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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变革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行动。亚洲是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占全球新增能源需求份额最

重的地区，要走出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亚洲地区必须有所作为，而且也完全可以做到大有所为。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  努尔·白克力

好，我找时间去看看。

——3 月 4 日，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工商联主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向习总书记汇报，

浙江江山建成了装机容量 200MW 的农光互补光伏电站，成为全国示范工程，习近平表示。

希望把协鑫集团打造成光伏行业的华为。

——近日，2015 十大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共山荣获 2015 十大经

济年度人物的殊荣，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表示。

我国在光伏装机总量上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集中式地面电站和分布式屋顶电站之间极不均衡。具体到

2014 年，在年度新增装机 10.6GW 中，分布式仅占 19%，剔除其中的 20MW 以下农光、渔光互补集中式地面电站后，

真正意义的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仅 582MW，占比 5.59%，与德国分布式装机占比超过 80% 相去甚远。

——晶科能源 CEO  陈康平

说我处理资产要逃跑，那是没有的事。汉能现在资金的确有问题，但是我并没有在处理资产，我们现在正在积极

筹措资金自救。汉能现在各方面业务都在逐步走向正轨，我对于汉能的复牌非常有信心。

——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河君

光伏行业发展至今天，收购成本已经大为缩水，这对于同样处于寒冬的煤炭企业无疑是一大利好。

——风能与煤炭行业分析师  肖桦

乐叶光伏开始做组件之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电站应用端的市场格局。在 2014 年的时候，国内电站大概只

有 5% 使用单晶，到了 2015 年占比已经达到 15%，相信在 2016 年国内单晶使用量会达到 25% 以上的份额。

——隆基股份总裁  李振国

企业参与光伏扶贫尽管并不是一门容易赚大钱的生意，但企业仍有不少收获。除了扩大产品应用市场，由于光伏

扶贫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性，不仅能解决贫困地区无电和贫困家庭无收入的问题，而且还利于光伏企业争取良好的口

碑和品牌形象。可谓互惠共赢。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的相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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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STAL (科世达) 全新的 PIKO (比坤) 
      通讯手段让通讯更便捷

新一代 PIKO (比坤) 逆变器将通讯视为重中之重！ 除了无数成熟的接口和智能的数据记录器， 

此款设备还具有许多新特性。 

   兼容 Smart Home
   可通过计算机、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在本地或移动对设备进行监控

   可以直接通过逆变器显示屏进行调试、配置，并显示出以图形方式整理的收益数据

KOSTAL 集团 - 国际化发展的百年家族企业。

www.kostal-solar-electric.com . 电话：+86 21 5957 0077-7189

浏览更多通讯手段

前往 SNEC 国际太阳能光伏展览会 E6-008 展台了解我们高达 20 千瓦的逆变器。

_PIKO_AnzeigenA4_ZH_Formatadaption_210x285mm.indd   1 01.04.15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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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创新型1MW逆变器发布会
地点：中国·上海松江区正泰园区
时间：2016.5.23

■ 高效率，电站年发电量更多

■ 高可靠，安装运维更放心

■ 高回报，投入更少，收益更高

■ 高科技，电网更友好

新一代创新型1MW逆变器

CPS SCA1000KTL-HN

扫描二维码关注正泰电源 Tel : 021-37791222
www.chintpower.com

地点：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6.5.24-26  展位号：E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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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告：因时间关系原因，本刊所刊登部分文稿及图片未联系到作者，请作

者见刊后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确认地址，支付稿酬，再次致谢！

——本刊编辑部

  声明：本刊全部文字图片未经书面允许，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复制

摘编或用于其他商业用途，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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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15 年国家能源局数据统计，广东省分布式省凭借优势的地区资源和光伏政策，促进光伏产业发展迅速，为全

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六省占据了全国分布式光伏市场的 32.6%左右，

未来对分布式光伏的发展需求将会持续增加。

2016年 3月23日-24日，由Solarbe索比光伏网、天合光能和中山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广东省分布式光伏论坛”

在广州隆重开幕。本期《特别策划》为您带来中山大学太阳能系统研究所所长沈辉教授、广东省能源局副处长禤文湛、

广东省能源局新能源产业处科长樊俊林、广州市发改委能源处副处长彭柳青等在本次会议的精彩发言。

美国时间 2016 年 2 月 28 日晚，被中国粉丝爱称“小李子”的莱昂纳多 • 迪卡普里奥终于折桂奥斯卡，拿到代表

着影帝的小金人。网友戏称莱昂纳多成功的从段子界转向鸡汤届，而在光伏行业，同样有一位光伏领袖，曹仁贤和他

的阳光电源结束了同样近 20 年的陪跑历史，以 2015 年超过 8GW 光伏逆变器的出货量，问鼎全球光伏逆变器冠军厂

商宝座。

在 22 年的历史中，莱昂纳多没有接过烂片，曹仁贤也没有做过质量差的逆变器。为了冲奥，莱昂纳多放弃了很多

参与更赚钱的商业片机会，而曹仁贤放弃了非常赚钱的 UPS 业务，专心做逆变器，他自己管这个决定叫“做减法”。

小李子现在大腹便便，曹仁贤也已鬓角斑白。通往成功王座的道路上，荆棘密布。本期《星光大道》为您详述曹仁贤

和他的阳光电源的夺冠之路。

2010 年前后，以光伏电站为服务对象的数据运维企业相继涌现。行业发展至今，笔者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未

来，光伏电站一定是由有人值守向无人值守转换。”多家运维企业都有所言及，乃至到了逆变器行业，上上下下也都

对此概念热捧有加。“无人值守”对于数据运维企业意味着“大数据光伏运维”已验明正身，必是未来之子；而对于

广大光伏产业人士，电站可由此省去大量的人力物力，是降本增效的重大突破。

当下，数据运维企业“捣鼓”出的软件产品或数据平台已可实实在在助业主省去诸多心力，有趣的是，运维行业

虽萌生不久，在“同质化”的质疑声下，各大运维企业都早已各有专长。当今数据运维企业在这一领域又有何细分呢？

对于业主或广大光伏产业人士，数据运维企业所带来的贡献也是有所差别。本期《产业观察》带你认识数据运维企业

中的“求道派”与“胜负师”

对于使用有功功率控制系统的光伏电站，在有功功率实现有效控制的前期下，通过功率分配算法来实现有功功率

增量或减量在各个光伏逆变器的分配，需要考虑各个光伏逆变器的累计运行时间和停机时间，本期《科技》在前人研

究基础上针对实时有功和目标有功差值小于可调（可控）运行光伏逆变器的有功增 / 减裕度总和时，通过按有功增裕

度大小排序或累计运行时间排序的优化策略，在满足目标功率值的前提下，来进一步减少光伏逆变器的运行数量，尽

量使得光伏逆变器工作在最佳负荷状态，也可使得相对累计运行时间较长的光伏逆变器暂时休眠，从而提高了光伏逆

变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寿命，并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减少了光伏逆变器的故障损失。

本期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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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龙术：

为什么要学这些用不到的东西
 《光能》/总编 /曹宇

十年前，电网的专家问光伏专家：“什么叫做大型光伏电站？”专家们考虑再三，咬

牙道：“超过 100kW 的就算是大型光伏电站了。”但是现在，看领跑者计划透露的信号，

对于未来大型光伏电站来说，100MW 可能只是起点了。十年时间，光伏电站规模扩大岂

止千倍。

四年前，中国专家组在全球都无先例的情况下开始了百MW级的光伏电站研究与实证。

直至发稿之日，项目仍未完全结束，但其中的成果和标准却给行业奠定了不断前行的基础。

百 MW 级光伏电站并网规范、低电压穿越、青海电网接入报告、光伏整站调节能力、谐

波治理、通过短路实验见证中国光伏逆变器崛起……这一系列成果，几乎都是预见性的工

作。借助虚拟仿真技术，结合实践，科研工作者在虚无中开辟道路。或许，在没见到“龙”

之前，那些学习擒龙术的勇士会长期被问到：“为什么要学这些用不到的东西？”

其实，笔者更多的是想谈谈中国光伏的科研精神和科研环境。上述的很多成果并非一

帆风顺，甚至很多都是在走了弯路之后的意外发现。而在快速降本的压力下，光伏行业的

科研目光往往只停留在效率和成本上。正如同登山，笔直登到山顶享受的是锻炼身体的快

乐，却在写游记方面永远无法超越那些走过岔路、看到过不一样的风景的游客。

新技术并不一定大获成功，也有可能现在看来昂贵或过气，受到新生企业的挑战与冲

击，有时候，并不一定都是通向成功。但对于这些勇敢尝试，并为行业奠定基础的英雄，

致以敬意。光伏行业发展到现在，在科技和商业领域的快速发展，是由于其它人把所有的

岔路都走遍了。

笔者很期待，下一个 10 年，我们会给行业留下什么？业内都在预测 2025 年能够实现

平价上网，届时回头再看，哪些企业或专家的成果可以惠及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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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会的召开，光伏行业的发展方向将会越来越多

样化，“领跑者计划”、“电价下调”、“光伏扶贫”、

“光伏金融”、“竞价上网”等热点酝酿而至，“分布式

建设”、“储能技术”、“智能光伏”、“能源互联网”“电

站效率”等词汇成为热议。

日前 2016 年光伏“领跑者”四大基地规划曝光，高

效光伏产品已成为行业发展的方向与共识，“光伏领跑者”

