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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ITC：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未决可

能只有轻微短期的影响。详见第18页

行业与供应商
PERC设备：只要开始制造，行业会出现。

PERC供应商解析。见84页

应用及安装
1500 BOS：1500伏的组件是否能满足光

伏价值链降低BOS成本的挑战？见50页

太阳能超级英雄联盟
在与煤炭的斗争中，技术联盟。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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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Gifford和光伏杂志的Calvin Chong在上海的第9届SNEC展会上与
Clenergy副总裁兼国际营销总监Mario Guzzi热情交谈。

主编Jonathan Gifford 探访一个太阳能阵列。

世事无常，行军仍然继续

（北半球）的夏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放松机会，行

业内，至少可以暂时摆脱全天候的太阳能世界。但如果你类

同我的喜好，去到世界各处，都会很休闲地洞察各种屋顶，以

了解太阳能在新市场中的进展。令家人和朋友懊恼的，是经常

需要在路边停车，以拍摄各种有趣的阵列或醒目的安装。这

就是如此的我---一个太阳能奇葩的生活！ 

令人振奋是看到太阳能的普及以及开发者，企业，政府，

社区和家庭的部署。它是一种具有经济吸引力，无与伦比的环

保能源解决方案。所以，当看到它时，我们是否都应该暂停一

下，以享受太阳的魔力？

在此增长的背后，是太阳能持续和势不可挡的成本下

降曲线；以及与传统电源竞争力的提升。推动这一进程的是

制造规模，当然，也有大量的上游技术对太阳能的LCOE的逐

步影响。

本月光伏杂志有着一个新的亮点，针对一些上游技术的

进展，报道了第一部分的太阳能超级英雄系列（第72-77）。 

LED闪光灯，金刚石线硅片切割，先进的覆膜，下一代银浆和

网状电池互联是第一部分的五种特色技术，光伏杂志的太阳

能超级英雄们展开了对邪恶的煤炭的战争。受益于格林教授

的指导，总结了闪光，金刚石串珠绳，层压机，银迷宫和丝网

五大技术要点。特别致谢Wavelabs, Meyer Burger, Heraeus

和Bürkle公司的赞助和创新建议。无论是印刷版和电子版，

都将是全球太阳能支持者持续的关注点。

这还不是本期刊物的全部重头戏，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投

入，如9月刊深度剖析PERC（第78-86页），技术升级需求多于

供应，对技术供应商来讲，都是非常积极的迹象。其他上游

技术始步艰难，如FBR多晶硅，由于目前市场上很少的多晶硅，

所以，它还将遇到问题（第88-91页）。

下游领域，创新导致了成本的下降，光伏电站越来越多地

使用1.500V设施部署（第50-54页），而组件供应上升以迎接

1,500V挑战（第92-94）。低成本，仅是光伏全球成长的一部分。

确保质量和使用新方法来测试（第56-63）正朝着积极的方向

发展：现场预防性试验。

所以，能源亦是种政治，光伏市场受着复杂的政治和监

管过程的影响。对于目前强劲美国市场的前景，因ITC的取消

阴云密布（第18-23页），往南墨西哥的巨大承诺，陷入了复

杂的电力市场化改革议程，然而它对太阳能非常的重要（第

28-35页）。

毫无疑问，这些都将是本月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展会

国际太阳能会议和德国汉堡EU PVSEC上讨论的主题，如果您

参加这些活动中的任何一个，请莅临光伏杂志现场团队。光

伏前进的征途从来曲曲折折，且是一条充满激烈竞争的道路，

然而我们可以尽已之能，成为太阳能的英雄。现在，让我停靠

路边，把那闪闪发光的太阳能电池阵列拍摄下来。

Jonathan Gifford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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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国投资税收抵免
该项税收抵免是否执行仍是问号，

究竟ITC下降后会导致何等结果仍

有待观察。

50 1500瓦
美国的EPC们开始酝酿采用更多的

1500V，以适应越来越多组件充斥的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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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太阳能玻璃关税翻倍
历经九个月的调查之后，欧盟决定

提高对来自中国的太阳能玻璃的反倾

销税。新税率为17-75%，几乎是2014年

5月时执行税率的两倍，并将与已有的反

补贴税同时征收。根据原先的条例，这 

一调查是应欧盟ProSun Glass所提出的

诉求而发起的。这一贸易团体提出，尽

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分别高达36%

和17%，但中国进口太阳能玻璃的价格

并没有提高。调查人员同意了这一指控，

指出被调查的公司仅仅是将这些关税

在价格中消化掉了。中国玻璃制造商的

反诉被驳回。欧盟官员表示这些公司为

了支持自己的诉求，不配合调查。

SolarCity的第四次证券化
SolarCity公司已完成其最新系列

太阳能资产票据发行。SolarCity公司A

级票据的本金为1.035亿美元，利率为

4.18%，B级票据的本金2000万美元，利

率为5.58%。SolarCity公司率先尝试将

资产带入金融工具，以低利率吸引投资

者的证券化。SolarCity公司在2013年11

月首次公布了其5400万美元的证券化票

据，这在降低太阳能资本成本方面可谓

是突破性的先锋行为。但这一模式流行

速度较慢。当SolarCity公司完成了四次

证券化之时，只有一家公司——其竞争

对手第三方供应商Sunrun公司——为

资产证券化设定了价格。Sunrun公司

至今还没有完成这一笔交易。“我相

信其他公司正在关注它”，Mercom  

Capital公司的首席执行官Raj Prabhu如

此说到。

SunEdison公司的6.5亿美元太阳
能项目

SunEdison和Dominion已就犹 

他州320兆瓦(AC) Four Brothers太阳能 

光伏项目成立了合资公司。根据协

议条款，D ominion将投资约5亿美

元，而SunEdison的投资额则为1.5亿美

元。Dominion所投资的5亿美元将用

于公司收购Four Brothers项目中50%的 

现金权益和99%的税务权益。与此同

时，SunEdison则通过来自德意志银行

为期四年的定期贷款，锁定了剩余所需

的1.5亿美元。据SunEdison所言，这一

太阳能项目可产生4000万美元的未平衡

现金分红（CAFD）提供给双方。这家可

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商50%的股份是在为

其yieldco FerraForm Inc的Call Right 项

目名单上。这一Four Brothers项目最初 

是由First Wind开发的。

《光伏杂志》新闻集锦
过去四周内最重要的光伏事件及最吸引眼球的头条新闻

印度2022年太阳能达75吉瓦
来自Cleverland下属能源经济与金

融分析研究院（IEEFA）的一份报告，预

测说印度可能无法完成至2022年100

吉瓦太阳能光伏产能安装的目标，但

还是能达到令人瞩目的75吉瓦。报告表

示，这一数字代表了届时印度全部电力

需求的五分之一强，将在下七年中生产

110Twh的电力，即22%。但尽管太阳能

光伏在自目前到2022年间开发175吉瓦

清洁能源产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达

到75吉瓦的业绩，这离尼赫鲁国家太阳

能任务（JNNSM）所设定的目标仍然有

一定的差距。在JNNSM的支持下，印度

至2015年底累计太阳能光伏产能很有可

能达到5吉瓦。

澳大利亚被压制的2030年碳排放
目标

澳大利亚国家总理托尼阿博特

先生已公布了一项新的减排目标：至

2030年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基

础上减少26%，这项公布被指责将更

清洁能源未来的门槛设得太低。这一

提议将会在2015年12月呈现给联合

国，届时各国领导人将聚集在法国巴

黎来讨论未来气候变化，但目前澳洲

已有活动家和气候活动家提出须有

更宏大目标的要求。众多澳大利亚商

业团体已经敦促政府设定30%减排目

标，并且对政府阻扰购买离岸排放许

可证的立场提出了反对意见。经济学

家Warwick McKibbin先生表示，由

于受到反对许可证，政府正在让澳大

利亚以双倍的成本来实现它的减排

承诺。

Wirsol确定60兆瓦丹麦光伏项目
Wirsol公司已开始以Wirsol的品牌

建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大的太阳

能光伏电站。这一位于丹麦的60兆瓦项

目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接入电网。其距哥

本哈根1小时车程的工地现场已经破土

动工。据说该场址十分理想，因为辐射

度高，且经常有风——对组件冷却有利。

建设工期预计在11月结束，2015年底前

接入电网。中国正泰集团旗下的天威新

能源公司将提供所需的23.9万块太阳能

组件，而SMA则将提供1,700台逆变器。

除了是斯堪的纳维亚迄今为止最大的太

阳能项目外，这一电站也是Wirsol所从

事过的最大项目。Wirsol表示丹麦太阳

能市场在短期内十分“有趣”。

照片：Stefan Thiesen/Flickr 照片：Terry Straehley/Flickr照片：Adam.ofny/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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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德国第二轮光伏招标最低投标价0.01欧元/千瓦时

美国

Sungevity的Kennedy转做清洁能源投资

印度尼西亚

可再生能源税收优惠

德国政府表示，该国第二轮地面

安装光伏系统试点招标的投标价介于

0.01-0.1098欧元/千瓦时之间，但拒绝对

单价或平均投标价格做出评论，表示在

9月1日第二笔保证金截止日期前不会“

发布任何可能减少附加金额的信息”。

光伏杂志独家了解到有关这轮招

标的一些信息。

Sungevit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执行

副总裁Danny Kennedy，从2015年9月1

日起将出任位于加州的清洁能源投资组

织CalCEF的董事总经理。Kennedy将领

导CalCEF的三个团队：创新、合资和催

化剂，并将进行投资指导和清洁能源政

印尼政府已经宣布，将推出进口

税减免等税收优惠措施，以吸引更多的

投资者在该国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这

一消息是由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Sudir-

man Said公布的。尽管进口税的减少会

带来收入的减少，但Said表示“从长远

来看，我们会看到其附加值”。自2004

此次投标，最低报价0.01欧元，最

高0.1098，这支持了一些专家认为统一

定价模型并不合适的看法。柏林律师

Margarete Von Oppen认为定价模型

会让人产生赌徒心态，这在第二轮招标

中十分明显。一些项目开发商递交了不

切实际的价格，希望能通过出高价、更

现实的投标者提高单价。Von Oppen 

策打造。Kennedy同时仍将花费一部分

时间担任Sungevity的战略顾问。

此外，他还将出任CalCharge的总

裁，这是一个公私合作的机构，致力于

加快为消费者、输配电和电网市场进行

开发、商业化和新能源储存技术的采用。

年以来，印尼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和消费

等原因，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推动其

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

Said表示，印尼需在五年内花费约

286亿美元，挖掘可再生能源的潜力，以

生产出8750兆瓦的电力。这一数字是目

前总发电量的25%。

计算出中标者可能将获得0.085欧元的

单价。

此外，33个中标项目中的26个是

2-10兆瓦的地面安装光伏系统。有五家

投标方已经获得了几个合同，总产能达

52.8兆瓦。33家中标方共被授予159.735

兆瓦的项目。十八家中标方已表示准备

好参加之后的评估。

Kennedy表示，Sungevity和清洁

能源领域都在快速增长，并在以一个更

快的速度创造工作岗位。他在CalCEF期

间的目标，是继续帮助塑造一个富足的

经济体，在那里清洁能源的好处会无处

不在。

气候投资基金在印尼的投资组合

显示出，该国是亚洲最大的温室气体

排放国之一。尽管印尼已经制定出一个

有目标的可持续能源计划，但可再生

能源项目的开发一直比较缓慢。截至

2014年底，印尼已安装光伏产能只有

43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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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REC目前已成为美国住宅
市场第三大供应商

很少有公司能象REC集团那样，从

美国对中国太阳能光伏产品的关税中收

益良多。这家在新加坡拥有垂直集成光

伏制造基地的挪威公司，在2014年夏季

贸易规定公布后，开始以免税为其组件

做宣传。2014年6月，SolarCity在公布其

与REC公司100兆瓦交易时，也引述了这

一点作为几种因素之一。

根据GTM Research的排行榜，REC

在2015年第一季度已上升为美国住宅市

场第三大光伏组件供应商。后者

声称其一季度在该领域的份额为

14%，而去年同期则为2.7%。 此

外，REC还成为了加州住宅市场

的领先供应商。

“（贸易规定）很显然对我

们的业务没有负面影响，” REC

高级副总裁兼董事总经理Arndt 

Lutz告诉《光伏杂志》，它为一些与我们

一直有合作关系的客户打开了大门。”

REC的客户包括一些美国住宅市

场上的最大参与者，如SolarCity和Sun-

run，以及分销商AEE Solar。但REC的销 

售并不仅限于这些公司。“我们了解所

有的大型住宅太阳能安装商，并与他们

合作，”Lut z说到。关

税并不是REC所获得的唯

一优势，该公司还通过其技术

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REC

是唯一一家在多晶硅太阳能电池上部

署钝化发射极后接触（PERC）技术的

主要制造商，包括在其TwinPeak组件 

系列中。

TwinPeak是今年Intersolar Award

光伏组别的获奖者，能提供比同类多晶

硅组件高出15-20瓦的电力。该公司2015

年二季度在美国的销售量也大幅上升

至占其总体业务的50%。

  www.rec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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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巴西：具体拍卖细节披露

巴西政府已为将在该国开发的太

阳能项目设立了2-3吉瓦装机容量的上

限，这使得在2015年8月至2018年12月

间将要签订的年新增太阳能产能都介于

500-750兆瓦。此前的年新增量为500兆

瓦。8月的拍卖后，在11月13日还将有新一

轮的拍卖，推出的光伏总产能为20.593

吉瓦，目前已有17吉瓦多的超额认购。这

些光伏项目必须在2018年11月前完工，

并在一个为期20年的购电协议下运营。

巴西矿业能源部长Eduardo Braga

还宣布将为太阳能装置提供一个微型

发电方案。国家电力能源局（ANEEL）有

一个净计量的替代方案正在执行。这有

可能带来至2024年总计2吉瓦的50万套

光伏系统安装量。目前净计量下的太阳

能产能为10兆瓦。

同时，承担巴西12%电力分配的巴

西电力公司Cemig，正在为一个115万

美元的太阳能项目寻找合作伙伴。该机

构正在东南部的一个州，Minas Gerais, 

建设一个大型太阳能项目。首席执行官

Mauro Borges Lemos已经表示，公司

希望能在当地生产太阳能面板，因而公

司需要拥有组件生产经验的合作方。

  www.aneel.gov.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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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同推动埃及可再生能源发

展步伐的一部分，埃及电力传输公司

（EETC）和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管理局

（NREA）已公布对200兆瓦太阳能光伏

进行招标。

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在其为地面

安装项目的第二轮试验性光伏招标中，

将总计159.74兆瓦的33个投标定为中标。

总体而言，这次招标被超额4倍认购，共

有136家投标，共计558兆瓦的申请安装

量。此前第一轮招标的中标数为22家共

计157兆瓦，而此次中标的项目数有所增

加。据说一些多重项目投标特别成功。

管理局目前尚未公布将要支付给

这些项目的电价，它需要等待并观察是

否会有替补中标者。如果中标者在9月1

日之前没有支付第二笔保证金，这种情

况就会出现。“如果总数超过30兆瓦的

中标项目没有支付第二笔保证金， 联邦

网络管理局将会寻找替补中标者，” 管

理局如此表述。

这一轮有15个投标因为出错被

废——更多的是人为差错而非文件不

全——与第一轮的37个废标相比，还不

算太严重。

“高参与度对（德国）能源转换而言

是个良好的信号”，联邦网络管理局副

局长Peter Franke说到，“此外，第二轮 

埃及

埃及启动200兆瓦太阳能项目招标

德国

德国第二轮光伏招标
中有33家中标

这些属第三轮的招标项目，包括50

兆瓦的聚集式太阳能（GSP）和250兆瓦的

风能，是为埃及西尼罗河地区而开发的。

太阳能项目被授予了那些能证明至

少完成了三个太阳能电站且每个电站最

低产能为50兆瓦的投标方。所有的投标

都必须提供约4500万美元的投标保证

金。EETC规定太阳能项目中标者必须建

造、拥有并运营这些太阳能项目，之后

将同意就这些电站所生产的电力签订一

个电力购买协议（PPA）。

“项目用地在项目的进程中，将由

MREA在用益物权的基础上提供”，由

NREA和EETC共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如

此表述。

太阳能光伏的招标将在2015年

8月30日正式启动。五月，埃及电力及

可再生能源部签订了7项谅解备忘录

（MOU）。

  www.nrea.gov.eg

招标显示出，就算是被认为不太专业

的运营商也能提供负担得起的报价并

获得成功。”中标者名单被公布在该

局的网站上。除经验丰富的项目公司

外，包括EnBW和Eon在内的能源公司

也中标。

  www.bundesnetzagentu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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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团体表示中国至2020年需要200吉瓦的太阳能。

中国三家领头行业团体鼓励政府

将其2020年太阳能电力目标翻倍至200

吉瓦，以弥补中国电力产能的未来缺口。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中国可再生能

源行业协会及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表示，

由于预计核能和水电有可能无法实现各

自的2020年目标，太阳能电力将处于为

这些缺口提供过渡的主要位置。

彭博公司看到的一份文件中，有这

三家协会向政府提出增加中国太阳能装

置数量的书面提案，该提案建议部署量

增加6倍，并且让领先的一流太阳能公

司获得乐于接受的销售额。目前中国累

计且国家能源管理局已设定了在2015年

增加17.8吉瓦的太阳能部署。其2020年

的更宽广目标是使中国15%的能源由可

再生能源提供——在去年11%的基础上

有所增加。

据这些行业团体表示，目前的核能

技术无法保证未来安全标准的要求，且

规划和建设过程十分冗长。按照目前的

进展速度，核能将无法满足2020年时所

要求的58吉瓦产能，而水电的进展更为

滞后。

货币贬值震撼金融市场
在周二宣布人民币2%贬值后的第

二天，周三中国再次降低人民币汇率。

第二次贬值使人民币达到了四年中的最

低位，这两年总计贬值约4%。

金融市场的早期担忧是中国有

可能发动一场货币战争，而对太阳能

产业而言，这一举动被视为是为了提

高中国出口产品的吸引力及降低领先

中国太阳能公司借贷成本而设计的一 

种策略。

全球超过60%的太阳能面板来自中

国，使得货币贬值有可能成为对全球许

多市场具有吸引力的福音。

然而，欧洲则担心这次贬值会进

一步伤害欧盟的太阳能可负担性。目前，

来自中国的面板在欧洲的价格比在其他

地区贵20%。

英国可再生能源协会（REA）已经

对人民币贬值进行了回应，要求今年十

二月后不再续延MIP，以便在英国和欧

洲保持一个有竞争力的太阳能市场。

“由于英国的太阳能产业已转向

无补贴，为了能尽快达到电网平价，安

装过程中的成本降低就变得更重

要，”REA政策分析师Lauren Cook说到， 

“MIP在过去几年中已经阻止了组件成本

的下降，而这一额外的成本是通过补贴

来获得资金的。为维护一个可持续的产

业，在2015年之后不再续延MIP对太阳

能产业而言特别重要。”

在美国，这一货币贬值激怒了法律

制定者，还有人担心此举是中国阻止其

经济下滑的一个厚颜无耻的企划。这一

贬值还打击了全球股本市场和美国的油

价。同样受此打击，澳大利亚元兑美元

的汇率也降到了六年中的最低点。

中国央行将此次贬值称为“一次性”

的行动，并补充说，“由于中国的商品贸

易继续保有相对较大的顺差，人民币元

真正有效的兑换汇率与全球许多货币相

比仍然相对较强，且偏离市场预期。”

晶科能源被标为光伏冠军
六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和工信部、

国家认监委推出了所谓的光伏“领跑者”

计划，以支持先进及新技术在项目执行

中的应用。政府将提供财政支持且将优

先使用“领跑者”企业所开发的技术及

生产的产品。

在包含有中广核等直接归属于中央

政府的国际性及国有企业一起参与投

标的基础上，晶科能源等12家公司被授

予950兆瓦的项目开发权。专家们表示，

由于获得“领跑者”认证已成为行业基

准，它将促使其他公司提高产品质量和

效率，从而促进了光伏产业的升级和促

进整个行业的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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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货币
7月31日收

盘价（美元）
 

公司 变化/上月
 

纽交所彭博太阳能指数，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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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交所彭博全球太阳能指数贯穿整个太阳能价值链，包括太阳能设备制造和项目的
融资，开发和经营活动的企业。上表列出了前加权25家公司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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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能薄膜发电集团有限公司

SunEdison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SolarCity

First Solar

SunPower

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宏发科技有限公司

信义光能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京运通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公司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福斯特光伏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TerraForm Power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Vivint Solar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Canadian Solar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爱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太阳雨太阳能有限公司

Abengoa Yield 

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美国

中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加拿大

中国

中国

中国

西班牙

中国

港元

美元

人民币

美元

美元

美元

港元

人民币

港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0.28

23.28

2.77

58.00

44.30

27.03

0.20

5.48

0.43

3.22

2.22

4.20

6.78

30.16

0.46

4.17

2.03

15.26

2.34

26.8

2.20

1.89

1.70

25.38

2.15

0.00 %

– 22.17 %

– 13.03 %

+ 8.31 %

– 5.70 %

– 4.86 %

– 12.31 %

+ 8.53 %

+ 3.70 %

– 4.57 %

– 14.16 %

– 14.72 %

– 35.43 %

– 20.59 %

– 30.69 %

0.00 %

– 20.01 %

+ 25.39 %

– 25.58 %

– 6.10 %

+ 13.64 %

– 15.39 %

– 28.23 %

– 18.97 %

– 25.53 %

指数
权重

10.33 %

6.45 %

5.63 %

4.97 %

3.95 %

3.18 %

2.77 %

2.58 %

2.51 %

2.45 %

2.45 %

2.44 %

2.41 %

2.13 %

1.94 %

1.63 %

1.59 %

1.43 %

1.35 %

1.30 %

1.27 %

1.21 %

1.20 %

1.12 %

1.12 %

07. 31. 2015
$ 881.37

15年2月 15年3月 15年4月 15年5月 15年6月 15年7月

下跌走势持续
纽交所彭博太阳能指数：由于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和新资本的涌入使市场开始恶

化。企业的兼并收购和集资行为表现强势。

7月，受对中国经济担忧和众多企

业市场集资行为充斥的影响，该指数又

下跌11%。构成成分股的约三分之二股

票都在下跌。自中国国家能源局宣布，

担心引起当地电网的稳定性，一些太阳

能产能被闲置后，中国市场再一次成为

众人忧心关注的焦点。此外，汉能公司

在接受对公司信息披露方面的调查后，

其股票被正式勒令停牌。在欧洲，英国

刚在今年4月减少了对超5GW装置的补

贴后，就宣布进一步降低对太阳能产业

的补贴，为该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增加了

更多不稳定因素。中国、美国和日本报

刊媒体的头条，持续出现政府在巴黎气

候谈话前削减有害气体排放的承诺。由

于买方着重于项目管道的增长，光伏产

业内的收购行动创下了历史新高。

自中国国家电网存在拥堵问题后，

亚洲各大证券交易市场上的太阳能股

表现疲软。汉能公司在针对它的调查

展开后，被香港证券和期货委员会正式

勒令停牌。保利协鑫硅材料在发行2.25

亿可转债后股价下跌12%。在欧洲证交

所，SMA Solar公司由于北美市场需求强

劲，提高了对其在本财年营收和息税前

利润的预测，股价随即上扬49%。REC 

Silicon公司2015年第二季度的表现低于

预期，再加上摩西湖的多晶硅产能削减

和已完成一轮私募，股价下跌了16%。

SunEdison公司的股价在其更激进

的收购行为后下跌了22%：包括对Vinvent 

Solar、Invenergy wind portfolio以及英国

Mark Group的收购，使得投资者们对其日

渐升高的债务水平颇有不满。SunPower

公司虽然在2015年第二季度的利润表现

高出了预期，且提出了高于预期的第三

季度发展指标，但股价仍然下跌了5%。 

SolarCity则逆市而动，自宣布进一步将1.24

亿美元资产证券化后，股价上升了8%。 

大多数中国的美国存托股份（ADSs）

价格在下跌，其中阿特斯太阳能和 

天合光能的股价，分别下跌了6%和18%。

◆  Adam Krop, The Trout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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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wei Solar Inverter
Always Available for Highest Yields

HUAWEI TECHNOLOGIES Düsseldorf GmbH

Südwestpark 60, 90449 Nürnberg, Germany

Tel: 49 911 255 22 3053     

Fax: 49 911 255 22 3090

inverter@huawei.com

http://enterprise.huawei.com/en/index.htm

                    
Please visit us at
SPI California                 Sept.14-17   Booth: Hall B-2512
Solar Energy UK             Oct. 13-15    Booth: H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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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Xchange: 欧盟即期市场模块价格

pvXchange拥有10,000以上注册商业客户，是世界
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和逆变器经纪业务
平台之一。十多年的市场经验和20,000项成功
商业交易所积累的专业知识是pvXchange对欧洲
光伏市场的组件价格发展趋势进行月度分析
的基础。
更多信息： www.pvXchange.com

晶硅模块

德国
韩国/日本
中国
南亚及东南亚

* 2015年8月12前的数据

（多晶硅/单晶硅）平均净价
（欧元/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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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趋同

空间交会：欧洲和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第一次在同一个高度水平上会合。

除了在各月之间有轻微波动外，亚

洲市场的太阳能电池板价格总体保持

稳定，而欧洲同类产品的价格则发生了

逐步但稳定的下跌。今年8月，中国生产

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平均每瓦峰值价格，

与欧洲产的太阳能组件基本相同，这

是近期光伏史上的首次。鉴于在全球

市场上，更低的价格也有可能出现，这

一价格趋同的现象有些可疑，且对于许

多行业参与者而言，绝对没有理由因此 

庆贺。

然而，我们仍旧在思考，在现在的

光伏组件价格和上网电价水平下，建造

公用事业级和地面安装列阵在经济上

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许多工程总承

包商们（EPC）因此都抱着攫取一块德

国公用事业光伏招标“馅饼”的希望，

虽然此事风险也很大。然而，对于他

们中的多数而言，机会并不是很大。的

确，这块“馅饼”如此小（每轮投标只有

159MWp），以至于三分之二的参与者

都会空手而归。只有当德国联邦网络局

对之进行评估后，我们才会了解到报价

远高于目前补贴率的投标者是否会得

到合同，以及新的厂商是否会成为得到

合同的众厂商之一，还是说在第一轮投

标中表现最佳的企业会赢得合同。

自德国学校从7月中旬开始放假

后，人们对小型光伏电站的兴趣变得更

小了。此外，夏季的高温使得长时间的

户外作业变得困难，也因而加重了中欧

地区太阳能安装商的苦难。甚至光伏

系统自身也遭遇了使用条件上的限制：

不论是光伏逆变器，还是晶体组件，都

因室外高温而只能以更低效率运转。能

在低光照和高温下增加太阳能发电产出

的科技匮乏再次显现。薄膜太阳能组

件在这种外界条件下的优势是众所周

知的，然而它已经被推入利基市场。目

前，市场上可以应对这类环境条件的产

品本来就很少，更不要说有突破性的新 

发展了。

然而，最新公布的商用铜铟镓硒

（CIGS）材料太阳能组件20%-22%的效

率，显示出其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生

产这类电池板的厂商还没有回答我们，

是否能通过实现该技术的规模经济，使

其拥有相较于晶体硅更高的性价比。有

机光伏开发商们（OPV）的表态也许更

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它们不需要依赖稳

定的稀土供应或复杂的制造过程。OPV

所用的活性涂层，可以很轻松地印在合

适的基板上——例如，印在透明的薄

膜或是玻璃片上。通过OPV技术，我们

现在可以达到12%的不错效率。其中，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位于德累斯顿的He-

liatek公司，最近它被世界经济论坛授

予“2015技术先锋”的荣誉。该公司的

超轻太阳能活性薄膜可能会对光伏建

筑一体化领域的突破具有特别重大的

意义。

◆  Martin Schachinger

pvXchan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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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片往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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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的需求

太阳能定价更新：Renewable Analytics发布了有关太阳能晶片、电池和组件定价更 
新系列的第一版数据。

First Solar公司宣称该公司2016年的全部产能已经售罄。

太阳能相关产品上周的定价基本

平稳（见左表），虽然电池的定价出现了

显著的上升。多数三线生产商并没有满

负荷生产，且愿意为更优惠的付款条件

而降低产品价格，但所有一、二线厂商

都已经按最大产能进行生产，且至少几

个月内的产品都已售罄。

虽然光伏组件安装的需求量极大，

但中国的太阳能组件价格在上月仅上升

了约2%。显示出大厂商的利润空间十分

稳固。印度市场则在近几个月开始转旺，

由于该市场上的平均销售价格（ASP）

比其他东方国家市场低了5%到8%，所

以当前该市场并不是生产商的优先关

注点。

市场价格已经开始反映出强劲需求

这一背景。所有的一线组件供应商2015

年的产品都已售完，且这其中的许多厂

家已经接到了2016年的大笔订单。近

期，First Solar公司表示，它们2016年的产

能已经全部售出。Renewable Analytics

预计，2016年硅供给量将上升15%，光伏

组件需求量将上升20%。上游产品价格

面临着最大的压力：当中国的硅进口量

减少，针对硅的反倾销关税实施后，价格

可能会在9月下跌。对于较大的买家而言，

明智的做法应该是锁定2016年的价格，

因为这一定价很可能会比前几年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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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组件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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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电池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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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特别标注，所有的太阳能组件价格都是基于一线中国供应商所持大额订单的到岸价（CIF，即成本、保险费和运费）。美国交运价格是针对在中国本土
外生产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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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税收抵免（ITC）会
延期吗?

美国投资税收抵免(ITC)：等待执行的太阳能投资税收抵免（ITC）从30％下降至

10％，将会给美国太阳能行业带来巨大的短期后果。尽管行业团体都在努力争

取延期，但并不是这一行业的每一个人都在同一条船上。

专家小组决定：美国投资税收抵免（ITC）在2017年初将从30％下降到10％，促使行业就其延期展开游说。不过，也
有人相信太阳能产业已经能够在没有ITC的情况下生存。

7月下旬，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

会公开宣布，将开始起草延长一些即将

到期的税收抵免法案，这一过程被称

为“标记”。四天后，该法案在参议院落

地，26人的参议员委员会中有23票同意。

该法案包含了风电生产税收抵免的

延期，可谓一个关键性的联邦支持。然

而，尽管太阳能产业协会（SEA）密集地

游说，也获得了一些参议员的支持，但

这一法案并不包括ITC的延期。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这一“税收延

期”法案仅仅在旧金山Intersolar北美

贸易展举办后的一个星期就出台了。展

会的开幕式上，美国加州太阳能产业协

会（CalSEIA）执行董事Bernadette Del 

Chiaro，在演讲中花费了大量篇幅呼吁

太阳能产业对当选代表施加政治压力，

以延长法规。

尽管这是一个倒退的税法延期法

案，GTM Research公司的研发副总裁

Shayle Kann指出，但这场战斗还远未结

束。“我猜想可能有一个机会在这一点上

失落了，”Kann若有所思地说到：“但在

2016年底还会出现更多的机会。”

一场艰难的战斗
在去年十月的太阳能电力国际贸易

展上，SEIA协会曾宣布将开始一场敦促

延长ITC的运动。这一呼吁是在一个艰

难的时期做出的，因为当时共和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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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美国众议院且在SEIA发明声明后的三

周内获得了参议院的控制权。

毫无疑问，SEIA是无党派的，且强

调其与两党均有合作，指出它通过了原

有的ITC，并在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和一个

共和党总统的任期内获得了一次延期。

但自2008年以来，太阳能产业和

美国的政治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

民主党当政两年后，2010年一波右翼激

进主义分子席卷共和党并使它重占众

议院多席，其中包括许多由茶党支持的

新当选国会议员。这一新多数派已经对

奥巴马总统的政策目标进行了攻击和阻

挠，特别是针对根据2009年“美国复苏

与再投资法案”而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政

策，即“刺激方案”。由于奥巴马政府支

持ITC的延期，可能会有麻烦出现。

激烈的讨价还价
尽管共和党在国会攻击可再生能源，

但支持者们认为这些多数派并非是不

可逾越的障碍。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

个是随着太阳能和风能产业的成长，它

们发展出自己的政治重心。

“当有超过20万人受雇于一种产业，

有工厂、安装商和进行中的项目，他们真

的无法再忽视它了，”SEIA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Rhone Resch如此说到。

然而，太阳能产业可能不如风能的

形势那么好。Elias Hinckley是一位为新能

源市场提供金融和政策策略的华盛顿律

师，他表示，地理位置使得风电行业更容

易赢得共和党的支持。“有不少风能方面

的工作机会位于红色区，”Hinckley说到。

“如果你看一下太阳能的分布地图：

那些项目、工作岗位、制造业的位置，会

发现许多这些活动都发生在沿海地带，

主要是蓝色区的司法管辖区。所以你就

无法具有与风能同样的跨党派吸引力。”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ITC不可

能独立地在两院落地，而只能作为一个

更宽广的延长即将到期的税收规定一揽

子计划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这种重要

行动的命运将通过讨价还价和妥协的

过程被决定，而意识形态所扮演的角色

并不重要。

因此，制定这类法规的委员会就成

为了SEIA努力游说的对象。“我认为关

键的部分其实是要确保我们支持了正确

的委员会，”Resch说到，“我们作为一

个行业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参议院

金融委员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身上。”

Resch提及了一些来自西部、中西

部和南部那些在金融委员会中支持ITC

的共和党参议员，以及一些民主党同盟

的名字。他还提到了参议院少数党领

袖Harry Reid的作用，后者在美国和其

家乡内华达州一直是太阳能产业的拥

护者。

 一瞥

• ITC削减处于迫在眉睫的阶段，促使太

阳能行业大力游说ITC的延期。

• SEIA认为，太阳能产业在美国整体就

业状况中的份量使得该行业很难被忽

视，尽管对清洁能源在意识形态方面

的游说，可能被证明对参议院的影响

力要小于更广泛的税法延期。

• 一些业内领跑者事实上在发声反对ITC

延期，认为太阳能已足够强大可以应

对计划中的削减。

• 太阳能产业资深人士Jigar Shah认为， 

不断争取税收抵免也会增加成本，限

制资本的可用性。

 

众议院正面临着来自可再生能源行业要求延长ITC的呼吁, 但意识形态方面的游说，效果可能不如简单冷硬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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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到秋季，延期法案或其他

某种税务法案会有一些机会。我们认为

我们有成为它一部分的良机，”Resch补

充道。

一个分裂的产业
尽管Resch对可以得到美国参议

院关键部分的支持充满信心，但太阳

能产业本身在ITC延期的战役中并不团

结。领先的住宅安装商SolarCity公司认

为，美国不应该允许在能源补贴不均衡

的情况下将ITC延期；在去年秋天GTM 

Research的峰会上，三个较小型第三方

太阳能公司表示他们宁愿不要政策。

而在更多的反对声音中，有一

位是太阳能行业最大的名人：J i ga r 

Shah。Shah早在2013年就提出反对ITC

的延期，他和企业家Author Tony Seba

都认为这一政策给本行业带来更多的成

本和限制。

“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很难使联邦

ITC货币化，”Shah告诉光伏杂志，“税

收权益提供者经常为他们的税收权益

征收10-12%，当总体太阳能发电项目融

资小于这一数字时。”

