。

在2003年，孟加拉国的基础设施开发公司在世界银行小额贷款的支持下开始推广家用太阳能系统。现在，该机
构希望在未来两年内开发50个小电网为家庭和企业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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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分布式发电的破坏性力量打

破巨大的、中央发电资产的传统方法，

全球的分析师都在预测传统能源公用事

业模型的终结。与此同时，孟加拉国在

描绘如何建立新能源结构。

随着能源行业正在消化德国最大

的电力供应商Eon大胆的宣布，即它要

将其全部非可再生能源发电资产分拆为

一个单独的实体，那些国家没有通用电

网电力接入的，比那些面对沉重拆撤费

用的其他国家，实际上可以有一个更良

好开端，这些是南亚国家的猜测已得到

证实。

根据多语种新闻网站GlobalVoices 

Online最近的一份报告，由于世界银行

的努力和推广离网光伏发电解决方案的

世界银行出资合作伙伴，自2003年以来

约350万农户已获得电力供应，约2千万

人，约占全国人口的9%，可从中受益。

由于世界银行提供的小额信贷支持

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资金补贴，孟加拉

国政府于1997/1998年作为非银行金融

机构成立的孟加拉国基础设施发展有限

公司（IDCOL），正在计划发展微型电网

为农村社区的市场与商店供电。在全国

已有六个此类计划以及150套太阳能灌

溉系统正在建设中，IDCOL已制定计划

将这些项目进行分配和招标，以吸引国

际资金，可以说孟加拉国已开始有组织

地开发一个全国性的场外电网能源网络。

最佳实践的榜样
自1971年从巴基斯坦分裂出来之后，

在西方国家，孟加拉国已经成为一个毁

灭性自然灾害的代名词，但现在它有可

能成为可再生能源最佳实践的榜样。虽

然世界银行的Zubair Sadeque指出，新

兴能源结构并不是国际贷款人长期战

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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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孟加拉国农村电气化小额信贷条款使家庭、商店和企业能够按照与煤油账单相同的月度费用安装太
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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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气化项目工作组组长Sade-

que说，“2003年，我们在孟加拉国的

农村电气化计划是一个更大的电网改扩

建工程的一小部分。”

“回顾11年前，现有电网中有足够电

力供应，因此农村电气化项目只是个附

加性质的项目。但在随后的几年中，孟

加拉国没有增加更多的发电量，导致供

应缺口进一步恶化了。”

世界银行关于孟加拉国的原计划

包括通过其国际发展协会（IDA）基金

提供6亿美元的电网强化项目，由达卡

政府协助出资2.2亿美元。

其目的是加强国家的电网基础设施，

减少传输损耗。但随着天然气供电达

到约70％的国家电力，柴油供电占25％，

老龄化水电厂供电仅占3％，随着化石燃

料的价格上涨，电力供应越来越不可靠。

Sadeque补充说，“存在很大的主

要燃料供应短缺，因此在2008-09年左

右，我们计划的重点开始转向可再生能

源。孟加拉国也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

国家之一，所以有严重的土地限制，大

型并网光伏计划并不是一种选择。”

其结果是，贷款人的重点在于IDA

方案农村方面的个体离网太阳能家庭照

明系统，为每个照明系统提供90美元贷

款，余额由银行小额贷款补足，偿还期

两到三年，利率约12~15％。

“我们将小额信贷条款设置在可持

续的水平，”Sadeque补充说，“每月还

款额与一般家庭每月煤油账单支出大致

相同。”

该计划在两年内实现了50,000家的

五年目标，其受欢迎度显而易见。至关

重要的是，过渡到LED照明对照明系统

的有效性和经济性提供了支持。

Sadeque解释说，“它必须对贷款

人而言是一个可持续的计划，所以最初

的系统往往是提供给更富裕些的农村

家庭，”他同时强调指出，即使是这些家

庭也非常需要援助。

30Wp可供一个家庭用电
“那些初期的50兆瓦级光伏系统可

以运行两个或三个灯，但今天的LED家

 要点

• 在孟加拉国每月65,000农户正在配备家用太阳

能系统。

• 目前已安装了350万系统，孟加拉国基础设施

发展有限公司（IDCOL）的目标是到2017年安装

600万套系统。

• 开发组织希望在两年之内开发50个小电网，每个

可为数百家庭和企业供电。

• IDCOL希望在同一时间内支持开发1550个光伏

电力灌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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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意味着一个20兆瓦级光伏面板

可以驱动三至四个灯，只要初始补贴20

美元，另加约350-400孟加拉塔卡/月（合

4.5-5.15美元/月）的小额贷款偿还额。现

在一个14WP系统可以为一台彩色电视

供电，所以我们安装的大多数30WP系统

可以驱动一台电视和运行两到三个灯。”