再度成为热议。政府将在关键设备、技术上给予“光伏领

跑者”计划项目市场支持，随着一些“领跑企业”成为业

内标杆，将带动光伏产业内的其它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转

换效率，从而推动整个光伏行业的良性竞争与发展。

分布式光伏的发展也一度受到瞩目，两会期间“光伏

扶贫”、“精准扶贫”多次出现在提案中，不少光伏大佬

也提出了解决方案，随着高效组件的更迭、跨省输电网络

的建立以及清洁能源优先上网和最新的政策导向，尤其是

分布式的发展，激起了光伏行业的热情。光伏发电装机为

57万千瓦，是我国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较大的地区。

据 2015 年国家能源局数据统计，广东省分布式省凭

借优势的地区资源和光伏政策，促进光伏产业发展迅速，

为全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六省占据了全国分布式光伏市场的

32.6%左右，未来对分布式光伏的发展需求将会持续增加。

2016 年 3 月 23 日 -24 日，由 Solarbe 索比光伏网、

天合光能和中山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广东省分布式光

伏论坛”在广州隆重开幕。本次论坛旨在总结 2015 年光

伏行业发展得失，着力于挖掘未来前沿技术、商业模式，

以及更大力度的将与光伏行业关联最紧密的金融机构、分

析机构、行业外企业、大众百姓结合起来，共同探讨光伏

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推动光伏行业的进步与发展，带来全

新商业模式和发展新思路。 

中山大学太阳能系统研究所所长沈辉教授、广东省能

“让光伏领跑者持续领跑”

——第三届广东省分布式光伏论坛精彩发言

《光能》/记者 /刘珊珊

源局副处长禤文湛、广东省能源局新能源产业处科长樊俊

林、广州市发改委能源处副处长彭柳青、天合光能有限公

司中国区总裁孙荣华、木联能总经理李伟宏、中国电科院

主任张军军、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桂标、天合

光能有限公司中国区的市场总监曾义以及来自深圳太阳能

学会、南度度、无锡新能源商会、华夏能源网、能见派的

行业嘉宾及媒体近 600 人共同出席了本次会议。下面小编

第一时间总结了现场嘉宾的精彩发言和照片，让您先睹为

快。

广东省能源局副处长禤文湛：

太阳能光伏等新能源产业是国家确定的 7 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之一，是优化能源结构、促进低碳绿色发展、推动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贯彻落实五大发

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广东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工业产业

园区等集中的屋顶较多，珠三角地区工业用电价格比较高，

这些都是广东省发展分布式光伏的优良条件，广东省政府

与各部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服

务意识好，主要以市场来配置资源，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

按照国家“十三五”太阳能发电规划，分布式光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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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规模将显著扩大，全国将形成西北部大型集中式电站和

中东部分布式发电并举的格局，广东省光伏发电发展前景

巨大，我们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积极投入到广东的

光伏事业发展。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广东省能源局也将继

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孙荣华：

分布式光伏从 2014 年开始，就是全国光伏的热点，

广东省一直走在中国光伏产业的最前沿，2015 年，为了

促进光伏产业的发展，广东发改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扶持政策，涵盖了项目流程、

并网、补贴等多个方面，包括到 2017 年分布式发电装机

总量达到 220 万千瓦，对分布式发电应用示范区的支持，

如深圳、东莞、佛山等地的产业集群和应用示范项目。不

得不说，经过 2015 年到现在，分布式光伏发电呈现持续

增长态势，光伏发电的前景会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宽广。

光伏改变生活，听起来光伏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实际

光伏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分布式家庭发电系统到

光伏农业，再到偏远地区供电的离网系统，光伏在改变着

我们的生活，也许是结束了牧民的无电时代，也许是屋顶

系统免费用电，并且带来了收益，也许是你根本想不到的

跨界合作。

中山大学太阳能系统研究所所长沈辉教授

沈辉：    

按照全球的发展前景来看，全世界到 2020 年会

有 500 到 600GW 的光伏安装总量，2030 年有 1300 到

2500GW 的装机容量，中国到 2020 年要达到 100GW，

2030 年要达到 300GW，2050 年达到 600GW。广东应该

占到全国五分之一。

光伏怎么做？我提出两个设想，首先我们是建一个数

十 GW 的光伏长廊，利用高铁、高速公路的通道，在上

面建天棚，还有一个太阳能太空电站，利用南海宽阔的海

域面积微波接收，2030 年到 2050 年逐步实现太阳能太空

电站给小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覆盖供电。

广东应该在可再生能源利用走在全国前面，向先进

国家看齐，如果在 2050 年光电要占到 36%，风电占到

52%，剩余的是垃圾发电，没有核能，没有煤，没有油。

广东在发展光伏一直比较谨慎，希望在应用推广方面抓住

机会，尽快出台相关激励措施，制定切实可行推广计划，

积极顺应能源结构变革时代的到来。光伏发电除了建筑屋

面以外，还有很多安装场所。另外广东 + 海南岛应该成

为全世界最先进的可再生能源应用示范区。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政策

研究部主任彭澎： 

我们预测未来光伏将会成为最主要的一个光伏增长品

种。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大量的光伏增长还是依托于集

中地面电站和固定电价的刺激。电价在未来将会出现一个

竞争的模式，如果地面电站竞争，相对而言分布式的优势

就会更加明显。

近几年随着光伏事业的蓬勃发展，现有的其它部委加

入到管理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包括农业部、林业、国土、

工信，特别是对集中地面电站的土地管理中来，未来在集

中地面电站这个土地管理将会越来越严格。

对于能源局来讲，未来推动的几个政策方向，一个是

中东部的大基地的建设，有一些地面电站竞价的方式，对

分布式电价方面，对我们协会来讲，下一步会推动标准的

合同，因为地面电站有能源局发的标准合同，我们希望在

今年 5 月份会把这个标准合同发布出来。还有一个是绿色

证书，这是所有的新能源开发者很关注的问题。这个绿色

证书从 2020 年开始正式实施，但是在这之前两到三年会

有一个测试版本，在今年年底应该会快速上线。

整个市场发展趋势，我们现在看到，第一大趋势还是

从西部转移到中东部，希望光伏这种既能分布式也可以集

中式开发的电力，尽可能的贴近市场。第二个是基地模式

出现，光伏领跑者基地，甩开中间环节，开发企业或者大

型制造企业直接竞争，制造企业的优势更大。大规模的开

发方面，政府可以发挥行政作用，降低开发成本，大型的

基地开发也能够降低 EPC 的施工和其它方面的成本。第

三个是发电将与其它电源竞争。第四是优质的分布式电站

更受青睐，因为它靠近用电方，再加上我们有绿色电力证

书，我相信这个资产的价值在资本市场还是会有一个升值

的空间。

广东省能源局新能源产业处樊俊林科长：

在 2015 年年底，广东省电网公司已经开始对审核过

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贴进行现行垫付，另外从今年 1

月底，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和能源局已经下发通知，要求

组织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补助目录，其中就包括光伏电站

和分布式光伏。补贴资金从国家资金这一块来说会逐步落

实。

以个人居民为例，目前全广东省已建成的 351 个个人

居民项目，除了广州、深圳、佛山这些发达的珠三角地区

之外，连韶关、茂名、云浮这些粤东西北地区也在积极建

设分布式光伏系统，说明整个社会对分布式光伏的接受度

逐渐提高。

我们预计 2016 年全广东省建成新增的光伏发电装机

容量大约在 130 万千瓦，其中分布式是 30 到 50 万千瓦，

光伏电站是 80 到 100 万千瓦，“十三五”期间，预计全

省累计建成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是 400 万到 600 万千瓦，我

们的预测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我们对风电和光伏的发展

是不设上限的，只要能发展，我们都是支持的。

IHS 高级分析师谢锋：

2015 年相对 2014 年的增长是很大的，达到 34%，但

是到了2016年，它的增长将会放缓，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几。

美国市场的政策延期对市场是积极的，但是这个市场还是

在 2017 年下滑。中国市场目前看来地面电站还会是主力，

至少在 2020 年以前还是主力，这个地面的定义是 5 兆瓦

及以上的。分布式电站虽然面临挑战，但是我们认为市场

份额还是会扩大的，未必能到一半，但是我觉得可以到

1/4 甚至更高一点都是有可能的。最后一点，我们觉得运

维市场的潜力空间是很大的，虽然 2015 年只有 15%不到，

但是在 2020 年，这个市场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中国区的市场总监曾义：

光伏组件是我们电站投资最核心的一个部分。一个光

伏电站组件的投资占到 40% 到 50%，在 20 年的运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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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光伏组件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电站的风险，关系到投