有一种批评意见是税收权益投资

者数量有限。尽管Shah承认税收权益

投资者池在近几年有所增长，但他同时

警告了当2016年太阳能市场上升时的问

题。“从根本上来讲，税收抵免投资者

池是有限的，2016年你会看到二级开发

商缺乏税收抵免，”Shah预测道。Jigar 

Shah还认为这一产业会对政策有较大尺

度的依赖。“税收抵免投资者可以在可

再生能源的整体跨度上投资，如在生物

质和其他类型的技术上，”Shah说到，“

税收抵免的投资者现今更喜欢低风险的

公用事业级太阳能发电厂，这违背了使用

税收抵免抵抗新技术风险的目的。”

悬崖
ITC延期的一部分问题，是它只是

将从30%降到10%的政策推迟一年。在

为2016年底政策到期做准备的过程中，

公用事业公司均急于和2015或2016年上

线的大型光伏项目签订购买合同，以便

以较低的成本来满足未来国家可再生

能源的要求。这创造出一个在未来18个

月内完成项目的热潮。SEIA推动的法规

之一，是允许在建项目获得信贷，而非仅

仅是建设完工的电厂，有些可能需要越

过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最后期限。但这是

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延误。

Shah和一些人士认为，太阳能产

业应该能够降低成本，满足10% ITC的

实现。然而，即使是那些拥有这一立场

的人士也并不否认会有短期的影响。对

于正在开发的项目，GTM Research估计，

如果ITC不延期，公用事业级太阳能光

伏市场从2016到2017年将会下降85%。

众多行业参与者都建议，最好是逐

年缓慢减少10%或5%的抵免，但这不是

政治家或主张者们典型的税收抵免做法。

“我认为这其中只有一点点是政治

运作方式的作用，”Elias Hinckley解释 

说，“我们不是追求一个良好的政策，

我们是追求输和赢。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即使他们能认识到这是一个好政策，你

不能走出去并要求得到它，因为你不是

在仅仅要求足够。”

由于这个行业似乎是被困在悬崖上，

让这一悬崖到来得晚一些，可能意味着

它不那么痛苦。GTM Research的Kann

指出，太阳能光伏发电经济正在逐年变

得更好。“我们正在越来越接近不需要

30% ITC的市场，但我们绝对还没有达到

如果下降到10%，市场还将继续不减退

增长的地步，”Kann解释到。

Kann承认依赖于税收权益限制了

资本的可用性并增加了其成本，但表示

必须正确看待它。“问题仍然在于平衡，

有ITC是否比没有ITC更好，”Kann说

到，“我认为目前一个不完美的激励机

制好过没有激励机制。”

针对这点，Shah警告要预防不断

争取延期的危险。“我较强地偏好于太

阳能税收抵免政策‘逐步’取消，但如

果它是介于不确定性和确定性之间，我

选择确定性。”

◆  Christian Roselund

在加州Fort Hunter Liggett基地的一套1兆瓦微电网太阳能阵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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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重启”

税收抵免（ITC）：太阳能投资税收抵免是使太阳能产

业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但是它对未来美国

太阳能市场的增长是否重要呢？SunPower公司市场战

略和政策副总裁Tom Starrs认为，在税收抵免政策下台

后，大规模的光伏市场在经历了人为加速项目完工后

会进入增速下降期，但是太阳能已被证实的价值，会

推动持续的稳定增长。

Tom Starrs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25年的从业经验，他的主要经验集中于分
布式光伏发电和公用事业级光伏发电的市场评估和商业开发。tarrs目前担
任SunPower公司的副总裁，分管市场战略和政策，负责该公司对政府政策
的分析和呼吁、市场预测和分析、以及下游市场战略的制定。在2009年3月
加入SunPower公司之前，他是Iberdrola Renewables公司美国太阳能事业部
的总经理，该公司是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公司。

大规模光伏发电领域的投资税收抵免政策下台，是美
国太阳能产业长期存在的热议话题。你对这一税收抵
免政策的延期前景是如何看待的？

请记住，尝试去预测政策的走向是一件十分有挑战性的

事情，因此，最好不要完全相信我说的话。但是我认为今年

任何对税收抵免政策的长期延期可能性都十分渺茫。

国会议员间的观点分化和过去一样十分严重，这不利于

我们的呼吁获得成功。国会中存在一批反对税收减免政策延

期的议员，因为他们反对任何种类的新税。他们顽固地想要

消除税收利益——作为一种税收——税收抵免政策就属税

收利益。

近些年，国会体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直到一项税收抵

免政策即将过期或者已经过期后才会去考虑它。我们已经向

国会反映过，大规模太阳能发电市场需要提前三到四年知晓

这样的政策变动。

开发商在投资前需要知道大型太阳能工厂的财务模型，

而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有否税收抵免政策。如果不清楚

是否存在税收抵免，那么就很难对长期收购和采购进行投标。

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国会山并不重视这一问题。

国会有可能在今年考虑税收抵免政策，但更可能明年再

考虑这一问题，那时太阳能产业将会更接近下滑的局面。

更加可能发生的是，国会即便是到了2016年也不会感到

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在税收抵免政策过期

后的2017年再追溯性地将这一政策延期。

“追溯”并不是太阳能产业喜欢听到的一个词汇。追溯
性的政策延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追溯性的政策延期对纳税人和太阳能产业都是一件坏

事。这种情形下，在2017年融资的项目享受不到税收抵免的

好处，而当他们因为追溯性的政策能够享受这一好处时，他

们已经不需要了。

虽然我们目前只是对太阳能产业的税收抵免政策走向

进行推断，但这一推断是基于去年年底风能产业的真实生产

税收抵免延期情况所作出的。

但是，当前来自茶党的绿色运动似乎是非常支持太阳
能发展的，并且他们也有意识形态的基础。你觉得这一
党派能否带来一些影响呢？

这是个有意思的运动，而且有很多有意思的层次。当我

自己在做一些直接的政策呼吁工作，而不是管理一个政策呼

吁团队时，我通过切身经历发现，最热烈地支持扶持太阳能

政策的群体来自极左派和极右派，前者是出于环保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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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发展的价值观，后者是出于独立、自给自足的立场。其中，极

右派是持反垄断立场的，因此反对公用事业级别的光伏发电。

如果税收抵免政策按照计划力度削减，你认为它会对
美国的太阳能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很难做出确切的预测，但是我们自己的预测和大多数

关注这一问题的分析师是一致的。这些分析师大多预测美国

光伏市场会在2017年下降。我认为这可能是对的。值得注意

的一点是，如果激励政策有一个固定的失效日，那么在政策

失效前，太阳能产业会有一个显著的增长，而在失效日后，会

出现显著的下滑。

这确实和光伏发电的成本或是与光伏相关的价值主张

没有关系，仅仅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对于任何开发商而言，

如果既可以在2016年也可以在2017年完成项目，那它一定会

因为想要获取税收抵免政策的好处而选择在2016年完工。天

然的市场机制使每一个项目的进程都加快，以赶上税收抵免

的末班车。我难以想象太阳能产业在工期加快后不发生增速

放慢，因为整个市场存在期初加重收费的问题。

当太阳能市场的项目被人为加速后，是否会存在对项
目质量的担忧？

可能会存在，但是对我们SunPower来说不存在[大笑]。产

品和经验是很重要的，而SunPower公司过去的业绩充分地证

明，我们为这个市场提供了最有效率和可靠的太阳能解决方案。

展望2017年，你对市场的预期是什么呢？
我认为我们可以把2017年看作新的一页，虽然经济环境

充满挑战性，但我认为SunPower在削减成本、技术和服务创

新上取得的进展，足以使我们持续提供我们的价值主张。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些边缘市场，总会存在税收抵

免政策力度的高低足以决定项目是盈利还是亏损的例子。但

是，就整个太阳能产业而言，会出现市场的重启，以及随之而

来的持续、稳定、高利润增长。

太阳能行业是否已经采取了足够的行动，游说国会支
持税收抵免政策延期呢？

我是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SEIA）的董事，我们站在税

收抵免政策延期的前线。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

未来将会做更多的努力。政策呼吁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因

而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怀疑国会在未来一年或

者更长时间内不会关注税收抵免政策，现在是否是提出倡议

的正确时机，这一问题与我之前所说的是一致的。

我不会把国会没有明确显示出接纳我们的倡议，看成是

我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

我认为我们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是指整个太阳

能行业。并且，我们绝对是花费了许多时间进行战术上的思

考：到底应该在何时采取何种方式真正地向国会推进这个

议题。

◆  采访者：Jonathan G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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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04-2014年开发应用对美国光伏部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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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来源：SPV Market Research, 2015 

美国商业应用 66%
美国住宅应用 50% 美国离网应用CAGR 12%

美国公用事业应用CAGR 86%

需求与交付

美国光伏产业格局：保拉•明兹（Paula Mints）揭秘美国太阳能市场激励、可再生

能源投资组合标准（RPS）及超强劲增长。

历史上，美国太阳能市场的主要驱

动力一直是各州退税和基于产能的激励，

以及净计量电价制度和税收激励，例如

联邦投资税贷项（ITC）。增长的基础是

各州的个别要求，通常称之为可再生能

源投资组合标准（RPS）。虽然各州情况

有所不同，但RPS要求公用设施包括一

定百分比的、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年

发电量。一些州为太阳能拨出保障。唯

一的联邦激励是30%的ITC，且预计2017

年1月幅度将下调。美国的政治体制使

得执行联邦太阳能发电上网电价补贴政

策（FIT）或RPS不太可能。

从2009年开始，美国市场以68%的

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目前，在30%的

ITC可利用率及其即将来临的取消或减

少的驱动下，市场正在加速，且新的商业

模式针对住宅及中小型市场商业应用。

由于无需启动投资，住宅租赁商业

模式是增长加速的驱动力。参与的公司

承担初始安装成本。基本上在规模化系

统中，大约65%的太阳能租赁客户都预

先买断他们的租赁。这种模式要求重大

资本承诺，且接受在较老的租赁客户开

始支持较新的租赁客户之前至少几年

的亏损。可以想象得到的是，这种模式

可以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任何类型的激励，

因为早期租赁合同的硬件和安装不再

是一项考虑因素——也就是说，他们已

经付清了。

住宅/中小型市场租赁模式要求净

计量电价。如果没有净计量电价，一旦

公用设施收费发生变化，则这种模式的

可盈利未来难以预见。净计量电价与并

网是持续普遍部署太阳能的关键所在。

没有并网能力和净计量电价能力，则发

展分布式发电（DG）光伏市场的机会为

零。并网和净计量电价可能比激励更重

要，因为如果不存在并网和净计量电价

能力，则市场将显著变小。

太阳能租赁模式的缺点众所周知。

尤其是客户受提供免费、免维护太阳能

的诱惑，而不能准确地评估购买光伏

（PV）系统并利用激励本身与年调幅收

费的一年一度影响之间的差别。尽管存

在这类缺点，这种商业模式正在整个美

国及更广范围内扩展。

如图1表示从2004年直到2014年

美国光伏部署的应用分布情况。值得注

意的是，目前商业应用部署占主导地位。

采用电力购买协议（PPA）的公用事业规

模应用与社区太阳能应用（在25kWp到

5MWp范围内）同属于商业范畴。

多条市场通路
德国和日本的实践证明，理想的日

照并不是分布式发电或公用设施规模

太阳能市场增长的关键。然而，对于多

兆瓦级装置而言，输出电量（kWh）是

关键的度量，其中日照和天气预测是大

型项目取得财务成功的关键。美国还拥

有较高水平的、对技术部署有用的合格

劳动力。

在住宅太阳能租赁模式之前，住

宅及小型商业光伏系统在低电价地区

的竞争力较低。考虑到不同行业及美

国各州的电价很重要，这样做是为了

评估部署潜力并评估利润率压缩潜力。

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多兆瓦级太阳

能装置必须与往往最低的工业电价相

竞争。

对于住宅、商业及工业客户而言，

公用设施电力成本是一项决定性因素，

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决定点。例如，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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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从外部输入电力且电价非常高昂，但

该州在实行FIT之前的太阳能电力装置

市场发展适中。此外，夏威夷的太阳能

租赁模式鼓励了消费者作出太阳能投

资。有关电网产能过剩的公用设施担忧

减缓了夏威夷的部署速度。2014年，美

国的平均住宅用电电价为0.12美元/千瓦

时，这在2013年的基础上提高了三个百

分点。

2014年的其他住宅用电电价平均值

包括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0.12美

元/千瓦时、加利福尼亚州的0.15美元/千

瓦时、夏威夷州的0.38美元/千瓦时、马

塞诸塞州的0.17美元/千瓦时、新泽西州

的0.16美元/千瓦时以及纽约的0.20美

元/千瓦时。这些平均值代表由市场上所

有电力用户支付的平均电价，而不针对

过量用户、中等用量用户及节约用电的

用户。一般而言，这些平均电价引人关

注，同时也是非描述性的。

一个州的文化及政治环境会对其

是否提供激励、拥有RPS标准或允许净

计量电价有影响。加利福尼亚州拥有

强大的RPS和政治动力，甚至在保守的

地区也如此。其他州，例如亚利桑那州

和德克萨斯州，的环境则对激励不那

么友好。

大体而言，公用设施是非自愿型太

阳能合作伙伴，几乎只有在RPS命令其

参加之时才会参加。目前，公用设施正

在制定或要求允许制定住宅光伏系统

业主/承租人的月租费，且正在提高所

有用户用电的基础价收费。在某种程

度上，公用设施受限制不得随意提高电

价，这样做必须获得州公共事业委员会

的核准。

庞大而不利的ITC
2015年年中，美国光伏产业由于商

业项目ITC即将从30%降至10%且住宅

部署将享受零ITC而陷入焦虑状态。毫

无疑问，这种结果值得注意，它会导致

所有太阳能技术部署减少。虽然如此，

美国太阳能产业不可能出现灾难性的

崩溃，这并不是为了减轻这种忧虑。最

有可能的结果是，随着项目盈利能力更

加显著地软化，美国大多数州的市场将

日益疲软。

最大的可能性是30%的 ITC将延

续至少一年。由于开发时间线太长，50 

MWp以上规模的装置目前正在放慢速

度，但低于50MWp的商业系统部署骤

增且住宅系统部署正在加速。某些>50 

MWp系统也仍在继续部署，不论它们

是否将在2016年年底竣工，这是因为市

场普遍相信ITC将扩展再加上来自谷歌

和苹果等大公司的投资。

◆  Paula Mints

 概述

SPV市场调研机构的年度全球太阳能

产品报告，和五年预测为太阳能行业需求和

应用端提供了详尽的分析，报告覆盖全球35

个市场的制度，系统，BoS价格，激励机制和

发展趋势。该报告从20世纪80年代至2015

年，市场化分析了40多个太阳能应用部署，

并预测至2019年，包括有关业内人士和终

端用户的详细信息。有关详情，请联系SPV

市场研究pmints@spvmarketresearch.com

或访问网站www.spvmarketresear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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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乱坠的宣传看真相

《存疑的商人》——透过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亚当•斯密斯看不见的手被戴上手铐，消费者选择市场权力来源的权利丧失。Headwall Power公司的Brad Meikle
与本刊记者畅聊长期存在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持续辩论，以及为什么他认为这些辩词不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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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由Naomi Oreskes和Erik 

Conway共同撰写的书籍《存疑的商人》

（Merchants of Doubt）出版。Participant 

Media最近根据该书出品了一部纪录片，

这是我看过的有关气候变化辩论题材中

拍得最棒的。Participant Media是一家

专注于制作反映积极社会变化和意识电

影的制片商。《存疑的商人》是任何一个

关心我们星球未来的人都一定要看的纪

录片。

该片的中心问题是：从产生碳排放

的能源角度，看工业革命对我们所在的

星球产生了什么影响。当前，许多数据

来源都表明，气候变化和上升的空气中

二氧化碳浓度之间，存在相关性。如果

数据已如此清晰，那为什么还会存在辩

论呢？

《存疑的商人》揭露了整个碳能源

产业系统性传播有关二氧化碳排放对

地球影响的错误信息的一系列行为。该

书的一些发现，显示出这一错误信息自

1980年代初就开始散播了。这种行为简

直可以和当年烟草和石棉行业的荒谬舆

论制造媲美，后者一度向世界散播这样

的信息：我们的产品是有益健康的。烟

草公司的CEO们向国会陈述，他们的产

品并不会致瘾，也不会危害健康，虽然

这样的言论是有悖于数据的。然而，气

候变化和吸烟不同之处在于，它会影

响每一个人，而吸烟则是个人选择问题。

煤碳产业将原本极其显然的事实变得

令人怀疑的功夫着实令人惊叹。2008年，

美国的共和党中有一批人广泛支持采取

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水平。

曾经在2008年支持激进的削减碳

排放措施的国会议员们，现在却声称自

己“不是科学家”。这一从支持转向不支

持的举动，发生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都

变得更加经济可行之时，显得十分不理

性。2008年，已安装太阳能发电设施的

价格是每瓦8美元到10美元，而现在，已

经在这个基础上下降了90%。大型的太

阳能和风能项目的合同价格比核能、天

然气和燃煤发电都要低。

以亚当•斯密斯“看不见的手”为代

表的资本主义观点，是市场会自行达到

供求平衡。然而在电力行业，大多数的

公用事业设施是管制下的垄断，它剥夺了

消费者在价格机制中的力量。亚当•斯密

看不见的手被戴上了手铐！意识会带来

改变，像《存疑的商人》这样的作品定

将为一场已经蓄势待发的能源变革运动

增加契机。

 Brad Meikle

Brad Meikle是近期刚刚成立的Head-

wall Power International公司的CEO。这

是一家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商，专注于新

兴市场的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和风能项

目。Headwall Power的创始团队已经开发

了2GW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施。Brad之 

前还创立了Meikle Capital、Renewable  

Analytics、以及Silverado Power这三家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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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法律
鲜少定义

墨西哥：虽然墨西哥已经展开大量立法工作，但电力领域的新法规框架仍然缺乏对

太阳能的承诺。同时，在改革之前，数百兆瓦太阳能项目将在今明两年并入电网。

墨西哥西北部索诺拉省的一个兆瓦级太阳能园区配备晶科能源组件。

自2013年12月份的能源改革以来，

墨西哥已经修改其宪法、颁布了多项法

律和25项法规，甚至开发了一整片批发

市场。然而，即使完成了所有这些立法

工作，阿兹特克光伏市场似乎仍然没有

起色。

这显然不是因为缺少兴趣。能源

管理委员会（CRE）已经授权总产能达8 

GW的太阳能发电厂上线。此外，近年来，

广大国际利益相关方都在游说支持墨

西哥发展太阳能。

参议院阻止批准《能源转型法》

（LTE）似乎是墨西哥可再生能源发挥最

大潜能的主要障碍。从2014年12月份起，

参议院一直在阻碍批准这项将决定绿

色能源在发电领域占比的法律。

LTE与仍然有效的《可再生能源开

发与能源转型融资法》（LAERFTE）有着

相同的目标，那就是截止2024年使清洁

能源比例达到35%，但它在后者的基础

上更进了一步。LTE为电力行业制定了一

个强制性的排放配额，并要求使用清洁

能源证书。此外，它还强调了向电网注入

可再生能源的优先级，并在支持分布式



safeTrack Horizon

• No actuator push rods between the rows of modules

• Flexible terrain adjustment on slopes with a gradient of up to 20 ° 

• Unique, lightweight steel construction thanks to the patented steel cable system

• High wind tracker for wind speeds of up to 180 mph 

• Wind and sand tested in a test laboratory and in desert regions

German engineered tracking systems made by 

www.ideematec.de

IT CAN’T BE BLOWN OVER! 
 
NOT EVEN BY ONE OF OKTOBERFEST’S
MARCHING BANDS…

The sturdy single-axis horizontal tracking system – 
also suitable for dif cult terrain and other challenges

To gather more informationen on safeTrack Horizon at the Oktoberfest or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our tracking systems, please contact us by September 9th 2015 
via info@ideemate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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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的同时规定了开发智能电网的指导

方针。

除此之外，LTE还设定了截止2024

年实现6GW住宅及中小型企业用太阳

能的目标，并为此制定了税收激励。并

且，净计量电价盈余馈入电网也可获得

补偿。

候承诺的目标以及国家目标，什么才是“

清洁能源”是业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更多的是对清洁能源定义的担心。”

能源咨询公司ATA（Astrom Technical 

Advisors）的Martin Herrerias表示，这

并非空穴来风。2014年8月通过的《电

力行业法案》（LIE）将核能及大规模水

再生”类别。并且，这种定义还会导致

达成可再生能源目标发生混乱，据最新

发布的《2015-2029年电力系统开发计

划》（Prodesen）披露迄今为止这一目

标仍然保持35%。

无需贴上清洁能源标签，联合循环

发电厂以及后续的燃气发电厂在未来

这种激励将为净计量电价领域提

供最后一股推动力。据CRE报告称，继

在去年达到58MW太阳能之后，该领域

已经由于最近几个月墨西哥电价的显著

降低而失去了许多感兴趣的用户。

市场的气化
为了达到在全球社区实现国家气

电也包括在“清洁能源”范围内，甚至

到了争论天然气是否也应该包括在内的 

程度。

这种定义也是墨西哥可以吹嘘目

前其26%的发电设施都采用“清洁能源”

的原因。然而，更加详尽的了解发现这

17GW当中绝大多数是大规模水电和核

能，且不超过3GW的电力属于“严格可

能源组合中仍将保持他们当前至高无上

的地位。据墨西哥能源部（Sener）透露，

他们目前代表着35.6%的国家电网以及

49.6%的墨西哥发电量。

展望2029年，Prodesen预计联合

循环发电厂将占到墨西哥发电量的44%

左右，并成为最广泛安装的技术，以满

足未来电力需求。估计这项技术将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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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位于墨西哥州的、使用Ideematec跟踪器的太阳能园区是一个22MW太阳能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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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需要的60GW新发电容量当中的

26.4GW。

在Prodesen计划的32.5GW清洁能

源配额当中，核能及水能再次显露头角，

占到装机容量的29%。虽然墨西哥日照

潜力巨大，据预测太阳能技术将仅占到

2029年发电设施的1.3%，估计新装机发

电量为1.8GW。高效的风能和热电联产

（CHP）更胜一筹，分别为12和7.5GW，同

时地热能估计为1.2GW。“提升可再生

能源产能与扩充天然气管道及采油网

络所引起的关注度相当。谈到可再生能

源，我们没有旗帜鲜明的决定。他们希

望做好全部而不放弃任何东西，那是不

可能的。”Herrerias控诉道。

能源专家通过本地媒体表示，改

革过度支持燃气，且明显支持太阳能的

LTE被莫名其妙地延期采纳，这正在推

迟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实现并因此妨碍 

投资。

投资很可能是LTE公布受阻的关键

原因。虽然新建联合循环发电厂估计

需要大约1663.3万美元的投资，还需要

1558.8万美元建设近10,000千米原材料

供应管线，风电投资估计为1238.9万美

元，而太阳能投资估计仅为466.8万美

元左右。

招标：具有细微差别的乐观主义
不管LTE是否获得批准，今年都必

将开始可再生能源的招标。它们是全新

墨西哥即时电力市场计划的一部分，这

意味着墨西哥联邦电力委员会（CFE）垄

断的终结。理念是通过竞争安装满足国

内电力需求所需要的新产能。

为了在新市场上展开运营，有必要

与新创立的国家能源控制中心（Cenace，

该机构将调节市场）达成并网协议，然

后投资商们将能够通过与供应商或合

格用户签订合约来参与即时市场，或者

与基本服务供应商签订长期合约。《电

力行业法案》要求Cenace就后者进行

招标。

虽然新市场运营模式的最终条款

在付印之时尚且未知，但太阳能产业正

在热情地等待投标邀请。

“具体的目标及合约形式仍然缺失，

但我们预测会有一个好的开端。”中国

组件制造商晶科能源（JinkoSolar）的现

任墨西哥地区商务总监兼Sener前可再

生能源总监Ivan Michel Dueñas表示。

市场原则及招标详情必须在9月1日，

即电力市场预定试运营的日期，之前公

布。电力市场预定将从2016年伊始最终

引入。

美国爱迪生太阳能公司（SunEdi-

son）等公司也对招标非常乐观。“我们

预期将拍卖掉15TWh。这个巨额数字将

在2018年实现。这是几个月前与能源部

共同确定的。”爱迪生太阳能公司墨西

哥首席执行官Peter Eschenbach在七月

下旬通过墨西哥经济学家报（El Econo-

mista）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由此表

现出微妙的乐观主义。

在接受EI Financiero的一次访谈

中，Eschenbach警告称能源拍卖提高

确定程度至关重要。“他们给予我五年

或十年的期限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期限

都不足以摊销发电厂投资。”爱迪生太

阳能公司墨西哥主管说道，同时要求“

更长的期限让我们能够降低电价”。同

样地，墨西哥太阳能协会Asolmex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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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合约期限应该至少为20年，这样才

能使项目能够通过银行融资。

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光伏发

电的间歇性状况。Asolmex提议将可再

生能源拍卖中的间歇性的可再生技术与

其他“清洁”技术区分开来。并且，没有

必要提供能量块，因为“这种机制会提

高拍卖的最终价格，因为可再生能源发

电必须承担市场风险来涵盖这类义务。”

这种情形，如果不予澄清，可能使得在

招标过程中看不到太阳能的未来，因为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

美国爱迪生太阳能公司提供能量块的

战略，结合太阳能、风能甚至水能。

其中一家由太阳能和风能园区供电

的公司是Sowitec，该公司目前正在墨

西哥开发两千兆瓦的太阳能和风能项目 

（详见第34页的访谈）。

新设施，老计划
但是，未莱投标商不是太阳能发电

厂的唯一希望。事实上，墨西哥正在建

设多个兆瓦级发电厂。如果Prodesen的

预测正确，则132MW太阳将在今年上线，

且2016年将上线724MW。

今年计划上线的几个项目之一是正

在由位于拉巴斯（下加利福尼亚州）附

近的Grupotec公司建造的一个25MW

项目，该项目将依据与CFE的能源购

买协议以小型生产商的形式运营。据

下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透露，凭借这 

家发电厂以及Aura Solar发电厂（Gauss 

Energia，39MW），拉巴斯将成为“第一

个利用太阳能生产满足其100%能源需

求的拉丁美洲城市。”

这家发电厂正在开始根据一项先

前计划运营开展能源改革是因为LIE规

定在其生效（2014年8月11日）之前申请

CRE授权的公司应该能够继续根据老的

小型生产商与自给计划继续运营。

这些计划可以继续达成期限为20

年的《遗产并网协议》，但前提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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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olmex认为合约期限应该至少为20年，这样才能使项目能够通过银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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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2014年11月5日之前以书面形式

表达他们继续运营的意向并在2016年

12月31日前证明他们的项目获得充分融

资，他们已经承诺从该发电厂购买主要

设备，且他们已经至少花费掉项目所需

总投资的30%。

这种自给模式非常具有吸引力。“

对今年年末及明年的预期非常好。许

多项目正在重新启动并引发更多项目。”

墨西哥结构制造商Constalica负责人

Sergio Cortes谈到自给发电厂时表示。

还有许多项目正在根据这项计划开展

着，其中一项是IUSASol在墨西哥州的

22MW项目，它是一个400MW项目的一

部分。

但是，有消息表明只有前者属于老

规管计划的范畴。这家墨西哥公司预计

在项目中配备来自其自有现场工厂的组

件。其首席执行官Antonio LópezPuer-

ta表示，该工厂目前具备125MW的产能，

但正在扩充至500MW。IUSASol公司销

售与营销主管Axel Hartung表示，公司

正在与德国制造商IdeemaTec密切合作，

后者为此项目提供SafeTrack Horizon单 

轴跟踪器且可以在未来项目中继续 

供应。

IdeemaTec在墨西哥已经拥有一

家工厂，因为它相信墨西哥将成为太

阳能发电厂主要将使用跟踪器的市

场，Hartung解释道。

改革从屋顶太阳能开始
在CRE继续解释申请并为属于已经

过时的计划的大型项目提供向导的同时，

让一个租赁和融资巨头，例如SolarCity，

参与行动似乎给太阳能在新法规框架下

的未来增添了信心。

八月初，这家美国安装公司宣布收

购墨西哥公司Illios。“SolarCity进入墨

西哥是一件推动墨西哥光伏产业前进

的大事。C&I细分领域是该国最具扩展

能力的近期机会，并且将一款强大的融

资产品引入这片市场将显著加快光伏产

业增长。”市场分析公司GTM Research

的Adam James表示。

通过这种联盟，SolarCity将“以他

们主导美国市场同样的方式主导墨西哥

市场，”这家美国公司的展览与全球扩

张高级副总裁Mark Krapels说道。

一旦收购I llios的工作在八月底完

成，则SolarCit y将支付10 0 0万美元

现金以及额外的500万美元作为收购

款。SolarCity计划让Illios继续以独立业

务单元运营。并且，事实上这两家公司的

运营模式非常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这

家美国公司也负责迄今为止常被外包的

安装、营销和工程事项，因此会使得产

品价格更加昂贵。去年，Illios表达了他们

希望建设250兆瓦级分布式发电设施并

将其租赁给SME及大型消费者的意向。

“如果SolarCity可以提供标准化融

资产品，则商业及住宅细分领域在未来

几年里可以实现比在基础案例中所述的

侵略性场景更快的增长速度。”James

预测道。

如果SolarCity商业模式获得《源转

型法案》批准，则该公司提议的6 GW屋

顶太阳能及其对分布式发电的支持、墨

西哥的光伏产业展望可能比预期更快发

生变化，且可能从燃气产业分得一定的

能源发电份额。

◆  Blanca Díaz Lóp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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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能源改革

专访：能源开发公司Sowitec的结构融资部门主管Rosa 
Tarrago谈及公司在墨西哥的发展，解释墨西哥的吸引

力所在。 

Rosa Tarrago是结构融资部的负责人。作为第三方顾问、项目及出口融资商
和私人股权投资者，她成功地参与了Sowitec所有主要交易的相关事宜，尤
其是在可再生能源方面。

Sowitec在墨西哥的业务十分活跃，拥有2吉瓦的开发
中风能及光伏项目。

Rosa Tarrago：与墨西哥至2014年底6.5吉瓦的风能及光

伏安装量相比，开发中的2吉瓦风能及光伏项目这一数字听上

去十分宏大。但如果考虑到Sowitec风能项目的最小规模就是

200兆瓦，且公司在光伏方面的思路也是类似规模的公用事业

级项目，这一数字也就不太显眼了。

未来15年中将会有60吉瓦的新增产能，可再生能源部
分是否足够宏大？

SENER预测风能可能是这一新增产能中的第二重要来源，

占12吉瓦，而光伏仅占其中的1.9吉瓦。值得注意的是，SENER

一年前的计划，可是新增产能中风能和光伏占大头，分别为36

吉瓦和5吉瓦，直至2028年。

因为能源部（CRE）已经批准了7吉瓦的容量，光伏的目

标也较谦虚。

这些项目是在原有（改革前）制度下开发的，主要是一些

大型客户开发供自己使用的项目。Sowitec正在帮助一些大型

客户在改革全面实施前，特别是电力批发市场（WEM）启动之

前，执行这些项目。此外，CRE批准的某些项目是根据商户风

险来构造的。

在如智利这样的市场中你可以观测到，不是所有的项目

都能根据商户风险来构造的，因为该国的风险投资商群体也

是在最近几个月内才形成的。对墨西哥的商户风险而言，它额

外面临的风险还有WEM制度需要获得经验、可通行性和可信

度，PPA（购电协议）的条款也是如此。招标方公布的PPA条款

中，期限最长的是10年，这极大地影响了光伏项目的经济性， 

如果它们具有完全可赢利性的话。

最近几个月内，双方已签妥协议的光伏项目数量在增
加。PPA市场发展如何？

我们看到有7.6吉瓦的光伏项目，在获得墨西哥能源管理

当局的批准后，声称已经或正在进行PPA协商。不幸的是，我

们认为这些项目会经历与风能资产同样的遭遇。不是所有的

这些双向PPA都能被借款方和/或投资者接受。它们中的大多

数包含有一些典型的法律变更条款，而一旦WEM制度全面实

施后，将会使合同失效。

因此，Sowitec着重于改革后的PPA要求方面，以及新环

境下成为合同伙伴方的资格。

为何墨西哥的能源改革受到了一些市场参与者的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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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项目开发商、商业贷款方和金融投资者都愿意在一

个投资级OECD国家展开投资活动。这些第二团队参与者（包

括贷款方）的主要争论，是由于一些已公布的招标条件缺乏

银行可融资性以及改革后措施的不确定性，使得一些交易无

法使用无追索项目融资。而Sowitec在管理不确定性方面有

着超过20年的成功经验。

因此，从中短期来看，我们的50位员工墨西哥团队（也是

我们集团中的第二大团队）在墨西哥开发的2吉瓦项目，应该

是一个现实的目标。此外，等电力框架明确后，Sowitec还计

划在墨西哥扩展光伏业务，使其规模与我们在墨西哥的风能

项目池库规模相当。

对于你们的一些墨西哥光伏项目，你们有计划象风能
项目与Enel和Banco Santander合作一样，寻找合作
伙伴吗?

当然。我们希望与他方复制这类合作。事实上，Sowitec

今年在巴西市场上有过类似合作的成功案例。

由于墨西哥的经济环境比巴西更有利，吸引了众多愿意

进入这一市场的能源相关市场参与者的注意力。

这就易于理解为何国际性公用事业机构、电力贸易商、

股本提供者和其他意识到改革后市场潜力的项目开发商前来

寻找Sowitec。

墨西哥市场为何具有如此的吸引力？
就全球而言，光伏设备生产商和EPC承包商都愿意向可

再生能源产业链的其他领域扩张，以保持它们原有的利润率、

以电网平价的价格供货（光伏项目为0.05美元/千瓦时）、获得

市场报价以产生协同效应。因此，有更多的参与者涉入项目开

发的早期阶段。Sowitec能向这些参与者提供因我们对项目

的长期承诺而带来的有质量保证的资产，Sowitec也同时从中

获利。

我们的质量保证的具体方式，是长期持有这些项目的少

数股权，因而在运营阶段给双方带来双赢的局面。

谁会是潜在的合作方？
Sowitec对合作方的要求之一，是对方必须对墨西哥市

场有一个远视的理念。一个典型的开发周期通常会是在5年

内没有固定的现金流入。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与Sowitec具有同样长期远景规划

的公司，同时它还须有极强的财力能做到这点。

贵公司在墨西哥的中短期目标是什么？
Sowite c在墨西哥光伏市场的中短期目标，要视市

场参与者适应能源改革中所规定的新法规的时间长短而 

定的。

墨西哥的改革，解放了电力市场，消除了市场准入壁垒， 

为大型公用事业机构提供了机会，而后者正是Sowitec目前的

关键客户。

今年晚些时候，国家能源控制中心（Cenance）将进行
可再生能源长期供货方面的招标活动。贵公司计划参
加吗?