在世界银行帮助下建立的IDCOL在

其网站上声明，该方案目前正以每个月

65,000家的速度推广，年度安装增长速

度达到58％，其中一个项目可取代每年

耗用煤油达2.25亿美元，该项目雇佣员

工人数达70,000人。

根据Sadeque所说，目前正在安装

的家用太阳能系统大约一半规模不超

过30 Wp，因此有资格获得补贴支持。

世界银行建立但现在已经独立的

全球环境基金（GEF）国际发展基金最

初为此提供资金，现在德国（K f W和

GIZ）、美国（USAID）、日本（JICA）的

国家海外发展机构，以及亚洲开发银行

和世界银行的产出型援助全球合作伙伴

（GPOBA）也加入提供资金的行列。

家用太阳能系统项目的巨大成功

使IDCOL有足够勇气设定到2017年为

600万这种系统提供资金的目标，这个

数字意味着自该计划启动以来总计达

到220兆瓦离网太阳能的电力。

根据该计划的条款，大部分硬件是

进口的，虽然Sadeque补充说在过去三

年内孟加拉国有“三四个”太阳能制造

商。私营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利用项目资

金购买和安装系统。

事实上，家用太阳能装置已批准的

产品清单包括由国内公司SAARC Power, 

Rahimafrooz, Electro Solar Power, 

SolarLand, AVA Renewable Energy, 

Greenfinity Energy、Radiant Alliance, 

Parasol Energy及InGen Technology制 

造和组装的面板以及从中国、印度、日

本、英国、美国、马来西亚、西班牙、韩

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新加坡进口

的面板，其中包括中国巨头英利公司和

阿特斯太阳能公司。

如果孟加拉家庭的离网电气化速

度是惊人的，该项目下的家庭外非并网

系统计划则更有可能吸引，正在全球向

自我消费和离网发电的过渡中苦苦挣扎

的公用事业的注意。

“农村电气化项目还将支持微型电

网，”Sadeque补充说，“私营公司和非

政府组织将会在有足够需求的地区开发

微型电网，为市场、商店、企业和家庭联

合供电，其规模通常为100~350千瓦。”

根据该项目，私人开发商需要提供

微型电网成本的20%，其余由世界银行

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信贷支持补足。

根据 IDCOL所说，目前已经有一

个10 0千瓦的微型电网为吉大港附近 

Sandwip岛上的250家店铺、5个卫生中心

和5个学校供电。还有六个正在建设过程

中，其中两个位于拉杰沙希专区，其他分

别位于Kutubdia、Narsingdi、Kurigram

和Bhola。该组织的目标是在两年内建设

50个这样的装置。

一个微型电网为300家企业供电
据Sadeque估计，一个100千瓦

微型电网可为多大300企业和家庭供

电。IDCOL已经注意到，最终取代老化

的电网基础设施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

“基础设施建设公司将开始选择开

发微型电网的位置，而不是把选址的权

利留给到私人公司，”Sadeque说，“它

希望以此鼓励更多海外投资者，并拟招

标微型电网开发项目。”

随着家庭和企业需求已经进入离

网光伏领域，孟加拉国经济的另一个重

世界银行在孟加拉国资助的太阳能照明系统最初只有宽裕的农村家庭才能买得起，而且也是需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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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部门也受益于可再生能源。

“世界银行计划也支持离网农业灌

溉系统，”Sadeque补充说，“对于这

样的项目，补助可高达40％，私人开发

商提供股权的20％，其余由我们的小

额信贷提供支持。目前有60个系统在

运营，约有150个在建设过程中，使用7

至11兆瓦的面板。”在IDCOL的另一个

大胆的任务宣布中，发展组织希望在

2017年能够建立和运行1550个这样的

农业体系。

“我们正试图为农村家庭带来光

明，”Sadeque总结说，“我们在帮助政

府把电力输送给每个人。”

从农村电气化项目惊人的参与率和

IDCOL雄心勃勃的计划可以看出，孟加

拉国正在披荆斩棘，开拓分布式发电的

道路，该国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排

名第142位，但可以被其指数更高的其

他国家引为榜样。

◆  Max Hall

新技能的家用太阳能系统技术员，他们在孟加拉国北部的Bogra技术培训中心的国际劳工组织绿色就业项目，接受组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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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推动现
收现付光伏系统

东非：今年一月，在阿布扎比召开的世界未来能源峰

会上，M-KOPA SOLAR获得创业组扎耶德未来能源奖。 
M-KOPA SOLAR董事总经理Jesse Moore与美前副总统戈

尔共同站在领奖台上，他打趣说，该公司很可能会在

几年之内返回“大公司”类别。这是一家小公司的大

话，但它有强大的理念的驱动。

M-Kopa Solar的董事总经理Jesse Moore在2010年与Chad Larson和Nick 
Hughes一起创办了该公司。在创立M-KOPA SOLAR之前，他是Signal Point 
Partners的董事总经理和GSMA发展基金会的董事。毕业于牛津大学MBA
学位和UNC Chapel Hill学士学位。

pv magazine：你们是一家初创公司，至少现在是，你
能不能给我来个M-KOPA SOLAR“电梯游说”？

Jesse Moore：我们使那些生活在电网之外的人能够负

担得起太阳能发电，也就是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极

低收入人群。我们进行太阳能系统赊销，用户通过他们的手

机每天支付极少金额即可。

我们增长非常迅速，两年多来已增加了15万家庭用户。目

前我们每天增加超过500家。

我知道一些其他类似公司，如来自英国剑桥的Azure技

术。它使用有机光伏模块。你们使用什么类型的技术呢？

我们使用传统的光伏电池。我们与我们使用的电池或光

伏类型之间没有任何特殊联系。我们的模型更多是为该技术

提供融资。Azure技术实际上是从名为eight19的另一家公司

分离出来的，该公司主要开发灵活的薄膜技术。

所以，他们公司是一家具有光伏技术并正在寻找一种方

式在非洲推广其技术的公司。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

种挑战。我们是注重商业模式的。我们已经开发出一种商业

模式，价格合理，系统也很好。赊销太阳能系统是一回事，收

回信贷则是另一回事。在过去的两年半里，我们已经证明我

们客户的还款率很高，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愿意投资

于我们的公司和我们的增长。

因此，我们专注于低收入客户对太阳能的承受能力，我

们不必对生产我们光伏系统的某个太阳能公司心存感激，也

不必对特定类型的光伏产品心存感激，这只是表明太阳能现

在是为消费者发电的正确方式。

所以你们采用通过移动支付基础设施现收现付的模式，
为什么你认为这是正确的模式？

现收现付模式意味着你可以购买第二天或下周的电

力，这对于我们的客户而言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往往收入

很低，一天甚至是一周只能赚一两块钱。他们可以实时消

费，但他们无法存起一大笔钱。因此，现收现付绝对是正

确的计划，现在这个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多家公司。在未来

十年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但我们碰巧抢到了先机，

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是最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