资人的盈利能力。

从组件选择来看，面临气候的维度、功能的维度、经

济的维度、美学的维度和环境的维度。具体到设备的选型

对应着不同的环境，我们有 100 多种功能不同的组件。第

一个是辐照量，不同的辐照量影响到不同的产品的选型。

第二个是温度、湿度的不同，有水上光伏，有陆地光伏，

还有温度的差异。还有降水的区别，特别是华南地区，很

多组件厂商的设备在南方地区都经历了高温、高湿的考验。

还有积雪，还有沙漠地区，这对我们的设备也有很高的要

求。从美学角度的考虑，沈辉老师曾经送过我一本书，介

绍德国的光伏建筑，有些光伏的组件已经深深地融入了美

学设计的考虑，在中国可能这方面还不太多。还有一个是

环境，直接涉及到我们的运维。

我们在选择组件的时候，在区域市场上我们考虑的相

对比较少，我们对这种气候就满足它的要求，仔细分析不

同的环境和气候需要不同的背板，不同的组件的测试。天

合光能今年会推出气候组件，一个是西北气候，一个是华

南气候，西北气候会更多的考虑抗紫外线，华南气候会更

多的考虑低透水性。

国家电网-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中心曹潇：

国家能源局为了解决光伏发电所面临的问题，助推光

伏产业的长远发展，指导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研发中心，

为光伏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助力支撑，策划建立一个国家

光伏发电数据公共平台。

这个平台的潜在服务对象以及目前正在谈的服务对

象，首先是电站的建设方，对于他们来说，通过我们这个

平台，可以为设备选型、建设指导提供一些智力支撑，为

金融机构给电站做融资的时候提供尽职调查、电站的评级

和保险提供支撑。对设备制造商可以提供全链效率测试以

及指导改进产品，这也能通过行业的对标，包括在不同地

区的设备进行对标，就可以指导一些产品的应用。服务对

象包括有电网公司和政府，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配套的

网站进行建设，包括光伏的定价。对于第三方机构，包括

电站评估、评级机构、现场检测、标准制定，提供相关的

服务和支撑。

对于电站建设方来讲，我们也是希望建立一个电网端

和发电端的桥梁，我们能够帮助一些发电企业提供一个并

网端的支撑，另外可以提供一些实时的监控，包括设备的

运行评估，帮助他们制定一些建设方案、设备选型。

广东省电力设计院新能源公司投资开发中

心副主任明亮：

希望能够发挥广东电力设计院的平台的作用，这个平

台的作用是通过我们在建设期和运营期的精细化管理，能

够切切实实提高设备效率和发电量，提升金融机构的投资

信心，通过精心设计提高收益。分布式电站对金融机构来

讲，他们的兴趣是把大的，我们希望把每个独立业主的项

目打成一个包，优化建设期现金流和融资成本，提高单位

造价发电量。运营集控化，可以减少运营期经营成本，提

高每期先进流入。

中国能建广东院的模式探索已经有一些经验了，第一

个是屋面业主股权化的探索，让屋面业主参与进来，是现

在未来的经营限制，同时也实现他的收入。但是这个过程

是有一个好处的，屋面业主更有积极性，他作为股东方参

与了，所以他在 25 年的运营的过程中，只要他没有倒闭，

他这个参与的过程还是比较稳定的。第二个是融资产品分

阶段的偿还和探索，第三个是自有资金和收益保证金的探

索，第四个是可转让标准化产品的探索。这是我们现在主

要的一个思考，怎么样把它做成可转让的标准化产品，从

项目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就从质量、运营、收益、股权结

构能够设计成标准化产品，我们理解现在是通过可再生能

源的配额制，它当然有一个需求，就是新能源业务的急剧

扩展，第二个需求就是在新能源这个项目市场上，它会有

大量的收购方出现，传统企业向新能源领域扩展。所以怎

么把这个产品做成从建到运到转让，到并购一系列的模

式上。

北京木联能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韧：

光伏从选址、设备选型、设计、建设、运维，是一个

全生命周期的概念，我们要注重全生命周期带来的收益和

后期的成本的回报，才能让我们的电站持续在 25年甚至更

长的时间内给投资者带来回报。光伏电站全生命周期从选

址一直到运维，是一个木桶效应。大家一直在探讨，做工

作到底是木桶效应还是长板效应，我们看光伏电站，应该

考虑到各个生命周期对光伏电站的影响，才能更好地得到

一些保证。

从我们自身角度来讲，我们讲的 O2O，想通过线上的

团队和线下的服务来给业主提供综合、高效的运维。包括

三个方面，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第一块是科学的管理

体系，这一块从去年开始，我们花了很多的人和时间来做

这样的事情，第二块是我们已经推出很长时间的智能运维

平台，第三块就是人，所有的运维也是靠人来执行，不管

你是科学高效的方法，还是你的软件、平台或者工具，都

需要人去做，所以这三块合起来是我们对O2O模式的理解。

我们接下来针对平台这一块，会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

去做不同的应用平台，包括我们马上会推出一个针对于光

伏脱贫项目的服务平台。

      

晖保能金云 CEO 许瀚丹： 

光伏电站通常有几种融资模式，我们经常是希望从银

行得到最低的利息，但是银行的风险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我们只能从融资租赁公司拿到钱，很多人会从融资租

赁公司拿到 70% 甚至是 80% 的设备的借款，同时有些新

能源基金由于需要比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也在积极地涉足，

还有小额贷款，这都是高利息的，从小额到融资租赁、新

能源基金，利息都比较高。

在 2013 年，晖保智能提出了金融化的三条路，三个

阶段，第一就是数据化，我们在 2013 年的时候就在提数

据化这样一个概念，第二是智慧化，第三是金融化。我们

在做光伏电站投资风险分析的时候，帮金融打造整个风控

的流程，从设计和施工阶段，排除潜在的风险。在整个的

过程中间，从收益、评估、安全、融资这四个方面跟金融

进行高效的对接。能金云希望帮助优质的绿色能源资产最

快的实现融资的目标，我们希望帮助绿色的资金找到最优

秀的开发商。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包括招商

银行、上海银行、北京银行、财通资本、农业银行，很多

银行的分行都在跟我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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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银科技总理杜方勇：

大家都在问我，为什么你觉得你们的可靠性更高？首

先我们采用了高等级的元器件，同时我们在使用精密电能

质量的 UPS 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让数据采集不会因为

任何的电网波动而产生混乱，同时我们做的水冷系统，能

够把这个热量从逆变系统带出来，加了一个更智能的数据

采集和控制，通过 PLC 来实现。

我们有个部门是做电站设计的，这 5 年我们一直在设

计一些系统的布局方案，实现从系统上更加优化电站，通

过组件的排列，通过逆变器的选型，包括工程上的控制，

来实现更好的系统效率。通过我们对 2 兆瓦系统实际的分

析，通过 ALBA 系列，整体系统的初始投资成本大约能

减少 0.15 元左右，用我们的增益系统能降低 0.1 元左右，

在整个电站系统里面，以每瓦降低0.1元的数据推算的话，

这是很可观的数据。

       

杜邦光伏解决方案中国区市场拓展总监陈

宇彤：

光伏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投资，涉及到大笔的钱和人的

精力投入，所以在材料和系统的设计选择上，需要慎之又

慎。如果材料选错或者用错的话，特别是固化在电池和组

件端的，那您将没有修正的机会。

组件和电池在自然环境当中要经受大量的考验，不仅

要面对自然界机械的应力，也要忍受天然的电化学的腐蚀

所带来的影响。所以除了提高效率之外，组件需要给电池

提供良好的绝缘保护。在南方的环境下，水气、湿热、盐

雾，甚至还有台风的影响，是需要南方的影响特别注意的。

在湿热的环境和水气高的环境下，与西部的电站比，电

池的电化学腐蚀的特性会显著的放大，并且影响会更加深远。

水气如果到正面的话，对浆料的可靠性的影响非常大，因此

浆料也需要有可靠性有紧密的联系，也需要慎重的选择。

经过实践表明，基于杜邦的特能 PVF 薄膜的背板，

从 1978 年用到现在，我们在全世界各种条件下，各个国

家都有非常广泛的使用，而且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数据是

最丰富的。杜邦是唯一一个 PVF 特能薄膜背板拥有 30 年

以上长期户外实绩验证的背板材料。 

华为智能光伏解决方案销售部副总经理熊

国喜：

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有很多的光伏电站，但是现

在国内 80% 的光伏电站都在西部地区，但是西部地区的使

用量并不大，电网的建设还很滞后，所以今后向中东部发

展是一个必然趋势，在济宁、两淮地区，还有大同的煤矿

沉陷区做了一些光伏电站，之后这些地方会建设更多，之

前在西北建的大平地和这里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为

后期的设计、建设，包括长期的运维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现在华为把 4G   LTE 的技术引入到光伏电站里面，

之前光伏电站都是用光纤环网，需要埋在地下，出了问题

很难恢复，现在通过无线，就很容易实现整个电站的设计

和交付，并且我们把光伏电站现场情况，可以通过视频进

行传输。同时我们的移动巡检系统，还有语音终端，可以

将语音和视频融合起来。还有一块是无人机巡查，现在我

们已经实现了把华为的 4G   LTE 的模块植入进去，实现

无人机对光伏电站巡检、巡视，这也提高了运维的能力。

华为智能光伏电站解决方案，给客户最终带来的价值主

要是三块，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发电量的提升，2013、2014

年我们在全球做了很多的对比测试，不管是传统的集中式电

站，还有组串式，甚至国外的很多品牌的电站，我们都做过

对比，平均提升发电量都是在 3%以上的。还有就是通过数

字化的电站加上无线的移动运维系统，实现了整个运维效益

的提升，这个相当于也是对我们后期运维成本的降低。   

  

国网电科院新能源研究所主任张军军：

光伏对电网的安全稳定，作为大电源来说有很多挑战，

一个是电压频率的稳定，二是调峰备用、继电保护、电能

质量。还有特高压交直流输电对光伏接入提出新的要求，

就是高电压穿越、宽频率扰动，以及由于直流换向和闭锁

所要避免的一个连锁的脱网和复杂工况下的稳定性分析。

作为主力的电源来考核光伏，就急需我们的光伏电站

向网省调度部门提供光伏的模型和光伏电站模型参数辨识

的结果，浙江省在这方面走在前面，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浙江省已经有这方面的要求。做这个模型参数主要是为了