是的。

谢谢您接受采访。
◆  采访者：Blance Diaz Lop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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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能源部长认为，接下来的15年内将会有60吉瓦的新增产能加入电网，以满足平均4%的需求增长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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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后补贴

英国市场：英国太阳能补贴局势的进一步变化可能导致这个近年来已经成为全世

界最具活力的行业脱轨。光伏杂志调查了为什么实施这些支持议案，并探究了行

业是否仍能继续享受后补贴–并且今后将是什么样子的。

望眼欲穿终于盼来了？正当行业需要最后一股推动力来实现市电平价之时，最新的政府提案可能降低英国太阳
能补贴幅度。

美国与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首次结成了‘特殊关系’，彰显了两国之

间异常密切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

和历史关系。然而，近年来，这种联盟

关系已慢慢疏远。随着美国成为全世界

唯一的超级大国，英国作为平等合作伙

伴的姿态已降至表示支持的同感者以

及象征性军事联盟的角色。从经济上讲，

这两个国家从未相差这么远过，美国轻

易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英国

如今退居第六位。

并且，虽然文化关联仍然强大，在

政治上两国常常选择分道扬镳。这种分

离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体现得再明显不

过了。上个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宣

布其受普遍欢迎的《清洁电力计划》–

此举旨在从2005年的基础上截止2030

年减少煤炭使用量、增加可再生能源并

降低32%的碳排放量，与此同时英国能

源与气候变化部（DECC）在一周之前宣

布有争议的太阳能补贴缩减提案。

不再有太阳能补贴？
DECC的计划将使得规模小于5 

MW的太阳能农场不再参与可再生能源

义务（RO）计划–这比计划要提早了一年。

该计划向经认可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颁

发可再生能源义务证书（ROC），届时这

些发电厂可以与使用ROC来证明他们已

经履行清洁能源义务的电力供应商展

开交易。针对太阳能光伏的补贴水平为

1.3ROC/MWh，当前计划即使对较小型

的太阳能农场开发者来说也是一笔具

有吸引力的补贴。从明年开始撤销ROC 

–继同样在2014年早期取消大规模（>5 

MW）太阳能农场之后–引发了更多的疑

问，但让观察员坚信太阳能由于太受欢

迎而正在受到惩罚。

太阳能补贴取自征收控制框架

（LCF），这是每月从能源消费者账单中

撇出来然后分散用于各项能源技术的一

笔钱。随着太阳能的剧增–英国如今拥

有超过8GW的累计光伏产能–这个行业

已经囤积了比初始计算值更高份额的可

用LCF金钱。

在宣布这些提案时，DECC引证“

高于需求导向的FIT和RO的预期吸收”

和“快于预期的技术效率进步”。以意

译重述为：太阳能已经变得非常实惠、

非常具有吸引力且非常成功，而且非常

快速。然而，太阳能行业协会（STA）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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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能源与气候变化州务卿Greg Barker普遍支持
太阳能–业内诸多人士希望现任Amber Rudd采纳
的一种姿态。

快指出，太阳能光伏RO计划仅占到每

年LCF预算的6% - 远远低于许多其他技

术–并主动提出与DECC合作致力于提升

FIT的效率。

“在RO计划中，人们能源账单的成

本约为每年三英镑（即4.70美元）-与其

他类型的能源相比这是一笔微不足道

的金额。”STA董事会成员Jonathan 

S e l w y n表示。S TA外部事务负责人

Leone Greene告诉光伏杂志，DECC的

提案会破坏一个只需几年的支持就能实

现市电平价的行业。“我们承认政府希

望将重心转移到更大型的屋顶太阳能装

置上，但我们向DECC解释过这些仅仅

是英国市场的5%。”Greene说道。“要

开放更大型屋顶太阳能装置需要做更多

的工作，但如果政府过早地撤离太阳能

农场的话，则存在危险，市场的未来将

不明朗。”DECC略述的一项更进一步的

提案是对规模超过50kW的较大型屋顶

项目免除FIT预认证流程。Greene补充

说：“撤销预认证一个项目的能力并锁

定在一定水平的支持将损害商业屋顶和

社区太阳能计划。”

适应变化
英国太阳能产业急于摆脱“补贴

上瘾者”的标签。它正在要求一片标准

的运动场，在这里支持–不论是采用直

接补贴、税收减免还是更复杂的激励

形式–被公平且一致地用于其他形式的

能源。

Solar Media市场研究主管Finlay 

Colvile建议道，这些提案将在秋季作出

决定，但太阳能产业本身做着最坏的打

算，且开发商们可以利用从现在到2016

年3月31日之间的八个月时间“疯狂地 

建造”。

他告诉光伏杂志：“我认为许多开

发商将审时度势，认为最坏的情形就是

再提供八个月的ROC支持，然后通过协

商或者任何妥协决定的任何事情可能

再提供12个月。”

Colville补充说，英国太阳能产业

如今有效地拥有两个宽限期。首先是去

年RO对大规模太阳能农场作所作出变

更的后续影响将持续到明年4月1日。并

且，很可能在2017年4月1日之前还将基

于当前ROC率、针对已经做出“重大财

务承诺”将建设的太阳能农场实施一个

类似的宽限期。

五月份之前政府的选举前宣言没有

任何太阳能相关的讨论为行业敲响了警

钟。能源秘书Amber Rudd暂时稳坐江

山，但补贴取消提案的快速提出令一些

观察员们惊讶不已。

“没人预料到政府将会重视应

用，”Colville说道。相反，分析师建议，

大多数意见是DECC将下一轮ROC绑定

从1.2降至0.9–这等支持水平仍然有利 

可图。

“决定完全取消R O C主要是下意

识地想要赢回对这个行业的控制

权。”Colville补充说。“这是DECC所做

的事情。部署已经超出预期。这完全是

有关市场的控制权。”

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R E A）政 

策分析师Lauren Cook对此表示认同。 

 一览

• 新英国政府于七月份宣布提案撤销对

小规模太阳能农场的RO补贴，这是继

2014年对大规模农场采取类似措施以

来的又一举措。

• 同时上网电价补贴（FIT）也将按计划

进一步变更，这可能导致这个行业在只

需再轻轻一推之时增长放慢。

• 太阳能产业一直在争论政府认为事实

证明太阳能太过昂贵的说辞，宣称它

由于太受欢迎而正在受到惩罚。

• 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希望政府将采纳

其在后补贴预测中阐述的提案。

• 分析师认为仍然有希望通过深思熟虑

的折衷办法来允许行业从2016年开始

保持千兆瓦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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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C意欲控制LCF预算。他们的行事

全都是为了控制为这个行业提供支持需

要花多少钱。”

即将来临的FIT评审很可能确认取

消大型屋顶式装置（>50kW）的预认证，

这项决定与早期宣称打算增长英国商

业太阳能产的DECC报告不一致。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

消息。”Colvi l le悲叹道。“它只会有

着负面影响。许多这些商业屋顶式项

目都耗时不短。所有人最不希望看到

的事情就是，在太阳能阵列建好之时

作为财务建模基础的FIT率却轻易递

减。”Cook补充说，对FIT的进一步澄

清需要尽快做出。“这种不确定性持

续得越久，与市电平价的距离将拉得

越远。”

后补贴格局
REA希望其与DECC的协商可以证

实具有影响力。REA与KPMG联合发表

的一份题为“离开补贴的英国太阳能产

业：过渡”的报告建议一项五年的补贴

取消情景，以帮助太阳能分多个阶段在

2020年之前实现市电平价。

“太阳能产业需要一个过渡时期

来确保不致突然失去补贴。”Cook说

道。“我们向DECC展示了欧洲实例，你

会看到当突然失去支持之时市场完全自

由落体，这对就业的影响巨大。”

安装潮现在可能仍在继续，但

明年四月份之后的太阳能仍是一个

猜谜游戏。“DECC的最终细节很关

键。”Colville表示。“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或者完全没有。”

如REA报告中警示的那样，这种扩

展是否会让太阳能产业驶离“悬崖边缘”

并不确定。大规模地面安装式太阳能可

以向差价合约（CfD）拍卖计划寻求一些

支持，但只有到2016年（甚至可能到2017

年）DECC决定推迟今年的拍卖之后才行。

“CfD取决于一系列因素。”Collville

说道。“今年晚些时候将对LCF预算展

开评审，因此评审结果很重要，因为CfD

正在从中获得资金支持。”

Collville希望FIT评审会提出一些明

智的解决方案。“它可以允许不同的商

业模式，例如PPA和第三方所有权，更加

流行，并推进住宅方面的商业惯例发生

改变。”他补充说。“这些变化最终可能

使得FIT承诺减少，但将使住宅市场保持

每季度大约100MW的强劲势头。那是

便于管理的。”FIT服务于政府一直支持

的这些领域，包括商业、社区、地方权威

机构及社会住房。“这些领域是利润率

最紧的领域。”Cook强调说。“它们只

需少量补贴就能实现市电平价”

那么，太阳能在这间贬损的等候室

内等待的时间意味着什么呢？该产业是

否会宣称通过手术完全摘除补贴呢？或

者这一过程是否会不那么痛苦？当然，行

业已经证明的一点是应对政策剧变的耐

久力。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最伤害最大。

“自太阳能于2011年在英国起步以

来，政策变化从未间断过。”Collville说

道。“如今，区别在于这个行业比以前更

加成熟了。其增长并不是我们在西班牙

和希腊所见到的12个月的暂时现象。尽

管有过微小的上下波动，这个行业逐渐

步入了数千兆瓦级规模，且如今还有一

套价值链基础设施支持着它，许多企业

依赖于维持千兆瓦级市场。”

Colville坚信，在DECC不知所措之

时，英国行业已经学会了耐心。展开12

个月周期交易。预料政策变化。考虑FIT

递减因素，并维持稳定的管道系统。这

个行业仍可增长–可能无法以2015年第一

季度那样以每季度2.5GW的速度增长–

而是以更易于管理的每年1GW的速度。

继奥巴马的突破性计划之后，英国太阳

能要在美国实现更广的渗透可能需要更

长时间，但它一直在自身与英国公众的“

特殊关系”中汲取营养，这可能在接下

来的十年里绽放成一些牢不可破的东

西。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  Ian Clover

 后补贴计划

REA与KPMG的报告概述了英国为了确保太阳能产业在逐渐接近市电平价目标之时拥有适度的强

力支持可能实施的许多措施。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包括强制要求在所有新建筑物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还有减轻希望安装屋顶式太阳能阵列的企业的税收负担。

“政府舍弃允许零碳解决方案的政策使得太阳能产业的事态更加复杂化，但仍有欧盟法令提出的

低碳要求作为约束。”REA的Lauren Cook表示。“这对帮助消费者保持较轻的账单负担来说很重要。并

且，在新建筑物上安装太阳能比翻新现有屋顶式装置上的电池板更实惠。通过减免税收及税收激励来

激励太阳能产业也是让这个行业开始被视为主流发电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报告还阐述了存储在帮助太阳能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我们从政府处得到了正确的信号，这是他

们目前关注的东西，”Cook这样说道–同时还就并网担忧展开了调查，建议开发一项分析如何将可再

生能源与电网相互作用的战略。“这必须是一种跨部门的方法，不止设计DECC，还有[能源监管部门]

OFGEM和DNO。它不会是一种快速解决办法，但它是一个可以提升太阳能吸引力的重要方面。”

 

照
片
：

So
la

rc
en

tu
ry

这是由英国EPC Solarcentury开发的、位于剑桥郡的一个6.3MW Chittering太阳能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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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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起飞

印度最新资讯：经过多年持续驱动全球光伏业增长之后，印度最终是否加入了

中国、美国和日本太阳能大国的行列？在最新一期的印度太阳能季度市场行情

中，Mercom Capital的Raj Prabhu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在长久的等待过后，印度太阳能

市场终于起飞了。在过去三年里，太阳

能装机容量一直停留在千兆瓦级别。现

在我们看到的最新（截止发稿时）太阳

能装机容量达到了大约1,400MW，这已

经是印度最好的一年了。Mercom预测

太阳能装机容量在今年将达到2.5GW 

左右。

由于Mercom去年的市场行情，印

度政府已经正式将截止2022年的国家

太阳能任务（National Solar Mission）

装机容量目标从22GW提高至100GW。

该目标已获得内阁批准，且分成大规模

项目（60GW）和屋顶式项（40GW）两部

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总投资预计

将为600,000千万卢比（约950亿美元）。

由于截止2015年的累计装机容量

为5GW，在此基础上需要达到63%的

年均复合增长率才能实现截止2022

年100GW的目标所新增的95GW。虽

然60GW只要出台适当的政策即可实

现，但考虑到目前印度的累计屋顶装

机容量不到250MW，要在六年内实现

40GW的屋顶装机容量太过激进。印

度正在经历与中国所面临者相同的问

题–中国也有着类似的装机容量目标–

例如电网限制、支付问题及延迟以及

刚性分布式能源部署目标。虽然一路

上将会遇到重重阻碍，Mercom相信

印度太阳能市场已经翻开新篇章，且

必将在未来五年内成为全球五大市场

之一。

其他发展
最近在中央邦和特仑甘纳邦

举行的反向竞拍创下了历史最低出

价。SkyPower Southeast Asia在中央

邦的出价为5.05印度卢比/kWh（即0.08

美元），是最低出价。在特仑甘纳邦竞

拍会上，SkyPower的出价也是最低的，

即5.17印度卢比（0.082美元）/kWh。印

度低出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竞拍与项

目试车日期之间的时滞（可能从一年半

到两年以上不等）所导致的系统价格下

降。Mercom访问过的大部分银行都表

示，以这样的价位水平，它们不是合适

的融资项目。

就上一季度归属于贾瓦哈拉尔•尼

赫鲁国家太阳能任务（JNNSM）的项目

而言，第二阶段第2批的3,000MW项目

如今已通过竞标的形式由国家热电公

司（NTPC）竞拍，同时印度太阳能公司

（SECI）上周通过可行性缺口融资（VGF）

发布了2,000MW的最终指导方针，这也

属于第二阶段第2批项目。特仑甘纳邦

已经竞拍出2,000MW的光伏项目，中标

者名单将很快公布，且中央邦已竞拍掉

300MW的项目。

JNNSM–第二阶段第1批
本批次预定截止2015年5月完成

700MW的总量。我们已经证实过，迄

今为止已有580MW经过试车。其余120 

MW（60MW–DCR和60MW–公开类）

预计将在2015年8月底试车。

第二阶段第2批特定州的捆绑计划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MNRE）

于2015年3月份发布了第2批的指导方针。

印度太阳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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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NTPC正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实

施第2批拟议的3,000 MW太阳能光伏项

目。这些项目将在太阳能园区内（指定

的大型太阳能项目区域）开发，且将由

中央及州机构在由政府提供的土地上或

者由开发商在各自所在州范围内确定并

安排的土地上开发。

如表1（第43页）所示，NTPC一直

在发布国际货币基金贷款划分的“部分”

的招标书。

JNNSM–第二阶段第3批（SECI）
作为实施机构，SECI的任务是设

立属于JNNSM第二阶段第3批“特定邦

VGF计划”的2,000MW并网太阳能光伏

发电项目。这些项目将设置在各州的太

阳能园区内。估计提供属于该计划的

VGF需要2,100千万卢比（3.33亿美元）

资金，其中1千万卢比/MW（160,000美

元）为公开类资金且1.31千万卢比/MW

为国内需求（DCR）类别。在2,000MW

当中，250MW将为DCR类别预留，其余

1,750MW将属于公开类。VGF计划将通

过竞标的方式实施，且第一年的预定

价格为5.43卢比（0.086美元）/kWh且

逐年递增5派萨（0.0008美元）/kWh直

至达到6.43卢比/kWh（0.10美元），计

划将持续21年，此后将保持6.43卢比/

kWh（0.10美元）的价格。试车期预计将

从签订电力购买协议（PPA）之日起持续

13个月。

其他公布项目
太 阳 能 园 区 内 的 超 大 型 项

目：MNRE计划在25个太阳能园区的每

个园区内设置500MW及以上的容量，其

目标是在从2014-15财年开始的五年内

实现20,000MW装机容量，目前计划正

在进行当中。迄今为止，已有十五个州

同意设置20个太阳能园区，联合容量为

12,999MW。

JNNSM–第二阶段第5批（CPSUs）

：第5批（没有第4批）要求建立并网太

阳能光伏项目供中央公共部门事业

（CPSUs）及印度政组织自用或第三方销

售或商业销售，其中VGF持续从2014-15

财年到2016-17财年的三年时间。第5

批项目将强制执行DCR。单NTPC本身

的目标就是开发10,000MW的太阳能

项目。NTPC正在根据该计划开发250 

MW的太阳能项目，并在拉贾斯坦邦成

功邀标260MW的太阳能项目，标价将

很快公布。NTPC还在中央邦邀标开发

250MW的太阳能项目。国家水电公司

（NHPC）已经邀标开发50MW；技术-商

业招标的最后投标日期是2015年8月10

日。Mercom了解证实，各CPSU已经公

布683MW的太阳能项目的投标书，其中

包括NTPC、NHPC及船厂。

国防领域的太阳能项目：在此计

划中，国防部下属国防机构提议在未

来2013-2019年的五年时间里设置超过

300MW的并网及离网太阳能光伏发电

项目。强制要求根据此计划设置的太阳

能项目全部使用印度生产的光伏太阳能

电池及组件。

据Mercom消息，国防部下属印度

兵工厂委员会已经提议150MW太阳能

项目的招标，且总工程师办公室已经提

议另外招标281MW。印度防务研究和开

发组织（DRDO）和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

（BEL）预计也将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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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上的电网PV：MNRE发起了在

运河河岸和运河上开发100MW并网太

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计划，预计将耗资

975千万卢布（1.55亿美元），其中包括

228千万卢布（3600万美元）的中央财政

资助（CFA）。

该计划中大约69MW的项目正在八

个不同的州开展着。

北方邦：北方邦已于2013年12月

份签订了10MW太阳能光伏项目的PPA。

大约40MW目前已经进入试车阶段，还

有50MW预计将在2015年年底试车，剩

余20 MW预计将在2016年上半年试

车。2014年8月份公布了一项要求通过

反向竞拍设置300MW光伏项目的征求

建议书（RfP）。目前已经就105MW的项

目签订了PPA，我们预计正式的中标者

名单将很快公布。今年六月份还公布了

另一项设置2015MW太阳能光伏项目的

RfP。意向函（LoI）预计将在2015年八月

底公布。

安得拉邦：安得拉邦已经在2013年

底允许任何公司以6.49卢布/kWh（0.10

美元）的固定价格建设太阳能项目。目前，

根据该计划正在开发140MW的项目。其

中，大约45MW已经完成试车，其余部分

预计将在今年年底进行试车。安得拉邦

的DISCOM已经签订PPA开发619MW的

太阳能项目，第一年的价格为5.25卢布/

kWh且在10年内逐年递增3%。这些项目

预计将在2016年4月份进行试车。

旁遮普邦：第1阶段–旁遮普邦已于

2013年12月份就251MW太阳能光伏项

目签订了PPA，平均价格从8.20-8.40卢

布/kWh（0.130-0.133美元）不等。其中，

大约195MW目前已经进入试车阶段，其

余项目预计将在2015年底试车。第二阶

段–已经就282MW太阳能项目签订意向

函，这分成三类：1-4MW规模（29MW）、 

5-24MW规模（100MW）和25-30MW

规模（100MW）。估计这个阶段还有53 

MW的屋顶式项目，且预计将在2016年

底试车。

喀拉拉邦：非常规能源与农村技术

机构（ANERT），即喀拉拉邦的可再生能

源机构，已经在今年公布了12MW并网

屋顶太阳能项目的招标，其中2MW将应

用于政府建筑物上。

中央邦：迄今为止，中央邦已根据

其州政策安装了235MW的太阳能项目

（175MW–RPO和60MW–第二阶段）。还

有25MW正在RPO、60MW进入第二阶

段，且预计将在2015年底完成。2015年

7月份，中央邦电力管理公司（MPPMCL）

宣布就300MW财务招标签订25年的

PPA。此次竞拍创下了许多新纪录，Sky 

Power出价为5.05卢布/kWh（0.08美元）， 

创下了印度迄今为止的最低出价。

哈里亚纳邦：公用事业部U t t a r 

HaryanaBijliVitran Nigam（UHBVN）在 

2 014年5月份宣布就5 0 M W太阳能

光伏项目邀标，但预计仅开发25MW。

哈里亚纳邦电力购买中心，代表

UHBVN和DakshinHaryanaBijliVitran 

Nigam（DHBVN），在2015年6月份邀标

150MW的太阳能项目，且入选投标商名

单预计将在2015年8月底公布。

马哈拉施特拉邦：该邦最近公布了

一项截止2020年开发7,500MW太阳能的

可再生能源政策。

恰蒂斯加尔邦：恰蒂斯加尔邦配电

有限公司（CSPDCL）公布了100MW太阳

能项目的投标结果。Mercom已经证实，

在这100MW的项目中，只会开发76MW。

一个10MW的项目已经完成试车。

卡纳塔克邦：该州已经安装93MW

的太阳能项目，其中40MW属于第1批且

已经完成试车（第1批需要60MW）。属

于第1批的10MW CSP项目预计将在2016

年底试车。在2014年2月公布的130MW

的第2批太阳能项目中，33MW已经完成

试车，且10MW已经取消。该州还在2015

年9月份公布了第3批共计50MW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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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光伏安装量：4,558 MW

印度光伏安装按地点以兆瓦计（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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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项目，其中10MW已经完成试车，其余

部分预计将在2016年完成。

卡纳塔克邦可再生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KREDL）还在2015年2月份签订了第

4批500MW的PPA，且预计将在2016年

底试车。MNRE为卡纳塔克邦农民及失

业青年分配了600MW的太阳能项目。根

据此计划，他们将获得5,000,000印度卢

布（79,365美元）/MW的中央补贴。该州

最近为农民分配了258MW太阳能项目，

并于2015年6-7月以8.40卢布/kWh（0.13

美元）的价格签订了PPA。另有300MW

预计很快将面向失业青年分配。

特仑甘纳邦：特仑甘纳邦在2015

年2月份通过反向竞拍的方式签订了

515MW的PPA。其中，20MW的项目已

经试车，其余项目预计将在2016年上半

年试车。2015年4月，特仑甘纳邦南部配

电公司（TSSPDCL）邀标以“建设、拥有、

运营”为基础的2,000MW太阳能项目。

财务招标始于2015年8月3日。招标分成

两组：第1组（注入太阳能为33/11kV变

电站水平的项目）试车截止日期为签订

PPA后12个月，且最高价格为6.45卢布/

kWh（0.10美元）；以及第2组（注入太阳

能为133/33kV变电站水平的项目）试车

截止日期为签订PPA后15个月，且最高

价格为6.32卢布/kWh（0.10美元）

预计2015年8月13日将签订意向函，

且2015年9月13日将签订PPA。

比哈尔邦：比哈尔邦电力委员会

（BSEB）已在2015年2月签订PPA来建设

100MW的太阳能项目。这些项目的试车

截止日期为2016年下半年。截止2015年

底，预计将有40MW项目完成试车。

泰米尔纳德邦：据Mercom了解，

泰米尔纳德邦公用事业部泰米尔纳德

邦发电和配电公司（Tangedco）已经

以7.01卢布/kWh（0.11美元）的价格就

超过2,000MW太阳能签订了PPA，这

些项目预计将在2016年3月份完成试

车。Mercom预计150MW将在2015年底

完成试车，且其余部分在2016年3月份

完成。

◆  Raj Prabhu

MNRE: 年度兆瓦指标，至2022年达10万兆瓦

类别 2015 – 16 2016 – 17 2017 – 18 2018 – 19 2019 – 20 2020 – 21 2021 – 22 Total

屋顶光伏 200 4,8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40,000

地面安装
光伏电站项目

1,800 7,200 10,000 10,000 10,000 9,500 8,500 57,000

总计 2,000 12,000 15,000 16,000 17,000 17,500 17,500 97,000*

*至2014-2015年部署3743兆瓦

来源：MNRE; Mercom Capital Group, llc

JNNSM 第二阶段第2批：NTPC投标者

地点 兆瓦 容量 技术投标开始日期 拍卖修改

Bhadla Phase II Solar Park, Jodhpur, Rajasthan 420 6 x 70 MW 2015年8月20日 TBD

Gani-Sakunala Phase II Solar Park, Kurnool, Andhra Pradesh 500 3 x 50 MW and 1 x 350 MW 2015年8月12日 TBD

Ghani Solar Park, Andhra Pradesh 500 10 x 50 MW 2015年7月31日 TBD

Rajasthan 100 10 x 10 MW 2015年9月7日 TBD

130 13 x 10 MW 2015年9月9日 TBD 
来源：NTPC; Mercom Capital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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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提供电力

非洲政策：太阳能技术成本的下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巨大的太阳能资源、以

及这片大陆对电力的渴望，使我们有理由预期这片区域将成为太阳能增长的先锋

地带。但是这样的预期到底是理性的还是夸大的呢？

有着世界总人口13%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由于其低电力渗透水平而处境维艰。事实上，全球48%生活在无电
环境中的人群都来自这一地区。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对电力高度

饥渴。不管你是从能源可获取程度、已

安装设施的产能、还是整体消耗水平来

看，该地区的电力产业都处于极度不发

达状态。一份麦肯锡咨询公司在今年2

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地区的电力普

及水平是全球最差的。这份报告声明：“

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全世界13%的人口，

但是这些人口占到了世界上无电力人口

的48%。唯一和它存在相似的人口-电力

水平不匹配的地区是南非，该国的人口

占到了世界人口的23%，占世界无电力人

口的34%。只有七个国家——喀麦隆、科

特迪瓦、加蓬、加纳、纳米比亚、塞内加

尔和南非——的电力普及率大于50%。 

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平均电网接入率只 

有20%。

对电力的饥渴
电力的短缺会带来极其危险的经

济、社会和人力成本。“非洲进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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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组”是一个由加纳外交官、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领导、提倡

在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专家小组。该小组所发布的《2015

年非洲进步报告》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电力短缺问题，造

成了该地区经济发展增速下降4%，抑制了投资、减少了工作

机会的创造。这不仅影响了能源密集型产业，而且也对小企业

和家庭造成影响：因为即便有电力，现有的电力水平也无法 

满足需求。

企业被迫削减运营规模，并且通常只能依赖独立柴油发

电机发电，它的成本是实际一般电网成本的好几倍。《非洲进

步报告》显示，非洲最贫困的家庭：指每日生活水准在2.5美

元以下的家庭，每年在包括木炭、蜡烛、煤油和柴火在内的能

源相关产品上的总体花费高达100亿美元。如果我们把等量

的需求转化成消费电网电力，那这些最贫困家庭就相当于在

照明上花费了每千瓦时10美元，这一价格是在有电网接入条

件下高收入家庭照明花销的20倍，是西方国家电费单价的约

100倍。

规划成本
麦肯锡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每一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

洲国家都建设和自身需求量相匹配的电网，那么整个地区需

要为新建设的发电产能投入约4,900亿美元的资金，另外还需

要3,450亿美元用于建设电力输送和配送系统。该报告同时指

出，如果这一地区采取一个更加激进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

那需要额外多投入1,500亿美元，这将会进一步削减27%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尽管如此，麦肯锡的咨询顾问认为,撒哈拉沙

漠以南非洲国家应该提倡使用可再生能源，并争取通过打造

一个非洲能源市场共同资金池来实现区域一体化。他们在报

告中说到，区域一体化将会减少4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而技

术和财务上的可行性、政治上的可接受度、以及区域稳定对

实现区域一体化至关重要。

融资
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要实现它在电力上的发展潜力，那

融资将扮演重要角色。麦肯锡的报告中写到，根据过往的经

验，电力部门的财务能力、及能吸引到尤其是来自私人和公

共部门广泛资金的支持性监管环境，是该部门发展的先决条

件。然而，要在非洲实现任何一个此类前提条件都是困难的，

即便是在国际机构和投资者联合起来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因

为最终，首当其冲来领导电力部门发展的，还是非洲各个国家

的政府。

当前，一些国际倡议行动似乎已经为非洲发展可再生能

源铺设了道路。其中一个是于2011年出台的“联合国全球可

持续能源”（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简

称SE4ALL）项目，该项目将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发展

可再生能源提供资金和经验支持。SE4ALL项目通过非洲发展

银行实施。

非洲可持续能源基金（the Sustainable Energy Fund for 

Africa，简称SEFA）是另一个支持的来源，它提供了来自丹麦、

英国和美国的9,000万美元资金。在今年6月，SEFA和SE4ALL

通过了拨款100万美元启动绿色微型电网（Green Mini-Grids, 

GMG）的决议，旨在消除或减少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发展

绿色微型电网的阻力。绿色微型电网对帮助偏远地区的社区

实现电力化十分重要，在这些地区接入主电网是不经济的。

两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Power Africa倡议行动， 

其目标是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电网接入水平翻倍。目

前，Power Africa正在扶助以下国家：埃塞俄比亚、加纳、肯

尼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该倡议行动已承诺在

头五年投入70亿美元，通过连网、微电网和离网，实现撒哈

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电力化。Power Africa行动在争取众多美

国机构合作方面可谓做得十分成功：例如，海外私人投资集

团（OPIC），以及一些私企合作伙伴，如通用电气都加入进

来，一起开发解决方案。美国的私人部门已承诺初期投入90

 观点一瞥

• 全世界电力匮乏人口中的48%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

• 许多非洲国家的贫困家庭为每千瓦时照明花费10美元，这一价

格是西方国家电力价格的20倍。

• 一系列发展电力和吸引投资的计划已经启动，旨在解决电力短

缺问题。

• 太阳能发电对于许多国家是具有明显吸引力的，这主要是因为

这些国家光照充足，令太阳能自身的规模效应、可购性和高效性

得以发挥。

• 尼日利亚是最适宜发展电力市场的国家之一，但它需要首先解

决腐败和透明度欠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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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电地区人口分布 （2011年总计人口%）

世界
总人口

 （70亿）

 

无法获得
电网电力

人口（1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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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电气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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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东南亚联盟和中国
拉丁美洲
中东和北非
其它

苏丹和南苏丹为同样的电气化率

亿美元，以支持在该地区开发8GW的新

发电能力。

继Power Africa行动之后，世界银

行在2014年宣布为在埃塞俄比亚、加纳、

肯尼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

亚的能源项目追投50亿美元，用于新技

术和资金支持。

Terje Osmundsen，挪威Scatec 

Solar公司的高级副总裁近期写到，非洲

发展绿色能源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包

括无法获得廉价的资本，以及需要竞争

来获取极为短缺的资金和政府保证。因

此，他说到，在巴黎联合国气候高峰论

坛即将召开的背景下，改善融资环境极

为重要，这样就可以鼓励一些资金充裕

的政府、养老金和主权基金投资非洲绿

色能源。

麦肯锡的这份报告提到，要确保电

力部门的财务活力，“投资者们需要有

如下保证：流入电力部门的资金足够弥

补电力建设的成本和整个价值链上的

相关费用。”非洲电力部门投资高损失

和低回报，使得投资者们都惧于涉足。

麦肯锡报告又补充说，反映成本的电价

设定和透明的能源成本是缓解这一重负

的重要举措。同时，非洲各国的政府会

通过促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

伙伴关系、市场自由化、建立清晰、一致

而透明的相关规定、以及鼓励独立的电

力供应商，来推动实现一个对各类资金

都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这篇报告总

结道，政府的政治意愿对实现这些改变

是至关重要的。

尼日利亚的例子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

中，尼日利亚应该是发展前景最好的。

同时，它也是体现非洲地区挑战和机

遇共存的极佳案例。尼日利亚电力部

门的规模小到令人难以置信。根据美

国能源信息管理署（EIA）的数据，与

之人口规模相当的巴西和巴基斯坦两

国的发电量，分别超过尼日利亚的24

倍和5倍。尼日利亚的目标是在当前大

约4GW发电能力的基础上，在2020年

安装总计25GW发电设施。今年5月底

新总统上任后，整个电力部门都在期

盼着新一届政府的能源政策目标出台。

太阳能会在未来能源投资中占到大比

重吗？

电力市场的自由化
为了吸引大家投资发电领域，上一

届尼日利亚政府彻底改革了该国的能

源部门，以期吸引投资者。转型电力市

场（TEM），也就是该国的电力市场框架，

是自2013年11月1日尼日利亚发电和电力

传输资产完全私有化后最重要的一个里

程碑。TEM自2015年1月1日生效后，在该

框架内的各类私有化合同都开始具备法

律效力。

尼日利亚的电力部表示，他们的政

策顾问提议道，“电力部门改革的好处

会逐渐体现出来，因为该部门在过去

几十年中都被忽视了。”然而，他们也表

示，“TEM使所有市场参与者提高了其

表现预期，并能协调市场各种所需规章

制度的建立”，因为在TEM下“各方都会

为所提供服务得到报酬，并为自身所需

的服务付费，”并且“和以往不同，未按

合同要求提供服务的公司会面临后果。”

电力部总结道，“TEM会带来能为尼日

利亚人民提供可持续、全方位电力供应

的市场行为。”

尼日利亚电力部的一名顾问，Chidi 

Onyia教授表示，“不幸的是，广大的尼

日利亚人民长期以来都被剥夺了这一生

活必需品。我们敦促尼日利亚同胞们

加入到这场改革中来：支付他们的电费

账单，并向有关部门举报任何欺诈行为，

以及对电力基础设施的破坏行为。”

预期投资
受尼日利亚增加其电力产能、升级

其电力输送基础设施的急切需求，以及

TEM的鼓励，众多国际性公司都和尼日

利亚政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MOUs），

加入到这波投资热潮中。这些公司包括

通用电气，西门子，Petrobus，大宇(Da-

ewoo)，法国电力公司（EDF）等，主要

针对石油发电。

太阳能
在这些令人瞩目的备忘录中包括

了一些太阳能项目。例如，在2014年11月，

一个由美国投资者组成的财团和尼日利

亚电力部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承诺在两

年内安装1.2GW的太阳能发电设施。根

据这份协议，“该太阳能发电设施将按

照美国标准建设，以便于向美国财团保

证，在未来5年内可将项目产能扩大至

10GW。”尼日利亚电力部也承诺加快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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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进程，同时帮助它得到奥巴马总

统Power Africa倡议行动的资金支持。

另一个近期太阳能投资活动的例

子，是今年1月尼日利亚电力部和全球

商务资源（Global Business Resources, 

GBR）签署的备忘录，GBR是一个总部

位于美国Bridgeport的全球性基础设施、

贸易和商业发展公司。GBR意图在Kano

和Abuja开发65MW的地面安装太阳能

光伏发电设施。该发电厂将接入尼日

利亚的电力输送公司的电网。GBR和尼

日利亚的电力部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为

该国开发了一个可再生能源战略，并在

2014年10月向电力部提交了这一战略。

看，我们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其中一

些是：电力部门改革有着很多潜在好

处，但如果改革不彻底或者不正确，也

会带来极大的潜在损失；教科书式的

重组、监管改革模型和市场机制设计

为改革成功提供了良好指导；若采取

的改革方式和教科书式的以市场重

组、竞争性的市场机构、监管为核心

的改革相去甚远，则很有可能会带来

市场表现上的问题；良好的电力输送

和配送网络以及有效的监管机构，是

十分重要却往往被忽视的改革过程的

组成部分，同时，强烈的政治意愿也十 

分重要。

贫困人民。国际透明组织声称，腐败在

尼日利亚无处不在，且在该国的各类机

构肆虐。

在这种情况下，尼日利亚是否能够

透明地构建新的电力市场框架呢？正如

Joskow教授所言，电力改革要想成功，

需要有持续、透明的改革，辅之以强烈

的政治意愿。至于只需正确的监管环境

（虽然这一点很重要）就可以提升可再生

能源投资的说法，则是不全面的。

本杂志8月刊上，载有一篇由Rödl 

& Partner事务所的Ulrike Brückner撰

写的文章，文中对尼日利亚电力市场向

独立电力供应商（IPPs）开放、新的能

源补助、以及其他针对太阳能光伏发电

厂的法规，有详细阐述。最有效的举措

之一，是对于在单个地点发电规模小于

1MW、单处电力配送规模不超过100kW

的厂商，不需要获取许可证。这一免除

许可证的做法，或许能够扫除一些腐败

性路障。

思考未来
我们很难成功地预测，非洲一些

国家对电力部门改革的呼声是否能胜

出、这些呼声在尼日利亚是否已经实体

化、改革是否会获得成功。一种新出现

的言论是：商业世界应该透过当前已取

得的技术进步里程碑，展望未来。例如，

麦肯锡发布的报告中就指出，尽管近期

太阳能领域出现了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

对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而言，分布式

太阳能光伏发电很可能仅仅是补充性

质的，而非革命性的：因为该国大部分

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心、同时也是主电网

附近。

因此，该报告说到，分布式太阳能

发电系统的潜在使用者，是资源攫取性

的行业，如采矿、油气井等，以及农村的

无电网社区。相反，已接入电网或者临

近电网的城市中心，未来最有可能倾向

于使用更加廉价的水力发电或煤电。“

事实上，在现有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平准化发电成本水平下，太阳能发电和

蓄电成本需要再下降30%才会具有吸引

力。”麦肯锡的分析师们说。

这些假设引发我们思考：除了目前

已经在成熟太阳能市场上使用的应用外，

太阳能技术是否需要开发一些基本性的

新应用，以满足该地区的需求。

◆  Ilias Tsagas

James Nicholas，GBR的一位联合

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告诉本杂志，尼日

利亚的电力部门已经进入了后私有化

时代。他说道，“现在的首要目标，是

确保电力部门健康而有活力地发展，向

1.7亿民众供应稳定、可靠、负担得起的 

电力。”