市场领导者。

移动支付也很重要，因为如果非洲人们不使用金融服

务和移动电话，我觉得很难让他们理解这个问题。但事实是

目前让钱流动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手机。而且既然有

1800万肯尼亚人使用一个名为M-Pesa的平台，恰好是我们的

创始人之一创立的，那人们就可以使用M-PESA为其太阳能

发电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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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所以你们实际上是从事移动支付业务的，而现在正
在转向能源行业？

你说得对，我们是从移动支付和小额信贷业务进入太阳

能业务的，因为这是适用于移动支付的正确资产。

关于家庭，您认为投资回收期如何？
我们目前的产品是家用太阳能照明，还有其他几种产品

正要推出，包括三盏灯、内置收音机和手机充电器，付款期一

年，定金为35美元左右，之后每日付款额约为0.45美元。在一

年期结束后，家庭拥有该资产，但我们现在也在推出扩展服

务。因此客户可以继续升级自己的服务。

太阳能技术本身不是这种支付形式的标准模块。这里
面有什么秘密？

面板本身是一个8瓦模块，为一块非常高品质的锂电池

充电。

是特制的吗？
因为需要在这里建立垂直整合的业务，对于电池充电有

特定的使用要求。必须能够控制、能够连接并可持续很长时

间，所以客户才会希望继续偿还。 并且可以以资产抵押融资。

因此我们已经开发了自己的产品系列，由我们在中国的一些

合作伙伴制造，然后我们直接将其进口到东非。

实际上在肯尼亚有一些太阳能电池和模块生产商，有
与他们合作的计划吗？

我们其实一直希望这样做。你心里想的可能是一家叫做

Ubbink的工厂。这是一家荷兰公司[Ubbink BV]，现在已被当

地肯尼亚股东[Largo投资]所购买。该公司在奈瓦沙生产光伏

系统，距离内罗毕约1.5小时路程。我去过那里几次，这家工厂

令人印象深刻。它的模块通常是较大的20瓦、40瓦、80瓦，这

是一个不同的市场，人们拥有1000美元就可以投入真正的资

本。他们不生产我们所需的更小的模块，但这个空间很大，我

们将很高兴能够在肯尼亚自己生产这些产品。

在非洲，由于财务、健康和安全原因，非煤油照明非常
重要。但为一台缝纫机这样的东西供电才是真正为家
庭和村庄供电所需。你如何迈出下一步？

我之前曾暗示过，我们的新产品正在推出，其中很多是

拟用于企业的更大的电力生产产品。可以是你提到的缝纫机、

电推剪或为其他人的手机充电。在东非中小企业或企业微观

空间有大量的电力需求。

实际上我们对于很多家庭客户可从该系统上产生收入感

到很惊讶，过去几年里这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但通常是可

提供更多功效的更大系统，人们可从中获得更多电力。这些产

品正在开发中。

太阳能资产的安全和保障必将是一个问题。M-KOPA 
SOLAR产品如何处理这一点？

我们的投资者一直都在问这个问题，这个系统的安全性

如何。我们每天资助500名新客户，对于每位客户我们都要冒

一些信用风险，因此重要的是该商业模式是否足够强健，可以

大规模进入像东非这样的市场。

其结果令我们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的偿还率非常高，客

户还款趋之若鹜，当然部分是因为我们采用了巧妙的技术减

轻偷窃的机会。

Jesse Moore在（前排右第二）2015年1月20日在扎耶德未来能源奖颁奖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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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可变革以获得

   

www.filmcutter.it
info@filmcutter.it

FILMBACK MLP(PET 185//PRIMER120)
Fi lmback MLP代表着新一代的背板，
拥有创新的高性能单层PET，耐紫外、
耐水解，是耐久性、高性能和降成本的
终极解决方案。

如果事物从不改变，
世界将会如何？

这是一台30年前的电视机。

超过3000小时湿热老化
更强的耐紫外性能
高反射率
局部放电1200VDC
RTI 140°C

研发、科技赋予生活以创新和发展。创新总是带来技术性的进步，
而发展是达成最佳结果的必要途径。

  更好的性能。

另一个因素是该商业模式是个双赢模式。我认为对我们

而言最好的事情是消费者喜欢我们，他们喜欢不必再使用煤

油，他们已经光顾那些产品多年了。我们在进入市场两年半后

已经有超过15万的客户，我们还将继续看到非常高的还款率

和极低的偷窃率。

所以你们的确在产品中整合了地理定位硬件，是这样
吗？

在幕后是有很多事情，这也正是我们一直付出最多努力

之处。这是表面之下令人心烦的事情，但我们在技术中绝对投

入了很多数据、很多协议、很多控制，因此它是安全的。

你们如何提供资金？
我们通过权益与营运资金负债混合结构提供资金。我们

很幸运接受补助金，包括今天获得扎耶德未来能源奖。通常

情况下，我们将所得到奖金投资于研发。正确的做法是使用

其建立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明确商业应用的产品，然后使用

权益资金进行推广。

我们已经拥有来自世界各地风险投资基金的很多大手笔

战略投资者。现在我们正从了解我们对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

质量的大银行得到越来越多的贷款。

最终，我们通过向客户提供他们能够使用并之后再付款

的东西运营小额信贷业务。因此对资本借款的需求庞大。

您在扎耶德奖的获奖感言中提到，整体情况是移动支
付和太阳能光伏进入发展中经济体，并形成“跨越式”
技术。你是否坚决相信这实际上一定会发生？

我不相信，而是知道就是这样。五年前我们来到肯尼亚

建立这项业务。此前几年里我到过肯尼亚很多次，从事小额

信贷业务，然后是移动支付。所以，当我们迁到肯尼亚后，我

们相信在离网设置使用移动支付的现收现付可再生能源这个

跳跃正在发生，现在我认为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正在

成为肯尼亚的主流。我们在乌干达每天增加超过100个家庭

新用户。在坦桑尼亚我们才刚刚开始。我知道所有这三个市

场都将成长迅速、扩大规模，在许多其他市场还有潜力。对

于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投资者，我想说，它将会和移动通信一

样规模浩大。

◆  采访者：Jonathan Gifford

M-Kopa目前的产品采用一年付款计划，包含三个灯和一个内置的收音机和手机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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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BACK MLP(PET 185//PRIMER120)
Fi lmback MLP代表着新一代的背板，
拥有创新的高性能单层PET，耐紫外、
耐水解，是耐久性、高性能和降成本的
终极解决方案。