我们电力系统的调度部门去开展并网的分析，可再生能源

的规划、区域的规划，主要是输电系统的评估、生产运行

方式的安排，以及制定相应的安放和管控的措施。

  

天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运维及建设负责

人王宁：    

天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是天合光能下属的一个投资

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平台，我们 2015 年分布式项目开工建

设发电项目超过 30 个，年底之前并网完成超过 200 兆瓦。

我们光伏电站运维主要有三个大的指标，第一个是安

全运行，涉及到的是人的安全和设备的安全，再具体到我

们的一些操作人员要持证上岗，在工作的时候要实行两票

三制的安全管控方法，要做好相关事故的应急预案，并定

义演练。若有事故发生，要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进行分析、

教育和追责。第二是运维要关注发电量，发电量一定要高，

通过监控平台定期巡检，及时地发现设备故障，尽快消除

故障并要求责任方承担损失，定期开展预防性实验。第三

是追求运行成本低。我们现在运维的理念是例外管理，少

人值守。虽然我现在已经有了监控平台，但是少人值守、

例外管理这个原则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为了降

低运维成本，我们需要做到电站运维团队的人员要属地化，

同时要建立区域化的检修团队，按照区域建立备品配件库，

降低资金占用，同时对运维的费用管控实行定额、预算、

审批，这是跟实际操作相关的一些问题。

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技术主管张

万辉博士：    

光伏系统的 PR 值的测试是我们对一个光伏系统发电

的小时数除以它受到的辐照的小时数，它跟我们输出的交

流功率和组件的标签功率乘以它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我们在 PR 值测试的过程中发现，因为我们要考虑到

它首先要测出它的功率，而这个功率受制于很大的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温度，我们的组件在实际表现过程中，每升

高一度，它的功率会下降 0.4% 左右，而且它在整个运行

过程中会受到电源适配、串联适配，包括一些灰色遮挡的

问题，使得它最终输出的交流功率并没有它实际发生的那

么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温度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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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会对我们的 PR 值测试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做一个

电站评估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它单纯的一个指标。

另外现在分布式发展这么快，屋顶资源也比较欠缺，

还有一个衡量值就是应该考虑它的光伏发电的面积，在新

的国标里面，就把输出的能量和光伏方阵的能量做一个比

值，在相等的输入能量里面，如果面积越小，这个电站的

设计就越好。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格力电器光伏

空调系统技术总监黄猛： 

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的应用，从推出到去年年底，

在华南、华北、华东、华中、东北、西北都有订单，目前

已经运行的情况以华南地区为最多，广州就有一个项目是

去年 7 月份建立运行的。总体而言，在国内还是华南地区

的热度最高，在格力所有的承接项目里面，占比达到了

56%，在广州、珠海、深圳、广西，包括在海岛上都已经

有我们光伏空调的应用。在东南亚、中东、南亚、澳洲、

北美这些地区也都已经有了格力光伏空调应用。目前已经

应用到厂房、办公楼、实验楼，像展馆、超市、商场、酒店、

医院、住宅等。当然，应用得最多的还是厂房和低层的建筑。

我们已有的项目主要是跟单晶硅、多晶硅这两类组件

的系统结合，我们也跟薄膜做过一些实验对接测试，是没

有问题，但是现在实际工程中还没有实现跟薄膜电池的搭

配使用，主要还是单晶硅和多晶硅，当然多晶硅是占大多

数，这边要说明一点的是，只要是优质的组件，跟我们系

统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接。

我们优先开发了两款空调，以大功率、小功率为代表，

再以大功率、小功率做产品的拓展，现在已经有7个系列。

我们也在做零能耗建筑，是以我们的空调为能源中心，也

是利用新能源，以空调为能源中心，跟市电结合，加入储

能和多种新能源，构成一个建筑里面供电的零能耗。

    

北京国能日新系统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智能

光伏事业部总监陈伟鹏：

目前在光伏电站从设计、施工到运维、备选型这四个

阶段的问题比例中，我们遇到的设计问题达到 15%，施工问

题达到 27%，设备选型问题达到 26%，关键的运维问题，也

是目前我们很多业主都在慢慢重视起来的问题，达到 32%。

无论是风电还是光伏，气象因素都会影响它的一生，

气象不单单只是一个功率预测，它贯穿光伏从前期可研到

运维、组件清洗，以及气象灾害预警，这些都在深深的影

响到光伏的效率，我们有一个计算小组，专门为这个计算

服务。从这个小组里面，可以将水平太阳总辐射数据的误

差控制在3%到5%，可以得到任何坐标下的一个气象信息，

包括目前很多在前期可研的时候关注的最佳安装倾角、太

阳方位角等等，这样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准确的信息。

针对光伏的这一块，国能日新也推出了分布式综合管

理平台，可以做到站端监控，也可以做到云端监控，也可

以做到云端 + 站端监控。国能日新针对分布式这一块，

今年将推出一个驭能者平台，为客户打造一站式的服务平

台。这个平台贯穿电站设计、电站建设、电站运维到电站

评估，包括未来的能源互联，不管是否了解光伏，都可以

在我们的驭能者里面得到了解。目前我们的驭能者有两大

特色，第一是免费，第二是精准。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张彦虎：

做过分布式电站的同仁可能有所体会，当一个分布式

光伏电站接入你的厂区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关口处的表机

里面的功率因素下降得非常厉害，而这样一个下降会给业

主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你会吃到因功率因素过低而带来的

罚单。功率因素是表征复合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一个

电气参数。作为我们企业从电网买电的时候，也存在这样

一个问题，我是需要从电网获取有功功率，同时因为负载

的特性，也需要从电网获取无功功率。

为什么光伏电站加入以后，会导致原有的功率因素下

跌，它是和电力系统对用电企业的功率因素的计量方式或者

结算方式有密切关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损失的功率关系，

是一个以月为计量周期的能量性的功率因素，也就是说这个

月平均的从电网获取的有功功率，和这个月从电网获取的无

功功率之间的一个计算公式。当光伏发电的时候，企业从电

网获取的有功功率会降低，根据这个功率因素的计算公式，

从电网获取的有功的降低会导致功率因素的下降。

功率因素会降低，怎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一种方法

是通过逆变器来解决，逆变器可以发生无功功率。如果把

光伏逆变器的无功功率的功能发挥出来，做到物尽其用，

在系统设计的时候引入控制理论的负反馈的原理，也就是

在关口计量点处进行功率因素的采样，实施采样得到的功

率因素和我设定的目标功率因素值进行比较，通过闭环控

制的方式，让逆变器的无功进行出力，来达到调整我需要

的功率因素的目的。用这个解决方案以后，可以比我们使

用常规的无功补偿装置的方案，带来更多的好处。另一个

就是我们的响应时间非常快，常规的 SVG 是一个被动的

过程，响应速度比较缓慢，第二个是可以节省很多的初始

投资。与之配套的传统的 SVG 装置需要一个 AVC 装置

跟它协同配合工作，我们开发与之对应的可以替代 AVC

装置，一个非常低成本的调动功能，一个无功控制器，和

光伏逆变器进行配合，可以达到无功补偿的作用。

   

天合储能高级经理孙永欣：

江苏天合储能公司成立于 2015 年，之前我们在天合

以事业部的形式做，在 2013 年就开始做储能相关的前瞻

性的工作，目前已经有 100 多名技术研发人员，我们专注

于储能的解决方案。产品包括四个系列，第一个是家庭储

能，这里面有便携式的，有离网的，有并网的，还有我们

的动力电池、通信电源，以及集装箱式储能产品。

储能可以放到发电侧，有削峰填谷的作用，但是在分

布式这里，重点还是解决并网稳定性的问题，还有离网供

电，当有重要的负载，尤其是像偏远山区的负载，如果电

网经常会断电的话，就需要有离网供电的要求，还有一个

是功率平滑，以及增强可调度性。普通的分布式电源是一

个不可调度的电源，如果加上储能以后，调度性就会增加

很多，变成一个可控的电源。

储能的技术的发展方向有几个，第一个是效率会越来

越高，第二个是能量密度越来越高，第三个是成本越来越

低。现在储能技术的关键，从原理来说，我们已经做了很

多探索，无论机械类的，还有电化学类的，但是真正要实

现突破，还是在技术上的突破，这个技术就是寻找一种新

的材料，另外一个就是找到一个新的材料的制备工艺，能

够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收益，这是实现突破的重点。

在偏远山区，还有海岛，电网比较弱，有的根本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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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电网，所以这是光伏储能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家庭

光储系统主要是针对欧洲的市场，因为国外的光伏补贴越

来越少，更多人选择了把光伏发的电自发自用，迫切需要

把光伏发的电用储能系统存储起来。第二个是电动汽车充

电，这是国内目前大力推广的系统。第三个是岛屿用电，

为岛屿居民提供供电。第四个是通信基站，这也是考虑偏

远山区通信基站的问题，因为有些山区架设线路比较困难，

所以光伏 + 储能还是有一定的应用市场。

 