适合改革吗？
改革很有可能是最为艰巨的任

务。麻省理工大学的终身教授、该

校能源和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前主任

Paul Lewis Jaskow表示，基于过去

全球在电力部门自由化的历史经验来

所以，尼日利亚是否会如Nicolas

说的那样，成功建立健康而有活力的电

力部门呢？自尼日利亚在5月底迎来新

总统上任后，电力部门殷切地等待着体

现新治理的信号。然而，人们的预期需

要被压低。根据国际透明组织（Trans-

parency International, TI），一个发布

全球腐败指数和排名的独立组织，发

布的2014年腐败感知指数数据，尼日利

亚在176个国家中名列第136名，在100

分的总分中仅拿到27分。85%的受访尼

日利亚人表示，本国的腐败水平在2011

至2013年间上升了，且受腐败影响最深

的，是占该国1.49亿人口中超过4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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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尼日利亚在电网增容过程中所需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该国在2014年腐败感知指数中名列第
13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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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越高，成本越低

1,500伏部件：有关1,500VDC将成为太阳能产业标准的话题讨论日益激烈，许多

美国EPC如今正在深思1,500伏的运用问题。理论上向更高电压的过渡颇有意义，

但某些监管实践正在阻碍更广范围的运用。

受较高电压系统可以感知的成本效益所吸引，EPC对使用1,500伏部件的兴趣日益浓厚。然而，挑战仍然广泛存
在，且正在减慢较高VDC被更广泛运用的速度。

仅在三年之前，太阳能的电势能

标准是600伏直流电。然后，1,000VDC

系统成年了。如今，在不到三年的时间

里，1,500VDC将翻开新篇章。宜早不宜

迟，2,000VDC将成为标准。但是，尽管

美国的太阳能新技术发展迅速，产品认

证与监管所需要的时间不可避免地延误

了下一个技术阶段的采纳。

今年，朝着1,500伏标准缓慢加速

的更高电压的行进过程被一些设计、采

购与施工（EPC）公司认为是最具前景的

成本降低和产量提升新方法。先行者赢

得市场份额。投资商数量减少以及线路

的缩短节约了周边系统（BOS）成本，并

且更高的电压提高了DC产量。

“我们正看到EPC对1,500伏的兴趣

日益上行，但尚且不能指向任何大型项

目。如果你关注如今美国安装的1,500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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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60,000,000
Our total shipments exceed

units

系统的容量，它是非常小的。但是，截止

2016年底，我们将安装的这些系统的容

量将远远超出全世界其他地方。”位于

亚利桑那州滕比的制造商、作为全美第

二大EPC的第一太阳能公司的系统开发

副总裁Mahesh Moraria认为。

然而，对于许多其他EPC来说，尤

其是较小型的，等等看的态度可能是他

们在未来两年里对运用1,500伏的典型

反应。毕竟，美国公用事业规模市场仍

然兴旺，且预计将持续到2016年底的最

后一秒钟，届时现行联邦所得税减免将

到期。但是，如果税收减免不再采用，至

少以递减的形式，即使小小的技术优势–

例如1,500伏运用所提供的估计3%的总

系统成本节约–可能也是存续的关键。

1,500伏系统的优势
在1,000伏系统基础之上的大型

1,500伏系统的优势似乎是不需要思考

的事情。“从EPC的立场来看，采用1,500

伏系统的推动力是它们可以缩短安装时

间、缩小组列规模、降低线路成本且可

能降低其他成本。”位于旧金山的、新成

立的光伏测试工程公司Amplify Energy

的首席执行官Brian Grenko建议道。

更确切地说，“将系统电压提高至

1,500伏特允许长度增加50%的组列，从

而消除了一套系统中33%的合并器和布

线。”西雅图Ampt公司市场营销总监

Mark Kanjorskl在七月份北美国际太阳能

技术展（Intersolar North American）会

议陈述中说道。“这也使得逆变器制造商

将其逆变器的额定输出功率提高了10至

40%。”他计算着。“但是，为了做到这一

点，所有系统部件都需要达到1,500伏的

额定电压，这意味着在所有部件广泛可

用之前将有延误，并且它们的单位成本

可能更高。”Kanjorski说道。“即便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位瓦特成本节约很

可能会推动更高电压系统的运用。”

美国先行者效仿欧洲
在采用1,500伏的行动中，美国EPC

没有跟上其欧洲对手的步伐。“在欧

洲，如今安装1,500伏的公用设施光伏

设备比安装1,000伏的还要多。”Grenko 

察觉到。

在最近的一次安装中，EPC Belectric

携手通用电气（GE）和Kofler Energies在

柏林的一处GE屋顶上安装了混合1,500

伏光伏和热电联产（CHP）设备。该厂

被誉为由位于Kolitzheim的Belectric所

采用的“全世界首套屋顶安装式1,500

伏太阳能光伏系统”，该公司在加利

福尼亚州纽华克还有一家工厂。这套由 

Kofler Energies和GE规划办公室BLS 

Energieplan共同开发的这套600kW混

合动力设备结合天然气Jenbacher CHP

技术和蓄电池解决方案。Belectric公告

称“该系统基于可升级的商业模式，该

模式也可适配更大型设备。”并表示 

Belectric从2012年持续安装1,500伏光

伏系统。

领头转向1,500伏系统的大型美国

EPC是第一太阳能公司。2014年3月，第

一太阳能公司宣布与GE动力转换部门合

作开发一种成本效益更高且多产的公用

设施规模光伏发电厂设计，该技术结合

了第一太阳能公司的薄膜CdTe组件以及

GE的ProSolar 1500伏逆变/变电站系统。

“我们已经基于GE的4MW 1,500伏

逆变器开发了一套美国公用设施平台，它

是业界最大的，其益处显而易见且更有

意义。”Morjaria说道。他先前于2014年

12月份宣布第一太阳能公司计划在未来

两年里在美国安装以其薄膜玻璃对玻璃

面板为基础的、1,500MW的1,500伏大规

模太阳能光伏阵列。Morjaria表示，该公

司如今运营着两套1,500伏测试设备，且

计划在今年及2016年建造更多。

 概览

• 在1,000VDC系统崛起后不久，1,500伏部件现在

也入场了。

• 高电压的成本降低益处众所周知，但没有几乎

没有EPC开始安装1,500VDC系统。

• 在这一过渡时期，欧洲打了前锋，第一太阳能公司

（First Solar）走在美国最前沿进驻了这一领域。

• 与美国NEC建筑规范的冲突限制了屋顶式太阳

能市场采用1,500 VDC部件。

• 许多1,500伏部件没有广泛通过UL认证，虽然业

界期待在未来几年里改变这一点。

• 1,500伏部件的替代品包括DC-DC电源优化器和

2,000伏两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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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大型光伏阵列和逆变器中使

用1,500伏系统可以降低安装和维护成

本，因为它只需更少的逆变站就能将

发电厂电能从DC你变成交流电AC电

能。”Morjaria补充说。“若采用我们的

系列4 FS CdTe薄膜组件，通常每个组列

串联15套组件即可，而1,000伏系统只需

10套组件。由此可以减少组列数量（并

降低BOS成本）来达到同样的发电量。”

他解释道。

“1,500VDC还能增加逆变器的电能（

通常受电流限制），因此提高直流电压；

使用大规模4MVA逆变器导致DC阵列

规模显著增大。”Morjaria计算着。“因

此，典型的1,500VDC系统设计的光伏

容量介于5至5.3MWp DC之间，对应的

DC/AC比率介于1.25至1.33之间。”他总

结道。

在美国公用设施场地以外运用

1,500伏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美国屋

顶应用1,500伏与建筑物的国家电气规程

（NEC）规范的冲突日益激烈。”Morjaria

预测。

EPC等待市场需求
较小型的EPC意识到1,50 0伏转

型，但尚且没有压力迫使他们参与其

中。“我们的一些较大型供电合作伙

伴，例如美国爱迪生太阳能公司（Su-

nEdison，美国第七大EPC），更加准备

好加紧进程，且太阳能社区盛传它有可

能驱动成本降低，可能低至每瓦特5美

分。”SolAmerica Energy，一家位于亚特

兰大的地区EPC，的首席执行官R. Stan-

ley Allen表示。“但是，这要成为现实还

需要几年的时间。”他补充说。

他表示，SolAmerica主要在美国

东南部开展工作，但正在朝北向其他

大西洋海岸市场转移。他还说道，该公

司于七月份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办事

处，拥有大约12MW的装机容量。同样

地，Borrego，美国第30大EPC，尚未安

装1,500伏系统，但预计很快了。“1,500

伏系统尚未广泛通过UL认证，并且NEC

中没有相关规定涵盖非公用设施所拥有

的系统。”位于奥克兰的高级项目工程师

Randy Batchelor说道。“可能需要一到

三年的时间–可能在2017年规范周期呢–

才能充分利用通过UL认证的产品。那在

我们从规范的视角以及允许有管辖权

的部门（AHJ）的角度对其感到舒适之

前必将发生。”他表示。“然而，如果我

们能够比其他EPC更快采用新的电压等

级的话，它会使Borrego取得市场份额。”

他察觉到。“当然，1,500伏系统将为EPC

节约成本，进而传递给客户。”他补充说。

1,500伏部件新进者
随着新规范的不断颁发，1,500伏

部件更加频繁也更加纷乱地抵达了展

会现场。“UL最近宣布采用ANSI/UL 

62109-1作为《用于光伏发电系统的功率

变换器安全性的美国国家标准》实现了

美国对1,500VDC逆变器的认证，是朝着

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Mjorjaria表示。

在众多面板制造商当中，Trina的

1,500伏Duo-Max在刚刚过去的五月份

举办的MIREC研讨会上因其创新玻璃对

玻璃技术而赢得特别认可。上海JA Solar

公司也在今年三月份推出了一款1,500伏

面板。英利于七月份在北美国际太阳能

技术展上推出金属框式1,500伏面板并

获得广泛认可。此外，位于加利福尼亚

州欧文的S-Energy也在Intersolar上推出

其新款通过UL认证的1,500伏面板–该公

司计算得出这款面板将减少14%的光伏

电力材料总用量，从而使BOS成本降低

10%。

在除GE以外所有支持1,500伏解决

方案的逆变器制造商当中，Power Elec-

trinics在五月份新推出公用事业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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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大型光伏阵列使用1500的架构，维护和安装成本可以降低，为EPCs提供明显优势，特别是较小的，需要减少管理费用，以及在强劲的竞争领域争取
利润增长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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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C 1500伏逆变器，其容量从1MW到3 

MW不等。加利福尼亚州洛克林技术销

售与营销负责人Ben Castillo表示，随后

在七月份的旧金山的北美国际太阳能技

术展上，KACO宣布其blueplanet 1500 

TL3采用Ampt Mode，即一款1,500 kVA

的、免变压器的太阳能逆变器，其防护

等级为IP 54/NEMA 3R且适合户外使用。

这款逆变器可以用作3,000 kVA一体化发

电厂的一部分。该公司声称，与Ampt组

列优化器结合使用时，blueplanet 1500 

TL3可以提高50%的额定输出功率，从而

使一套系统逆变器解决方案的具体成本

降低33%。

此外，在开始转向1,500伏系统的

BoS供应商当中，打前锋的是ABB，它在

2014年10月份推出了全新系列1,500伏隔

离开关、模压外壳开关、接触器、浪涌

保护器和电压/电流传感器。该公司表示，

这其中一些部件在1,500VDC下的额定

电流高达3,000安培，且通过各项UL和/

或IEC认证。

位于田纳西州波特兰的S h o a ls 

Technologies Group也在Intersolar NA

上推出其1500伏SlimLine Combiner Box，

这是有着四年历史的1,500伏光伏产品

系列中的最新款。

美国法规沼泽
一旦制定国家规范，则光伏部件制

造商取得产品认证需要几个月，甚至几

年的时间。首先自然是对新部件展开综

合检测。就1,500伏产品而言，我们几乎

不了解其性能。“1,500伏组件和逆变器

的现场应用历史都有限。在许多地方，尤

其是在北美洲以外，法规挑战较少，因

为现有的国际电子技术委员会（IEC）标

准（已经）规定了1,500VDC的设计和安

EPC Beletric，与GE和Kofler Energy，在柏林GE屋顶项目安装了混合动力1500 V光伏和热电联产（C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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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Morjaria说道。“而美国面临着

更大的挑战，因为美国的UL标准以及与

NEC的相互作用并不完全符合美国以及

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IEC标准。”Morjria

继续说道。“因此，规定1,500VDC应用

标准的缺乏一致性通常使得从有管辖权

的地方当局处取得工厂施工许可证具有

挑战性且令人迷惑。”他总结道。

PID性能不确定
对1,500伏部件性能的担忧与电位

诱导衰减（PID）有关，在衰减过程中

1,500伏面板上所使用的特殊涂层可以“

确保对电位诱导衰减的高抗性，”英利

绿色能源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苗连生在

发稿之时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

未来电压提升
达到电压目标并不是只有一种方

法。在位于俄勒冈州Bend的Advanced 

Energy公司于7月份退出太阳能逆变

器业务之前，它发表过一份白皮书表

示“1,000伏仍然是标准，但2,000伏双

极系统是一项可行的替代方案，因为它

的优势。”他说道。“组列级功率优化器

是管理阵列输出功率的DC-DC转换器。”

“利用组列优化器，系统设计师可

以构建组件数量翻倍的组列，从而使

组合器、隔离开关和家庭光伏系统的

数量减半。”Knjorski表示。并且重要的

是，Kanjorski补充说，“组列越长，越能

提高逆变器的输入电压，从而支持使逆

变器的额定输出功率提高40%至70%。”

Knjorski继续说道：“这些如今都

可以使用1,000伏系统部件做到，因此业

界不必等待更高电压的部件付诸使用。”

来自电池中的离子迁移通过绝缘层到

达面板框架及其他位置。“电压是影

响可靠性和耐久性的最大因素，并且我

们尚不完全了解1,000伏对面板有何影

响。”Grenko认为。很显然，当阵列电压

增值1,500伏或更高时，面板的PID抗性

将变得日益重要，至少针对带框面板来

说是这样的。一些电气工程师假定，在

1,500伏或更高电压的阵列中，较高的

正电位能够导致新的失效机制。英利的

以2,000伏的采集能力可以提供1,000

伏认证。这是为了利用已经可用的产品

及规范符合性来满足大型公用设施工

厂以及较小型商业项目要求的最佳近 

期途径。”

Kanjorski表示，另一条可能的电压

提高途径是使用分布式电源转换（DPC）

。“在考虑并部署这些新的1,500伏系统的

同时，1,000伏系统使用分布式电源转换

（DPC）方法也可实现与1,500伏系统类似

他指出，提高DPC的关键在于MPPT去中

心化。“利用组列（DPC）优化器，你可

以对每10套组件展开MPP跟踪，其粒度

相当于典型的集中式逆变器的50至300

倍。”他表示。

从所有这些嘈杂声中我们可以提

取到的基本信息似乎表明我们丢弃以

1,000伏为限的老式电压表，但又要开始

买它了。

◆  Charles W. Thurston

美国的监管问题至今阻碍了更广泛地采用1500伏组件，围绕这些较高的电压模块的潜在诱导降解（PID）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整体上过渡到1500V，或许更
高的趋势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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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看不见，
那它就不存在”

显微裂纹：“如果我看不见，那它就不存在。”这种非常幼稚的宣言极有可能适

用于光伏产业起步阶段的显微裂纹。如今，太阳能产业已经显著成熟，且拥有检

测并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的工具。

EL检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操作人员的培训，因为EL图像需要人工分析。

显微裂纹被定义为电池材料的晶

体结构中的裂痕，它会导致瞬间断电，

甚至是在电池的物理完整性似乎完好。

从光伏制造业起步时起，电池破碎和显

微裂纹一直是影响太阳能光伏组件性

能和可靠性的严重缺陷。虽然实际上显

微裂纹总是存在于光伏组件中，它们在

组件制造业的早期阶段几乎没有引起

关注。这部分是因为该行业最初主要使

用非晶体技术电池，这种电池不易出现

裂纹，还因为并不总是存在合适的显微

裂纹检测技术。

在光伏制造的早期，大部分硅圆

片是昂贵的非晶体圆片，它们是半导体

工业的残留物。锭铁逐个在精心控制的

条件下采用Czochiralski法生长，从而形

成均质且内部张力方向统一的单一晶

锭。因此，非晶体圆片的抗裂性能非常

高，且一旦破裂会在大部分电池上表现

为类似的直线显微裂纹。

由于与非晶体生长法有关的时间

和开支，太阳能产业逐步转向多晶体圆

片，且事实证明更加便宜且简易的多晶

体圆片生产技术更加适合一个呈指数

增长的行业。多晶锭在大型方块上生长，

然后这些方块被切成锭。结晶控制非常

有限，且最终结果是尺寸和形状各异的

小单晶体的总和。这些晶体颗粒之前的

边界较弱，从而导致颗粒之前容易出现

硅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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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肉眼难以发现很小的显微裂纹，因此检测太阳能电池中的小物理裂纹需要特定的检测方法。

破坏方向是随机的，圆片内部的张

力不均匀，且不同批次的圆片之间可能

存在显著差异。总而言之，聚硅圆片比

单晶体圆片更加脆弱，且更有可能出现

显微裂纹。

由于人类肉眼难以发现很小的显微

裂纹，因此检测太阳能电池中的小物理

裂纹需要特定的检测方法。在过去五年

里，电致发光（EL）成像已经成为在工厂

层面发现显微裂纹的首要检测方法。连

接至直流发电机的电池在IR光谱中产生

非常暗的光，且如果采用适当的摄像

机，EL图像可以展示光伏电池的晶体结

构，从而允许操作人员辨别由于电池上

裂纹所导致的瞬时断电区域。

如今，EL检测已经成为光伏产业的

标准，因为它相对便宜、可靠、不具破

坏性且可以非常快速地整合到生产线中。

它还可以用于电池层面，从而方便在进

行层压之前对电池损坏的组件返工。

起因及根本原因
那么，显微裂纹的起因是什么？首

先，必须检查显微裂纹的根本原因或“

起源”。最有可能形成显微裂纹的地方

是晶体颗粒边界与电池边缘之间的交

界点处，这形成聚硅圆片上最微弱的点，

因为颗粒边界是多晶体圆片上的弱点，

并且还因为任何圆片的外部边缘处的内

部张力罪不均衡。

在对其中一个交界点施加应力之后，

原子和离子的内部晶体结构界定了裂纹

的方向。诱导入圆片中的机械应力将通

过破坏这些较弱的晶体结构（它们很可

能充当今后显微裂纹的“种子”）来释放，

且在其他时间导致裂纹的直接传播。

硅树脂上的这些裂纹会导致瞬时

断电，这意味着显微裂纹横过的电池区

域不再接电，即使它们从物理学角度看

仍然在一起。这些电气隔离区域在EL图

像上显示为电池表面较暗的区域。但是，

我们几乎不可能区分正常颗粒边界和显

微裂纹种子。

这些缺陷通常是由于外部应力所

致，因此在圆片和电池制造过程中的各

个步骤中都可能产生。钢线锯过程是导

致圆片结构内部固有缺陷的微弱区域

的主要原因。多个后续制造阶段都将使

电池暴露于热应力下，这种应力与搬运

以及印制或穿线等有侵略性的机械工艺

也会共同导致显微裂纹。在圆片或电池

生产过程的早期出现这些问题的大部分

圆片在与电池及组件生产相关的严苛条

件下将引发进一步破坏。这很可能体现

在物理破裂上，并导致电池被丢弃。主

要是那些有种子但尚未形成轻易可见的

缺陷的电池会在传递至组件生产线之

后出现显微裂纹。

除了这些有种子的电池以外，其他

以完好状态传递的电池也可能在组件生

产线上由于涉及对单个电池施加大量应

力的工艺步骤而形成全新的显微裂纹。

有缺陷的电池可以在层压工艺之前被隔

离开来，但更大的问题在于种子无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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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检测出来且在今后的某个时间

点发生传播之前始终不被检测到。

层压后的显微裂纹
一旦电池被封装好且组件加上边

框之后，则更加难以形成新的显微裂纹，

只要正确地进行贮藏、运输和安装过程

的话–不幸的是，这些通常难以做到，且

光伏组件买家应该始终确保遵循制造

商提供的基本操作指示才能避免不必

要的损坏。

由于太阳能电池具有一定的柔韧性，

如果不存在显微裂纹种子，则多晶体电

池可以发生一定程度的弯曲而仍然保持

完整性。一旦电池被穿线并封装，它们

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弹性及机械性能不

同的材料（例如铜或EVA）相互作用所

限制。但是，如果由于操作不当而发生

弯曲，则电池裂纹会轻易传播。

正因如此，层压板在加上框架之前

尤其敏感。每次不当操作一块层压板导

致弯曲，则会导致显微裂纹传播。一旦给

层压板加上框架，这种风险会显著降低。

如今，这些尺寸微小的裂纹被大多

数制造商认可且不被尚未性能或长期

可靠性风险。现实上这些裂纹在组件出

厂之后可能传播。组件在出厂之前显示

EL图像完美但在运输过后形成裂纹且

性能降低的情况并非不常见。这意味着，

除了未遵循基本规则展开不当安装以外，

运送过程中的不当搬运也可能损坏电池，

例如避免仅由一人搬运或者在固定框

架时倾斜倚靠在玻璃上。虽然经过层压，

但玻璃的弯曲足以产生显微裂纹。一些

采用辅助翼梁加固框架的做法可以减

少这种问题，但会提高成本。此外，有多

项研究表明组件在现场承受的显著应力

是由于风负荷所致。在这种情况下，显

微裂纹传播的主要驱动力是风振动和声

学，而不是极限弯曲。再加上多年的曝

晒，所有这些最终会提高裂纹的发生率

并增加性能问题。

最终结果
显微裂纹的最终结果可以细分成

两大类：功率损耗，以及导致组件失效

的热点形成可能性。

功率损耗：当显微裂纹隔离电池上

的任何区域时，电子朝向母线的移动受

到抑制，并被转换成组件可以利用的能

量。由于这片被隔离的区域在EL成像设

备上显示暗淡，它通常称为“暗区”。

电池本身的功率损耗量与显微裂

纹所产生的暗区有直接关联–如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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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由于相关的劳动力和材料成本，制造商一直很犹豫，对微裂缝采取“零容忍”政策。

为了规避微裂缝，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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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llermo ZartíneZ

Guillermo ZartíneZ是CEA的业务开发及工

程总监，他拥有20年的太阳能产业经验。他曾在

BP Solar位于西班牙及其他地区的制造工厂担 

任过不同的管理职务，具体工作涉及组件涉及、

工厂运营及电池和组件制造厂项目。他还担任

过西班牙Manz Automation的总经理。从2012

年末至今，ZartíneZ一直在为光伏产业提供咨询

服务，业务重心是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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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generation mobile PV lab
  
TheThe  new release of the award wining Mobile  PV-Testcenter 
combines  now a  full spectrum A+A+A long-pulse LED  solar 
simulator (IEC60904 Ed2), a high resolution electro- 
luminescence system, HiPot / Ground Bond testing  and  an  
IR camera in one combined mobile lab system.  

TheThe new state of the art mobile lab for testing PV panels is 
coming with an integrated air condition system, stabilizing 
the interior to standard test conditions. Measuring panel 
parameters with the same accuracy as in a stationary lab 
becomes now possible on site.

Fastest throughput is enabling high volume testing  at 
highest possible quality and accuracy.      

TÜV certified LED flasher, accuracy <3% 
Fastest throughput, up to 50 panels/h
100% designed for mobile use
Made in Germany

隔离区域为电池总面积的5%，则电池会发生大约5%的功率

损耗。

一块电池中的功率损耗会进一步影响整个组件的性能，

因为如果存在显微裂纹的单一电池的电流减低，则整个组件

的电流会降低并因此导致输出功率降低。

热点：电池上的暗区还会由于显微裂纹所包围的暗区中

的电阻而引起“热点”。

电阻增加会导致受影响区域过热，且如果这片区域的面

积不够大而无法激活旁路二极管，则会形成未被发现的热点。

除如前所述影响功率输出以外，这还构成一种潜在的安全问

题，因为存在火灾风险。

工厂层面的缓解
制造商已经意识到显微裂纹可能造成的损坏多年了。虽

然在运送组件时难以阻止任何显微裂纹的存在，在过去十年

里业界已经采取许多步骤来降低生产过程中发生显微裂纹

的频率。

首要的是如今广泛使用的EL检测，它可以发现大部分显

微裂纹并在有需要时返工相关的组件。几乎所有一级工厂如

今都会在层压前后对主要生产场所的所有组件执行EL成像检

测，这样做可以识别并消除主要显微裂纹。毫无疑问，EL检

测的面世是光伏制造业在过去十年里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然而，EL检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操作人员的培

训，因为EL图像需要人工分析。显微裂纹检测标准仍然在不

断变化，且在不久的将来像MPC激光扫描新技术等自动检测

系统将变得日益重要。但是，目前可能发生的人为错误仍然

是EL检测的主要缺点。

除EL成像以外，一般的光伏组件工艺自动化已经减少了

对人工操作电池、电池组列、层压板和组件的需要，从而允许

材料更加顺畅地通过生产过程，并减少了弯曲、扭曲、断裂以

及其他可能轻易导致显微裂纹的动作的发生几率。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制定避免显微裂纹的标准供所

有制造商来遵守。目前尚不存在通用、可强制实行的显微裂

纹评估标准。由于显微裂纹是严重的缺陷且被认为是太阳能

组件中最主要发生的缺陷之一，理想的情况是所有存在显微

裂纹的电池都应该报废。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相关的劳务及

材料成本，制造商一直犹豫是否对显微裂纹采取这样一种“

零容忍”政策。尽管如此，这样一种零容忍政策是光伏制造

业不断成熟和发展而应该在未来几年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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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验日趋成熟

闪光和电致发光测试（EL）：一般的情况是，当太阳能电厂发电表现不佳时，我

们需要检测太阳能组件以恢复电厂的发电能力，实施修复工作。但是移动闪光和

电致发光测试正在变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预防性和质保措施。

拆卸和运送组件至测试中心实验室耗时且昂贵。使用最佳设计的测试工具进行现场检测，被证明对阵列的业主
更具成本效益。

光伏产业日趋成熟的标志之一，是

采取何种检验机制来向投资者和项目

开发商确保设施质量。这一检测过程

的核心阶段，是当组件的所有权从生

产商和分销商过渡到开发商手中的阶

段。在这一阶段，实施现场检测就会

变得十分重要。就像是踢踢轮胎、打

开二手车引擎盖查查一样简单，移

动检测技术看起来是一个微小的举

动，但已经变成质保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阶段。

“任何可以现场检测的东西，未

来 一定 会 朝 现 场 检 测 的 方 向 发

展。”SunCycle公司的Mischa Paterna

说到，“整体的检测量在增加。随着EL

测试的新发展，新的故障类型，如PID也

随之而来，这是即便光伏组件质量上升

也不可避免的情况。目前组件可能出现

的问题比以前多了，但同时，检测这些问

题的新方法也随之出现。”

Paterna是总部位于德国的SunCy-

cle公司的CEO，该公司在近期于慕尼黑

举办的Intersolar欧洲贸易展上发布了

它的新型EL测试工具。这一新款Flex EL

工具允许一个由三名操作工组成的小团

队就地展开现场EL检测，而且无需将组

件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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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测试的创新是一个移动的盛宴。在这里，Suncycle展示出其最新的技术。

现场EL检测是范畴更大的检测机

制的构成之一，这整个检测机制的运用，

可以为光伏发电厂和大型商用项目的

开发商，提供全面的质量保证体系。来

自移动检测设备开发商和供应商MBJ 

Service的Eric Lohse对这一机制进行了

如此阐述。

这一机制分许多阶段：第一阶段

是对供应商的认证，包括对工厂的审

计；第二阶段是运输前在生产厂家内

进行的检测；接下来是运输后的检测，

发生在“所有权已从供应商转移至买

方时”，Lohse解释道；下一阶段是通

过原位EL检测测试安装质量——特

别是检测在运输前或运输后检测过的

组件。

移动实验室和设备
移动检测设备和服务，其提供者

 观点一瞥

• 太阳能产业的成熟度包括太阳能组件

检验方式的演进：原位检验、现场检

验，而无需将组件拆卸下来。

• 这一方法已经被证实对多数不同尺

寸、不同地点的组件变得越来越有性 

价比。

• 移动实验室和设备正在变得更加可负

担、便携和可靠。

• 太阳能组件的业主对更快捷的现场组

件检验需求上升，同时上升的还有人们

的意识：我们需要更短的设备闲置时

间和更好的性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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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MBJ和SunCycle这样的公司，会在

质量保证机制的众多环节出现。在运

输后检测和原位EL检测这两个重要的

阶段，现场有相应检测设备的重要性就

充分显现了。将太阳能组件运送至检测

中心是一种运输后检测的方法，但MBJ

公司的Lohse认为这个方法对于项目开

发商而言过于昂贵和费时。送至检测中

心还涉及额外的组件样本运输工作，在

Lohse和SunCycle的Paterna看来，以这

种方式通过实验室进行检验现在变得

不太多见了。

移动实验室中的一些描述已经被

使用一些年了，它们设置在集装箱内部，

可以被运到需要检测的地方。由于这种

实验室的尺寸大、费用高，通常只有在

用于特大型的项目——一般在几十兆瓦

以上的项目上——才是经济划算的。在

2011年，这一局限性推动了MBJ移动闪

光和EL检测实验室的发展。

MBJ在2011年的欧洲Intersolar展

会上第一次展出了它的移动光伏检测

中心；在2012年，这一设备设计获得了 

Intersolar大奖。虽然也有其他移动检

测设施供应商的存在，但MBJ自称是第

一个开始“大批量”生产完全移动检测工

具的厂商。目前，它已经为近20个移动

检测中心供货，其中两个是2.0版的光伏

检测中心：其标准配备中包括空调，以

便在移动实验室中复制STC检测的环

境。TÜV Rhineland对最新MBJ移动检

测工具的认证仍在进行中。

Jeroen Overwate工作于总部位于

荷兰的检测设备供应商Solar Tester。他

表示，当前的检测趋势越来越向安装前

检测发展。

“我们目前主要关注大型项目、项目

开发商、投资者、银行和基金，而他们非

常热衷于对项目进行检测，”Overwater

说，“但目前，我们正在检测位于荷兰

Zwolle的一个大型项目——在一个巨大

配送中心顶上的2.5MW太阳能组件，这

是一个预防性检测。这种重视检测的趋

势非常好，因为这体现了太阳能市场正

在向更关注质量的方向发展，而非仅仅

在索赔时需要检测服务——我们现在

会看到，太阳能设施还在建设时检测就

已经开始了。”

当Solar Tester公司在成长中的比荷 

卢经济联盟及周边法国和英国市

场，寻找对现场测试强大需求的同

时，Overwater也报告说，一些分销商

正在将检测工具带到他们的设备所在地，

以服务对质量有高要求的安装商。

“我们也会有一些小型安装公司做

这些大工程，它们很注重质量，对它们

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而他们对任

何设备都要检测——不管是民用的装

置还是用于大项目的装置，”Overwater

说。“它们和我们提到过，它们总会用

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检测，检测量从5

至50多个组件不等”

商业案例
MBJ公司表示，使用移动检测而

非将组件运至某一检测中心，如TÜV 

Rhineland的大型检测实验室，进行检

测的商业原因是十分清晰的。他声称

就地对1,000个太阳能组件进行检测的

成本等同于将50个组件运去实验室检

测。SunCycle公司的Paterna认同这一

评价。“在德国，检测中心和太阳能组件

 生产过程中的线内EL检测

除了在安装后进行现场检测外，EL检测在组件生产阶段，甚至
是在非常前期的电池生产阶段就开始被运用的现象，变得越
来越普遍。德国的Halm Electronics公司针对电池和组件生
产阶段的light IV和EL综合检测，推出了cestisPV-EL组合服
务。Halm公司常务董事Axel Metz认为，在生产阶段引入EL
检测会带来多重好处。

闪光测试+EL检测组合能使制造商们做到什么？
Axel Metz:它使制造商能在对闪光测试器上的EL图像进行评估后

筛选电池。在电池生产阶段，由于电池产量大，这一工序需要自动进

行。光伏电池的生产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800或3600个，这就意味着

人工筛选是不可行的。我们的检测组合在检测单晶硅电池生产上是有

效的，但在当前阶段，由于晶界的存在，还无法应用于多晶硅电池。

在组件生产上，这一问题会变得不同，因为每个组件的生产周期

在20至90秒，所以完全自动的检测不是强制性要求。通常，组件若有

缺陷，会有软件先检测出来，然后操作员再决定该组件是否合格，这

样的流程就已足够了。然而，在太阳能组件行业，制造商进行EL测试一

般是出于记录而非筛选目的。

纵观整个市场，这种检测方法有多普遍？
从我对太阳能组件制造商的观察看，带闪光的EL测试存在于超过

50%的组件生产中。就电池制造而言，这种检测还在起步阶段，但是已

经有越来越多的系统被引入电池生产线。这是因为制造商们不仅可以

通过这种检测方法进行质检将缺陷产品挑选出来，而且可以通过分析

EL图像对生产流程进行优化。

那如何通过这类电池检测进一步改善后续的生产流程呢？
EL检测可以让制造商们看到缺陷在哪里，并找出是哪些缺陷导致 

 

了太阳能电池效率的降低。我们可以观测到是否有细栅线断开，以及

是否存在材料，如硅晶片上的问题。据此，我们可以改善这些流程/材

料，如金属化或改进晶片材料。

你是否认为未来在生产阶段的测试趋势会向更多EL加上闪光
测试的组合发展？

是的，绝对是这样。这有助于提高质量、优化流程和产出。

它是否会造成潜在的瓶颈呢？
一般来说如果选择了恰当的照相机，那么在电池生产上不会发

生。而在组件生产上，这取决于相机的分辨率。如果制造商想要在每

一个电池上通过高清成像进行EL测试，那才会有瓶颈出现。但如果要

检测一整个组件，那我们可以通过多个照相机解决：这能够提供合理

的成像清晰度，并且可以进行自动检测。所以我觉得就算在组件生产

上，也不会带来产量问题。Halm公司正在开发一个整合入闪光装置的

检测解决方案，它的周期将与高端组件生产线周期兼容，也就是在10

至30秒之间。

你是如何看待闪光和EL方法用于光伏电厂的现场检测的？
根据在现场进行检测时采取的具体方法，我们提供可以就地运用

的标准20英尺集装箱内载实验室型IV检测器和实验室型EL检测器，这

样，现场测量就可以与在实验室或者工厂测量同等的条件下进行。我

们为一位客户实现了这样的集装箱检测方案，因为照明、光谱和气温

条件的测度在这种条件下，比在室外环境下更可控。

氙闪光装置对运输敏感吗？
氙灯泡是最敏感的，所以我们建议当集装箱从一地被运往另一地

时，将灯泡的电断开。                                     ◆  采访者：Jonathan G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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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的平均距离是250千米，”Paterna解释道，“包装，甚至是托