如果事物从不改变，
世界将会如何？

这是一台30年前的电视机。

超过3000小时湿热老化
更强的耐紫外性能
高反射率
局部放电1200VDC
RTI 140°C

研发、科技赋予生活以创新和发展。创新总是带来技术性的进步，
而发展是达成最佳结果的必要途径。

  更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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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变器/SMA

SMA的1兆瓦中央逆变器登陆亚洲

逆变器/Ingeteam

为沙漠开发的坚固逆变器

已经为光伏项目开发了计划用于1

兆瓦发电块中的装置，并将构成SMA中

压电站的一部分。

SMA已推出了一个新的中央逆变器，

该公司声称，它将能够解决EPC，在亚洲

INGETEAM的新Ingecon Sun 3Play 

TL M逆变器设计宗旨是在最小空间内提

供所需要的最大性能，目前正作为系列

室内和室外安装的一个灵活解决方案在

市场上销售。

这个三相变压器逆变器拥有两条

先进的独立的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

输入，该公司声称可帮助它在各种条件

下提供98.5％的最高功率。

Ingecon Sun 3Play TL M 提供从

10到33千伏安的产品，同时拥有IP65防

护等级，这意味着它可以承受极端的温

度，是市场能够在高达55℃条件下无动

力降级运转的唯一逆变器。此外，Sun 

3Play TL M的工作温度范围从-20℃至

65℃，是专门针对沙漠地区而开发的。

  www.ingeteam.com

运营中面临的具有挑战性时间期限的招

标，和亚洲市场的成本竞争力。

这家德国公司的新Sunny Central 

1000CP XT逆变器作为SMA中压电厂的

一部分时，可确保2兆瓦的输出功率，这

已被证明在需要1兆瓦块竞标的亚洲光

伏项目开发中非常受欢迎。

该Turnkey集装箱场站在2013年推

出，是大型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完整解决

方案，包含使发电厂平稳运行所需的必

要逆变器、MV变压器和开关柜。纳入

新的Sunny Central 1000CP XT逆变器,

为在亚洲开发电厂的承包商，带来了更

大的设计灵活性和更快的安装速度。

SMA公司亚太区执行副总裁John 

Susa表示，“室外评级、OptiCool技术、

广泛的地震和风速测试以及目前市场上

的最高功率密度都表明，此逆变器重点

是减少任何太阳能电站项目的BoS部件、

维修和物流成本。”

这种新型号拥有任何SMA Sunny 

Central CP XT逆变器的最高功率密度，

在正常25℃条件下可带来最大40℃额

定功率，并产生1.1兆瓦的输出功率。

  www.s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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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逆变器/ Ingeteam 

大规模沙漠装置Turnkey电站

电池/ Trojan电池

新的深循环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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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econ SUN Powerstation CON40是INGETEAM新开

发的中央逆变器，适合最高3500千伏安，使之成为极端温度

的区域内大型太阳能光伏电站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

CON 40共40英尺长，具有IP65防护等级，使其能够温度

达到60℃的条件下以最佳性能运行，Ingeteam声称这是目前

市场上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逆变器。

创新的空调冷却系统可确保Ingecon SUN Powerstation

逆变器以99.1％的最高效率运转，由于其海外装运CSC许可、

灵活性（它可用于MV隔间的星型、链型或环型配置，有保险丝

的隔离开关或具有不同额定峰值、可耐受电流的断路器和符

合最苛刻要求的保护），并可选择订购干式或油浸、高达36千

伏输出电压的密封LV / MV变压器，因此该逆变器可安装在全

球各种位置。

  www.ingeteam.com

TrojanBattery上个月向

市场推出新Reliant AGM电池，

声称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

的深循环AGM电池。Reliant 

AGM在美国制造，将持续性

能最大化，并增加了总能量

的输出，以满足苛刻的深循

环要求，这使其非常适合用

于需要可靠和灵活存储的可

再生能源系统。

电池采用了Tr o j a n的

C-MAX技术，其中包括一个

专有此前配方、独特的分离器、专用聚合物外壳设计和最大

阻火器，同时采用了最先进的制造技术，确保其一流的质量

和可靠性。

Trojan销售与市场营销执行副总裁Dave Godber说，“Trojan 

的Reliant AGM是专为深循环应用而设计的，与目前市场上为双

用途或待机应用，如UPS备份而设计的大多数AGM电池不同。”

公司工程高级副总裁Gordon Beckley补充说，Reliant 

AGM还拥有能够提供AGM技术新方向的特征元素，“这是

市场上唯一真正的深循环AGM电池，并满足客户对深循环

AGM存储的具体要求。”

  www.trojanbatt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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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反射涂层

科学家们创造更便宜的黑硅，努力降低组件的生产成本

青年科学家

SolarWorld公司敦促美国参加少年爱因斯坦奖

《今日材料》杂志上发表的一份研

究声称，已找到一种方法，可将制造太

阳能电池板的成本降低高达20%。

威尔士斯旺西大学工程系主任 

Andrew Barron教授专注于开发产生黑

硅的更便宜的方式。黑硅是一个太阳能

电池板外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在杂志上发表的结果表明，通过

在金属辅助化学蚀刻工艺中，简单地以

德国太阳能企业SolarWorld，通过

挑战年轻的美国科学家，争夺第十届少

年爱因斯坦奖年会奖励求对其光伏研

究的认可。

迄今为止，还没有年轻的美国科学

家获得该奖项。该奖项，是十年前为了

庆祝世界各地青年科学家的太阳能研发

工作而引入的。它包括去德国颁奖典礼

之旅以及现金奖励，主要颁发给对纳米

技术、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可再生能源、

化学、物理学、工艺工程和普通光伏技

术做出公认贡献的人员。

今年，S o l a r Wo r l d公司鼓励在

美国工作的青年科学家更多地参

与。S o l a r Wo r l d美国总裁M u k e s h 

Dulani说，“随着主流太阳能电池技术

的采用普及到整个美国市场，我们必须

对青年科学家能够促进未来一代技术

前进的创新研究和观点给予奖励，以鼓

励青年科学家。”