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陈新和：    

东润环能是围绕新能源领域，主要从事新能源的功率

预测、有功控制、无功控制等相关软件的设计，提供给电

站，同时也做新能源的规划、咨询，也做一些投资，围绕

新能源产业链做一些产品和提供服务。

对于分布式光伏，包括其它的多元化的负荷，从全局

的角度来说，首先要实现可监视，然后对整个网的运行来

说，有一个安全的控制，这时候我们要依赖于对光伏功率

的预测，这也是我们公司在做的，对大型电站做了很多这

样的产品。如果说配电网里面到处都是分布式的光伏的结

构，大家都接了这些光伏，规模化发展之后，从配电网这

个环节来说，就要做到精细化的管理，电改之后就会有一

个市场化、服务化的发展阶段。

一个多元化的负荷和各种类型的平台接到这个配电网

之后，这个配电网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做一个调度的监

控平台，对接入的数据进行分析，提供规划、运维的服务。

在电改环节上，有一个这样的运营的平台，然后有一个公

共服务的平台，给客户做一些业务的互动。再发展衍生，

就是运用能源互联网的方式。

       

亚洲洁能资本（Aisa Clean Capital）资深

副总裁唐昊：

10 千伏以下的分布式光伏，才能算是真正的分布式

光伏，以我们的统计和判断来讲，去年整个中国的分布式

光伏做的体量也就是四五百兆瓦，这与我们每年增长十多

个 GW 的光伏总量差异是很大的，但分布式光伏增长的

体量和前景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亚洲洁能资本在 2015 年的时候拿到全球最大投资银

行高盛银行的投资，高盛银行也是全球目前最着重于新能

源发展的银行。我们做的分布式光伏的主要客户都是一些

特别尖端的客户，包括奔驰、宝马、大众汽车、米其林、

宜家，可口可乐、联合利华。我们这个月就拿到 34.5 兆

瓦的订单，在分布式光伏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举措。

而且在 2015 年之前，ACC 只做了不到 10 兆瓦，我们试

了试水，了解中国的分布式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挑选客户的屋顶的时候，基础的要求包括承载力、

经济收益问题，每家公司的要求都一样，我们最主要的是

看这家公司的业务状况。我们看重的是日用消费品行业，

全球做日用品的公司通常来讲不会有关门的现象，只有并

购现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发

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消费市场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觉得

这个稳定性更高。所以我们投资了联合利华、可口可乐、

雀巢等等，这是我们看重的市场。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舒耀兰：    

赛伍背板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背板企业，连续两

年市场份额全球最大。我们在背板这个关键材料领域是唯

一一个实现所有关键材料全部国产化的企业。除了在背板

以外，我们同样在未来发展看好的双玻领域有一些产品。

除了组件，还有电站维护方面的业务，比如修补胶带、修

复液，支架上经常会用到的防锈处理的材料，以及我们组

件上用到清洁的材料，这都是我们未来在材料领域贡献的

所在。

在西北这种干热型的地区，最主要的气候特点就是紫

外线强和风沙比较大，我们用到背板上的材料就要具备强

大的高抗紫外线和高耐风沙性，另外在湿热性的地区，湿

度大，酸碱腐蚀性强度比较大，在选材的时候要注意，所

用到的材料在这两个方面是否具备优异的性能，目前材料

还是以氟材料为主，第二个解决方案就是玻璃，也就是双

玻组件，对付这种强酸强碱，包括阻水，这都是有优势的

地方。

    

“MYPV 我的光伏网”总经理李何燕：

根据我们对未来分布式光伏发展前景的预测，大胆地

推出了新的平台“我的光伏网 MYPV”。建立这样一个

光伏平台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目前在我们看来市场上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向大众、向

社会传播光伏的理念，也让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购买

到更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是具有质量保证的产品。

光伏发展到现在，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很多时候都是钱

的问题，现在不管是做光伏扶贫，还是家庭的分布式电站，

我们希望它取得一个更好的发展，如果有更多的资金进来

支持分布式光伏的发展，这将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希

望我们的平台也能解决钱的问题。

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到底这样一个平台

是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我觉得“入口”这个词是非

常关键的，而且是一个核心的词。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平

台上，能够聚集到最多的资源。像刚才说的解决这种不对

称性，要聚集哪些资源？

我下面列了三个点，首先是资源业主，比如说您家里

拥有工商业屋顶，或者说您在这里有一片地，或者说有什

么样的资源，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上来，通过我们的平

台去帮您找对应的能够投资的人，或者是能够建设的人。

第二类是产品经销商或者服务提供商，在过去一年我们进

行了很多调查，在当地化的加盟商或者经销商，并不知道

EPC 是做什么的，我们希望把这个理念慢慢普及出去，

他不止是做一个经销商，不止是做一个品牌，他采购过来

系统集成的产品，在自己服务的范围内，大家都通过他的

服务，购买他的搭建服务，同时也购买他的运维服务，这

是未来的服务提供商的理念。第三个就是光伏产品和一站

式解决方案的供应商。现在大家在卖光伏产品的时候，还

是很大量级的产品销售，以后在一个家庭，可能一个电站

就是 3 万或者 5 万块钱，这样我们怎么销售呢？我认为通

过我们这个平台或许能够打通这样的渠道，把某地周边同

时具有这样规模的项目集合起来，我们的企业就有兴趣去

这里销售它的产品，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改变的现状。

对于资源业主，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可以找到更多有

价值的、高效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拓宽采购的渠道。还

有一个是金融解决方案，所有的事情都能跟钱扯上关系，

场外有钱，不管是外部买的一些理财，或者金融机构，手

里有一些钱，但是并不知道要把这个钱投到光伏里面去，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钱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光伏扶贫，去做分

布式光伏，或者是做光伏电站，所以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

台，能够搭建起来金融机构和光伏之间的关系，解决用户

在做电站的时候没有钱的问题。

对于企业来说，不可能所有的公司都做大篇幅的广告，

我觉得通过网络上的销售渠道，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

打开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式。如果未来分布式发展起来以后，

企业能够通过网络去进行一些销售，把这种工业品属性的

消费品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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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光伏界“莱昂纳多”陪跑 19

年终全球问鼎

美国时间 2016 年 2 月 28 日晚，被中国粉丝爱称“小

李子”的莱昂纳多 • 迪卡普里奥终于折桂奥斯卡，拿到

代表着影帝的小金人。网友戏称莱昂纳多成功的从段子

界转向鸡汤届，而在光伏行业，同样有一位光伏领袖，曹

仁贤和他的阳光电源结束了同样近 20 年的陪跑历史，以

2015 年超过 8GW 光伏逆变器的出货量，问鼎全球光伏逆

变器冠军厂商宝座。

1997 年，莱昂纳多出演了让他声名大噪的《泰坦尼

克号》；同年，曹仁贤，一个虚岁刚满 30 的年轻人放弃

在合肥工大任教的安稳生活，创办了阳光电源。

在 22 年的历史中，莱昂纳多没有接过烂片，曹仁贤

也没有做过质量差的逆变器。为了冲奥，莱昂纳多放弃了

曹仁贤：我这十九年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

《光能》/总编 /曹宇

很多参与更赚钱的商业片机会，而曹仁贤放弃了非常赚钱

的 UPS 业务，专心做逆变器，他自己管这个决定叫“做

减法”。

陪跑的路上，莱昂纳多演技和技术都在不断积累，而

阳光电源这十九年来每半年都会对产品进行大幅升级，细

节改动落实到产品的周期仅有三个月。每一次，莱昂纳多

都会离奥斯卡更进一步，阳光电源在光伏逆变器厂商中的

历年排名也从前十到第五、再到第二，直到夺冠。

在这个过程中，阳光电源一直保持着中国第一，是逆

变器领域的标杆，它的登顶也代表着中国逆变器行业迈向

新高度。

小李子现在大腹便便，曹仁贤也已鬓角斑白。通往成

功王座的道路上，荆棘密布。“欲带王冠，必承其重。”

这两个花了 20 年才戴上王冠的人走到今天，确实如小李

封面人物：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仁贤

子所说：“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

于此，当浮一大白。

新王加冕：阳光电源 2015 业绩盘点

2015 年，阳光电源国内市场逆变器出货量超 7GW，

海外出货量超 1GW。

曹仁贤将阳光电源的大幅增长首先归功于国内市场的

强劲推动。“中国面临着节能减排和能源转型的双重压力，

推动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2014 年，中

国光伏装机量 10.6GW，阳光电源中国区出货量 3.8GW；

2015 年中国光伏装机提升至 15.1GW，阳光电源水涨船

高增至 7GW 以上。据 Solarbe 统计，2015 年光伏逆变器

发货量约为 17.8GW，阳光电源市场占有率约为 39.5%。

“阳光电源这么多年来一直稳居国内第一。”曹仁贤

把国内市场的开拓工作比喻为“保卫家园”，“如果国内

市场得不到保证，第一无从谈起。这几年阳光电源一直贴

近客户，与客户沟通为其带去最需要的、性价比最高、最

可靠的产品。”