板都会带来高昂的成本，此外，现场还需要额外的搬运，带来

组件损坏的风险。”

原位EL检测
减少搬运工作也是支持SunCycle EL检测的理由之一。

虽然不经拆卸进行EL检测和将组件从屋顶或架子上卸下后

进行检测的价格相似，但由于后者需要多经过一次安装步骤，

其安装质量就难以评定了。

“给客户提供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更少的组件闲置时

间，没有组件因安装拆卸而受损的风险，更低的成本，以

及靠近客户带来的便利，如果你考虑进保险或其他索赔的

话。”Paterna解释道。

然而，现场和原位EL测试的挑战远非微不足道，Paterna 

表示，SunCycle经过了多次的反复才决定了目前的Flex EL 

设计。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提供的是移动的、可被大量使

用、操作方便、带来相同质量结果的检测方案。”Paterna说

到。Flex EL检测也可以在遮蔽自然光的条件下，在白天进行。

这意味着SunCycle的员工不需要承受夜间作业，特别是在屋

顶上作业的安全风险，以及避免检测对当地社区带来的干扰。

为做到这一点，Flex EL检测工具的设计需要使它能够在不同

组件框架设计和材料下都可实施。

目前，SunCycle把EL当作一种服务提供，而随着美国、日

本等国对这一服务需求的上升，该公司正考虑对Flex EL检测 

工具实行直销。MBJ的Lohse表示他们公司也提供原位EL检

测服务，虽然不能在白天提供，MBJ的移动检测工具在这样

的框架下展开：供应商为检测商提供持续的技术和销售支

持。MBJ表示它往往是业主或开发商的第一联络人。

虽然保险和保修索赔依旧是太阳能组件检测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主动的现场和原位检测在众多关键光伏市场变

得越来越普遍，绝对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对Solar Tester公司 

的Overwater而言，这是一个一目了然的事件，“并没有人规

定什么时候才是检测的好时机，可以说在任何时候，检测都

是一件好事。”                                               ◆  Jonathan G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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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测试涉及在附近的仓库或存储点快速拆卸所要测试的组件：一个同时带来机遇和挑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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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趋势

2015年北美国际太阳能技术展（Intersolar North America 2015）的亮点：最新

北美国际太阳能技术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让太阳能世界周边系统（BOS）参与

者们升温。该领域在光伏产品总体成本降低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且展览

会上所展示的创新成果令人鼓舞地展望更低成本、更高可靠性的太阳能未来。

支架和安装系统的创新如今专注于缩短安装时间并减少进一步维护的需要–可以显著降低BOS成本的两个方面。

今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太阳能技术

展（Intersolar）的热度似乎提高了几

度，不仅迎来了新的国际参展商、国外

的新款周边系统（BoS）产品，而且各公

司及行业协会也在此公布了战略发展近

况。HIS的最新分析表明，参展的BoS公

司正在一个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的市

场中展开激烈竞争，销售额预计将达到

210亿美元。

Intersolar主办方德国太阳能国际

促进有限公司（Solar Promotion Inter-

national）的首席执行官Marcus Elsässer 

表示，虽然展览面积略有减少，BoS参

展商数量增加了12%。他透露，今年共计

有521家参展商参展，且约有18,000名观

众观展。

仅持续两天的展览会迎来了太多

的既定公司及新来者，但我们通过数十

次或者不规律的行走于展会现场观察

收集到了下列亮点，它们分别按不同的

产品功能分类整理。

跟踪器
引领新款跟踪器展览的是Array 

Technologies公司，它展示了最新推出

的公用事业规模发电厂用DuraTrack HZ 

v3太阳能跟踪器。据这家位于Abuqer-

que的公司的营销员Denise Hugo表示，

这款跟踪器的特点在于每个组件夹具采

用单个螺钉且完全无需定期维护。这款

产品的改良之处包括“将组件之间的间

隙缩小至1/4”并消除了齿轮箱死区，由

此使得其能量密度优势比紧邻的竞争对

手高出6%；单位MW所使用的电动机和

控制器数量减少50%，且每台电动机驱

动650-750kW；且单位MW的紧固件数

量减少到一半以下，仅为10,000个，而竞

争对手的太阳能跟踪器采用25,000个。

在展览的其他新推跟踪器当中，位

于密歇根州特罗伊的Cosma Solar推出

了耗时四年开发的一种全新设计：单轴

跟踪器，它通过圆形管轴来支撑八十块

包括72个电池的面板。该公司可再生能

源小组业务与运营经理Greg Gill表示，

该装置将于今年秋季在安大略湖和墨

西哥北部完成测试，并在冬季进行装运。

该装置将按照高达8%的等级分级安装，

且拥有取得专利的装载机构允许从最

远位置为1.5分钟的装载时间。

同样地，台湾太阳光电能源（Big 

Sun Energy）在Intersolar上首次展示了

它的创新型iPV线导跟踪器，该公司产品

经理Chang Leo如此表示。这款跟踪

器拥有29项国际专利，采用现有绞线连

接至运行到桅杆底部的台面的每个阳角，

在这里台面滑行穿过弹簧张紧的滑轮向

上通过桅杆向上到达电动机。系统可以

承受140英里每小时的风速，且无需阳

角处锚索即可承受比其他竞争跟踪器更

高的提升力。

支架
大量支架公司都前来参展，新

公司也不例外。在参展商名录中，位 

于密歇根州克林顿的Applied Energy 

Technology（AET）展示了它的Raypo-

rt-B ECO和Rayport-G ECO支架系统，

公司如今为这些系统提供25年保修。该

公司还表示，他们针对孤岛或其他腐蚀

性环境采用更厚的涂层。

“我们已经变更了我们的涂层，支架

涂层标准从G-90提升至G-140，并且我

们的地柱在G-235中进行热浸镀。”该公

司业务开发副总裁Aaron Faust表示。“

并且，如果土壤具有高度腐蚀性，我们

还可扩大地柱的规模。”他说道。“在过

去的一年里，我们的业务从50%的屋顶

安装和50%的地面安装变成了75%的固

定式地面安装。”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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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俄亥俄州阿森斯的Ecolibrium Solar展示了其专门

用于住宅安装的新型EcoX无轨支架系统，其中包含装配部件

且零件数量少。EcoX是一款灵活、简单的产品，可以帮助安装

人员更快速地完成每个项目。该系统由TÜV Rheinland完成产

品验证，且完全通过UL2703认证。该公司还因其集成式屋顶

压载支架而知名，这款支架具有嵌入式夹紧的特色。

Mounting Systems还展示了他们以型钢为特色的

Sigma Steel地面安装系统，该系统还采用Arcelor Mittal的

Magnelis自修复涂层来实现卓越的耐腐蚀性。这家位于West 

Sacramento的公司的项目经理Don Massa表示，他们的首

款钢制产品，即Sigma系列，采用适配开槽头螺栓的独特U形 

桁条。

纽约的Solaire Generation在展会期间展示了它的车 

棚解决方案，并且其Boston Properties Garage Top Solar 

Canopy及其位于马里兰州艾吉沃特的Smithsonian Environ-

mental Research Center Solar Canopy（同时被设计用来收

集雨水另作他用，这对该公司来说也是首创）成功进入了今年

Intersolar展会大奖的决赛。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拉斐尔的SunLink公司也推出属于

其更大型GMS系列的大规模GMS Portrait替代品。该公司产

品管理副总裁Kate Trono表示，这款新品提供20%的东西向

地形跟踪能力，可以解决空间限制、地形陡峭或不平坦、交付

时间要求严苛以及组件变型等挑战。Trono在展会期间发表

了题为“‘完美的’屋顶已经一去不返：支架创新使得太阳能

成为更广系列屋顶的可行方案”的演讲，表示“更多人将转向

1 MW的地面安装而不是屋顶安装系统，这其中部分原因是由

于定价规定；美国商业定价仍然比公用事业定价高出25-30%

左右。”

TenKsolar也展示了它的Duo系统，这是对华盛顿地标

美国革命女儿会宪法大厅的特殊设计安装灵感，它赢得了 

Intersolar的NA 2015奖项。在发现该建筑物无法承受初始设

计的重量时，TenKsolar接手了这个项目。该公司在六月份宣

布已经为上海SafeGreen Energy项目运送了1.69MW的DUO

支架。

安装硬件
展览的安装硬件有许多，但其中似乎能引起注意的是

Quick Mount PV的框架式支架配件，它专门设计用来将其

他部件的电力电子装置装入组件框架内部。该支架无需钻孔，

已获准由数十家面板制造商使用，且与该公司的新款无轨系

统适配。

首次参加Intersolar的Thesan展示了其取得专利的夹紧

系统，该系统通过开槽轨道将夹具顶上的螺母固定在锁紧垫

圈下方。这家位于意大利托里诺的公司的产品经理Giuseppe 

Martini指出，这种设计可以阻止螺栓被移除并防止在一些市

场上构成重大问题的盗窃。他表示，与传统设计相比采用螺

栓系统可以节省50%的安装时间。

组合和接线箱
Eaton展示了在获奖MGM项目——全世界最大的会议

中心屋顶太阳能阵列——中使用的新款汇流箱。Eaton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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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其电气BoS解决方案及服务被用

来最大限度地增加能源采集，同时降

低安装成本并简化维护。同时公司还展

示了一套新的变压器保护系统。位于田

的高压线工厂的交易。该公司OEM分

部销售经理Brad Pollard表示，新工厂

将生产230kV至400kV不等的地下传

输电缆。他表示对12至18计量范围内

纳西州波特兰的Shoals Technologies 

Group正式公布其1,500伏SlimLine汇

流箱，并表示认为这是美国市场上同类

第一款市售产品，该公司营销员Valerie 

Solon这样表示。公司透露，该新款SL汇

流箱的特点包括100%负载断连UL98B

级开关、浪涌抑制、NEMA 4X玻纤外壳

防护以及C1100无氧铜母线。这些箱体

提供高达400安和32个组列的选项。

电线管理与连接器
位于台湾新台北市的AVC Industri-

al，连接器市场的新进者，展示了一系列

防水电缆端部密封压盖及其他相关产

品。据该公司国际销售主管Jane Liu透

露，AVC通过作为经济事务部下辖政府

绿色贸易项目办公室的项目管理者的台

北工业技术研究院（Industrial Techno-

logy Institute）参展。共计有把家台湾

光伏公司通过出口促进项目连续三年参

加Intersolar展览会。

来自纽约Bay Shore的Cable Ma-

nagement Solutions展示了其新款 

Snake Tray产品，该公司国内产品销售

经理Scott Jacobitti表示这是一套专

为安装在电缆桥架上方的通信篮系统。

Shoals也展示了最近获得专利的

线束，Solon表示它可以将多个太阳

能组件组列连接到现场的单一汇流箱。

线束保险丝盒可以为每个组列选配阻

塞二极管。该专利涵盖保险丝盒设计。

来自乔治亚州卡罗顿的Southwire在

展览会上展示了它的高压线，并宣布收

购ABB位于北卡罗来纳州Huntersville

的太阳能跟踪器控制电缆需求量特别 

上涨。

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

Hubbell附属公司Burndy展示了“今年

部件数量翻倍”，该公司可再生能源业

务开发总监Craig Lawson这样表示。该

公司还将展示属于其旗舰品牌Wiley的

新款搭接用中间夹具及可调节端部夹具

夹紧解决方案系列。该公司表示，该系

列要求1.5毫米的最小顶部组件法兰厚

度以及14毫米的组件间隙。

监控
在监控领域，Itron宣布推出Total 

Solar系统，该系统以内部计量、通信、

数据管理、分析及专业服务为特色。该

系统还包括准备就绪可用于几乎任何协

议并将服务包在一种简单的、基于描述

的定价结构中的单一通信板。位于华盛

顿州Liberty Lake的这家公司的软件及服

务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Bruce Douglas 

表示，他们的监控板目前几乎安装了

100,000次。

来自纽约的Locus Energy公司展

示了它的PVIQ Excel Datalink，这是其

PVIQ系列中的新款，可以允许整个组合

的监控数据被恢复到一份Excel电子数

据表中供分析之用。该公司销售与营销

副总裁Adrian De Luca表示，与财务会

计软件类似，Datalink能够实现快速自

定义报表，从而实现宏自动化、条件格

式化和数据透视表等功能。他表示，这

款新工具基于可以快达五分钟一次的

数据刷新周期。

◆  Charles W. Thurston

照片：Shoals

Shoals线束降低在系统安装中所需要的专业工人，使得太阳能电池板更容易和更经济有效的整合。

Big Sun在７月旧金山的北美Intersolar展会上展示其新颖的IPV线控制跟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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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光伏产业

使用大数据：数据，无处不在的数据：科技领域正持续涌现日益复杂的数据采集

方法。并且，由于大数据有太多需要了解、学习并获取的东西，整个太阳能产业

竞相采取行动。

Solar-Log是太阳能行业领先的数据分析和监测工具，但该公司CEO爽快地承认，这还是在此领域中落
后的方式。

大数据背后的一些数字令人震惊。

根据由英国Business Insider汇编的信

息，全世界超过90%的数据是在前两年

创造的。按照阿波罗1号卫星所生成的

数据量计算，一台苹果MacBook Air笔

记本电脑就包含足以去月球旅行两百万

趟的数据。

大数据也正在成为主流。2012年

总统选举统计员Nate Silver预测全美

50个州的竞选结果–汲取了大数据的力

量。Silver的统计是如何利用大数据的

有力证明。但是，据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s Patrick Wolfe披露，不那么

令人鼓舞的统计是，我们仅分析了目前

收集到的数据中的0.5%。

太阳能光伏产业也不例外。有了逆

变器，组件层面的电子和太阳能监控系

统在任何时候都生成并记录大量太阳

能阵列电力生产数据，所收集到的数据

资源证随着太阳能部署而日益增多。有

关从分布式和公用事业规模光伏阵列中

流出的大量数据的非正式报告在光伏

产业正变得越来越普遍。美国微型逆变

器供应商Enphase声称从其现场硬件

中收集了超过两百万兆的数据。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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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在夏威夷，Enphase公司已携手多个公用事业机构研究光伏渗透率和电网稳定性的局部效用。该微型
逆变器公司在岛上有着90％的市场份额。

Log表示正在收集遍布全球范围（远至

南极洲和夏威夷岛）及其本土市场德国

的230,000台装置的数据。就所监控的

太阳能发电产能而言，meteocontrol

在四月份就超越了10GW。但这并不是

说，所有这些数据都被实际使用了。“

太阳能处于使用所收集数据的起步

阶段，”Solar-Log首席执行官Frank 

Schlictin说道。“当然，其他市场细分领

域在这方面走的路要远得多，例如保险

公司。”

其原因多种多样。大量数据在大

规模地挖掘这些数据所需要的人力资

源和投资方面构成挑战。为了避免商业

冲突并尊重最终用户和客户隐私，数据

必须匿名。并且，快速国际化的光伏终

端市场以及日益蓬勃且竞争激烈的部

件供应商格局为监控供应商本身设置了

障碍。

“这不是火箭研究，但它的确要求公

司展开整体分析。”Gantner Instruments 

的JuergenSutterlueti解释道。“所有一

切都必须正确定义，数据需要填入，需

要正确分类整理。我们无法仅通过人

工界面来展开分析。因此我们需要一

些智能算法，并每天检查输出来了解 

趋势等。”

太阳能数据挖掘
太阳能公司所产生和收集到的大

数据的主要功能是优化太阳能光伏项目

性能并提供对光伏项目和部件质量的深

入见解。为此，告知大规模太阳能阵列

及综合太阳能光伏项目O&M相关规定

是一个明显的用例。然而，如同在O&M

规定中太阳能输出数据有用一样，大光

伏数据可以比这更强大。

“监控不应该仅针对O&M展开，而

是应该对整个发电厂界面展开。O&M

只是一种副产品。”S u t t e r l u e t i的

Ganter说道。如果以Sutterlueti提倡

的整体方式分析数据，他宣称可以快速

识别“非典型”园区行为并因此查明故

障所在。

即使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不论是

安装、设计还是部件失效故障，园区生

产数据对保修声明或保险补救来说非常

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监控数据的质量

及其精确度很关键。

当开发者转向新的或新兴市场时，

也可利用太阳能园区生产数据集。一个

正在开发当中的园区的输出预测或建模

可以与所在地区或者气候条件相似地区

的园区的实际数据相比较。Sutterlueti

表示，Gantner目前正在利用一种建模

函数这么做，然后这将用作在工厂发展

后比较的基线。来自Solar-Log的Schlic-

tin认同在新市场中这类数据应用的价

值。“当开发商开拓一片新市场时，通常

[在既定光伏发电厂方面]没有任何东西

可用来作比较，这时候你可以利用预测

数据。”Schlictin表示。“如果你有其他

条件类似的工厂，那么你可以将它们相

互比较，并且在同一家工厂内如果有可

用且不同种类的数据，你也可以比较不

同的组列–这根据方向、倾斜角等技术

来决定。”

更广泛的应用
除监控提供商与资产业主之间的

标准双边关系以外，太阳能大数据还出

 一览

• 如今数据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庞

大，但其中仅0.5%左右的数据被采用

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来分析。

• 领先太阳能分析公司正处于大数据旅

程的起步阶段，但机会有很多。

• 数据可以用来优化太阳能光伏项目性

能并提供有关品质的深入见解。

• 最近Enphase在夏威夷利用其传送至

地方电网的信息证实了大数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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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更广泛的应用。监控与智能部件供

应商正在推出各种不同的试验项目来证

明这些替代性用例。

Solar-Log在三月份Bad Staf-

felstein的2015年光伏太阳能座谈会

（OTTI）上分享了其在欧洲展开的最新

数据项目的成果。在这个项目中，Solar-

Log汇编了98个不同地点的生产数据，

并根据天气预报衡量输出数据，以评估

气候学家所采用的天气模型的精确度。

“还有财务方面。”他补充说。“由于

园区业主或实体可以更加精确地预测

天气，这些数据可以用于日内交易。它

成为了一项经济因素。”Enphase还以

新颖的思维方式开发了它的数据。在夏

威夷州，Enphase同地方公用事业合作

展开了多项光伏渗透率和电网稳定性相

关的研究。

由于Enphase的微型逆变器与电

网相互作用，且该公司在夏威夷岛上拥

变器。由于岛上的电网容量为1GW且最

大的其他单台发电厂为一家150MW的

燃煤发电厂，它使得配备Enphase逆变

器的光伏系统成为了电网上最大的发电

源之一。

由于光伏渗透率较高，出于对电

网稳定性的担忧，Enphase中止向电

网连接新系统。过去Enphase始终同

夏威夷电力公司（Hawaiian Electric）

密切合作，并制定了一套流程来利用 

结果是Solar-Log数据的应用在97

或98个案例中成功地改善了天气预报。

大部分改善非常细微，仅为3%-5%，但在

其中一个案例中改善程度高达20%。这

对那些犹豫是否要浇花园或者带雨伞

的人来说是很好的消息，但Solar-Log的

Schlictin认为其潜在用途还可以更广泛。

有高达90%的市场份额，它可以收集夏

威夷太阳能渗透率及其电网稳定性和

太阳能容量提升能力的粒度数据。

与电网协作
瓦胡岛发生过这样一个项目，其中

安装了140MW容量的Enphase微型逆

Enphase采集到的数据来评估可以在

电网光伏系统的哪个地方展开安全连

接。结果是夏威夷电力公司确定约有

85%至95%的太阳能阵列等待连接电

网，这代表着综合容量约为2M W的

4,042套系统。

◆  Jonathan Gifford

“若一个园主人或实体可以更准确地预测气象预报，这些数据可用于日内交易”Solar-Log的Schlictin表示，“它成为一个经济因素。”

照
片
：

Br
oo

kh
av

en
 N

at
io

na
l L

ab
or

at
or

y/
Fl

ic
kr



eines der vielen beispiele

high  
efficiency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presence at tradeshows visit 
our website:

intersolar South America  
1 – 3 September 2015 
expo center norte São Paulo / Brazil, Booth B49

eU PVSec 
15 – 17 September 2015
congress center hamburg / germany, Booth c1

Meet us in
São Paulo and hamburg

www.meyerburger.com

Visit us at the intersolar South America or eU PVSec and 
learn more about our high efficiency heterojunction and 
SmartWire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2030年：格林教授回忆起他所挑选出的
太阳能超级英雄的聚会；以及带领他们
进行的第一场电力战斗。

格林教授

煤炭

闪光

金刚石丝

压膜机

Comic-S01-05-V2.indd   2-3 14.08.15   18:36

太阳能
超级英雄

我可以看到——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受到煤炭的严重伤
害：他庞大、肮脏的脚印，毒性和气态，烧灼着大地；他的
力量不断在增强，以满足我们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多年来
，我们努力希望能使我们的成长摆脱他肮脏的依赖。 但直到
2015年，当各种技术结盟后，一个真正可行的选项才展现在我
们的眼前。

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因为2015年也是一个转折点：严峻的天
气摇动着地球；各物种生活在威胁之下，人们渴望得到能源
，总是更多的能源，而煤炭正转向新的市场，更深地挖掘他
强大的储存量。

在美国的更北边，DIAMOND WIRE（金刚石
丝）变得不安。被创造出来为电子行业服务
的她，将鞭子甩得令人眼花缭乱，不断反射
着太阳的光线，用自己的无情效率，折射光
线，划过带去给她的那些材料。

但她没有耐心，热衷于运
用她的技巧、她绝对的精
度，去达到一个更高、更
明亮的目标。当我邀请她
加入战队的时候，她正跃
跃欲试并已成熟待摘。

和其他人一样，他的志向在别处。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因其对应用和质量精准方面的高度承诺——同时也是成为英
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个领导者。

隐藏在德国黑色森林中最黑暗的深处，LAMINATOR（
压膜机）正在努力工作，用他强大的热灼激光，砍伐
着树木，用从他的手腕上射出EVA薄膜将木材捆绑在
一起。看到如此出众的人物将自己的才华用于这样一
个单调的任务，真的是一种痛苦。

经过多年的磨练，FLASH（闪光）完
善了他的发光闪烁技术。我看到在他
的故乡圣地亚哥，他激活了整个社区
，与污染抗战使其陷入绝境。他的彩
虹激光有着治愈和保护的作用。他如
此强大，并利用他的影响为更多人
谋利。

然而，他独自一人却不能杀光那些肮脏的恶魔；
烟雾继续在制造，使人窒息。他变得沮丧，无聊
，傲慢。他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意识形态。他需要
被唤醒。

这些技术——这些太阳能超级英雄们–不
得不协同作战。是时候将煤碳驱逐回地底
下了。
说服他们一起合作，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他们的个性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但是他们——我们——没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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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当各种技术结盟后，一个真正可行的选项才展现在我
们的眼前。

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因为2015年也是一个转折点：严峻的天
气摇动着地球；各物种生活在威胁之下，人们渴望得到能源
，总是更多的能源，而煤炭正转向新的市场，更深地挖掘他
强大的储存量。

在美国的更北边，DIAMOND WIRE（金刚石
丝）变得不安。被创造出来为电子行业服务
的她，将鞭子甩得令人眼花缭乱，不断反射
着太阳的光线，用自己的无情效率，折射光
线，划过带去给她的那些材料。

但她没有耐心，热衷于运
用她的技巧、她绝对的精
度，去达到一个更高、更
明亮的目标。当我邀请她
加入战队的时候，她正跃
跃欲试并已成熟待摘。

和其他人一样，他的志向在别处。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因其对应用和质量精准方面的高度承诺——同时也是成为英
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个领导者。

隐藏在德国黑色森林中最黑暗的深处，LAMINATOR（
压膜机）正在努力工作，用他强大的热灼激光，砍伐
着树木，用从他的手腕上射出EVA薄膜将木材捆绑在
一起。看到如此出众的人物将自己的才华用于这样一
个单调的任务，真的是一种痛苦。

经过多年的磨练，FLASH（闪光）完
善了他的发光闪烁技术。我看到在他
的故乡圣地亚哥，他激活了整个社区
，与污染抗战使其陷入绝境。他的彩
虹激光有着治愈和保护的作用。他如
此强大，并利用他的影响为更多人
谋利。

然而，他独自一人却不能杀光那些肮脏的恶魔；
烟雾继续在制造，使人窒息。他变得沮丧，无聊
，傲慢。他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意识形态。他需要
被唤醒。

这些技术——这些太阳能超级英雄们–不
得不协同作战。是时候将煤碳驱逐回地底
下了。
说服他们一起合作，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他们的个性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但是他们——我们——没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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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丝网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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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 MAZE有着坚定的力量、灵活性和电流穿过般的触感，他早已
把她强大但精致的触觉运用于制作能让地球变绿的产品。而最终的结
果却总是被一眼看穿。

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她被孤独冷落；她的力量极其强大，却
因为被隔离而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

格林的太阳能飞机飞过海洋……

所以我将五位太阳能的超级英雄们集结在一起，让他们坐
上飞向与煤炭作战现场的飞机上。这是一次不能失败的旅
程。虽然，就像我说过的，它永远不可能那么容易……

我及时赶到了这一神秘生物之处；哄骗她走出寂寞、耀眼
的外壳，并带她进入太阳能超级英雄的团队。

藏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下，他用他
坚强的涂层网格，以无与伦比的精
确效率，躲过灾难并帮助那些处于
困境中的人。他讨厌处于聚光灯下
，希望不被关注。

我知道很难召唤这样一位坚忍的英
雄。但在阻止煤炭挑衅的长征中，
他是一个重要的成员。当他了解到
目前的危险时，他最终来了，将他
的问题放在一边，准备使用他的力
量，准备战斗。

…飞向与煤炭作战的最新战场

FLASH你这个笨蛋，
住手！

你会引起火灾的！

放轻松，
宝贝，

 我完全掌控得了。

别叫我
宝贝，白痴！

我要阻止
这个蠢货！

格林教授的全息图开始出现。

够了！
看外面。

煤炭的破坏力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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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雾中的城市正在窒息着它的居民；受污
染的水塘正在侵染着周围生物。
他所许诺的电力与持续发展……

格林的通话器:
格林教授，我们已经锁定了煤炭的
位置。飞机不到一分钟就能到达。
太阳能超级英雄们必须准备好进行
部署。

太阳能超级英雄联队在让煤炭敌人跪倒在他们膝下的探索中，能战胜
各自的个体差异吗？他们将如何影响联队的前进步伐，如何修复之前
已经造成的损伤？
敬请关注即将刊登在光伏杂志十月版和pv-magazine.com上的太阳能超
级英雄下一集。 未完待续……

我可以将煤炭取出来。
别挡我的路！

住手！

…在他迟缓的清醒中除了一条有毒、被污
染的踪迹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我们需要
团结起来。
现在我们需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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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证实其价值

PERC部署：全球市场调查机构TrendForce的光伏分析师Corrine Line中写道，太阳

能产业仍然非常喜欢钝化发射区背面电池（PERC）技术，这项技术由于其卓越的

成本性能比率而继续不断提升产量。

PERC产能的增长取决于能够以充分的速度和质量生产工装的少数设备供应商。

逐年减少的太阳能补贴已经削弱

了一度繁荣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德

国光伏市场的需求，并且作为全欧洲最

具活力市场的英国也可能遭遇类似的情

况。相反，光伏产业的重心正在逐渐向

亚洲转移。目前，全世界的光伏需求量

主要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这三个国

家共计代表2015年全世界光伏需求量

的60%以上。

然而，日本和美国都很可能降低它

们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并在未来两年之

后丧失作为主要光伏市场的地位。在可

 概览

• 随着屋顶式太阳能光伏需求量的提升，对更高光伏电池转换效率的偏好将帮助促成

PERC技术的应用。

• 与先前的利基应用不同，PERC是大多数太阳能公司的一种相对简单且高成本效益的生产

补足。

• 台湾供应商目前主要采用PERC生产，但来自其他地方的顶级太阳能公司如今正在提升其

PERC产能。

• PERC设备瓶颈将使即期增长速度放慢，但具有吸引力的成本效益–以及多和单硅PERC电

池的选择–将确保强劲的需求。

• PERCE的盛行将延长p型技术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从而使n型技术的应用延缓至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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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以享受慷慨的补贴计划之时，许多国家

选择建造大型公用事业规模光伏发电厂。

随着政策的变化且公用事业规模装置

的繁荣景象走到了尽头，屋顶太阳能市

场需求量的稳定增长是整个光伏市场

未来增长的关键。

TrendForce分部EnergyTrennd展

开的最新统计研究表明，中国光伏组件

的主要出口市场在2015年上半年对高

效型产品的需求量逐步提升。高效型

光伏产品出口明确瞄准日本、美国、欧

洲和澳大利亚目标市场。在各类高效

性产品当中，基于钝化发射区背面电池

（PERC）技术的光伏产品拥有最佳成本-

性能（C/P）比率，且是业界最具竞争力

的产品。

PERC电池的崛起
屋顶式系统的市场需求量与光伏

组件的功率输出有关。虽然多年来硅晶

圆片及导体浆料的技术改良和产品优化

已经提高了光伏电池转换效率，但市场

需要C/P比率更高且效率更好的产品来

满足对屋顶式系统不断提升的需求。例

如，台湾光伏制造商Sunrise和Gintech

拥有成功量产的PERC电池来满足这

种需求，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电池技术 

趋势。

在光伏产业历史上出现过各种不

同的全新且具有发展前景的技术，例如

反应离子刻蚀（RIE）、雷射绝缘、选择

性发射极（SE）、激光掺杂、重印和双重

印刷。虽然每一项技术都有各自的拥护

者，它们各自在量产阶段努力在行业中

真正提升魅力。此外，它们的产品由于

低产出或制造过程中的附加步骤而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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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较低。因此，它们的流行度有所降

低，且更广泛的光伏产品已转向下一项

技术突破。

与其他技术相比，PERC只需在现

有电池生产过程中增加两道额外的制

造工艺 - 背钝化和激光刻槽。每条生产

线的附加成本不超过6百万美元，以此

确保大部分公司的升级仍然在可承受 

范围内。

在量产过程中，单位瓦特成本仅增

加0.04美元，但转换效率显著提升。由

于这些因素，台湾制造商们在2013-2014

年间已经安装了许多PERC设备，从而引

领趋势。然后在2014年，许多全球顶级

组件制造商宣布他们将显著提高各自的

PERC生产能力。因此，PERC技术成为了

这一代的主流p型电池技术。

区域性PERC产能扩充
在全世界范围内，PERC产能正在

迅速扩充。EnergyTrend的数据表明

全球PERC产能在2014年底已经达到

2.5GW，其中1GW为台湾PERC电池。然

而，台湾的PERC产能增长速度预计在

2015年下半年将放缓。同时，全球PERC

生产的区域分布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因

为Hanwha Q Cells、Trina、JA Solar和

SolarWorld等顶级全球制造商已经开始

将各自的PERC产能提升至300MW以上。

截止2015年底，EnergyTrend预测他们

将提升全球PERC产能至7GW以上，即

在2014年产能的基础上提高180%。

2 0 1 4 年，制造商们通过改造

centrotherm生产系统或者尝试由

Singulus、Levitech、Solaytech和ASM

等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各种解决方案来

提升各自的PERC产能。

相反，今年许多制造商已经选择可

以成功实现PERC量产的设备。因此，瑞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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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瑞士的Meyer Burger是PERC设备的顶级支持者，且该公司的生产系统在今年供不应求，因为顶级太阳能公司之间的产能扩充已经创造了强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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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P型电池价格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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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设备供应商Meyer Burger已经通过

提供被人认为的市场最佳解决方案成

为当前这波产能扩充中的最大赢家。

然而，今年的PERC产能不太可能

显著提高，因为Meyer Burger生产系统 

供不应求。截止2016年，主流设备仍然

全部预订完毕，且未能购买到Meyer 

Burger系统的制造商将找到其他方式

来保持他们的竞争力。一些制造商可

能使用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法

（PECVD）在PERC电池上创造一层氧化

铝（Al2O3），而其他制造商将选择原子

图2：PERC容量分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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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Las PERC技术— 高达3600片/小时的高效产能 

S O L U T I O N S

InnoLas Solutions GmbH 德国	 电话：+49 89 8105 9168-1000 www.innolas-solutions.com
  传真：+49 89 8105 9168-1900 info@innolas-solutions.com
GCD Sunlight Co.,Limited 中国	 电话:	+86 13862680639 info@gcd-sunlight.com.cn

电池效率可达 0.8% 的绝对提升 

优势：

 � ILS TT：久经考验的设备操作系统

平台，7天24小时为您服务

 �可实现现有生产线的完美升级

 �高达3600片/小时的高效产能

 �顶级的专家和设施完善的实验室全力支持产线工艺优化

我们在201
5德

国汉

堡的 EU
 PV

SEC
太阳

能展 H展
厅，C1展

台期待与您相聚
想了解更多InnoLas	Solutions

的PERC设备理念和其他制造细

节，请立即致电或邮件给我们	

PERC half page CH EUPVSEC.indd   1 19.08.1534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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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作者

Corinne Lin先前在一 

家管理咨询服务公司工

作，并负责撰写公司财务

评估。目前，她是Trend-

Force的光伏产业分析师，

其职责涵盖生产输出、贸易纠纷、公司财

务、市场现货价格和趋势。她还研究新兴高

效型光伏市场的供需趋势，并跟踪电池技

术的进步（例如PERC、n型）。
 

层沉积（ALD）技术。那些不愿冒险的

制造商也可能重新考虑Eternal Group

的方法，即使用采用独特氧化铝浆料的

当前设备来发挥PERC的作用，而不是购

买新设备。所有这些不同的方法可以确

保PECVD不会成为主导工艺。

多和单硅PERC的选择
除选择涂布机以外，业界还有待

决定是否将在单或多硅光伏产品中

主要使用PERC。从效率角度看，单硅

PERC电池的效率比常用的单硅电池

要高0 . 8 -1%，而多硅PERC电池的效

率比常用的多硅电池要高出0.6%。因

此，单硅PERC比多硅PERC在电池效率

方面略有优势。在单和多硅PERC电池

成本相当的情况下，制造商决定选择

哪类电池将取决于圆片规格、组件价

格差异和终端市场需求。2015年上半

年，Solartech、Inventec和TSEC已经以

略低于常用单硅电池的价格销售多硅

PERC电池。根据三月和四月的价格，多

硅圆片的平均价格约为每片0.84美元，

且一旦这些圆片被制成多硅PERC电池，

它们的转换效率约为18.4-18.6%。

因此，用于多硅PERC电池的圆片

成本约为0.188美元/W，且可以组装成

265W的组件。同意时期内，单硅圆片的

平均价格为每片1.02美元，且其效率达

到了19.4%。因此，用作常用单硅电池的

圆片成本约为0.22美元/W，且可以制成

270W的组件。由于5W的组件效率差异

和近0.04美元的电池和组装成本差异，

许多组件制造商更加倾向于制造多硅

PERC产品。

然而，圆片价格已从六月份开始发

生显著变化，因为全球单硅圆片市场一

直遭遇需求疲软和高库存水平问题。虽

然多硅圆片的平均价格为每片0.82美元，

平均单硅圆片价格已经从每片1.02美元

降至0.95美元。单和多硅圆片之间的价

格差异已经从每片0.18美元缩小成0.13

美元。

虽然多硅圆片的价格已经显著降

低，EnergyTrend相信还有进一步降价

的空间，因为这片市场的发展尚不充分。

此外，GCL，一家顶级多硅圆片制造商，

已经公布在今年年底设一定的单硅圆片

产能水平的计划。

如果未来多硅PERC电池的效率显

著提高，EnergyTrend预计它们的市场

份额将逐渐向常用的单硅电池流失。最

新价格数据也表明，多硅PERC和常用

的单硅电池之间存在价格交叠。

这就允许组件制造商以低于多硅

PERC电池的价格购买单硅电池，并以更

高的瓦特数将它们组装成组件。许多多

硅PERC电池的制造商都清楚这种情形，

且正在寻求新技术来保持他们的竞争力，

例如RIE。

PERC抑制n型的应用
PERC技术在提升p型电池效率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效率增长节奏表明，