亚磷酸（H3PO3）替换过氧化氢（H2O2） 

作为还原剂来创建黑硅（B-Si），即可降

低总成本。

根据Barron的计算，与全行业平均

单位成本0.17美元相比，以采用这种方

法制造的太阳能面板生产一瓦特电力的

成本可降至0.135美元， 

“对一个高效太阳能电池的一个关键

要求是低表面反射率，使半导体吸收的

入射光子数量最大化，并将入射光转换

成电能，”Barron在《今日材料》中解释。

带有抗反射涂层（ARC）的面板，

能够将面板反射回去的光量降低到仅2

％。当使用目前相对昂贵的黑硅材料时，

可将反射率降低到1％以下，同时相应提

高可见光的吸收。

一段时间以来，黑硅已被吹捧为传

统的AR涂层的潜在替代品。黑硅是一

种多孔硅，其表面形态使其硅表面和空

气之间存在一种渐变折射率，现已成功

地用于各种蚀刻工艺。然而问题是黑硅

的生产成本很高，因此到目前为止太阳

能光伏行业内众多厂商对其望而却步。

教授总结道，“正是这种通过新材

料工艺的开发而节约的成本，使在传统

碳基能源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的

最佳途径。”

  www.swansea.ac.uk

要参加竞赛，学生必须在2014年6

月和2015年4月之间撰写其科学论文，申

请截止日期为4月24日。

请访问网站下载申请表格：

  www.einstein-awar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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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而拥有： 
美国市场的制胜法宝

太阳能租赁：当SolarCity首创的太阳能租赁将美国住宅光伏产业推到一个新高度

时，租赁及其他金融模型都无力推广美国商业及工业系统了。LFC Capital的太阳

能所有权计划将租赁与所有权相结合，成为了进一步驱动这片市场细分领域的制

胜法宝。 

当美国芝加哥LFC Capital公司董

事总经理Stanley Fishbein在去年年初，

面向美国开发商首次推出他的太阳能租

赁计划时，他专注于该计划的租赁及税

收方面。最终，太阳能租赁计划成为了

吸引美国住宅客户在他们的屋顶上安装

光伏系统的顶级商业模式，Fishbein是

一位税务律师。企业客户的太阳能开发

商处获得的反馈令Fishbein大吃一惊，

因此LFC Capital的管理层决定将营销

重点从太阳能租赁转至，由公司获得太

阳能光伏系统所有权的低成本方式。如

今LFC太阳能所有权计划将两者完美结

合：它通过租赁与客户/承租户共享其通

过在美国安装光伏系统所获得的30%

联邦投资赋税优惠（ITC）的货币化价

值，同时吸引客户在六后或七年后租赁

期满时选择拥有该系统。据Fishbein透

美国商业与工业市场领域分许多不同的种类，例如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的这套360 kW的太阳能停车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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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这种结合可以使光伏系统的定价降