海外市场，2014 年阳光电源出货量 430MW，2015

年翻倍增长至 1GW 以上，东南亚、北美、欧洲三个市场

进展较大，成功突破多个大客户，市场份额稳步提升。算

上国内 7GW，整体出货量超过 8GW。“我们认为自己已

经成为全球光伏逆变器出货量第一的企业。”曹仁贤说。

与己为敌

回忆这十九年的创业经历，曹仁贤说：“早知道这么

累，当初就选择继续当老师了。”现在公司大部分员工还

很少叫他曹总，而是称为“曹老师”。当地一家媒体写过

一篇笔者很欣赏的报道《与己为敌》，曹仁贤喜欢和自己

较劲，用北京方言可以概括为“拧巴”。

从小系统开始起步，中间最难熬的一段靠 UPS 业务

赚钱，在其中最好的日子把 UPS 业务又砍掉，专注回到

看起来很苦的风能和太阳能逆变器环节。他从来不是躺在

国内第一宝座上睡大觉的那种人，而是不断的给自己、给

企业“找麻烦”，为行业大声疾呼国家要“依法治能”，

为外界对光伏行业的误解和批判气得变成“愤青”怒刷朋

友圈。这样的曹仁贤，更加真实。

笔者问他：“这十九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本以为他会历数这些年阳光电源取得的成绩，但他却说：

“这么多年走过来，我们这么多老朋友、老搭档的企业一

个接一个死去，这是我难以接受的。从尚德、到赛维、超

日，再到英利的危机。他们都非常努力，这些企业家的为

人也非常好，企业也曾经非常健康，但走到今天都撑不住。

对此我感到很痛心，到底这是怎么了？”

“这么多年，阳光电源是老牌光伏企业中唯一一个历

年都实现盈利的企业。”曹仁贤认为专业化是阳光电源这

么多年得以生存发展的唯一法宝。“在行情好的时候，地

方政府、资本市场和银行都希望企业快速成长，但如果缺

乏好的管理和清晰的定位，再好的机遇也会变成陷阱。我

一直在反思，如何保证企业基业长青？下一个出现危机的

会不会是阳光电源？”

因此，阳光电源选择走专业化路线，挡住外面各种诱

惑，通过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细分市场品牌定位，不盲

目求大，不把别人杀死，做自己的事，做自己的产品、科

研和管理。“要长久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中能量，聚

焦在一个点。我们这 19 年来就只干一件事情装备制造，

将逆变器要尽量做到最好。”

在刚刚内部确认阳光电源登顶的那几天，企业员工为

之欢呼的声浪还未散去，曹仁贤在公司管理的方针中又加

了四个字：“艰苦奋斗”。

腹背受敌：因地制宜并非防守姿态

过去的一年，光伏逆变器竞争进一步白热化，国内市

场只能用惨烈形容。阳光电源有着全球最完整的产品线，

这意味着战线不仅较长，跨度也很大。大功率光伏逆变器

仍然处于过剩状态，企业为生存时有低于成本价投标之举。

曹仁贤慨言道：“去年的仗打的很艰苦。”

“这两年我们腹背受敌。”曹仁贤说：“国内市场价

格跳水，国外市场要与其它国际知名企业开展激烈竞争。

想打赢这场战役，要有强大毅力和强大自信，以强大勇气

接受变革，改变自己，奋发图强，把产品做好是核心。”

2014 年，阳光电源喊出了“因地制宜，科学设计。”

的口号。这八个字初听平淡无奇，但两年的时间过去，行

业真的进入细分市场后，光伏企业从全国甚至全球一盘棋，

迈向以省级公司为主要业务单位，并针对不同气候地区、

不同地形、不同规模的光伏电站选择不同的光伏产品，才

发现实在很难找到比这个更加贴切的词。

曹仁贤说“因地制宜，科学设计。”并不是企业战略

上的保守姿态，而是真正为客户服务的务实策略。“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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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要针对山坡情况，水面光伏要看水面情况，荒漠电站

一马平川，不同类型的电站如何更经济更可靠？”据他介

绍，阳光电源目前从集中电站到户用以及扶贫项目共开发

了 20 多款产品，基本满足客户所有需要。

阳光电源对产品的改进并不全部局限于效率、寿命本

身，而是更加注重应用细节。在日前召开的第三届广东分

布式论坛上，阳光电源市场总监张彦虎博士从逆变器角度，

针对分布式光伏市场分享了该公司的几项“黑科技”，包

括专为分布式应用而开发的智能无功控制器；应对高湿环

境创新的逆变器集成 PID 防护功能；基于大数据和云计

算技术的电站集中管理平台及预防火灾的直流保护等多项

技术。

从箱式逆变房的尺寸最直观的看出阳光电源的进步：

行业最早推出的箱式逆变房采用的是二十尺柜，后面缩减

到十尺。阳光电源副总裁郑桂标告诉笔者通过技术升级，

提高功率密度，优化拓扑结构，十尺柜可以通过一台叉

车搬运、安装，同时在外面开门更方便日常运维。而在

2015 年初，十尺柜已经缩减为七尺柜，在三季度时，原

本内部塞得很满的七尺柜里面又空出来很大一块……同时

内部的防尘、通风散热细节，都独具匠心。

“指南针”和“放大镜”

曹仁贤一直有浓重的忧患意识，这种感觉在阳光电源

登顶后更加强烈。“我的压力比以前更大。”曹仁贤说：

“光伏行业现在饱受争议，要落实补贴，要解决限电问题，

受各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持第一。首先要关注

国内国际技术变革方向，以技术做指南针，决不能迷失方

向，技术路线不要走偏，要经过消费者和市场的检验。”

“其次我们通过逆变器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传递价值。

自己颠覆自己的产品路线，给客户创造惊喜与变革。”曹

仁贤说新生企业，第一个回合往往开局比较简单，但长期

保持却很难。“所以我们要贴近消费者，哪怕一点点不满

我们都要放大。我们能否做下去是消费者说了算，而不是

我们。”客户的意见就像是曹仁贤手里的一只放大镜，不

断的用它来寻找并弥补企业的短板，发挥自身的强项。

曹仁贤说：“光伏逆变器乃至整个制造业，提升质量、

提高效率是不变的重点。对自己狠一点，留给自己的空间

越小，给客户的空间就越大。”他评价中国光伏发展用了

“最时髦”这三个字，竞争最激烈的市场，最恶劣的生存

空间，激发企业创新层出不穷，应用技术飞速发展。笔者

日前参观日本光伏项目时，发现中国光伏应用技术已经走

在世界前列。

技术流：是什么会再次颠覆光伏逆变器

行业？

曹仁贤例举了四种从技术到商业会给光伏逆变器行业

带来重大变革的事件：

1、新的元器件有所突破。

2、另外能源互联网发展，自动运维、评测、交易，

让电站可利用率小时数更高，他认为大数据时代很快到来。

3、从理论到仿真再到实际都能够实现不同光伏电站

之间的 PK。

4、新的电力电子拓扑结构发明。

据他介绍，阳光电源更多的关注新型器件和能源互联

网剔除泡沫外的真正价值。阳光加入了 1500V 俱乐部以

及高精度数据俱乐部。“下一代高压系统能带来更高的发

电量。”曹仁贤解释道，“而目前有的电站监测误差达到

了 ±10%，非常影响光伏与金融领域对接，我们下一步的

目标是将精度做到误差在千分之三以内。”

心声：阳光电源的最大贡献

“这 19 年来，我们一直围绕着降本增效。近十年，

逆变器成本降至不足原来十分之一，每瓦价格从 3 块到现

在的 3毛钱，阳光电源功不可没。”曹仁贤首次谈起心声。

“如果谈起阳光电源对光伏行业的最大贡献，我认为是使

得全球逆变器成本和价格大幅下降。如果没有阳光，逆变

器价格至少在现在的一倍以上，我们对于价格有合理的路

线图，几乎每年降价目标都实现了。”

“近十年我们并没有像之前国外友商讲的那样，性能

不可靠，我们现在在技术领域平起平坐。”十年前提起中

国逆变器，外国厂家或夸张，或含蓄的笑而不语。十年后

凭借，对行业的理解，对客户的尊敬，以及客户的信任，

中国光伏逆变器企业走向顶峰。“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

法宝就是努力降低成本。总的来说就是以客户为导向，每

一天，每一分一秒，做梦都在想怎么给客户降低成本。”

曹仁贤说。“现在中国光伏行业不再盲目迷信国外，中国

产品核心依靠质量站起来走向世界，目前大功率产品故障

率小于千分之五，里面有几千个元器件，国际知名品牌也

不能达到。19 年的沉淀，让世界对我们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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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2 日，晶科能源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