以21%的效率采用60块单硅PERC电池

制成的300W组件将在整个2016年甚至

2017年被广泛接受。

届时，单硅圆片尺寸还可从当前的

M1升级成M2。300W不仅将成为单硅

PERC组件市场的主流，但那些组件中的

电池的成本将保持0.33美元/W或更低。

大体而言，PERC与能够构建60块300W

组件的n型电池用技术（即多母线、智能

接线、HIT、IBC等）相比具有显著的成本

优势。

除提升效率以外，许多电池制造商

还预测PERC电池的原材料成本将在全

球PERC产能扩充之后降低。

附加制造成本仍将在当前0.04美

元/W基础上降低。然而，PERC日益提

升的效率导致光致衰退（LID）相对增

加，这是业界需要解决的、具有挑战性

的障碍。

未来，设备供应商将提出对这个问

题的新解决方案，并减少在圆片生产过

程中发挥有害影响的硼氧复合体。保持

LID在可控范围内是决定PERC工艺是否

将成为电池生产线标准的关键。

总之，大部分顶级光伏制造商在

未来两年里越来越有可能实施一定水

平的PERC产能，且预计截止2018年全

球PERC产能将代表全球电池总产能的

30%。此外，EnergyTrend计划p型电池

在未来两至三年里将继续主导光伏市场，

这主要是由于PERC技术。

然而，PERC趋势还将推后开发新

一代n型电池的日程。就IBC或HIT灯任何

高效型n型技术而言，制造商仅计划在

未来几年里在各自的产能扩充计划中增

加一或两条生产线。因此，n型技术在

PERC效率增长节奏显著缓慢之前不会

得到广泛应用。

◆  Corinne Lin

照片：TrendForce

图4：PERC和普通电池价格成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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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光电池制造商的
PERC？

PERC设备：全球光伏设备这几年来的疲软抑制了对创新的需求，但PERC无疑是

在上升期的一个技术，随着需求回流，供货和试验的挑战也回来了。

Meyer Burger在提升生产力以满足暴涨的需求。但是PERC升级如何完成？

2006年，全球晶硅太阳能光伏生

产量达到5.5GW，约为当今产量的10%。

当时多晶硅光电池平均转换效率是14%

到15%，而单晶硅太阳光电池则达到了

16%到17%。太阳能光伏设备行业的一

个先驱企业，位于德国霍亨斯泰因-埃尔

恩斯塔尔的Roth&Rau公司，后被瑞士

的Meyer Burger公司收购。Roth&Rau

发明了在光电池前端进行SiN:H沉积以

提供抗反射涂层的一个PECVD工具。这

个工具在业内被著称为SiNA-机器。

在早期，Roth&Rau的工程师相信

光电池将需要更高的的转换效率来减

少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为制造出具有更

高转换效率的电池，很明显需要给电池

涂层工艺增加额外的工艺步骤。设计用

于使电池能够进行多种不同处理的工具

非常适合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的刺激需求。

基于公司经过验证的SiNA-平台，2006

年Roth&Rau将他们的多应用直列式装

置（MAiA）工具推向市场。

除了显然能够沉积SiN：H层，这个

新设备设计也能够让AIOx层在晶硅片

上沉积以及允许SiOx或a-Si的沉积。此

外，它还能够用于等离子激活的化学腐

蚀，这是光电池表面处理和构造的一个

有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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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球晶硅电池产量每年翻倍，

新制造商专注快速扩张以避免可能延

误他们产能提升的技术风险。主要的驱

动因素是材料收率的最大化和Wp的增

加。因此，在新的MAiA工具经验证对试

产线新技术测试有利时，尚没有大范围

采用这个工具用于商业生产规模。

在2009年，当全球光伏需求迈上

新台阶，光伏设备供应商的工具交货量

同比降低50%，大部分的电池制造商得

出结论认为当时并非引进新技术的好 

时机。

到2010年下半年，由于德国和意大

利光伏装置发展浪潮的推动，下一个投

资循环启动。由于全球光伏需求在2009

年走向低谷，所有原材料和部件的价格

随着光伏价值链下滑，导致市场中的太

阳能电池和组件的价格暴跌。

所以，一方面，制造商仍然增加新

产能以满足太阳能光电增长的需求（当

时需求主要是来源于欧洲最终市场），

另一方面，公司节省成本以便保证公司

能够在当时的价格战中得以生存也非常

重要。

此外，大部分制造商回避涉足新科

技，而是尝试将他们的价格压力从市场

转移给自己的供应商。这个时期持续了

两到三年，期间光伏行业的每个供应商

都让出了他们（几乎）所有的价格边际，

许多供应商为维持业务都承受了大量亏

损。对于设备供应商来说，这是最艰难

的一段时期，因为新生产设备的需求变

少，现有订单撤销，而在几个月前，电池

制造商还要求设备供应商竭尽全力缩

短新设备的交货期。

在艰难时代生存
为了支持电池制造商降低成本，设

备供应商不断革新以减少最终决定光

电池加工成本的所有权成本。资深业内

人士Meyer Burger电池技术客户关系部

主管Thomas Hengst说道，“我们的专

利技术图保持了灵活性”。自从电池和

组件组价格在2011年和2012年每年降

低超过30%，生产过程中几乎不可能再

通过节省成本来弥补这些价格下滑。

直到2013年结束，太阳能电池组件

的价格下跌才趋缓。讽刺的是，这个稳

定一部分是因为美国和欧洲强行采取

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结束市场价

格战。欧洲和美国的监管员都得出结论，

在他们各自市场中，2013年光电组件的

价格水平与生产成本已不再相关联，因

此采取了反倾销措施。

这个强制性的价格稳定给制造商

重新将自己的成本与市场价格挂钩的机

会。2014年的盈利水平已经不再是压倒

性的，他们让这些公司有呼吸的空间并

重新关注更光明的太阳能行业展望所

需的中长期行动。“随着市场中的价格

压力减轻，客户开始优化和评估自己的

生产工艺”，Hengst说道。“当时，我们

在研发方面的投资确实得到了回报。我

们已经继续实施改进MAiA系统并将其

升级到2.1代平台。进而，我们能够为客

户提供每小时处理能力超过3,400块晶

硅片的的PERC设备，同时减少机器的占

地空间和运行成本。”

PERC的优势
Hengst承认2010年-2014年之间

的成本降低是通过AIOx前冲气体供应

商实现的，电池有效物质的改进和PERC

电池技术所需激光工具的CoO降低也

对进一步降低电池制造商的生产成本

非常重要。Meyer Burger产品组合经理

Mirko Meyer补充道，“在2013年末，业

内供应商的所有努力整合一处。考虑升

级PERC技术对电池制造商具有强烈的

经济意义。”

“对于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

一般可通过应用我们的PERC技术升级

套餐得到100%提升，”Meyer Burger资

深工艺集成专家Thomas Grosse说道。

这就相当于为每颗电池增加超过5%的

附加值。这个由额外的MAiA工具和所

需的激光设备导致的工艺成本增加（包

括折旧）是每颗电池约0.035美元，因此，

电池制造商每颗电池能有约0.05美元的

经济收益，或当前市场价格约0.05美元

每颗电池。

“在每年生产2500万颗电池的完全

利用情况下，MB-PERC升级对单晶硅电

池生产线的回报时间少于1年”，Grosse

表示。“多晶硅电池的的效率改善不那

么明显，平均相对改善电池效率约为4%

。由于升级成本和每个晶硅片的额外加

工成本与单晶硅相同，对多晶硅电池来

说，多晶硅电池制造商所获取的利益存

在于所生产的更高功率等级的组件中”。

因此，多晶硅电池制造商采用PERC

升级技术的比率明显高于单晶硅电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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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并不奇怪。Meyer Burger相信，对

于自2013年末以来客户订购的8-10GW 

PERC产能，单晶硅和多晶硅电池制造商

的比例已经在三分之二到三分之一之间。

除了向制造商展示PERC生产线升级确

实有经济意义，Meyer Burger还需要在

他们的升级工具订单真正开始迅速增

长之前战胜进一步的挑战。

“许多电池制造商供应尖端技术

产品，只是少数能够将试点生产线应

用的新技术推向大规模的工业生产”， 

Hengst说道。“凭借我们客户的支持，

公司完成了这个阶段并调整了我们的工

艺来满足客户的生产和市场需求。”

客户关系部主管非常自豪于Meyer 

Burger与公司客户共同达成的成就。“

我们增加的订单收入明显证明MB-PERC

工艺的技术和经济升级确实有意义。”

凭借现有的订单，Meyer Burger

在2015年超越了公司预期的生产力。“

我们通过MAiA平台上的MB-PERC技

术提供了最经济实惠的升级选项之一。

我们让客户可以有利和高效地进一步

利用他们现有的设备。”在2015年上半

年，分析师称，Meyer Burger管理层

宣布他们将在下半年将MAiA工具的交

货量翻四倍，从而满足增长的需求。为

了实现产能的迅速提升，Meyer Burger

在其霍亨斯泰因-埃尔恩斯塔尔工厂雇

佣了超过80名临时工人。光伏设备供

应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人员 

增加了。

相反，近年来，许多光伏设备制造

商，包括Meyer Burger，由于缺乏新设

备需求，必须要优化他们的生产力和工

作队伍。德国机械制造商协会一个利益

集团中的光伏设备供应商低估了一个事

实，那就是通过最近更新他们的成员统

计数据，发现在更广的范围内，光伏设

备行业仍然面临严峻的市场环境。成员

公司的员工人数自2011年的顶峰后一直

持续降低。在2015年中，这些公司的员

工人数仅为四年前的60%。

针对这个降低，Meyer Burger在之

前的12个月经历的订单收入增长浪潮非

常鼓励人心。由于对PERC升级需求寄予

的强烈期望，毫不奇怪在可能的新电池

退化机制中，尤其是在PERC电池中，这

个迹象得到强烈关注并不奇怪。关于这

个话题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头条，让一些

行业观察者担心如果不能为这个问题找

到补救措施，PERC升级的投资活动可

能慢慢消失。

当被问到他如何解释这些关于

PERC电池有害退化的讨论使，Hengst

表示，“我们与客户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

密切调查并对PERC单晶硅和多晶硅电

池组件的批量生产运行了大量测试。经

过一年多时间的测试后，我们已经确定

在选择晶硅片材料制造PERC电池时观

察到的相关参数。我们也发现启动后

电池处理方式，能够显著最小化退化效

应。但有一个事实仍然存在：PERC对争

议较大的光致衰退（LID）的敏感性与晶

硅片切割铸块的铸造或牵引工艺紧密相

关。一个材料规格差的铸块将会导致电

池对LID敏感。我们推荐的处理帮助制

造商最小化有害影响，但它仍然取决于

材料的质量。”Hengst认为，电池制造

的进化遵循一个典型的模式，其中更高

转换效率的电池对所有的材料有更高

的规格要求。他并不把观察到的退化过

程视为让人泄气的阻碍，而是认为这是

晶硅片供应商需要适应新的规范，且电

池制造商需要考虑对电池进行额外处

理以确保通过后端钝化取得的电池效

率增加能够在组件的整个使用寿命期

间维持有效。

从经济角度来说，观察到的LID效

应是多晶硅电池制造商面临的挑战。通

过PERC工艺升级，每颗电池能有0.013

美元的经济收益（考虑到增加的成本）

，因此对电池的过火后处理和更高质量

的晶硅片不会有太多经费空间。所以，

关注将会放在全面提升晶硅片生产的

质量标准上，确保任何所需的后续处理

不会给每颗电池增加超过0.002-0.003

美元的整体成本。

Thomas Grosse分享了处理恰当的

晶硅片与未经处理的晶硅片之间试运

行对比的一些结果。如上图所示，按照

Meyer Burger推荐的配方进行处理的多

晶硅PERC电池，其LID 与标准AI-后表面

的多晶硅电池品质相当。

所有光伏设备供应商的一个好消

息是PERC升级并不是需求的唯一驱动

因素。“我们发现电池生产力有新的增

长，”Hengst说道，“我们收到的SiNA

机器新订单，相当于过去18个月超过

2GWp的新产能。一些传统的生产线已

经开始被废弃，我们看到电池生产产能

的净增长。”

随着光伏产业进军新兴的拉丁美

洲和中东市场，需求将迅速上升到一个

能够证明对生产能力的投资确有回报的

水平。因此，可能光伏行业仍在新投资

循环开端的假设并非过于乐观。设备供

应商自己无疑不会停止努力，他们将引

领使太阳能比当前更实惠的下一个广泛

投资循环。

◆  Götz Fischbeck

光至降解（试点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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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h和Rau稳定多PERC电池
非稳定多PERC电池

图
表
：

So
la

rp
ra

xi
s 

A
G

/H
ar

al
d 

Sc
hü

tt

行业及供货商

86 光伏杂志  2015/9月刊





照
片
：

W
ac

ke
r C

he
m

ie

眼下，FBR工艺的成本尚
未领先。

FBR多晶硅：流化床反应器（FBR）技术一直被广泛用作一种以更低成本并以比主

要西门子公司已更低的用电量来生产太阳能用多晶硅的方式。然而，两个新项目

以及技术挑战导致长时间的延迟正在减慢这项具有前景的技术的进展。FBR最终

会成功吗？

WackerChemie在田纳西州蔓延的多晶体基地。1993年，这家德国供公司首次开始探索FBR多晶硅。

SEMI国际光伏技术路线图（ITRPV）

是太阳能光伏产业的核心技术资源之一。

每年发布一次的该文件包括对许多制造

商的研究并涵盖从多晶硅到组件技术

的预期发展。

2013年ITRPV预测FBR多晶硅市场

份额将在2015年升至20%，并在2017年

升至30%。然而，两年之后，已公布的三

个大项目当中的两个尚未上线，且目前

的市场份额只达到了SEMI预期份额的一

部分。因此，SEMI在2015年ITRPV中将其

对2015年和2017年的市场份额预测分

别调低至13%和18%。

专家表示，就算是这些数字也太高

了，并预测2015年的份额将不到上述百

分比的一半。如此凄凉的结果引发这样

的疑问：FBR的情况到底如何，这些是否

仅仅是延迟的问题，或者这项技术是否

胎死腹中？

FBR剥去神秘外衣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门子工艺

始终是生产高纯度多晶硅的主要方式，

首先是用于半导体工业且越来越多地用

行业及供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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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太阳能光伏产业。西门子工艺可靠且

可以生产极高纯度的多晶硅，但其用电

量也非常多。工艺中的一些低效率源于

批量生产时的启动和关闭，以及热气体

和硅树脂接触冷表面时的能量损失。

相反，FBR适合连续批量生产，其

中三氯硅烷或甲烷硅气体被注入腔体

内而在种子晶体上生长多晶硅颗粒。然

后，将它们以新的颗粒形式从腔体中

取出。此工艺仅使用了相当于西门子法

的10-20%的能源，且在甲烷硅的情况

下，FBR还无需回收并分离气体。正在开

发FBR项目的三家公司全都承诺生产纯

度足以提供生产高效型光伏电池所用

圆片的硅树脂的现金成本不足每千克10

美元。

早期FBR
FB R最初在20世纪4 0年代被用

作化工行业的一项工业过程工艺。第

一家多晶硅大型FBR工厂是在20世纪 

80年代由Ethyl Corporation建造而成， 

且MEMC Electronic Materials（现名 

SunEdison）在20世纪90年代收购了

这个项目。这项技术慢慢地吸引了兴

趣，WackerChemie在1993年开始开发

小型FBR多晶硅项目，随后REC在1995年

开发了一个较大型的项目。这两个项目

都是在2009年完工的。

德国多晶硅市场研究机构Bern-

reuter Research负责人Johannes Bern-

reuter作为一位资深记者兼分析师连

续14年发布多晶硅工业分析，他的经

验涵盖太阳能和多晶硅。他表示，REC 

Silicon工厂的上线是这项技术的一个 

重要时刻。

“存续了数十年的唯一一家FBR制造

商是MEME Pasadena，它的生产成本非

常高，因此使得其他公司对这项技术望

而却步。”Bernreuter察觉到。“只有当

REC Silicon证明大规模生产和低现金

生产成本之时，FBR技术菜引起了更多

兴趣。”

新一代FBR 
2010年，MEMC/SunEdison和三

星（Samsung）达成谅解备忘录（MOU）

在韩国成立一家多晶硅合资公司。与

MEMC德州工厂不同的是，这个10,000

公吨的SMP项目利用高压FBR工艺。两年

后，GCL-Poly宣布其已经成功完成高纯

度硅烷气体生产的试车，由此迈出了采

用FBR法生产多晶硅的第一步。

2014年，REC Silicon宣布成立一家

新的合资公司来建造第二个FBR项目，

这次是在中国与一家中等规模的中国

多晶硅制造商山西天虹（ShannxiTian 

Hong）共同组建合资公司。

 一览

• 流化床反应器技术未能获得最新预测

的市场份额，SEMI将其2015年预测量

调低至13%。

• 由于能量强度低于典型的多晶硅生产

技术，FBR有可能将制造成本降低至每

千克10美元以下。

• 顶级FBR生产商–包括MEMC/SunEdi-

son和REC Silicon –在努力扩大这项工

艺的规模时遇到了诸多技术挑战。

• JonhannesBernreuter认为，由于应对

这些挑战所导致的延迟意味着今年FBR

将获取不到6%的多晶硅市场份额。

• 成本降低并没有最初设想的那么简单，

但三个著名的FBR项目必定可以在推动

该行业在未来两年里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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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表示，FBR多晶硅工艺仍然需要进一步的
技术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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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所有这三个项目都使用甲烷

硅作为原料气，但其他工艺详情鲜为人

知。Bernreuter表示，他认为这三个项目

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这类差异属于公

司机密范畴。

所 有 项 目 都 没 能 如 计 划 进

行。S u n E d i s o n / S M P预计其韩国

HP-FBR工厂将从2013年5月份开始生

产，但直到2014年10月份才报告试生

产。SunEdison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但截止本文撰写之时尚未报告逐步达

到13,500公吨的全面产能。

同样，GCL-Poly计划在2014年第一

季度实现10,000公吨多晶硅上线。相反，

它公布直到2014年11月才开始FBR多晶

硅的试生产，且产能仅为3,000公吨。该

公司未回应采访请求，且几乎没有发表

过新闻公报。

技术挑战
Bernreuter引证表示FBR多晶硅主

要面临三大技术挑战。首先，从试生产

转向商业规模生产的难度大，因为反应

器中的流体动力学发生不同规模的变化。

其次，反应器壁面由于高金属含量而容

易污染多晶硅颗粒。最后，这项工艺会

产生大量粉尘，而无法完全用于太阳能

产业。

Bernreuter表示，流体动力学问

题可以最轻易地解决。但就污染而

言，REC Silicon表示正在其山西合资公

司的反应器壁面上使用衬里来减轻这

个问题。

Bernreuter表示粉尘问题是这

三个问题中最严重的。他表示，REC从

未公布过所产生粉尘的估计量，但表

示至少为总输出产量的10-15%。他表

示，这也是SMP高压工艺的主要技术

忧虑。Bernreuter推测，FBR工艺中所

产生的粉尘有些可以循环用于硅锭生

产，但还有一些必须输出用于钢铁生产 

等用途。

Mark Dassel拥有45年的化工工艺

行业经验，且目前正担任centrotherm

集团下属公司SiTec GmbH的西雅图研

发中心的多晶硅技术执行副总裁。他表

示，虽然在同样大小的反应器中使用高

压方法可以提高产能，但产生的粉尘也

是一大问题。

“更高的压力意味着更高的摩尔密

度，”Dassel表示。“更高的摩尔密度意

味着会产生更多的粉尘。”

更少的市场份额
这些技术问题以及项目竣工时间

的推迟让人对这项技术的未来产生了怀

疑。Bernreuter表示甚至2015年ITRPV所

预测的、降至大约13%的FBR市场份额

也“完全不切实际”。他估计今年的FBR

生产将仅占到整片市场的5.5%左右。

“要在 2 0 17年达到两位数百分

点的市场份额有难度，因为我对

G CL和Sun Edis o n项目有一个大问

号。”Bernreuter表示。

B e r n r e u t e r对S u n E d i s o n的

H P - F B R工艺将很快投入商业运营

的可能性抱非常悲观的态度。“我

获得的所有指征表明高压法不可

行，”Bernreuter表示。“所以他们很

可能必须重新设计。”就GCL-Poly项目

而言，其内在挑战不同于SunEdison和

REC Silicon，这是该公司首次涉猎FBR

领域。“除非可以从一家合格供应商处

获得技术许可，否则新进入这一领域的

任何公司都需要累积大量的测试经验

才能成功。”SiTec的Dassel说道。“那会

非常耗时间且昂贵。”但Bernreuter和

Dassel都看好REC Silicon的FBR-B合资

公司。

“我认为REC的中国合资公司是眼下

最安全的赌注。”Bernreuter表示。“我

无法排除他们将在最初升级过程中遇

到问题，但我认为他们最终会成功实现

新一代FBR-B的商业化生产。”

成本
F B R技术承诺的一个中心部分

是在成本上战胜西门子工艺的潜力。

然而，目前这一点尚未实现。REC Si-

l icon还未能将其颗粒现金成本降至

每千克10 . 50美元的水平。这是目前

西门子生产的最低成本，而中国的重

庆大全新能源（Daqo New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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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R多晶硅的慢磨 FBR工艺往往会产生大量粉尘，且许多难以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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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在2 015年第一季度的现金成本为每千克10 . 53 

美元。

“这强烈表明，一方面迄今为止FBR工艺没有像许多公司

宣称的那样在制造成本方面领先，且另一方面西门子工艺

比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几年之前想象得更具成本节约潜

力。”Bernreuter表示。

SiTec的Dassel较为乐观。“流化床的经济性非常好，新

工厂今后将受甲烷硅FBR所吸引。”他预测道。

FBR的未来
对F B R未来的展望取决于目前正在开展的三个项

目的成功升级。然而，尽管其SMP合资公司出现显著延

误，SunEdison已经在过去18个月内考虑在印度、沙特阿拉伯

和中国成立类似的合资公司。其中包括与Adani Group达成

谅解备忘录在印度建造最大的一体化太阳能光伏工厂，该工厂

的多晶硅产能将高达27,000公吨。

尽管Bernreuter呈现的目前及不久之后未来的FBR市场

份额数字较为严酷，他表示FBR工艺必然在生产中占到一席

地位。“西门子工艺所产生的多晶硅块是一种很好的辅助材

料，因为你可以改善坩埚填充。”Bernreuter解释道。他还表

示，FBR颗粒是生产单晶锭块所用连续Czochralski方法的“

理想材料”。

Dassel预计未来两年的活动会由于低价格而消沉，但随

后FBR将重新崛起。“流化床仍然是一项相对年轻的技术。”他

表示。“聪明的人们，例如SiTec人员，将对它作出重大改良。”

Dassel的乐观态度部分源于SiTec所做的工作。六月份，

该公司推出一项全新的甲烷硅生产工艺，据预计该工艺可以

降低30%的甲烷硅厂能源成本。此外，Dassel还向《光伏杂

志》透露，他的公司一直在研发一项全新的多晶硅FBR工艺。

这种工艺通过振动反应器床来进行机械流化，这与目前现有

的液压法不同。

SiTec的开发可以减少气体馈送的流化。据Dassel表示，

这能够实现多项工艺改善并降低成本。他引证测试表明这新

技术很少或完全不产生粉尘，即使在馈送100%甲烷硅（SiTec

没有像液压FBR法那样采用氢气来稀释甲烷硅原料）时也如

此。SiTec最近为其机械流化床启动了一套大规模实验设备。

该设备是先前测试设备的升级版本，且正被用来证明商业设

计与产品质量并检验先前测试工作的动力学及成果。

“它是一项新出现的技术，一旦完善将实现超越液压法的

重大改善。”Dassel说道。他表示，由于与液压FBR相比用电

量减少37%，且与优化的TCS和西门子CVD相比能源使用量

减少70%，SiTec技术有可能使多晶硅生产达到无需依赖于低

廉电力和能源价格的程度。SiTec还预测使用其新技术的多

晶硅设备资本成本将降低35%。Dassel预测，SiTec将在两年

内实现这项技术的商业化。然而，他对FBR的长期前景持乐观

态度，不论是SiTec、REC还是SunEdison提供的。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新产能来自于流化床。”Dassel说

道。“如果生产商可以从一家合格供应商处获得流化床技术

的许可，他们会那么做的。这种转变将受卓越的经济学和工

艺改善所推动。我们认为SiTec的未来是甲烷硅和FBR。”

◆  Christian Rosel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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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变器准备好立即行动

1,500伏逆变器：1,500伏应用在整个太阳能产业的缓慢出现预计会引发进一步的

光伏成本节约。但逆变器在这种新格局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以及顶级供应商在

开始开发这些更高电压的产品时面临什么挑战？

ABB的PVS980只是1,500伏集中型逆变器增长趋势的其中一个实例。

“使用1,500伏系统本身不应该是目

标。”位于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堡的功率

优化器公司Ampt LLC的营销总监Mark 

Kanjorksi说道。“太阳能产业的目标是

降低系统成本，而转向最高系统功率只

是一种方法而已。”

随着趋势的发展，太阳能产业采用

1,500伏部件如同持续十年紧身牛仔裤

诱人地出现一样慢慢燃烧。早期使用者

勇敢而孤独地大步迈入一个不可宽恕的

世界，但是很快–且一些急需对裤脚的

让步出现分歧–已经到达了一块适得其

所的中间地。

并且，瘦身牛仔裤是为了看上去更

瘦，更高的电压是为了节约杂项开支。

太阳能市场持续面临压力来降低单位瓦

特成本从而确保良好的项目经济性。随

着许多顶级市场可再生能源激励按规定

减少或消失，寻找价值的需要迫在眉睫。

就逆变器和电力电子领域，将最

高系统电压从1,000伏增至1,500伏是目

前正在探索的一条途径。理论上，其优

势显而易见。电压越高允许更长的组列，

这意味着任何给定系统中组列的数量

减少，由此减少了周边系统（BOS）部件

的数量，例如切断电源、汇流箱和家用

电缆线路。

并且，BOS成本的确需要降低。在

过去的四年里组件价格下降了大约

73%，而BOS部件努力保持同等降价幅

度。GTM Research的数据表明，逆变器

价格在同意时期内只降低了56%，并且

虽然成本在未来三到四年里将降低，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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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器行业也无法仅仅依赖成本降低来

避免繁重的价格压力。

“许多观察员认为，转而使用更高系

统电压是一个巨大的单位瓦特成本节

约机会。”Kanjorski补充说。在美国，最

新从600伏向1,000伏的转型已经成功

降低了逆变器成本，且大多数专家认为

行业使用1,500伏可以在保持逆变器电

流额定值恒定的同时提高功率。

“但是，额定电压更高的部件的确会

提高逆变器装置的成本。”Kanjorski说

道。“因此，单位瓦特逆变器额成本节

约幅度是保持这种权衡的函数。”

最快的成本节约途径
GTM Research Solar分析师Scott  

Moskowitz认为，正是这种权衡为逆变器

提供了最直接的机会在降低系统初始成

本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减少系统中需要

维护硬件以及故障点，更高电压的逆变

器可以降低大规模系统的生命周期系统

成本。”他说道。“虽然更大型的部件的

确会扩大某种故障的影响，这些系统特点

会对削减均化发电成本（LCOE）有贡献。”

更高电压在理论上讲站得住脚，但

在真实世界中的实用性受到领先市场

的逆变器及电力电子公司的审视。例

如，Ampt最近与德国逆变器供应商

Kaco合作打造了一款无需使用变压器

的1,500伏blueplanet 1500 TL3逆变器。

“与Ampt合作有效地让Kaco节约

了66%左右的开发成本，且blueplanet 

1500kW 1500伏逆变器轻松适配1000 

kW的1000VDC。”Kaco的企业传播负

责人Andreas Schlumberger告诉《光

伏杂志》。“Kaco已经选择1,500VDC性

能作为通往新一代逆变器的桥梁，这样

做使得我们能够更快地实现收益。”

2013年，通用电气（GE）推出首款

1,500伏逆变器，并在去年与美国薄膜公

司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合作部

署一家4 MW的高压发电厂–这项开发当

时被第一太阳能公司的产品管理副总裁

Mahesh Mjorjaria誉为“建造新一代公

用事业规模光伏发电厂的重要一步。”

从那时起事态时断时续地进步着。

逆变器行业的大多数顶级参与者至少

都涉足过更高电压。除Kaco和GE以外，

瑞士电力公司ABB在今年早些时候推出

了一款名为PVS980的1,500VDC集中型

你百年器，其额定功率高达2,000kVA并

被誉为可以降低维护和安装成本的重

要部件。

德国SMA公司也推出了类似的产

品–即Sunny Central 2500，这是一款额

定功率为2,200kVA的1,500VDC集中型

 一览

• 组件成本在过去四年里降低73%，随

后BOS部件也将面临同样的压力。

• 1,500伏逆变器的价值正在整个行业缓

慢实现，但挑战继续存在。

• 几乎没有供应商希望在高电压方面‘

进退两难’，且许多供应商正在等待太

阳能供应链上的其他环节先以1,500伏

为标准。

• 对连接法规的担忧和混淆也在阻止 

投资。

• 尽管如此，受从理论上讲毫无疑问存在

于这一领域的成本节约潜力所吸引， 

大多数顶级供应商已经冒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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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变器。与此同时日本TMEIC公司在六

月份新推出Solar Ware 2300和2500集

中型逆变器，两者的电压为1,500VDC且

额定容量分别达2.3MV和2.5MW。涉及

1,500伏的其他著名供应商包括Power 

Electronics，其产品是HEC1500 V公用

设施太阳能逆变器，而中国巨头企业阳

光电源（Sungrow）和特变电工（TBEA）

在最新的上海SNEC展览会上展示了

1,500伏原型。

IHS太阳能分析师Cormac Gilligan

认为，更高电压在来年将成为更加流行

的趋势。“我们预测2016年将装运超过

2GW的1,500伏逆变器，其中美国占到

全球市场的50%左右。”他告诉《光伏

杂志》。据Gilligan透露，顶级逆变器供

应商们正在就开发以公用设施规模市场

为目标的1,500伏三项组列逆变器展开

激烈的讨论。“这些会在2015年年末公

布，而中国及顶级西方供应商很可能成

为这方面的先行者。”

运用路障
大多数逆变器制造商在探索更高

电压时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甚至为什

么，而是何时？太阳能供应链上其他环

节部件可用性的缺乏是主要瓶颈，还有

法规挑战。“现在仍然几乎没有1,500伏

光伏部件可用。”Kanjorski证实道。“由

于供应商数量少且产品较新，1,500伏部

件的价格相对较高。在这一阶段是难以

完全发挥出成本节约潜力的。”

Moskowski认为，抗拒接受更高电

压的根本原因在于太阳能固有的守旧

性。“适配1,500伏的所有系统部件目前

已有市售。但市场刚刚成形，且大部分

产品都在过去的一年里新推出的。”他

表示。大多数公用事业规模EPC和开发

商尤其不情愿购买。“许多对成为最先

使用这些新产品心怀忧虑，并希望等待

供应商积累更多的现场经验之后再安

装1,500伏系统。”目前建造的更高电

压系统往往由那些拥有大量经验的大

型公司所有。“这些EPC可以执行高水

平的产品及系统及系统设计控制与整

合。”Kanjorski说道。“他们最有可能在

工业运营的早期阶段实现价值优势。”

法规忧虑也是一个日益令人苦恼的

问题，尤其是在美国这片最具潜力的市

场上。“1,500伏产品在UL标准仍然一片

混乱。”Moskowski承认。“UL最近更

新了组件标准（UL 1703）来践行1,500 

伏认证，并且虽然UL未禁止1,500伏的

逆变器认证，该组织正在与IEC协调规

范并确保其检测标准完全能够授权

1,500伏系统。我们预计这些问题会在

明年得到解决。”

创造性思维
为了证明生产1,500伏逆变器的开

发成本之合理性并将它们推上尚未做

好充分准备的市场，一些公司可能选

择更加更加明智的方法来降低BOS成

本。制造商可以通过将1,500伏逆变器

降级用于1,000伏系统来销售它们–藉

此为这些逆变器在市场上开拓出一片

天地。“降低逆变器电压会使额定输出

功率降低三分之一，即比相同的1,500

伏特逆变器增加50 %的单位瓦特成

本。”Kanjorski告诉《光伏杂志》。还

有一种方法是联合选项，即结合使用

1,000VDC部件和组列优化器及1,500伏

逆变器。“这种结合允许新型1,500伏逆

变器达到其最高额定输出功率，同时保

持低于1,000伏的最高电压。”Kanjorski

表示。“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这些全新

的逆变器平台，同时避免了与1,500VDC

部件和系统有关的法规、供应和培训挑

战。”

“但请记住，”他补充说，“使用

1,500伏系统本身不是目标。系统设计师

们应该继续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可以实现

相同目标–即降低系统总体成本的目标 - 

的其他选择。”

◆  Ian Clover

 为什么完全越走越高？

由于市场上几乎没有可用的1,500伏部件，以

及内在的明确法规混淆与缺乏，还有拥有管辖权

的机构（AHJ）的采纳周期的变化，有关在不迫切

追求1,500伏的情况下实现BOS成本降低的辩论日

益激烈。

“业界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克服这些挑战，且

其中一种方式是避免转向1,500伏而在1,000伏系

统中部署DC组列优化器。”Kanjorski解释道。

“DC优化器可以对每个组列施加输出电压

和电流限值，从而使组列长度比未使用优化器的 

 

传统设计翻倍。由此使eBOS部件数量减少50%，

并允许逆变器的功率提高40-70%。而1,500伏系

统只能使组列长度延长50%、使eBOS部件数量

减少33%并提高逆变器功率达50%。在1,000伏系

统中使用DC组列优化器可以实现更高价值，而

不必克服转而使用1,500伏系统所面临的挑战。

目前，DC组列优化器提供了一种降低系统总体成

本的创新方式，并用作在1,000伏系统中使用新兴

1,500伏逆变器平台的跨接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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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co的blueplanet 1500伏逆变器利用Ampt的优化器技术在降低66%的开发成本的同时实现更高功率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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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和光伏

太阳能和公用事业：随着智能电力电子与光伏和潜能储存相结

合，一个能源利用的新典范正在兴起。但是，我们大大小小

的公用事业单位、电网和消费者未来将会如何？光伏杂志与

Enphase的一些领导聚在一起共进午餐，讨论了这些话题并发

现一个壮阔的新能源世界正在兴起，但这个世界具体是什么

样子却尚不明了。

Ilén Zazueta-Hall，生产管理总监，Energy Manage-
ment (IZH)