低40%到50%。

LFC Capital精通租赁业务。LFC 

Capital作为美国最大独立保健租赁公

司的继任者成立于1994年，并在美国50

个州为各大公司提供设备租赁解决方

案。它拥有超过15亿美元设备融资与租

赁经验，而Fishbein引领该公司进驻光

伏市场。

据在拥有34年设备租赁业经验，且

在过去六年里连续担任纽约太阳能协

会董事会成员的Fishbein透露，LFC Ca-

pital已经为对太阳能光伏感兴趣的公司

整理出一套“双赢”主张，这与SolarCity

及其他太阳能公司在住宅太阳能市场中

所运用的“胜者全得”的方法存在本质

的区别。这些太阳能公司让所有可以获

得的优惠款项归自己所有，包括公用事

业回扣、环境激励，例如太阳能可再生

能源证书（SRECs）、ITC和折旧给付，同

时在向客户收取因使用其公用设施的电

费时提供10%到20%的折扣。此外，这些

计划在其15到20年的租赁期间不存在

任何能源价格上涨保护。由于这些开发

商所享受优惠的价值总额远高于他们向

客户提供的电费折扣，Fishbein认为他

们卖的是“煎牛排的嘶嘶声（一项无现

款、费用降低的计划）而不是牛排”。

充分利用赋税优惠
与短期租赁使用一辆汽车或其他

设备不同，太阳能开发商告诉Fishbein，

他们的企业客户希望获得光伏系统的

所有权，并享受一套系统长使用寿命期

内拥有它所带来的益处。但是，有一个

问题是这些对拥有太阳能光伏系统感

兴趣的公司必须面对的，那就是由于该

公司及其股东无法从这项巨大的金融

附带，即30%的ITC，中得到足够的价值

而使得投资未能成行。这一问题广泛

存在，且可能是商业与工业（C&I）光伏

业务增长乏力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大多

数私有公司并非缴税实体，因此不能直

接受益于ITC。这些公司以合作伙伴关

系或其他收入传递的实体（有限责任

公司、S公司等）的形式组建，其净收入

被分配给每位合作伙伴/股东，而只有

这些合作伙伴和股东才资格要求享受

ITC。一家公司通常会选择不买光伏系

统，当它所享受的ITC金额同时需要传递

给股东，而且超出了股东税收金额。而

由于低税项负债，股东在他们所获得的

公司净收入份额被扣除掉各种个人税（

例如由于其他企业引起的损失、房产折

旧及个人扣除项目）之后，通常会无法充

分利用分配给他们的赋税优惠。

LFC的经营租赁解决了ITC币值化

的问题，因为承租方（LFC或参与其计划

的其中一家银行）能过实现ITC币值化，

并将很大一部分价值以租赁付款补贴

的形式，传递给公司/承租方。此外，可

以享受的所有其他优惠，都被分配给公

司/承租方，从而使得LFC计划完全区别

于在出租方和承租方之间分配优惠的

住宅租赁模式。

说到获得昂贵的设备，企业高管

们都认可“经营租赁”，与其他融资替

代方案或用现金购买相比的诸多优

点。Fishbein指出：“就医院而言，税收

利益并不是吸引他们经营租赁来获取

经济利益的主要驱动力，他们的驱动力

是资产负债表外融资及其经营预算而

非资本预算款。”对所有企业而言，这都

与保留现金并改善现金流有关。LFC的

租赁通过消除初始资本设备成本，并使

租赁付款与电费节约以及可能由于后续

优惠（例如上网电价补贴或SREC销售）

而增加的收入相匹配而做到了这一点。  

低拥有成本
当然，LFC Capital正在从事的市

场细分领域与住宅市场存在本质区别。

与在许多情况下对金融模式、税收优惠

结构及其他优惠缺乏深入了解的房主相

反，LFC Capital所瞄准的光伏企业（年

均收入在100万美元及以上，且太阳能

光伏交易规模至少为100,000美元）普

遍由金融及税收知识渊博得多的高管

们来运作。

SolarCity及其业界同行们已经制

定了利用租赁与电力购买协议（PPA）

的计划，其中客户利用太阳能减少了电

费而没有发生资本成本。在这两类协议

中，太阳能开发商获得了ITC及所有其他

可用的优惠。PPA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

成本降低计划，它在电力承购商是一家

非营利性机构时从金融角度看很有意

义，因为根据美国税法规定，非营利性

机构无法通过直接购买，或者承租方无

法通过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租赁而获得

ITC。这两项计划对于太阳能开发商及

其税务融资合作伙伴而言，都是有利可

图的商业模式，因为它们大多是加州硅

谷的大型可盈利技术公司，同时对通过

投资可再生能源来促进其企业社会责

任感兴趣。然而，精明的私营企业业主

对这些开发商及其项目，保留不成比例

的优惠金额表示不满。

在美国如此的情况下，LFC Capital

去年进入太阳能产业并推出一项租赁

计划，向客户公司提供更大比例的优惠

金额。但Fishbein在推出其计划的过程

中发现，另有一项“太阳能经营租赁”， 

虽然比“胜者全得”更加“双赢”，对美

国企业的吸引力有限，因为这些企业

对租赁期结束时的公平市价优先购买

权，以及公司如何支付购买价格存在忧

虑。然而，LFC Capital去年夏季实施了

突破，它在租赁中增加了固定价格提前

买断选项，同时还通过一项10年投资

战略，建议承租方利用贷款支付购买价

格。更名后的“LFC太阳能所有权计划”

在该组合中特别强调可预测的低拥有

成本，由此与瞄准C&I市场为目标的太阳

能开发商达成了共识。美国设备租赁是

一个复杂的主题，其中涉及有关会计及

税务处理的单独分类规则。LFC Capital 

没有深究这些细节，而是成功制定了一

种租赁结构，来允许租赁期内的系统业

主获得ITC并根据美国税收规则使系统

成本折旧85%。这种折旧将以普通所得

的形式重新获得，且金额上限为随后系

统被销售给客户/承租方的销售价格。

LFC Capital董事总经理兼纽约太阳能协会—— 
美国太阳能协会分会——董事会成员Stanley S. 
Fishb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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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租赁结构使得客户/承租方可