光伏展上发布了全新的 Eagle  Dual 双玻组件。作为迄今

市场上功率最高、可靠度最高，唯一有边框的双玻组件，

Eagle  Dual 组件拥有 60 片和 72 片两种型号，量产最高

输出功率分别达到 275 瓦和 320 瓦，最高组件效率高达

16.54%，比其他品牌同类产品高出 5 瓦。

Eagle Dual双玻组件，利用钢化玻璃替代传统背板，

可有效防治因长期背板老化造成的组件衰减，同时双层玻

璃结构提高组件机械强度，避免再频振下，发生组件折弯，

从而引起内部电池片隐裂。再次，同时具备较高的耐盐、

耐碱、防风沙和酸的侵蚀，从而降低“蜗牛纹”的发生几率。

Eagle Dual组件的多项标准化测试领先同行业产品。

晶科能源发布 Eagle Dual，
不一样的双玻组件

迄今为止，它是业内唯一通过 1000 小时 65° C/85% 湿

度环境下“零 PID”测试的双玻组件。也是唯一一家同时

通过动态机械载荷测试和标准 5400  Pa 及 2400Pa 静态机

械强度测试的双玻组件，可广泛应用于水面、沿海、沙漠

和高温地区。

和市场同类产品相比另一特殊点是它是唯一一款带边

框设计的双玻组件。无边框结构会使 EVA 裸露于紫外线

和湿气中，由于 EVA 的抗水汽渗透性甚至低于背板，水

汽很容易透过 EVA，从而加速 EVA 老化，黄变、褐变，

甚至脱落，焊带氧化，在高温高湿下更易加速电池片和组

件衰减。因此，Eagle  Dual 的有边框结构能有效阻止上

述现象的发生，真正做到更高可靠度和耐候性。

2016 年 3 月 29-31 日，2016 中国国际太阳能发电应

用展览会（Solar  Power  Expo）在北京隆重举办。借助

此次展会之机，阳光电源面向全球隆重发布了 50kW 组

串式逆变器新品 SG50KTL。

此次发布的 SG50KTL，最大转换效率超越 99%，中

国效率 98.49%，显著提高发电收益；直流满载 mppt 下

限可低至 550V，确保在夏天光照资源好的情况下不限功

率；直流侧组串输入最多可达 9 路，可根据项目地点光照

资源灵活配置输入路数，最大化节省客户投资成本；产品

采用智能风扇散热，确保同等工作条件下元器件温升更低，

长寿命，并在 50℃下满载输出，45℃以下交流可持续 1.1

倍过载输出，从容应对个别超发天气，最大化提升客户收

益。此外该产品配备 PLC 通讯功能，特别适合山地等复

杂并网场合，节省通讯单独布线成本。

此次发布引起了行业专家、客户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和

极大兴趣，大家就产品性能参数，和其他产品的差异化及

应用场景向现场工作人员深入咨询了解。

“此次发布的 50kW 组串式逆变器新品，是我们阳

光电源在 99% 系列逆变器上的再次创新和突破，各项指

标均达到了业内当前最高水平。考虑对于一些复杂山丘电

站和分布式屋顶，安装维护便利性十分重要，基于这样的

需求，我们将重量做到了 39kg，这是目前业内相同功率

产品中最轻的，可大幅降低客户安装运维成本。”阳光电

源副总裁赵为在产品首秀现场表示。

阳光电源是国内最早研发及商业化应用组串式逆变

器的厂家，自 2003 年研发的国内第一台组串式逆变器

阳光电源再创标杆

正式发布 50kW 组串式逆变器新品

用于上海奉贤项目起，目前阳光电源组串式逆变器涵盖

3-80kW 功率范围，各项技术指标均代表行业最佳水平，

全球运行 3GW 以上。此次发布 50kW 组串逆变器新品，

再次彰显了阳光电源引领行业技术前沿的雄厚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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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能源 [2016]621 号

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能源局）、扶贫办，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分行，

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为切实贯彻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扎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要求，决定在全

国具备光伏建设条件的贫困地区实施光伏扶贫工程。

发改委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

( 发改能源 [2016]621 号 )
来源：Solarbe.com

一、充分认识实施光伏扶贫的重要意义

光伏发电清洁环保，技术可靠，收益稳定，既适合

建设户用和村级小电站，也适合建设较大规模的集中式电

站 , 还可以结合农业、林业开展多种“光伏 +”应用。在

光照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光伏扶贫，既符合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又符合国家清洁低碳能源发展

战略；既有利于扩大光伏发电市场，又有利于促进贫困人

口稳收增收。各地区应将光伏扶贫作为资产收益扶贫的重

要方式，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增添新

的力量。

二、工作目标和原则

（一）工作目标

在 2020 年之前，重点在前期开展试点的、光照条件较

好的 16 个省的 471 个县的约 3.5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以

整村推进的方式，保障200万建档立卡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包

括残疾人）每年每户增加收入 3000 元以上。其他光照条件

好的贫困地区可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因地制宜推进实施。

（二）基本原则

精准扶贫、有效脱贫。光伏扶贫项目要与贫困人口精

准对应，根据贫困人口数量和布局确定项目建设规模和布

局，保障贫困户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因地制宜、整体推进。光伏扶贫作为脱贫攻坚手段之

一，各地根据贫困人口分布及光伏建设条件，选择适宜的

光伏扶贫模式，以县为单元统筹规划，分阶段以整村推进

方式实施。

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国家和地方通过整合扶贫资金、

预算内投资、政府贴息等政策性资金给予支持。鼓励有社

会责任的企业通过捐赠或投资投劳等方式支持光伏扶贫工

程建设。

公平公正、群众参与。以县为单元确定统一规范的纳

入光伏扶贫范围的资格条件和遴选程序，建立光伏扶贫收

益分配和监督管理机制，确保收益分配公开透明和公平

公正。

技术可靠、长期有效。光伏扶贫工程关键设备应达到

先进技术指标且质量可靠，建设和运行维护单位应具备规

定的资质条件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应确保长期可靠稳

定运行。

三、重点任务

（一）准确识别确定扶贫对象

各级地方扶贫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光伏

扶贫范围，以县为单元调查摸清扶贫对象及贫困人口具体

情况，包括贫困人口数量、分布、贫困程度等，确定纳入

光伏扶贫范围的贫困村、贫困户的数量并建立名册。省级

扶贫管理部门以县为单元建立光伏扶贫人口信息管理系统，

以此作为实施光伏扶贫工程、明确光伏扶贫对象、分配扶

贫收益的重要依据。

（二）因地制宜确定光伏扶贫模式

根据扶贫对象数量、分布及光伏发电建设条件，在保

障扶贫对象每年获得稳定收益的前提下，因地制宜选择光

伏扶贫建设模式和建设场址，采用资产收益扶贫的制度安

排，保障贫困户获得稳定收益。中东部土地资源缺乏地区，

可以村级光伏电站为主（含户用）；西部和中部土地资源

丰富的地区，可建设适度规模集中式光伏电站。采取村级

光伏电站（含户用）方式，每位扶贫对象的对应项目规模

标准为 5 千瓦左右；采取集中式光伏电站方式，每位扶贫

对象的对应项目规模标准为 25 千瓦左右。

（三）统筹落实项目建设资金

地方政府可整合产业扶贫和其他相关涉农资金，统筹

解决光伏扶贫工程建设资金问题，政府筹措资金可折股量

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对村级光伏电站，贷款部分可由到

省扶贫资金给予贴息，贴息年限和额度按扶贫贷款有关规

定由各地统筹安排。集中式电站由地方政府指定的投融资

主体与商业化投资企业共同筹措资本金，其余资金由国家

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提供优惠贷款。鼓励国

有企业、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光伏扶贫工程投资、建设和

管理。

（四）建立长期可靠的项目运营管理体系

地方政府应依法确定光伏扶贫电站的运维及技术服务

企业（简称“运维企业”）。鼓励通过特许经营等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方式，依法依规、竞争择优选择具有较强资

金实力以及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企业，承担光伏电站的运营

管理或技术服务。对村级光伏电站（含户用），可由县级

政府统一选择承担运营管理或技术服务的企业，鼓励通过

招标或其他竞争性比选方式公开选择。县级政府可委托运

维企业对全县范围内村级光伏电站（含户用）的工程设计、

施工进行统一管理。运维企业对村级光伏电站（含户用）

的管理和技术服务费用，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特

许经营协议约定，从所管理或提供技术服务的村级光伏电

站项目收益中提取。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的运行管理由与

地方政府指定的投融资主体合作的商业化投资企业承担，

鼓励商业化投资企业承担所在县级区域内村级光伏电站（含

户用）的技术服务工作。

（五）加强配套电网建设和运行服务

电网企业要加大贫困地区农村电网改造工作力度，为

光伏扶贫项目接网和并网运行提供技术保障，将村级光伏

扶贫项目的接网工程优先纳入农村电网改造升级计划。对

集中式光伏电站扶贫项目，电网企业应将其接网工程纳入

绿色通道办理，确保配套电网工程与项目同时投入运行。

电网企业要积极配合光伏扶贫工程的规划和设计工作，按

照工程需要提供基础资料，负责设计光伏扶贫的接网方案。

不论是村级光伏电站（含户用），还是集中式光伏扶贫电

站，均由电网企业承担接网及配套电网的投资和建设工作。

电网企业要制定合理的光伏扶贫项目并网运行和电量消纳

方案，确保项目优先上网和全额收购。

（六）建立扶贫收益分配管理制度

各贫困县所在的市（县）政府应建立光伏扶贫收入分

配管理办法，对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并进行动态管理，原

则上应保障每位扶贫对象获得年收入 3000 元以上。各级政

府资金支持建设的村级光伏电站的资产归村集体所有，由

村集体确定项目收益分配方式，大部分收益应直接分配给

符合条件的扶贫对象，少部分可作为村集体公益性扶贫资

金使用；在贫困户屋顶及院落安装的户用光伏系统的产权

归贫困户所有，收益全部归贫困户。地方政府指定的投融

资主体与商业化投资企业合资建设的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资产归投融资主体和投资企业共有，收益按股比分成，投

融资主体要将所占股份折股量化给扶贫对象，代表扶贫对

象参与项目投资经营，按月（或季度）向扶贫对象分配资

产收益。参与扶贫的商业化投资企业应积极配合，为扶贫

对象能获得稳定收益创造条件。

（七）加强技术和质量监督管理

建立光伏扶贫工程技术规范和关键设备技术规范。

光伏扶贫项目应采购技术先进、经过国家检测认证机构认

证的产品，鼓励采购达到领跑者技术指标的产品。系统集

成商应具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和工程经验，设计和施工单位

及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和经验。光伏扶贫工程发电技术指

标及安全防护措施应满足接入电网有关技术要求，并接受

电网运行远程监测和调度。县级政府负责建立包括资质管

理、质量监督、竣工验收、运行维护、信息管理等内容的

投资管理体系，建立光伏扶贫工程建设和运行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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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建立全国光伏扶贫信息管理