Tefford Reed, 住宅解决方案总监 (TR) Greg Wolfson, 存储产品线总监(GW) 

光伏杂志：美国电力公用事业单位以及太阳能供应似
乎正结合在一起，公用事业单位自己开展太阳能项目，
它们正在向新的电力供应时代过度。但是一些州的许
多公用事业单位仍然存在争论和冲突。你对这些趋势
有什么看法，目前的争论你又站在哪一边？

IZH：我认为光伏和以前电力输送方式之间的争论是个

问题。基本上，电网现在遍及各个地方。它真实存在着，也是

基础设施中非常有效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这里就有“

太阳能与电网”对比的冲突，这个冲突也非常普遍。但从长远

来看，我不了解其是否富有成效。是否会成为太阳能与公用事

业单位对抗，或是公用事业单位最后也走向太阳能以及何时

会走向太阳能？这个关键点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变得越来越紧密？我知道Enphase参加了
最近的GTM Grid Edge活动。在你们与公用事业单位

的交谈中，是否有让你觉得太阳能和公用事业单位之
间的零和博弈可能确实在转变？

IZH：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集体。反对太阳能的公用事

业是不参加这类活动的。我们谈论的公用事业，犹如铁板一

块。但他们还是像任何一个企业，之间有着许多多样性，他

们目前的思维——是前瞻性的还是根深蒂固保守的，有着很

大的不同。

观察具体的美国市场，夏威夷的太阳能市场渗透非常
高——Enphase在那里有非常可观的市场份额。对于
公用事业单位与太阳能之间的竞争，夏威夷会是怎样
的一个模型呢？

TR：在真实的太阳能市场渗透方面，夏威夷远远超越了

美国的其他州。但它仍然有很多特有的问题。整体来说，我

不认为频率调控在美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在夏威夷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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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调控是有效的？这里的情况是发电量比用电量更多且太

阳能正在推动电网的频率。这在加利福尼亚是非常难实现的。

加利福尼亚可能不会发生可再生能源的渗透水平能够推动电

网频率的情况。

在夏威夷，可以看到以下两种情况：供电线出现电压波

动，但是在发电和用电之间增加了整体平衡。作为一个模型，

在尝试了解逆变器对电网的正确要求方面，现在加利福尼亚

也有和夏威夷同样多的工作在开展。这个行动非常有意义，因

为这是真正要求光伏行业和公用事业单位坐下来并将光伏与

合规集团结合在一起进行建设性对话讨论如何让每件事情

正确运转的首要事项之一。这个对话在过去两年中都有开展。

但现在变得紧迫起来。明年，加利福尼亚电网将实施这些讨

论得出的许多推荐方案。

夏威夷是非常规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这里

有真实的需求，而许多本土的需求预测了事情的发展趋向，而

不是在此时此刻思考和寻找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那样一来，

很难将夏威夷作为唯一的典范，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独有特性。

夏威夷的情况与微电网运行相似度更高，而不是普通的公用

电网。

是否主要是由于夏威夷的电网缺乏与其他电网的互
联？

TR：没错。这里就是没有互联。如果加利福尼亚有平

衡频率的问题，俄勒冈或内华达可以支援加利福尼亚的电网。

但是在夏威夷，这里的电网非常小，几乎都是低速柴油发电，

没有足够的活力来处理电网的变化。

在会议上，你们讨论了运转备用的特性，对吗？
TR：它是在运转，但并不是能够真正快速反应的带涡轮

的煤气发电厂。夏威夷的设备类别发展和反应较为缓慢。这

非常独特，除了岛上的微电网以外在其他许多地方尚没有发

现。

因此，夏威夷或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模型？
TR：加利福尼亚的许多要求也反应在夏威夷即将出现的

要求上。这里有加利福尼亚第21号规则，有效管理这个州的

互联资格情况。夏威夷H14模仿了这些内容，而且两者之间的

实际要求非常相似。可能是夏威夷的要求先出现，然后将与

加利福尼亚交替超越。夏威夷可能在加利福尼亚之前落实这

些要求，但这是以他们之前已经完成的类似工作为基础。

许多工作都与组件认证相关。Enphase作为一个制造商，

有针对所检测设备的标准。在许多情况下，这里有一个要求，

但所有合规的设备需要到位，来确保人员能够适应新设备的

要求。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Enphase和夏威夷电力公司参与的关于电网和光伏市
场渗透的一个研究在今年4月份发布。在实际情况下或
是在改变夏威夷公用事业单位心态方面，这个研究有
什么成果？

TR：这个研究让夏威夷能够再次开始增设光伏设备。夏

威夷已经停止了增设系统并有效开展研究，了解电网的真实

状态，即夏威夷需要决定并非要将太阳能应用到所有地方，

而是将太阳能安装在电网明显可以兼容光伏设备的地方。

这是否意味着装置现在正在正常推进？
TR：是的。这个情况也会更多地出现，因为H14有要求额

外的步骤。它为更多太阳能接入电网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这是

一件好事情。这标志着这个行业和公用事业单位正联合一起

尝试和寻找一个继续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方式。坦白来说，夏

威夷对增加更多可再生能源并不感兴趣。不进口石油的经济

因素太过强势：对于夏威夷来说成本太高。

这些成本在一年前可能更高，那时候石油价格更昂贵。
TR：[笑] 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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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长期来说，根本的经济因素不会改变。
TR：实际上，夏威夷的现金正从岛上流出，主要是用于

支付石油费用，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说到现有的发电和电网资产，在美国有一些舆论，但是
在世界其他有高住宅太阳能渗透率的地方，比如澳大利
亚，现有的主要资产实际上可能随着太阳能达到而后超
过电网的利用水平而搁置。对此，你能给出多少信任？

GW：搁置的资产，这话是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笑]。我

想在基础用电负荷和分配的发电资源所需的东西和在电网供

电线末尾实际要求的东西之间有一个断层。

长一段时间的发电源整合。事情需要向前发展，现有的基础设施

需要更智能和接近我们实际用电的地方。需要的是慢慢脱离完

全集中模式，但并不是完全转换到分散式发电，而是一个结合。

因此，少点零和博弈，然后……
IZH：这完全不是一个零和博弈。事实上，这应该是一个

双赢。

GW：我记得我首次连接自己的光伏系统时，并不需要完

全脱离电网。我仍然坚持使用公用电网，尤其是当电表可能倒

转，因为我知道零售价格，了解在系统首次启动的2002年的

经济情况。

Enphase的立场是电网并没有在消失。我们认为电网是

一个好东西，但是向新时代过渡的疼痛一直在增长。

可能更有效的利用方式是将拥有的可再生能源能够提供

的所有资源与蓄能和其他能力相结合，比如我们正在引进的

一些先进的电网特性。

IZH：我认为[对于搁置的资产]这是夸张了一点。

尽管这似乎是有点民粹主义，但作为一个消费者，“公用

事业单位没有给我提供我需要的服务，所以我准备不在使用

电网。”

IZH：正是如此，这个想法非常普遍。当然在美国，这里有一

种文化方面的个人主义小人物对抗大人物的心态，这个心态与此

非常契合。这个说法一直有效，但是事实却不同。事实上，推动

我们这个经济类型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将来的电力需求，需要很

回顾那时候，我体会到David与Goliath争论的意义，因

为我也有过，坦白来说，不公平的优势。这是因为我能够使用

这些优秀的电网服务，还从光伏发电获取好处而无需给电网

付出任何东西。

净计量使其成为可能，但是在美国净计量正在进行改变。

你提到了澳大利亚——那里的净计量电价很好，但也完全消

失了。但是，在澳大利亚，情况有一点不同，这就是这个市场为

什么会对蓄电池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在完成后，任何情况下，

蓄电池能够让每家每户自行控制能源如何传输到电网。这就

是蓄电池在澳大利亚如此风靡和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

美国大部分地方仍然还在实行净计量。在美国，现在使

用蓄电池的主要原因是作为备用电源或至少是拟用于备用需

求。这个基本原理可能变化，在类似夏威夷这些地方，[一个

随着太阳能越来越渗透进入一些市场，智能解决方案提供了让更多电网向光伏装置开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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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基本原理]出现了。在其他地方，比如南加州，这些收费

繁重，蓄电池可能起作用。随着净计量消失，太阳能的零售价

格将向批发价格接近，而后驱动因素必定将是通过光伏装置

储存太阳能供家庭使用。

也有其他可能刺激蓄电池发展的收费机制，比如家庭
连接电网的固定费用增加。你是否认为这些机制也将
越来越刺激太阳能蓄电池的发展？

GW：我们积极监控加利福尼亚公用事业委员会的行动，

这是地方纳税人关心的问题。CPUC宣布对住宅结构的新调

整，我们正在建立模型了解这个调整会有什么影响。无论是

需量电费或是电网使用费，比如圣地亚哥电气正在尝试的事

情，这些机制可能都有效果。在许多情况下，对于商业和工业

用户，如果蓄电池结构正确，通过减少用户的需量电费，可以

产生巨大影响。需量电费占商业用户电费单的至少50%。

因此，无论这些规则采用哪个方式，都将推动蓄电池的

需求。

公用事业单位接载太阳能并脱离“我们和他们”心态有
怎样的重要性？

TR：很快地，正如亚利桑那州公共服务部的一个公用事

业单位走向反对太阳能一样，现在进入了与[太阳能]的博弈。

这可能是转换可能怎样发生的一个征兆。

GW：加利福尼亚公用事业委员会为公用事业单位投资

规定了8.49%的回报率。因此，这意味着如果公用事业单位

在其基础设施中安装一个新的变压器或其他设备，其回报将

有保证。如果公用事业单位能够增设一个称为光伏的电网装

置，并获得保底汇报，这是任何公司都想要的投资收益。所以，

那就是压力所在。

记得之前我在开发商业太阳能时读到一篇艾迪森研究所

发布的报告，这个报告让我感到震惊，因为我们那时正在进

行博弈以实行能够让太阳能工程进驻该地区的电费结构。这

篇报告的导读直接给公用事业单位指出两个可行道路。

第一个道路是理解可再生能源将完全摆脱现有的业务方

式，需要与该产业并达成协定，从而挤压市场。或者，面对客

户流失的死亡循环，提高每千瓦时的电费，让太阳能和可再

生能源的业务状态更加强势，使得更多客户流失。报告继续

说明这个恶性循环，公用事业单位将要降低他们的信用级别，

强行抬高资本成本。在以前，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一般都是不

好的消息。

许多公用事业单位非常重视这个报告。一些公用事业单

位尝试应对这个趋势并得出一些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的方法。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公用事业单位通过尝试抑制这个市场变

化来应对。

公用事业单位越来越意识到秘密已经泄露，消费者不能

否认他们也会按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消费者始终都是赢家并

需要讨好。一些公用事业单位意识到他们需要重新组建业务

模式，确保电网能够获得回报。

TR：我想补充的是这里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事情，资源

分配不仅太阳能领域的趋势，在技术、计算和许多其他领域Enphase的交流电池将在选定的市场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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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这种趋势。这个趋势不会停止。但是其中还有一方面与

消费者有关。如果公用事业单位希望玩转这个领域，他们需

要更加以消费者为中心——这是一个好事情。

是不是要真正成为一个服务供应商而不是一个账单的
签发人？

TR：电力供应会变得比20世纪50年代更为复杂。在50年

代，消费者收到账单，支付账单，事情完成。我认为新环境比

起来要复杂，对那些希望了解复杂性并从中获益的消费者来

说也更复杂。会有许多人希望参与，这项技术也会有真正有趣

的用途，无论是太阳能发电和家庭能源管理系统。所有这些

东西都即将来临。一些人发挥极限并对他们的房子做了能做

的所有处理，其他人是只想收账单和付账单。

GW：我承认我已经够老了，经历的时代能够为此给出一个

好例子——但可能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这让我有自己的看法

[笑]。电信空间和AT&T公司是一个好例子。我记得之前我曾经不

确定AT&T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公司在美国提供集中化的命令

和控制，还有其他服务[在电信行业]。但是事情变化非常迅速。

当时管制放松，市场力量开始发挥作用，消费者也有了选择。

回顾以前，很难相信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AT&T提供的服

务这么有限和集中化。但是现在，AT&T在新环境中发展壮大，

因为它彻底地改造了自己。公司的整体业务模式——你使用“

服务导向”这个词语——变得完全不同。对于那些完全没有

任何改革的电信公司，他们已经落伍，赶不上时代了。

最近DNV GL有一个调查，询问公用事业单位的管理
人员对于发展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去年，未来的新业
务模式在列表中占第三或第四位。对比2015年，新业
务模式成为首要关心的问题。你是否觉得我们正在一
个临界点，与公用事业单位的交谈发生了巨大变化？

TR：在许多方面来说，似乎这个讨论引起的争论和这个

讨论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去年，似乎感觉意识到可再生能

源不会消失，而消除可再生能源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在那

里，许多公司都有大量的发展空间。

GW：从蓄电池的角度来说，我和来自美国公用事业单位

的一个代表讨论了关于分散式蓄电的话题，我问他是否对分

散式蓄电感兴趣。他笑了，然后说，“这在我的公司有很大的

争议，我们始终停留计量表上。”

Enphase逆变器依然是其太阳能解决方案的关键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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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同于其他公用事业单位，在有其他家用电器的电

信领域，电气公用设施还停留在计量表上。对于分散蓄电的

公用设施所有权，这将意味着走向计量表的另外一面。并不

是公用事业单位不想这么做，而是他们之前没有这么做过。他

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做。

如果公用事业单位在户主的房顶上安装一个光伏设施，

连接在用户的计量表端，再加上放在车库或家里的一些蓄电

池，这将导致各种有趣的问题。如果公共事业单位希望使用

分散式蓄电资源来支持电网，剥夺家庭用户管理自己订单的

能力，那他们要制定怎样的收费表和费率结构？怎样才能实

现平衡？现在尚没有得出结论。

IZH：关于公用事业单位应该如何监控蓄电池的使用也

还存在其他的问题。

GW：如果公用事业单位有实时定价，假设定价合理，则

实际上解决了所有问题。公用事业单位能够简单地说明它要

的是什么。实时定价，用于许多其他领域，技术上来说是可以

完成的，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有一些类似Nest的设备，能够让消费者在消费方面
一定程度地参与能源市场。既然这是自动完成的，你
认为这种参与是否有效，比如在家用领域，手动控
制消费给现在的电网和市场带来的是正面还是负面
效应？

IZH：这需要后面才知道。这跟提供洞察意见并不非常

相关。主要是关于做正确的事情，然后通知消费者，正确的事

情已经发生了。

GW：我百分百同意。

TR：消费者一般不希望有人告诉他们应该做这个做那个。

他们希望让事情简单地发生。

但是这里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是吗？
IZH：为了自身舒服，消费者希望能够推翻这些措施。这

是一个非常人性的需求。就更广阔的环境来说，通过始终保

持联系，考虑我们现有的在决策方面的认知负荷增加。消费

者最不想要的事情是做另一个决策。消费者希望在运转的系

统中做一个聪明的采购决策，然后不时地了解它的运转情况。

消费者的控制就体现在这里，但是实现这个还需要智慧。

这在我们之前讨论的刺激消费者话题中起什么作用？
GW：消费者需要受到驱动，他们可能希望主动参与一次

或两次，但到了最后，他们有自己的要过。家庭应选择一个政

策，比如积极、中等或其他模式，但之后可以做出改变。有一

些家庭消费者会认为选择的政策太过苛刻而后进行改变。

IZH：这就是我我为什么控制恒温器的原因[笑]！

TR：爸爸又把空调关了[笑]！

IZH：这也为什么需要控制的原因。

◆  工作午餐讨论在加利福尼亚州Petaluma的Enphase总部进行，由

Jonathan Gifford代表《光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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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further details on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r 
to arrange an inspection contact:

STEVE TRIBE 
Telephone: + 44 (0) 7836 688453
Email: steve.tribe@liquidityservices.com

SALE
Assets surplus to requirement due to modernisation & updating of SolarWorld internal technical changes of their production processes

FEATUR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http://www.go-dove.com/en/events?cmd=details&event=551049
http://www.go-dove.com/en/events?cmd=details&event=551050
http://www.go-dove.com/en/events?cmd=details&event=501396

EXCELLENT RANGE OF WAFER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By Order of SolarWorld - 

FOR SALE AS A WHOLE OR INDIVIDUAL LOTS – AVAILABLE IMMEDIATELY

Located Frieberg and Arnstadt, Germany
• Meyer Burger ‘DS-271’ Wire Slicing Saws – Qty 28 (2010/2011) 
• HCT ‘500SD’ & ‘500SD-B’ Wire Slicing Saws – Qty 38 (up to 2008) UNDER OFFER!
• Meyer Burger ‘DS-262’ Wire Slicing Saws – Qty 15 (up to 2002) 
• Kaden & Doering  ‘TJ 500/1’ Slicing Saws- Qty 2 (2000 & 2002)
• Meyer Burger ‘BS-830’ Band Saws – Qty 12 (up to 2010)
• Arnold Surface and Bevel Grinders – Qty 7 (up to 2011)
• Arnold Cutting and Squaring Saws – Qty 10  
• ACI Wafer Separating Lines – Qty 2 (2006)
• Langhammer Mold Coater (2008)
• Laeis ‘ALPHA-1500’ Hydraulic Uniaxial Press (2009)
• FCT Systeme & Deutsche Solar Melting & Crystallization Ovens – Qty 36 (2008 & 2009) 
• Wet Benches, Test and Inspection, ABB 6-Axis Robots, Overhead Cranes
Located Oregon and California, USA
• HCT ‘500SD-B’ Wire Slicing Saws – Qty 15 (2008/2009) 
• Advanced Energy 4 ea. HF Generators – Qty 8
• Maier ‘ICO LAM’ Vacuum Laminator, Reis Robotics Twin Laser Cell 
• Komax ‘X3400’ Stringer, Sinton ‘FCT 400’ Flash Tester
• Kuka ‘KR 360-2’ (2009) and Fanuc ‘R 430’ and M 16’ 6-Axis Robots 
• Jones & Redmann Wafer Boat Staubli Robot Heads – Qty 8
• Pillar ‘DHH 102.100/6’ 1670 KVA Stand By Generator Set (2006)
• Kelco Bead Blast cabinet, Alkota Steam Pressure Cleaners 
• Kobelco ‘KNW AC/DL’ Air Compressor

UNDER
OFFER!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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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推动力

自动化和机械化：自动化设备涌入市场的同时也要保证生产商的生产进度和成本

节约。无论是全套或单件生产中，自动化总能占一席之地。当涉及到创新时，多

快才能自动化和集成为一条线？

自动化已经成为光伏产业价值链中节约成本及更佳循环周期的推动力。

看看光伏自动化领域那些如雷贯

耳的名字，不管是机械化公司，全套自动

化系统生产商或是软件开发商，有一些

区域可精确划分为“重点发展光伏自

动化的热门区域”，而欧洲地区位居前

列。Meyer Burger公司集成化生产系统 

主管Marcus Backmann告诉光伏杂志： 

“通常来说，大多供应商来自中欧，日

本和台湾。”然而这个市场的竞争非

常激烈，因为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

自动化设备制造商已经紧随这些知

名企业了。Schmid公司的Christ ian 

Buchner（Schmid集团光伏事业部副总

裁）和JuergenNoailles（Schmid集团工

业解决方案事业部副总裁）也认为中国

和南韩的自动化设备制造商势头正强劲。

在ENF数据库中，中国晶硅组件的

全套设备供应商数量之多，反应了供应

商数量的增长情况。比如既开发整套解

决方案还做组件生产自动化设备的金辰

公司，已经越来越多地涉足这个传统欧

洲主导的业务领域。比如金辰公司在瑞

士Komax集团与金辰的合资企业成立

之初占有51%的股份，然后接管Ko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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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chen这一品牌。这一转变见证了瑞士

公司退出太阳能行业，而中国公司在自

动化设备这一块的存在感则越来越强。

尽管国际半导体设备材料产业协

会2015年第1季度数据显示全球光伏设

备市场正在萎缩，然而对这一行业的公

司来说，能够让自己在竞争中与众不同

变得越来越重要。需要为晶硅片、电池

及组件生产商的提供更高质量的设备。

全套自动化设备
全套系统可提供给太阳能产业价

值链的每一个生产部门，不管是晶硅片、

电池还是组件。

事实上，一家太阳能光伏产品制造

商完全可以从设备制造商那里购买整条

生产线然后开始自营。这对新进入市场

的公司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

Meyer Burger公司的Backmann解

释说：“全套系统是公司进入市场的典

型模式，或者说在一些当前没有经验的

国家，首先要通过全套设备项目来为其

生产基础定位。”所谓的新型光伏生产

市场正需要全套自动化设备。

新兴的光伏组件制造商发现了在

本地生产电池组件产品的需要，不仅

仅是为了达“国内制造”这一骄傲的头

衔，更多的是为了同时能够顺应政府的 

规定。

近期的例子有：J.v.GThoma公司抢

到了与巴西Renovasol公司的70MW全

套生产线供应合同，而Spire公司在河内

为政府机构安装了一个20MW的组件生

产线。Schmid公司有着全套及单独的

自动化光伏解决方案，他们表明，不同

于已经有成熟光伏市场的地区，已经有

越来越多新客户国家要求购买公司的全

套设备。

虽说如此，Backmann也强调说成

功的全套系统项目也有其挑战性。他们

对扩张计划的需求仅仅是复制已经存在

的生产线。然而，经验和知识让光伏制

造商开始成为直接客户，买进单独的自

动化设备。

创新一体化
经验和知识产生创新。自动化设备

制造商必须了解技术的最新情况，受到

欢迎并开发出适合大规模应用的工具。

在技术领域，Lux Research在八月

初确认未来的技术开发会在2020年使

电池组件的价格降至$0.48/Wp。而同时

效率有望提高至24%。

钝化发射极背面接触电池技

术（PERC）、金属贯穿式背电极技术

（MW T）及一种更高效的双面电池技

术被认为是技术竞赛中的领先者，而

PERC（详见78-86页）又在较低的资本支

出情况下占统治地位。尽管国际半导体

设备和材料协会（SEMI）的数据反映出

全球市场的萎缩，PERC设备销量却一直

攀升，自动化制造商如Meyer Burger被

曝订单量巨大。Schimid在其Geminus

双面电池生产线上的利润明显增长。

电池及组件制造商在激烈的竞争

中逐渐发现让自己的商品与众不同刻不

容缓——换言之就是创新。当新东西开

发出来能大大提高终端组件产品的效率

时，制造商也要有能够将创新转化为机

械实用性的合适工具，即将其植入组件

中。同时为了开发这样一种工具，制造商

通常也需要和自动化及机械化制造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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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这种对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需要时

间及精确度。

Winaico公司的HeatCap科技组

件产品就是典型的案例，这是一种相对

较新的发展。Winaico的副经理Tony 

Chang告诉光伏杂志，HeatCap技术于

去年10月开发并推出。HeatCap从根本

上解决了带黑色背板的组件普遍存在的

热力问题。这一技术开发后的关键部分

是将其整合进生产线，从而将知识转换

成切实的产品。

Chang说HeatCap应用工具与生

产线的整合花了大概六个月时间。“我

们需要启用新的生产设备并微调生产工

艺”，他解释道。

Winaico公司与供应商合作将不同

的自动化设备组合，以便更好的大规模

生产整合HeatCap技术的组件。“整个

需要做大量工程设计方面的工作，因为

我们使用的组件生产中闻所未闻的全

新材料和工艺。我们需要充分了解新材

料的特点，以适用流水线生产，”他补充

道。HeatCap的运用是在组件组装流程

的最开始，因此很大程度上现有的生产

并不受影响。

成本和时间因素
自动化虽说先期投资比例很重，但

能够降低成本节省循环时间并不会是

一个笼统的说法。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下，

太阳能制造商必须要保证他们的组件

产品尽快出厂以满足需求，并且质量要

足够高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更别说一旦

机器开始运行，在考虑到成本回收期后，

可变成本也可能会降低。

S chmid（施密德）将处理系统

的自动化作为例子进一步说明这一观

点。“Schmid是第一家同时引进高质量

和高速处理系统与廉价的卡式系统的

公司。这也是引发中国大部分制造商决

定将手动装载换为自动装载的关键因素

之一。这确实增加了生产产量，也整体

缩减了光伏产品的成本。”Buchner和

Noailles说道。

Meyer Burger的Marcus Backmann 

引用晶硅片和电池处理部分作为例子。“

特别是对于高速（低于两秒）晶硅片和

电池处理来说，手工劳力根本不能达到

同质量水平。轮班工人容易疲劳或者失

去准确度。自动化能够取代这些步骤并

保证重复稳定的程序运作。引进自动化

之后调整好循环时间，降低单件产品的

 德国自动化设备制造商

根据VDMA的数据，在2015第2季度，德国设备制造商的订单量比2014年第2季度高10%。

国外需求增长14%，其中欧元国家增长6%，非欧元国家增长16%。来自南韩和东盟国家的订单

增长很大，而中国在这一业务中也有小小的增长。美国需求比预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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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虽说先期投资比例很重，但能够降低成本和节省循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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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时间更是一个典型的优化，”他解

释道。

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组件中电池

与电线的焊接步骤。手工劳力在一个组

件中需要掌握几百个焊接点。如果没

有自动化，就有可能会漏焊或者焊接

不合理。这些失误往往会归结于时间

压力和缺乏细心。而且这对组件的影

响往往不容易被肉眼发现，但是对长

期的组件运作会有危害且会越来越明

显。Backmann指出，在这里，电线及交

叉焊接的自动化就可将质量提高100%。

在接线盒附件的下游工艺中，机械

系统的传统循环时间是60秒，包括装载

和卸载模块、弯曲导线、分配硅片、布

置接线盒及焊接。而Spires Spi-J接线盒

（2013）的循环时间能在每小时组装60

个组件。手工组装的最大区别在于技术

水平但是通常来说每小时只能组装15到

20个组件。

IP vs标准
2014年10月，SEMI（国际半导体设

备和材料协会）的James Amano宣布

成立新的自动化技术委员会。它的宗旨

是：“将半导体、光伏、HB-LED及其他

相关行业的自动化标准合并”。James 

Amano解释说，“不同的行业领域如

光伏、FPD和HB-LED之前在不同的委

员会中公布了他们的自动化要求，新的

委员会会将这些利益和资源融合为一

个单独的小组。”SEMI的标准实现了一

致性，并且进而便于整合，能够降低成

本。虽说如此，但是这个标准会与IP冲

突么？

正如一些行业人员之前告知光伏

杂志的，自动化标准“本质上的必要

性”不是那么强，因为它们对新发展和

创新有一种潜在的阻碍效应。Meyer 

Burger的Backmann先生说道，“在快

速市场下，标准有时候比工具和解决

方法的开发更新更慢，而忽视这些标

准的企业在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往往优

势更强。一旦市场稳定下来，对标准的

需求，尤其是对各种接口的标准，又会

回来，此时企业执行这些标准会有优

势，因为他们的工具更易于在生产系统

中使用。”

创新是多方面的，且通常集中在一

个特别的工艺步骤上，或是不涉及生产

线其他部件的顺序上。Backmann在这

里解释说，有一种方法是提供具有“工

艺核心套装”的解决方案。这些核心工

艺套装大部分时候都是必需的。

“这种情况下，或其他特定情况下，

一个生产系统中70%-80%是供应商的标

准工具，而剩余部分可用客户特定的解

决方案，”Backmann解释道。

Schmid的Buchner和Noailles并

不认为现在制定的标准会阻碍创新或

定制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定制在区

别不同光伏产品中并没有很大作用。成

本和效率仍是主要的驱动因素，”他们

如是说。

流水线操作员能否比完全自动化

的解决方式更有效率并不需要多经思

考。很明显自动化和机械化已经在光伏

生产中拥有了一席之地，并逐渐取代了

人工劳力。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太阳能

生产的运行方式也变得更好，我们只有

选择使用自动化，才能获取利润。

◆  Shamsiah Ali-Oett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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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企业在薄膜业渐渐衰
弱时仍然保持强劲。

薄膜企业排名：小鱼留给了晶硅行业的巨头，薄膜制造商已经在不断的流失市场

份额。然而，这两个大型制造商仍在不断实施自己的技术和项目计划，确实不可

忽视。

薄膜技术制造商的太阳能组件市场在不断流失，但是这个领域的两个龙头企业仍然强盛。

两个阿特拉斯一样的企业支撑

起薄膜光伏工业。位于大西洋的两

岸，First Solar和Solar Frontier在2014年

和2015年无疑仍是全球市场中最大的

薄膜制造商和供应商。

IHS数据显示，2014年，薄膜组件

占全球组件供应的约9%，交货量约为

4.4GW薄膜板，这个数字可能在2015年

降低8%。许多小型供应商的未来仍然

阴霾密布，尤其是中国和台北的非晶硅

（a-Si）供应商，而新进入市场的公司，比

如半导体业巨头TSMC，进展依然相当

缓慢。“薄膜市场正在缩水，我们的整

体预测显示市场份额年同比不断降低”

，IHS高级太阳能分析师Jessica Jin表示。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薄膜组件制造

和供应领域不能取得成功。在公司第2

季度的财务报表中，First Solar宣布公司

第二季度的入账收入为8.962亿美元，同

比增长64.6%（Y/Y），结果超越了市场

预期。

在这些收入方面，2015年迄今为

止，First Solar获得了1.645亿美元的利 

润和1.4GW的订单。公司预期2015年的

组件销量将达到2.8-2.9GW，带来350

万-360万的收入。

“First Solar不断从公司作为一个好 

的项目开放者的战略和EPC中获益。公

司有一个好的项目管道并将其付诸实

施，”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的Jenny 

Chase说道。

First Solar可观的下游业务在2015

年取得强化，公司成立了新的合资公司

yieldco8point3 Energy Partners。这个

公司将让First Solar能够在完成项目后

立即销售。

首席执行官James Hughes将

8point3的优势定位为降低资本成本，

让First Solar能够保持项目的剩余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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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供稳定的收入和未来项目的“有

竞争力买家”。

Hughes在First Solar第2季度的盈 

利电话会议中说，“继 I P O之后从

8point3获得的2.84亿美元收益为项目

开发提供了进一步投资的资本。”First 

Solar也凭借自己的CdTe技术实现了一

连串惊人的效率提升。凭借18.2%的全

组件效率，在研发方面，First Solar向 

多晶硅的转换效率发起挑战，公司非常

乐意指出这个情况。在生产方面，公司

的批量生产组件达到15.4%的平均效率，

而领先生产线生产了16.2%的组件。

第三方销售
所有这些都说明First Solar发展稳

固健康，且毫无疑义，这个公司依然是

业内的领导者。公司的大部分组件仍然

用于自己的项目。对此，彭博新能源财

经的Chase感到很震惊。

“从根本上来说，我始终有些担心制

造商生产产品，而唯一的客户却是自己”， 

Chase表示。“这是一个商品产品，如果

产品好，更多公司会想要购买”。这个彭

博新能源财经太阳能分析师还说道，First 

Solar一直保持执行自己的效率和项目 

计划。GTM研究公司的Jade Jones附议。

“公司有切实的执行计划”，Jones

表示。“公司的效率预测非常有雄心且

将它和其他薄膜生产商区分了开来，公

司正在大步前进”。Jones还表示增长的

效率让First Solar能够进军新市场。

根据预测，2 015年将实现了近

3GW的交货量，这可能是公司的最高交

货纪录，First Solar快要完全利用自己

的生产力，而产量在年底IHS报告可能

达到2.7GW。当前报告的利用率是85%。 

Jessica Jin表示，生产力将通过技术改 

进和重启在马来西亚居林工厂的大型生

产线进行扩张。

“First Solar可能在2016年增加产能，

但是现在美国的政策展望尚不明确。我

们不知道在2017年市场是否会继续保

持增长趋势。所以，投资进行新产能扩

张可能会有点危险，因为可能会对整体

业务造成负担”，IHS的Jin说道。

美国第一线企业
另一个薄膜支柱企业是日本的

Solar Frontier，现在正努力进军美洲市

场。公司现在耗资130亿日元（1.24亿美

元）发展东北部的150MW工厂，希望凭

借这个工厂实现降低近30%的生产成

本。Solar Frontier并没有发布生产成本

信息，然而IHS估计约为$0.80/W。

在东北工厂完全投入运营后，凭借

稳定的效率增加，Solar Frontier每年将

能够生产1.1GW组件，但是公司的野心

明显更大。

三月份，Solar Frontier从Gestamp 

Solar收购了280MW的美国项目管道。

同时，公司引进一个在美国和一些拉丁

美洲光伏市场都有丰富经验的项目团

队。除了这些和公司的成长期望，Solar 

Frontier有在纽约布法罗建立兆瓦级别

新工厂的雄心壮志，并在今年早期完成

了可行性研究。

“毫无疑问，Solar Frontier不会轻率 

地进军美国随便一个地方建设接近

1GW产能的设施。首先，公司希望在东

北工厂完成生产成本降低的目标。可能

会建设多个150MW东北工厂。”

“Solar Frontier声称有非常好的 

销售利润边际，”Jessica Jin，“我认为 

Solar Frontier的组件性能良好，甚至可 

以比拟一些c-Si供应商”。日本CIGS

生产商最近在国富工厂批量生产的

效率成果达到14.6%，功率输出达到

179.8W。Solar Frontier的半导体堆叠参

考CIS标准。之前公司80%以上的产品

都服务日本市场，2015年公司将坚定进

军本土市场以外的市场。

“Solar Frontier正尝试进军日本以 

外的市场”，彭博新能源财经的Jenny 

Chase说道，“公司也在尝试进入欧洲

和美洲的屋顶市场。我认为这是Solar 

Frontier能够实行的唯一战略。公司需

要冲出日本进行多元化发展。”

非晶硅
除这两个薄膜业支柱企业以外，其

余公司的生产力和产量相比之下都微不

足道。Hanergy（光伏杂志2015/07）阴

差阳错地出现在头条中，IHS计算其生

产力为1.05GW。虽然大部分是中国的非

晶硅产业，彭博新能源财经的Chase指

出其在德国的Solibro薄膜工厂也不容

小觑。SolibroCIGS组件和其他经销商一

起给Ikea供货。

意大利的3Sun，在从Sharp分离的

一年多后，不断将自己的非晶硅组件运

送给Enel Green Power开发的项目。虽

然并不能算是一个非晶硅制造商，I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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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 First Solar

2. Solar Frontier

3. Hanergy

4. 3Sun

7. NexPower

8. Kaneka 
 Solartech

9. Calyxo

10. TSMC

6. Stion

5. Trony Solar

兆瓦

排名位置基于
2014年生产数据

来源：IHS

2013-2015年10大薄膜生产商

由公司报告的产量
IHS计算的产量
年底产能报告
（或预计2015年）
IHS计算年底产能

报告3Sun的生产具有非常高的利用率，

尽管Jessica Jin表示她感觉这个公司的 

生产力可能不会扩张。对比之下，在中

国Trony Solar的股份仍然在香港证券交

易所停牌。

其余CIGS制造商
在IHS薄膜企业排名列表中第六

位和第十位的是美国的Stion和台湾的

TSMC Solar。上个月，Stion宣布在与韩 

国的设备供应商Avaco签订供货交易

后，公司的生产力翻倍，从60MW上升到

120MW。这个小型的美国制造商是否能

够在与更大的晶硅制造商之间的竞争中

发展壮大仍然有待观望，尽管公司在研发

电池中有20%转换效率的Simply Better  

Tandem技术看起来非常有前景。

TSMC Solar，半导体巨头TSMC的 

一家分公司，首次进入这个市场让彭博

新能源财经的员工非常兴奋。Jenny 

Chase报道说，该公司在台湾工厂的进

展非常缓慢。TSMC获得了Stion的CIGS

技术特许。

“像许多其他公司一样，TSMC的产

量较低，可能在晶硅行业没有竞争力，

而TSMC Solar的发展所耗费的时间太

长，”Chase说道，“我的怀疑是这个公

司是否会慢慢改变对整个太阳能企业的

想法”，IHS的Jessica Jin还表示高破损

率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市场力量
非洲和中东的新兴光伏市场可能

给这两个支柱企业以外的其他薄膜制造

商提供订单需求，当然3Sun在这些地区

有成功的供货项目。欧洲和美国对中国

晶硅制造商的贸易壁垒可能也会是对这

些薄膜制造商的欢迎信号。

◆  Jonathan G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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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chmid-energy-systems.com

Optimize your own consumption.
Become self-sustaining and independent.
It is your energy - use it yourself.

www.schmid-group.com

Expect Solutions. EverFlow.