以共享LFC税收优惠的货币化价值（通

过租赁付款补贴的形式），并通过100%

抵扣作为普通业务支出的租赁付款而节

省税收。这种优惠的组合是一种以较低

成本让客户/承租方拥有系统的方式。

六年之后的固定价格，提前买断选项以

及第七年结束时的公平市价优先购买

权，为客户/承租方实现了低拥有成本，

并确保他们在随后的年份里受到公平

对待，同时仍然符合税收规则。此外，

税收规则还明确规定了在不履行任何

一种购买选择权时（由客户/承租方自担

费用）返还设备。

节省40%到50%的成本
Fishbein将该计划描述成“让一家

公司拥有一套太阳能系统的低成本方

式”，这也引起了公司管理层的共鸣，尤

其是最重要的首席财务官（CFO）。虽然

在六年或七年之后拥有光伏系统听上去

不错，但以一种高度可预测的方式达到

这一目的对CFO更有说服力。公司的游

戏终点是所有权。承租方在度过一段

相对较短经营租赁期后的结果，是可以

节省40%到50%的前期发票成本，这笔

节省金额将由LFC支付给开发商。这种

结果对于无法实现30%ITC币值化的公

司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同时也吸引着需

要资产负债表外会计处理，但并不热衷

于更长期的电力购买协议的公司。该公

司在租赁期结束后还可获得额外的税

收利益，前提是美国税收规则允许这样

做，来降低光伏系统的采购价格，并获

得在偿还用来购买该系统时贷款所发

生的任何利息的税收抵扣。

用来降低成本的主要杠杆是30%

的ITC，这被LFC Capital用来补贴每月

的租赁付款。这是LFC Capital面向C&I

市场推出的“双赢”计划的关键点，这

连同所有其他太阳能光伏优惠，例如

上网电价补贴和或SREC，都完全归于

客户/承租方。正是这种金融创新有希

望推动美国C&I市场在未来几年里的发

展。迄今为止，这片市场的表现一直令

人失望，其在2012年至2014年间的增长

率几乎为零，而同一时期内，住宅光伏

产业主要依赖住宅太阳能租赁计划繁

荣发展。同时，美国国家能源部可再生

能源实验室（NREL）看到截止2030年

C&I潜力为100GW，从而使得整个美国

光伏市场的这一细分领域的吸引力毫不

逊色于住宅光伏业。

由于该计划的所有权方面已成为

注意中心，LFC Capital的吸纳率毫无疑

问已经提高。该公司2014年第二季度仅

达成三宗小交易，而去年下半年的交易

数量增至17起，规模从50kW到300kW

的系统不等，且总产能超过了两兆瓦

特。C&I领域的金融创新有希望为这部

分市场提供引爆点。一项重点实验即将

展开，2017年ITC将从30%降至10%。虽

然奥巴马总统2016年预算案号召延长

30%ITC的期限，但要断定国会是否会赞

同这项计划还为时尚早。我们只能希望

这种太阳能交易在所有主要市场细分

领域（公用事业规模、C&I和住宅）中的

上涨趋使华盛顿各界明确，ITC可以成

为主驱动力，使太阳能光伏产业成为美

国能源组合中一种实惠的主流清洁能

源组成部分。

◆  Eckhart K. Gouras

C&I市场在2012年至2014年间的表现相当令人失望，而在此期间美国住宅光伏产业主要依赖住宅太阳能租赁计划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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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长久的猜谜游戏

美国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未来几年里美国-中国-台湾光伏产品贸易纠纷局势充

满不确定性。商务律师事务所Stoel Rives LLP合伙人Gary W. Glisson概述了这些法

律程序。 

美国光伏产业与中国及台湾光伏

产业之间最新一轮的贸易战即将落下帷

幕。参与者们将稍作停顿，因为来自中

国和台湾的晶体硅光伏（CSPV）产品，

在美国市场上由于反倾销税（AD）和反

补贴税（CVD）的增加而变得更贵。但

这类情况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美国贸

易补救体制是溯及既往的，也就是说在

产品入境时就要求支付保证金估价，但

针对来自中国和台湾的CSPV产品所征

收的实际关税，直到产品已经进口到美

国境内以后，大约两年之后才会被计算

并评估。这意味着出口商和进口商在这

些产品已经出售，且在许多情况下已经

在太阳能项目中安装完毕后很久，仍不

清楚最终的关税税率，因此也不清楚所

进口CSPV产品的真实成本。显然，这为

销售或购买CSPV产品的任何当事方，都

带来了由于以关税增加为形式的贸易补

救而造成的规划及定价风险。

从背景资料上看，涉及两套独立的

贸易法律程序。第一套法律程序（Solar 

I）分析美国对中国CSPV电池的进口以

及利用这些电池制成的产品。第二套法

律程序（Solar II）分析美国对在中国采

用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CSPV电池完成

装配的产品的进口，以及采用这些产品

制成的台湾CSPV电池及产品。

有关这些情况的一些事情是确定

的。生产商、出口商及美国进口商可以

信赖下列事项：

• 来自中国的所有CSPV电池，与

来自中国的CSPV电池整合的所有组件、

面板及大部分产品都受关税增加的约

束。

• 在中国采用来自任何其他国家

的电池完成装配的所有CSPV组件、面

板及大部分整合产品都将受关税增加

的约束。

• 来自台湾的所有CSPV电池与

CSPV电池整合的所有组件、面板及大部

分产品都将受关税增加的约束。

在美国，有关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调查由两个机构来操作。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评估相关进口是否存在 
“不公平”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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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模块制造商将不得不等到2017年第二季度，才能知道最新一轮中美贸易争端的具体反倾销和反
补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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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采用非中国和非台湾电