SCHMID Energy Systems offers stationary energy storage solutions for your home and business,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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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V光彩闪耀

访谈：建筑一体化光伏（BIPV）是明星。但Manz在德

国西南部的创新系列产品也闪烁光彩。Bernd Sprecher
和Christoph Schmidt接受《光伏杂志》采访谈论如今该

公司以包括金色在内的各种不同颜色提供的组件。

Bernd Sprecher（左）是Manz的CIGS业务董事总经理，且Christoph Schmidt（
右）是该公司BIPV分部的BIPV产品经理。

光伏杂志：纵观BIPV市场，你会如何描述它的发展及
展望？

Bernd Sprecher（BS）：BIPV是一片利基市场，且在未来

几年时间里仍将是一片利基市场。但它是一片非常引人关注

的市场，因此相关讨论不止与电力功率有关，更与单位平方米

的定价有关。还存在其他挑战，例如组件的次构式。它对我

们来说是一片非常好的利基市场，但它在未来几年里不会变

成主流市场。

你们对不同区域对BIPV的兴趣和需求各不相同有何 
见解？

Christoph Schmidt（CS）：我们基本上在德国运作，但

我们还有另一片感兴趣的目标市场：我们在瑞士拥有许多项

目，且Manz考虑将这个小国家当作一片非常引人关注的市场，

因为它以设计为主导。

BS：我们一直在努力与一家目前正在新建办公室的中国

大公司达成合约。该公司对BIPV非常感兴趣，但最终由于存

在诸多法规问题且缺乏对BIPV本质的了解，这个项目终止了。

因此，BIPV的主要市场仍在欧洲。我们在德国拥有一片

较为成熟的市场，并且我们在瑞士、奥地利以及波兰拥有非

常引人关注的项目。我们还将在英国开展新项目，但在欧洲

以外只有新兴市场。为了发挥示范作用，Manz在俄罗斯开始

与一家新公司合作，该公司刚刚开始向BIPV市场提供组件。

我了解到，Manz正在开始为BIPV项目提供定制化
产品。这对Manz在施瓦本哈尔的创新系列生产有何 
作用？

BS：对，通过我们的创新系列，我们可以灵活地生产完

全定制化产品–并且这的确可以领这类项目受益。因此，我们

可以提供完全自由设计的组件。大部分建筑师更像是艺术家，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设计，而我们可以自主生产组件来满足

建筑师的愿景。晶体硅制造商或大型CIGS生产商，作为光伏

产业的中流砥柱，不可能生产完全定制化的组件。因此，这是

一片引人关注的市场。供应这些产品将再次推动市场前进，但

就像我前面解释过的那样，它仍将是一片利基市场。

那么，这是否是你所看到的BIPV演变、组件按照预订
而不是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吗？

BS：我们的经验是，我们难以在BIPV应用中使用标准尺

寸的组件。大部分建筑物都有它们自己的结构和设计，且建筑

师基本上不愿意改变初衷。我们会看到仓储等工业建筑物就

有所不同。例如，如果需要翻新建筑物立面，公司将使用标准

尺寸的组件。但那时我们创新系列的优势所在，在这种情况下

焦点在于开发CIGS技术。对于BIPV市场而言，支持开发我们

的CIGS技术只是花絮。因此，我们的市场非常特别：可能我们

更愿意说这是利基市场中的利基市场。

说到BIPV，OPV一直以来拥有巨大潜力。某些类型的
技术，例如Perovskites，在效率方面发展得非常快。
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BS：可以确定的是OPV是最新技术，不止是在BIPV市场，

而且是在电力市场。但在这项技术之前，还需要开发一条路

线图。举个例子就是一些这类材料的长期性能，这可能非常

不好。

Perovskite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过去的四年里，效率

有了非常惊人的提升。Perovskite电池已经实现了接近2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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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这真的令人震惊。但这项技术在这个阶段并不稳定。这

可能将成为我们应该了解的新技术，并且密切关注它也很重

要，但这还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

CS：有三点对BIPV来说至关重要。首先是可靠性，其次

是光学，且第三是效率–第三点对发电厂的重要性较低。可靠

性很明显是最重要的点。一旦OPV表现出与其他技术相当的

可靠性，它将渗透市场，但是这种可靠性尚未达到。

你们与建筑师以及建筑物开发商等就促进BIPV展开
过什么讨论吗？

BS：我们主要与建筑师和建筑物业主会晤并交谈，表明

从Manz立场出发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什么并推上市场。

CS：在市场开发方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法规拓宽了

BIPV市场。一些欧盟法规规定截止2020年每一栋新建筑物

从一开始就必须是零能源建筑。这将在建筑表皮自动形成光

伏层。还有一些能源效率法规强迫建筑师对建筑物使用光伏

层。

BS：在德国，我们仍然有一项法规让建筑物业主在设计

节能方法或BIPV一体化时强制执行。这类法规将日益普遍，尤

其是在欧洲。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探讨。最近我才与一位潜在

的中国客户展开过一场非常有趣的交谈，他告诉我们这类法

规在中国已经被提上日程。

在Manz公司内部层面上，销售BIPV产品对支持该公
司CIGS计划有多大帮助？

BS：目前的支持程度并不高，但我们有特别之处：我们

拥有交付完全定制化组件的专门技术，并且我们看到我们可

以利用这些组件开拓一片市场。我们越来越支持这类活动了。

定制化BIPV生产真正允许Manz的CIGS计划自给自足至少还

需要几年的时间。

但Manz的定制化BIPV业务是否日益增多？
BS：那是当然。Manz为建筑物立面提供的平方米数几

乎每年都在翻倍增加。

从你提到的美观因素出发，彩色组件生产有何进展？

CS：在不久的将来将出现的新技术是在不大量损失能源

输出量的前提下提供彩色组件的能力。这已经成为一项非常

引人关注的特征，并且许多生产商已经开发了这种技术。这

将是BIPV史上的主要里程碑。

从技术角度需要做什么来实现这种彩色组件？
BS：它是应用于前侧的一种特殊涂层。它是用于组件前

侧的一种过滤材料。挑战在于实现它们在前侧上的同质性，

以得到一种颜色而不是不同的颜色。

CS：还有一点是，也是CIGS对它尤其感兴趣的原因，是

要求全黑色的背面，否则这种技术不会真正奏效。并且，这正

是我们利用CIGS技术可以做到的，因此这与我们所能提供的

东西相符。

这对建筑师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BS：它为建筑师在保持建筑立面高效率或电力生产水平

的同时设计建筑物提供了更多空间。目前，Manz正在生产金

色的组件，它们真的非常好看。

是否已有客户订购金色组件？
BS：八月份，我们接到了一份瑞士的订单订购金色组件，

并且这个项目将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份成为现实。

◆  采访者：Jonathan Gifford

Manz正在拓展BIPV美观与性能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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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Filmcutter

测试新市场

背板：背板结构已经进化。因为使用了多种材料，非常有必要开展正确的测试来

了解这些材料是否能够在该领域使用。

背板材料发展正在快速变化，而随着这些变化，需要进行测试。

尽管只占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成本

的一小部分，光伏背板对电池组件的功

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保护

组件中的电池，还能保护处理组件的人

员安全。

背板负责对抗组件所接触的各种

因素，因此很明显如果背板受损，比如

湿气就能够渗入组件并导致故障。如果

电气完整性被损坏，背板可能导致安全

问题，从而产生接地故障或触电。多年

来，背板已经经过进化，在装置结构方

面更具多样性。同时，新的化学成分和

工艺也让组件生产更具成本效益。

背板的先祖仍然是Tedlar，这是

DuPont公司的脑力劳动产物，结合了聚

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TE）和聚氟乙烯

（PVF）。PET也是一种传统的材料，具有

电气绝缘性，而PVF薄膜据说具有能够

对抗风化作用、湿气和UV辐射的绝佳

特性。

现在的背板市场充满了含氯复合

物制成的背板。光伏杂志（2015/05）

讨论了关于回收利用和含氯聚合物到

底有多毒，以及回收这个顽固聚合物

的可能性有多低等问题。话虽如此，许

多电池组件生产商还是选择将回收利

用问题放在重要列表的末尾。其他公

司，比如Coveme决定寻找替代材料（

尽管公司的含氯聚合物背板有着大量

的中国客户基础）并通过dyMat PYE引

进全聚酯型的背板。其他公司，比如

意大利背板制造商Filmcutter也提出

不含氯聚合物替代材料。总部位于德

国的Féron也发明了另外一种结构，将

Féron的涂层系统应用到PET薄膜上，

完全减少对Tedlar或其他含氯薄膜的

需求。Féron声明通过放弃使用Tedlar

或其他含氯薄膜，经常会产生问题的层

压工艺可能将不是必要的。同时这样

还能实现价格的竞争优势，正如Féron

公司的Michael Robertz对光伏杂志所

说的，“我们通过以TPT（Tedlar-PET-

Tedlar）结构作为基准研发了我们自己

的neoX CPC背板（涂层-PET-涂层），

对比TPE结构，它具有更好的价格/价值

比以及和neoX CPE（涂层-PET-胶囊密

封催化剂）一样的竞争优势。”

测试的多样性
由于背板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差

异自然不断积累。2013年12月NERL

发布的一个光伏电池组件质量鉴定和

测试报告提到了当前的质量鉴定和安

全标准“不能满足”背板材料UV测试

的需求。NERL的质量鉴定测试提出了

在适度低温情况下的更长时间的UV

暴露。IEC已经计划制定需遵循的标

准以满足欧洲市场更严格的要求，因

此也将成为供其他市场选择使用的

规则。

为了应对上面提供的“不足”， 

IEC61730光伏组件安全鉴定确实正

在进行更新。Féron公司的Michael 

Robertz向光伏杂志透露了其中一些

变化：

• 层压前后所需的背板厚度将

改变：1,000V系统为150μm，1,500V系

统为300μm；

• 背板的UV测试将分为两步：

• 第一步：在60kWh和60℃的条

件下进行UV测试，对电池侧和空气侧进

行UV测试（相当于在亚利桑那州一年）；

当前的规定是在15kWh和60℃的条件下

进行测试；

• 第二步：氙气测试（修改）； 

ISO 4892-2对电池侧和空气侧规定的

2,000小时；ISO4892-2规定了通过将材

料暴露在潮湿的氙弧灯下模拟风化作

用效果的测试方法。

根据Robertz，Féron公司已经做

好准备适应新的IEC61730标准。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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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面

·紫外线剂量高于目前IEC标准的8倍
(120 kWh @ 60 and 80 °C)

· IEC 61730: 15 kWh @ 60 °C (≈ 2个月在亚利桑
那州)前提条件仅在电池侧

紫外光 (120 kWh) @ T = 60°C + 8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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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光 (120 kWh) @ T = 60°C + 80 °C

CPC, TPT, KPK, PPE, APA, etc.

紫外线循环对比试验（SOPHIA项目）

10大不同背板公司参与：

·即将到来IEC 61730: 60 kWh @ 60°C (约亚利桑
那州１年)紫外线测试在电池和空气面

Jolywood背板生产成本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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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30 0/50都有在层压中不会收缩的

PE T薄膜核心，因此能够严格符合要

求。Féron的背板在FraunhoferSOPHIA

项目的循环测试中也表现良好（参见

图“UV循环测试”）。

关 于 P E T 存 在 的 黄化 问 题， 

Rober t z t先生表示现在有三种解决

方案处理这个问题：高UV耐受性的聚

酯薄膜；使用保护层，比如Tedlar；或

在空气侧使用保护涂层。第一个解

决方案的持续稳定性最短，因为含

有PE T，而PE T一旦接触到UV光便开

始分解。第二个解决方案——使用

Tedlar这样的保护层——相比之下稳

定性较好，但是据Robertz的说法，这

是最昂贵的方法之一。最后一个解

决方案得到了良好反馈，尤其是鉴于

Fraunhofer确认HelioX PV这样的涂

层至少能够提供和T P T结构一样的

UV耐受性。背板生产价格正在垂直下

降，我们能从Jolywood PET背板的

生产成本细目中得知（见上图）。随着

这样的价格下降，更多公司也在进入

市场，因此越来越多的制造商需要注

意材料和不得在质量方面敷衍。尽管

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新测试可能将展

示哪些公司和背板能够真正提供所需

的20-25年的防护。

◆  Shamsiah Ali-Oett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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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及安装 | 新闻 | 蓄电池 | 逆变器

蓄电池/AspectSolar

便携式电源解决方案

逆变器/田渊（Tabuchi）

太阳能储能解决方案

美国太阳能创新公司AspectSolar

最近公布一款1,500Wh/1500瓦特的便

日本逆变器制造商田渊电机株式会

社（Tabuchi Electric）全新推出太阳能

+储能产品，即一款名为EneTelus智能电

池系统（EIBS）的组合逆变器和蓄电池，

由此进驻北美太阳能市场。

该EIBS是一套电网友好的逆变器

和储能系统，它已经优化可以为美国家

庭实现精确的能源管理性能。它由5.5 

Kw田渊逆变器和10 kWh锂电子蓄电池

组成，且极易安装。EIBS被誉为混合式

即插即用系统，享受10年保修以及田渊

的品质与服务声誉。该系统提供可靠的

储能来降低峰值负荷和需求费，从而为

系统业主持续多年节约成本。

值得注意的附加特征包括3个MPPT，

即DC对DC双向蓄电池逆变器、自动转

换开关和蓄电池充电控制器。“田渊进

携式电源解决方案，它可以储存足够多

的能量来为小家庭供电。这款纯正弦波

PowerRack 1500发电机完美适合离网

应用，且完全便携–其轻质设计和长寿

命LiFePO4绿色蓄电池技术意味着你

可以携带它去往任何地方，且可以为电

灯、家用电器、通信设备等供电。

不间断电源的功率为每小时1,500

瓦，且LiFePO4绿色蓄电池可以持续

2, 0 0 0多个循环，从而实现相当于铅

酸电源储能解决方案三倍左右的寿

命。PowerRack的自放电率较低，每月

<2%，并且其3,000瓦的峰值输出功率可

以确保容忍瞬时功率需求。

“我们的客户是了解自身需求的精

明用户。”AspectSolar首席执行官Es-

mondGoei表示。“PowerRack 1500在

工作、玩乐和居家时提供大量电力。它代

表在高功率容量和紧凑性方面迈出的重

要一步。”PowerRack 1500适配太阳能

阵列，还可通过汽车电池进行充电而在

不到八个小时时间里达到最大功率。

  www.aspectsolar.com

驻北美市场的行动是其核心优势的扩展，

且标志着太阳能+储能行业已做好增长

准备。”Raymond James & Associates

公司高级副总裁PavelMolchanov表示。

  www.zbr.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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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内的关怀

社区太阳能花园：美国社区太阳能政策规划过于死板冗长。来自Stoel Rives的 
Andrew P. Moratzka 和Sara A. Bergan概括了为何政策应着眼于允许共享太阳能项

目能规模化为一个特定的“社区”，以便促进更广泛的获得。

美国的许多社区正在疯狂地追逐太阳能。但对一个社区构成的定义能否被明确，以进一步解放这一领域？

拥有着一个可极快拓展的技术、过

去五年中减少了一半的成本、和一个无

处不在的燃料资源，分布式太阳能提供

了一个使我们的能源系统民主化的完美

载体。为全体民众——甚至是那些没有

完美的面南屋顶，或那些没有屋顶的人

群——创造获取太阳能机会的运动，正

在启动。

目前，有十多个美国州府拥有社区

或共享可再生能源方案，其中包括象夏

威夷和加利福尼亚等走在太阳能曲线

前面的州府。但其他一些东部和中西部

太阳能资源相对较少的州府，现在也加

入了这项运动。

在七月的高温中，奥巴马总统宣

布了一项全国性的倡议行动，增加所有

美国人对太阳能的获取能力。“全国社

区太阳能合作”项目由美国能源部管理，

L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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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完美的 LED 光源模拟器可以精准测量太阳能电池效率, 也
能提高生产环节的效率。与此同时, 采用稳定的 LED 光源, 也使
质量控制成本远远低于传统的氙灯光源模拟器。无论从电池片
和组件的质量上来看, 还是从效率额定值及光源可靠性上来说, 
使用 WAVELABS SINUS-220 LED 光源模拟器都能使各个方面有
所改善和提高。同时, 对于更好的产品, 损耗更低意味着利润更高。
无论是韩华 Q CELLS, Fraunhofer CSP 还是 SERIS, 现在都已经采用 
WAVELABS 的 LED 光源来实现对太阳光的模拟。—  紧密关注 SINUS-220,
明天您将成为下一个见到光明的人！ www.wavelab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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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容量限制的方式给太阳能的渗透率加以人为限制是低效和不必要的。

目标是在享受联邦住房补贴的房屋中安

装3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以及为中低

等收入家庭提高太阳能的规模和能源

效率。

社区太阳能的承诺已经获得了

巨大的利益，但它也提出了许多个问

题，例如，这个“社区”是什么意思？

它会兑现能让低收入用户，或任何住

宅或商业用户获得太阳能的承诺吗？

州府或州委员会对发展社区或共享

太阳能方案的法规应如何进行指导

或规定呢？

清晰度明确
一些州府正在就这些问题进行抗

争。许多州府对参加社区或共享太阳能

方案，有地域上的要求，例如在这家公

用事业机构的服务区域内，或在发电机

组认为是“社区”的同一个县或连续几

个县内——至少是为了能源系统的目的。

像明尼苏达和科罗拉多这些州府，要求

每个社区太阳能花园有最低数量的用

 一瞥

• “全国社区太阳能合作”活动开始后，

美国许多州府都在探索社区内的太阳

能机会。

• 然而，最近明尼苏达州有关社区定义

的明显争吵，应该会引起其他州府和

社区的注意。

• 运用一个更全面的方法看待一个社区

的构成，可以有利于太阳能在一些地

区的渗透。

• 这种方法也将确保更清洁、廉价的太

阳能可以到达需要它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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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完美的 LED 光源模拟器可以精准测量太阳能电池效率, 也
能提高生产环节的效率。与此同时, 采用稳定的 LED 光源, 也使
质量控制成本远远低于传统的氙灯光源模拟器。无论从电池片
和组件的质量上来看, 还是从效率额定值及光源可靠性上来说, 
使用 WAVELABS SINUS-220 LED 光源模拟器都能使各个方面有
所改善和提高。同时, 对于更好的产品, 损耗更低意味着利润更高。
无论是韩华 Q CELLS, Fraunhofer CSP 还是 SERIS, 现在都已经采用 
WAVELABS 的 LED 光源来实现对太阳光的模拟。—  紧密关注 SINUS-220,
明天您将成为下一个见到光明的人！ www.wavelab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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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作者

Sara E. Bergan是Stoel 

Rives在明尼阿波利斯办事

处的一位能源方面律师，

她主要与可再生能源和清

洁技术客户，就项目开发、

项目融资和能源和环境监

管等事宜共同合作。可通

过sara.bergan@stoel.com与她取得联络。

Andrew P. Moratzka

是 能 源 开 发 集 团

Stoel Rives位于明尼阿波

利斯的一位合伙人。他专

注于各种公用事业机构的

诉讼和与能源相关的事

件。可通andrew.moratz-

ka@stoel.com与他取得联络。

 

户，同时还限制了任一用户可拥有花园

的百分比。一些州府已经或正在考虑为

低收入用户腾出一块地方。最近，“社区”

的定义成为了明尼苏达公共事业委员会

（“MPUC”）的一个重大事件，促成了这

个夏天对明尼苏达新社区太阳能方案的

整体追溯改变，这甚至是发生在没有一

个兆瓦级社区太阳能建成之前。

这一事件的背景是，明尼苏达的社

区太阳能花园法令在2013年就制定了。

它包含了一些独特、经过大量讨论的条

款，要求方案必须同时具有可融资性又

没有累积上限。

北方电力公司d/b/a Xcel能源公司

（“Xcel Energy”）在2013秋季递交了批

准其社区太阳能计划的申请，然后开发

了近一年，直到其获得MPUC的批准，具

体日期是2014年9月17日。作为让项目具

有可融资性努力的一部分，MPUC授权了

一笔与发电相关的可再生能源证书转让

的付款，并且阐明了多个1兆瓦的太阳能

花园应位于相互靠近的位置以便分享基

础设施。这一社区花园太阳能项目使开

发商们大感兴趣。之后，XcelEnergy开

始对共同设址提出质疑，这件事在2015

年6月最终闹到了MPUC那里。

在听证会上，至少有一位MPUC专

员表示，担心太大规模的花园远远偏离

了“社区”方案的任何一种概念。MPUC

明显地被明尼苏达超过一吉瓦规模的

潜在太阳能花园申请额所震惊，以整体

追溯变化作为应对之策。MPUC主动承

担起XcelEnergy与一些太阳能开发商的

和解协议中的部分订单，将可以被安置

在彼此附近的1兆瓦太阳能花园的数量

限制在5个（共5个1兆瓦的项目），并对

整个方案加上了一个具体的限制，但这

一限制也许除了XcelEnergy之外没有人 

知道。

具体而言，MPUC将共同设址项目

互连的限制设置在最大的金额，其意图

是尽管开发商负责出资升级，还是让电

网“顺其自然”。MPUC的这一决定反

映在日期为2015年8月6日的书面指令

中，文件编号为E-002/M-13-867（“2015

年八月决策”）。有趣的是，相对于同一

位置的限制，MPUC在2015八月决策中

承认，它之前对共同设址的决定，是为了

让开发商“充分利用有利于开发商、用

户和Xcel的规模经济的优势”，但又用

2015年八月决策对那些益处进行了限

制。最后，委员会的结论是，接受修改

后的条款与“创建一个以社区为重点的

太阳能花园方案”的意图是一致的。

定义社区
由于太阳能开发在全国遍地开花，

一个经济上为开发者和用户设计的、没

有限制的方案，能吸引大量的关注不足

为奇。但是退一步来说，“社区”是什么

意思呢？或者在社区太阳能的概念中它

应该是什么意思？它是否包括我们的学

校、教堂、图书馆和市府？它包括我们

明尼苏达政治层面上的争论已经使社区太阳能增长减缓，但人们希望很快就会有进一步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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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雇主和企业吗？它包括我们的房屋中介和房东吗？它是否

必然意味着小型吗？地理上的连接是必不可少的成分吗？

韦氏词典对“社区”的定义，是包括“一群生活在同一地

区的人（比如一个城市，镇或街道）”；一“组有相同兴趣爱

好、宗教，种族等等的人群，”；一个涉及“共同所有权”的群

体；和一个“由一个共同的政策连接”的群体。牛津字典将社

区定义为“与其居民一起考虑在内的特定地区或地方。”

在一个仍然通过物理网线连接电力的自然垄断企业提

供电力服务的背景下，假定地理参数有助于确定“共同体”显

得十分合理。无论是一个有一、两个较大客户的小型农村社

区，还是住宅和小企业客户的大型团体，亦或是其他一些组

合，其重要性均十分有限。同一个地理位置上生活、工作和玩

耍的人群对太阳能的共同兴趣，才应该是太阳能花园特征的

推动力，而非将一个任意的规模限制适用于任何地理位置。

此外，或许更重要的是，以容量上限的形式进行人为限

制是低效且不必要的。配电系统设计方案的漂亮之处，是低

电压电线或变电站的容量，特别是当与本地负载配对时，是

对规模的一种天然性屏障。配电线路的电压一般为或低于

34.5伏，其设计和建造都接近为最终用户带来的电力，电力

通常流入系统，而非流出。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承认，

进入一个局部配电系统的电力，通常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

区内被使用，且已在对低压配电设备的互连很少超过20兆瓦

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制定了各种政策。

在本地区中的负载，也有助于决定无需大量涉及传输系

统或独立系统操作员的发电系统可以有多大。一个区域中的

配电系统和本地负载，可能有利于向上10兆瓦，而另一个可能

会限制在5兆瓦以下。

公用事业机构配电系统的透明度——在明尼苏达明显缺

乏的东西，同时也是推动这些应用程序最初热潮的重要贡献

因素——可以帮助协调针对本地系统和负载的共享可再生项

目的正确规模。变电站容量，在特定的变电站没有材料修改

或升级的条件下可以支持什么这一方面，会有很大的不同。

同样，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的本地负载也不同于

一个农村地区，也可以不同于一个有大量的制造业或工业的

副城市地区。公用事业机构在系统容量和本地负载方面的透

明度，可以很有力地告诉开发商们在特定的位置可以合理有

效地建造什么。这一信息也可以给公用事业机构一个机会，让

它们在资源规划过程中，鼓励那些在最需要地区的互联升级，

从而让太阳能开发商提供升级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否则将会

被转嫁到公用事业机构的用户身上。

这些努力，而非独立于本地社区特点外的2兆瓦、5兆瓦、

或12兆瓦的人为上限，将会使包括社区太阳能在内的智能分

布式发电合作变为可能，使我们的电力系统进入二十一世纪。

项目能有效地配置进当地系统的程度越大，开发商的效

率就越高，这有利于以较低的利率进行项目融资。这样的项

目更可能承受大量的信贷风险用户，以便承接住宅和低收入

的用户。换句话说，允许以社区中的负载和系统特点来引导有

效的发展。是一种优雅而自然的方式，能确保社区太阳能兑

现将太阳能花园的机会提供给一个特定区域，即“社区”的

所有公用事业的用户的承诺。

◆  Andrew P. Moratzka and Sara A. Be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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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

新电池里程碑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他们在申请“

太阳能-电池-电池”专利过程中。该器件

结合了太阳能电池和电池，集成到一块

芯片。该大学已经宣布，目前它比传统

锂碘电池达到20％的节能效应。大学的

研究人员决定利用网格的实心板，而不

是一个太阳能电池板。之前使用的钛网，

其设计为能让空气能直通到电池，然而，

在研究的过程中，团队认为这是不必要

的，因为电池不需要空气来运作。新设

计采用电池内部水基电解质，成为含水

液流电池。

基于这些差异，该小组已研制出

第一台具有太阳能电池能力的水液流电

池。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和生物化学教

授Yiying Wu和他的团队将该设备称为“

太阳能水流电池”。“这里真正重要的创

新是，我们已经成功地实例阐述了太阳

能电池内部水的流动，”Wu教授表示。

水液流电池是新储存电池种类，具

有为电网级储能工作的潜力。“这种太阳

能液流电池的设计可能会被应用于电网

规模的太阳能能量转换和储存，以及生

产可能被用于驱动未来电动车的“电解

质燃料””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生及该

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Mingzhe Yu表示。

安装在设备上的太阳能电池板是染料敏

化太阳能电池，因为红色染料用于调谐

它捕获的光的波长。转换后的电子然后

补充存储太阳能电池的锂阳极部分的电

压。然而电子必须首先从被携带到电池。

这一工作是由液体电解质完成。在这种

情况下，使用碘化锂，以水为溶剂。

太阳能液流电池的性能与典型的

碘化锂电池作了比较。两种电池都进行

了充放电25次，每次两种电池放电3.3V。

这里的差异是太阳能液流电池能够在

较少充电的情况下产生相同的输出。据

研究人员，传统电池必须充电到3.6V从

而放电3.3V，而太阳能液流电池只要充

电到2.9V，太阳能电池板形成了差异。因

此节能性是20％。

目前太阳能电池对电池贡献是

20%，该小组的最终目标是超越这一数

字，甚至100％。“这是我们的下一个步

骤，”Wu教授表示，“要真正实现完全

由太阳能充电的电池。”

  www.o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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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热

太阳活动房屋

德国FraunhoferISE的研究人员已

经对太阳房屋进行了考察。直到现在，

太阳活动房屋，拥有自己加热并产生热

水的能力，还没有真正付诸效率测试。

研究人员决定调查搜索，此类有效利用

太阳能的房屋的实际能力。在德国，奥

地利和瑞士约有1700座如此住房。这些

房屋使用屋顶太阳能集热器来加热水，

储存在一个大水箱，之后用于房子的供

暖。它们特别具有保温性能，这些房子

已能达到60% 的热量需求。

在“Heizsolar”项目，Fraunhofer

研究人员监测了在不同加热时段中的9

所此类房屋。Fraunhofer ISE集团经理

Gerhard Stryi-Hipp说道，＂这给了我们

优化房屋的基础，已降低成本。我们预

计这在未来是很重

要的。＂

研究人员得出

结论，有一些困难

需要克服，但可以

通过周详的计划来

解决。夏季储箱的

热辐射通常是不必

要的。“比如，若你

在楼梯间安装了储

能箱，供暖季节浪

费的能量就不会流

失了。如果你在废热释放处，安装窗口，

它在夏天就不会打扰你了，”Stryi–Hipp

说到。对进一步研究的挑战，还包括

太阳活动房屋如何较量零能耗或加能

量的房子，这些房屋使用光电元件发电，

以供电力热泵使用。

  www.fraunhof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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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光伏

仿生学：下一步，成效电池

太阳能

模仿菜叶白蝴蝶

UCLA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

新有机光伏系统。因不断降低太阳能

电池的成本的需求，探索塑料作为替代。

然而当今塑料太阳能电池是相对低效的，

该大学指出，分离正和负电荷实际上经

常在成为电能前已经重组。模仿高效的

光合作用现象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大

多数塑料太阳能电池具有和植物不同的

结构。但是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被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解决。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Sarah Tolbert 指

出，“此新系统能让它们分开，数天，甚

至数周。一旦你做出正确的结构，可以

极大地提高能源的留存“。这种“分离”

是处理效率的关键。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系统中，有

两个组成部分，聚合物供体和富勒烯纳

米级受体。聚合物供体吸收太阳光，将

电子传递到富勒烯受体，该过程产生的

Exeter大学从白蝴蝶身上引发了太

阳能研究的灵感，特别是菜叶白蝴蝶。

这项新研究显示，通过模仿该蝴蝶飞行

前V形姿态，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功

率可潜在地增加50％。这些蝴蝶在起飞

前进入V形态，来升温它们的飞行肌肉。

据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ESI）和

生态保护中心团队，通过复制这种姿势，

整体太阳能电池结构的功率重量比可提

高17倍。

此V形姿态也被称为反射，它们在

阴天使用，来最大化吸收太阳能到其胸

部，使之飞行。翼的子结构允许光以非

常有效的方式被反射，同时以最快最佳

方式温热飞行肌。据科学家们17度是一

个神奇的数字。在这个角度，蝴蝶可以

将体温提升7.3度。通过复制翅膀中的单

层单元，太阳能生产者可以改善未来太

阳能聚光重量比，使其更轻，更高效。

  www.exeter.ac.uk

电能。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更简洁的方

法，把富勒烯精确地放置于结构中，从

聚合物中采取电子和再放置到外面的富

勒烯，这样可有效保持电子远离聚合物

几周。“当他们不能结合时，系统能更好

地工作，”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化学系

教授Benjamin Schwartz说道。“这是

第一次利用现代有机合成光伏材料的显

示，”如何将这一技术整合到实际的太

阳能电池，这一工作正在进行中。

  www.ucl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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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All Energy展览（澳大利亚墨尔本，10月7至8日）

Down Under清洁能源运动

再次与清洁能源理事会合作，澳大

利亚All Energy展览暨会议于10月重返

墨尔本会展中心，凝聚起澳大利亚清洁

能源行业的精英。

随着该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精炼一

年走向年底，该展览为总结逆境成功

经验，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今年

8月由联合政府做出的2030年碳减排

26％目标不会挫伤希望和长期以来 

Down Under清洁能源运动中的有着乐

观心情。

对于太阳能专业人士，该展会是澳

大利亚最大规模的聚会，而今年的展会有

望超越去年，吸引了4000多名参观者和

100多家企业参展。座谈会将与展会同时

运行，由清洁能源理事会提供的免费太阳

能CPD会议，以及Rt. Hon John Gummer, 

Lord Deben主题演讲 -任职时间最长的

英国环境部长–以及RWENpower前集团

首席执行官Volker Becker。“本次展会为

与会者提供了创新技术和以及政府和学

术机构的最新工业界理念，以帮助指导

今后的讨论和投资，”展会主席Anthony 

Reed表示。

  www.all-energy.com.au

太阳能光热

太阳活动房屋

台湾太阳能市场一直为它的两个

近邻中国和日本发挥着支撑作用，而其

自身的市场相形见绌，但技术专长和实

力使之为亚洲太阳能景观中的关键人物。

每年的光伏展 -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 

一直是太阳能发展的领头羊，今年可能

更为关键，因为需要确定光伏发电的未

来发展方向。

如果说去年的展览就这么过去了，

那么２０１５光伏台湾有望成为一个巨

大的成功。2014年，7500余名观众和

435参展商提供一个充满活力的聚会，

组织者预估今年能达到同样的数目。

TAITRA（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SEMI和TPVIA（台湾太阳光电产业协

会）——台湾三大知名协会举办的展览

通常吸引太阳能的大腕。今年的展会将

重点置于台湾及全球的电池和储能，创

新，测试和认证过程。

  www.pv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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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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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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bac Service GmbH
Rote Hohl 10
56729 Kehrig
Germany
T: +49-2651-705770
F: +49-2651-7057718
info@sybac-service.de
www.sybac-serivc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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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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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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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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CON
PADCON专业从事光伏发电系统组
成，监控和通信系统。
Steigweg 24
97318 Kitzingen
Germany
T: +49-9321-2680200
F: +49-9321-26809200
info@padcon.de
www.padc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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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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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Design your entry according to your individual needs!
Price overview

Packages:  months  months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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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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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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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ome a part of our

company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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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Bag Sponsor Lanyard Sponsor Future PV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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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the conference website 
on your phone or visit the website on 

www.solarpraxis.de/en/conferences

2
3
4
5

1 Access, meet and do business with 700+ C-level 
 executives from across the entire PV value chain

 Hear over 50 speeches from over 90 speakers from 
  major PV companies active in manufacturing, 

 finance,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the energy market 
overall

  Tap into and benefit from the massive experience of 
the German market from experts in various industry 
segments

 Meet and network with key players in the German 
  market and use our specialized matchmaking and 

speed dating tools and events

  Adopt proven strategies and innovations on 
 cost-effective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of  
power plants

5Top reasons to attend
Being the longest running, most influential solar business conference in Germany for the past 16 years, Forum Solarpraxis is an 
annual platform for C-level executives active in project development, financing, distribution, installation and the utility sector to 
network, discuss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latest trends, business models and investment drivers in Germany, Europe and other 
key PV markets.

CEO Panel, Forum Solarpr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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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和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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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能够商业化
一个创新的网上竞价模式如何使美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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