池完成装配的所有CSPV组件、面板及

大部分整合产品都不受关税增加的约

束。

我们也清楚Solar I和Solar II的估

计保证金率。某些生产商和出口商被分

配单独的税率，而所有其他生产商和出

口商则根据各个国际的税率来定。一些

公司适用单独的税率，但最通行的税率

如下。

就Solar I而言，采用它们制成的中

国电池及产品的平均保证金估价约为

AD税率的14%加15%的CVD税率。显

然，无单独税率的公司的AD保证金约

为239%。就Solar II而言，采用它们制成

的台湾电池及产品的平均AD保证金率

约为19.5%。台湾不存在CVD税率。

就在中国完成装配的Solar II产品

而言，平均CVD保证金率约为39%，且

平均AD保证金率约为52%（在本月晚些

时候公布调整出口补贴之前）。无单独

税率的公司的AD率约为164%。

在美国，AD和C V D调查由两个

机构来操作。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

（ITA）评估评估相关进口是否存在“不

公平”贸易，且独立机构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ITC）评估美国行业受到相关

进口的实质性损害或可能受到损害。如

果，如同中国-台湾调查一样，两个美国

机构裁定表示赞成，在“调查阶段”的

结论将是命令美国海关对所有相关进

口征收保证金。但是，最终评估的AD和

CVD率将在稍后的贸易法律程序“复审

阶段”计算得出。

在复审阶段，计算最终评估AD和

CVD率的主要方式是名为行政复审的、

一年一度的法律程序，其中涵盖在初始

持续18个月，且此后以大约12个月为增

量持续的“复审期”（POR）内的进口。

第一次行政复审从调查阶段结束后AD

和CVD命令之后大约一年，且持续一年

或更长时间才结束。此复审过程在贸易

补救过程中重复发生。换句话说，在产

品进口之后，通常平均需要大约两年的

时间才能知道最终AD和CVD评估税率

是多少。

Solar I调查从2011年下旬SolarWorld 

Americas递交诉状开始，致使2012年12

月发布命令对来自中国的CSPV电池产

品征收AD和CVD保证金。Solar I第一

次行政复审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当ITA在

2014年4月或更晚时候发布最终AD和

CVD评估税率时，它们将适用于在第一

次复审期间的所有进口，即追溯回2012

年3月和5月的进口。如果行政复审评估

税率低于先前入境时的保证金率，则

进口商可以申请退还（这并非自动完成

的），但如果评估税率更高，则要求进口

商支付更多。

目前的Solar II调查从2013年12月

31日SolarWorld Americas递交诉状开

始。进口商将从2014年6月10日开始受

影响，就在这一天ITA做出初步裁定赞

成对中国产品征收CVD，且美国海关

开始征收计算金额约等于估计CVD税

率的保证金。ITA于2014年7月31日对台

湾和中国产品追加了AD保证金。

2014年12月，ITA最终决定赞成

Solar II的倾销和不公平补贴，并调整保 

证金率。ITA还对所涵盖CSPV产品的范围

做出了重大改变，改变后的结果是如上

所列的条列要点清单。2015年1月份，ITC

认定中国和台湾CSPV进口对美国光 

伏产业产生了实质性损害，由此结束了。

现在，与Solar I一样，Solar II也将

进入复审阶段。生产商、出口商和进口

商将在对最终保证金率心中有数的情

况下制定计划，但并不保证这些AD和

CVD保证金率就是最终评估AD和CVD

收费。Solar II的第一次行政复审将直到

2016年4月份前后才开始，且将在大约

10-15个月后结束，很可能在2017年第2

季度结束。届时，进口商将清楚从2014

年6月和7月开始入境的CSPV产品的评

估AD和CVD税率。

除一年一度的行政复审以外，还将

有名为新出口商复审的、对新当事方展

开的不定期复审，以及某一当事方要求

确认其产品不在AD/CVD命令范围内的

范围裁定。所有这些都是异议程序，其

他当事方（例如SolarWorld）可以反对

调整或确认请求。在适当的时候，ITA和

ITC将展开为期五年的“日落”复审来决

定补救的持续相关性。

虽然最近一月底的ITC投票似乎是

故事的结局，但这只是为了在美国市场上

销售中国及台湾CSPV产品的生产商、出

口商和进口商的一场长久的猜谜游戏。

◆  Gary W. Glisson

 作者

Gary Glisson是律师事务所

Stoel Rives LLP的一名合伙人、

该事务所技术与知识产权小组

的从业商务律师，同时担任该事

务所技术风险投资小组的共同

主席。他为公司提供知识产权及

合同咨询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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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iconPV 2015（德国康斯坦茨，2015年3月23-26日）

太阳能电池技术

非洲国际太阳能展（南非约翰内斯堡，2015年3月24-25日）

联络非洲太阳能产业

中国国际太阳能行业博览会暨会议（中国北京，2015年3月31日-4月3日）

分布式发电与公用设施规模发电站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太阳能展览会（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15年4月9-11日）

为太阳能做好一切准备

主持，在康斯坦茨会议中心召开的科学会

议，其关键主题是先进太阳能电池技术与

制造工艺。25-26日，康斯坦茨国际太阳能

研究中心将联手ISFH研究所、Fraunhofer

SiliconPV 2015——第5届硅光伏国际 

研讨会——将重点关注晶体硅太阳能

电池和组件技术、材料和理念。将于3月

23-25由PSE AG策划，并由康斯坦茨大学

研究所、imec、ECN和INES主持有关高效

型硅片基n型硅太阳能电池的nPV研讨会。

  www.siliconpv.com

非洲国际太阳能展是非洲最大的

电力与能源展，它提供了独特的新业务

关系开发机会，并让参展者可以了解非

洲太阳能产业最新状况。

Intersolar China 2015是更深、更广

地进入这片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市场的理

想平台。它将与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Clean Energy Expo China）和中国光伏

四新展（CIPV Expo）同期举行，且将由国

有电力生产商及电网提供商主办——这

是会晤国家及本地官员的绝佳机会。

虽然展览会将直到4月1-3日期间才

正式亮相北京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但为

土耳其是最有趣的新兴太阳国家之

一，其太阳辐照强度非凡、住房与建筑

业持续繁荣且总体能源需求日益提升。   

即将在Fuar Merkezi伊斯坦布尔国

际商务中心展览中心举办的第8届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国际太阳能展览会将涵盖

整个系列太阳能产品、技术与服务，包

括离网型光伏系统、太阳能热系统及太

阳能消费品。即将在4月10日到4月12日

期间召开的研讨会将重点关注土耳其

太阳能电池及面板生产、小型及大型光

伏发电站、融资、投资与保险。除其他

活动以外，GÜNAM太阳能研究与应用

中心将报告其研究发现。

  eng.solarexistanbul.com

期两天的Intersolar China研讨会将提前一

天从3月31日开始在丽笙酒店召开。

Intersolar China研讨会的主要话题

是中国的国家太阳能政策、中国的分布式

太阳能发电（DG）与公用事业规模发电

站、全球市场、能源储藏、可持续城镇化

及智能电网、光伏制造与光伏发电站的

未来、CPV、大规模太阳能热系统以及全

新金融与商业模式。

Intersolar China的展览会预计将迎

来400家参展商以及10,000多名观众（去

年的展览会参展商为300家且观众数量

为7000人），且研讨会与会者人数约达

500人。

  www.intersolarchina.com

第18届年度展览会及会议将在约翰

内斯堡北部的桑顿会议中心举行，届时

来自整条太阳能价值链的业界专家、公

用事业公司代表以及非洲代表团都将莅

临展会。展会的内容有小组会议、区域项

目案例分析、现场演示、圆桌讨论、现场

研讨会及大量交流机会，包括交流应用

程序和3月24日晚上举行的庆功晚宴。

研讨会的主要话题包括智能电力、

配电、能源储藏、维护及资产管理、金

融、投资和计费。

去年，非洲国际太阳能展迎来了

300家参展商和5000名观众。

  www.terrapinn.com/exhibition/ 

      solar-show-africa

照片：Vermeer Corporation

照片：德国太阳能国际促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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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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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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EC预览
全球太阳能行业最大的展会，全面的设备

和耗材指南。

中国太阳能电站
光伏杂志分析中国最新政策框架，以及国

内银行如何资助大型项目。 

ROTROT项目
ROTROT项目解析：一个全新和创意的方

法来制造有机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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