平台，对全部光伏扶贫项目的建设和运行进行监测管理。

（八）编制光伏扶贫实施方案

省级及以下地方能源主管部门会同扶贫部门，以县为

单元编制光伏扶贫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应包括光伏扶贫项

目的目标任务、扶持的贫困人口数、项目类型、建设规模、

建设条件、接网方案、资金筹措方案、运营管理主体、投

资效益分析、管理体制、收益分配办法、地方配套政策、

组织保障措施。实施方案要做到项目与扶贫对象精准对接，

运营管理主体明确，土地等项目建设条件落实，接网和并

网运行条件经当地电网公司认可。各有关省（区、市）能

源主管部门汇总有关地区的光伏扶贫实施方案，初审后报

送国家能源局。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对各省（区）

上报的光伏扶贫实施方案进行审核并予以批复。各地区按

批复的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建设，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务院扶

贫办按批复的方案进行监督检查。

四、配套政策措施

（一）优先安排光伏扶贫电站建设规模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对各地区上报的以县为

单元的光伏扶贫实施方案进行审核。对以扶贫为目的的村

级光伏电站和集中式光伏电站，以及地方政府统筹其他建

设资金建设的光伏扶贫项目，以县为单元分年度专项下达

光伏发电建设规模。

（二）加强金融政策支持力度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光伏扶贫工程提

供优惠贷款，根据资金来源成本情况在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基础上适度下浮。鼓励其他银行以及社保、保险、基金等

资金在获得合理回报的前提下为光伏扶贫项目提供低成本融

资。鼓励众筹等创新金融融资方式支持光伏扶贫项目建设，

鼓励企业提供包括直接投资和技术服务在内的多种支持。

（三）切实保障光伏扶贫项目的补贴资金发放

电网企业应按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

资金发放管理制度，优先将光伏扶贫项目的补贴需求列入

年度计划，电网企业优先确保光伏扶贫项目按月足额结算

电费和领取国家补贴资金。

（四）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鼓励电力能源央企和有实力的民企参与光伏扶贫工程

投资和建设。鼓励各类所有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各

种方式支持光伏扶贫工程实施，鼓励企业组建光伏扶贫联

盟。通过表彰积极参与企业，树立企业社会形象，出台适

当优惠政策，优先支持参与光伏扶贫的企业开展规模化光

伏电站建设，保障参与企业的经济利益。

五、加强组织协调

（一）建立光伏扶贫协调工作机制

建立省（区、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责任到位，合力推

动光伏扶贫工作。各级政府要成立光伏扶贫协调领导小组，

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成员包括发改、能源、扶贫、

国土、林业等部门，以及电网企业和金融机构等，主要职

责是协调光伏扶贫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重大政策和问题。

（二）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

国家能源局负责组织协调光伏扶贫工程实施中重大问

题，负责组织编制光伏扶贫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完善光

伏扶贫工程技术标准规范，建立光伏扶贫工程信息系统，

加强光伏扶贫工程质量监督及并网运行监督等。国务院扶

贫办牵头负责确定光伏扶贫对象范围，建立光伏扶贫人口

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光伏扶贫工程收入分配管理制度。请

地方国土部门和林业部门负责光伏扶贫工程土地使用的政

策协调和土地补偿收费方面的优惠政策落实。

请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光伏扶贫工作，加

强光伏扶贫工程组织协调力度，为实施光伏扶贫试点工程

提供组织保障。加大光伏扶贫宣传和培训力度，提高全社

会支持参与光伏扶贫程度。加强对光伏扶贫工程的管理和

监督，确实把这件惠民生、办实事的阳光工程抓紧抓实抓

好。请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认真做好光伏扶贫工程项目储备，

及时按要求上报光伏扶贫工程项目清单。

 

附件：光伏扶贫工程重点实施范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扶贫办

国家能源局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201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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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司，甘肃、江西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华

中能源监管局，甘肃能源监管办：

2016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的开局之年，

做好定点扶贫和对口支援工作是我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社

会责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汪洋副

总理关于定点扶贫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家

能源局关于加快贫困地区能源开发建设推进脱贫攻坚的实

施意见》确定的目标和重点任务，进一步创新政策举措，

加大支持帮扶力度，促进甘肃省通渭县、清水县和江西省

国家能源局下发《2016 年定点扶贫与对口

支援工作要点的通知》 提出扩大光伏扶贫

实施范围

来源：Solarbe.com

信丰县经济发展，如期实现脱贫摘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

一、做好做实相关规划

（一）商请甘肃省发改委、能源局指导通渭县、清水

县研究编制“十三五”脱贫攻坚专项规划，尽快印发实施。

（规划司、甘肃能源监管办）

（二）做好脱贫攻坚专项规划与其他规划的衔接工作。

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引导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能源项

目同等条件下优先在贫困地区布局建设。（规划司、电力

司、新能源司）

二、加快清洁能源开发

（三）有序推进风能资源开发。商请甘肃省发改委、

能源局有序推进《甘肃通渭风电基地规划》实施，进一步

降低风电弃风率，合理安排后续项目的开发时序。扎实推

进清水县白驼镇风电场项目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开工建设。

（新能源司）

（四）扩大光伏扶贫实施范围。商请甘肃省发改委、

能源局增加通渭县、清水县光伏扶贫规模，研究解决实

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开展信丰县太阳能资源量评

估工作，在具备开发条件的前提下，商请有关部门争取

将信丰县纳入全国“十三五”光伏扶贫工程范围。（新

能源司）

（五）探索资产收益扶贫，使清洁能源资源开发与建

档立卡贫困户脱贫直接挂钩，增加贫困人口收入，真正做

到精准扶贫。（新能源司）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六）加大三县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和城市配电网建

设改造中央投资安排力度。重点推进农村中低压配电网

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加快项目实施，提高农村电网供

电可靠率和用户电压合格率。统筹配电网与工业园区开

发建设。（新能源司、电力司，华中能源监管局，甘肃

能源监管办）

（七）统筹考虑甘肃、赣南地区电力供需情况，积极

推进清水县、信丰县火电项目前期研究工作，争取今明两

年内开工建设。（电力司）

（八）商请甘肃省发改委协调推进 S22 公路西吉（宁

夏）至燕子砭（陕甘界）通渭段项目前期工作，争取早日

开工。（甘肃能源监管办）

四、促进教育和社会事业发展

（九）加强与相关大型企业扶贫工作对接，协调支持

信丰县嘉定镇水南小学和古陂镇太平畲族小学改建项目。

（规划司）

（十）继续组织三县贫困家庭小学生代表赴京游学，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继续组织大

学生暑期赴贫困县支教活动，传授学习方法，帮助提高

综合素质。组织高校专家、学者赴贫困县授课，开展金融、

科技和经济管理等培训，提高当地干部群众脱贫致富的

能力。（规划司，中电传媒，华中能源监管局，甘肃能

源监管办）

（十一）继续做好全国扶贫日活动。采取多种方式，

加大能源系统扶贫工作宣传力度，传递扶贫政策信息，反

映工作动态，交流工作经验，营造关注扶贫、人人有责的

氛围，形成扶贫开发的工作合力。（机关党委）

局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

协调，统筹各种资源形成合力，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并及

时报送扶贫和对口支援信息。各任务牵头单位要充分认识

扶贫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

命感，主要领导要到相关县开展调研，协助解决问题，确

保所负责工作落实到位，并按季度向局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展情况。挂职干部要积极发挥作用，深

入基层了解县情、民情，履职尽责，协助地方党委和政府

拓宽工作思路，创新扶贫方式，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力量。

（注：排名第一的单位为牵头单位。）

国家能源局

2016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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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国家电网公司发布《国家电网公司促进

新能源发展白皮书 (2016)》。

以下为《国家电网公司促进新能源发展白皮书(2016)》

内容：

2015 年，我国新能源持续快速增长，风电、太阳能

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双创新高，风电装机容量连续四年世界

第一，光伏装机容量首次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在能源

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我国新能

源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国家电网公司促进新能源发展白皮书

(2016)》发布

来源：Solarbe.com

一、 新能源发展现状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新能源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

截至 2015 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1.7 

亿千瓦，超过全球的四分之一。国家电网调度范围风电、

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11664 万千瓦、3973

万千瓦，国家电网是全球范围内接入新能源规模最大的

电网。

2015 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3144 万千瓦，再

创历史新高 ; 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1672 万千瓦，

连续四年世界第一。截至 2015 年底，我国风电装机容

量达到 12830 万千瓦，81% 分布在“三北”地区，内蒙

古、新疆、甘肃、河北、山东、辽宁、宁夏、山西等 8

个省份装机容量超过 600 万千瓦。其中，内蒙古、新疆、

甘肃、河北风电装机容量超过 1000 万千瓦。太阳能发

电装机容量达到 4158 万千瓦，其中，西部省份太阳能

发电装机容量 2100 万千瓦，占全国太阳能发电装机的

二分之一。甘肃、新疆、青海集中式光伏装机容量均超

过 500 万千瓦。江苏、浙江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分别超

过 100 万千瓦。全国 14 个省份的新能源成为第二大电

源，均在国家电网调度范围内，其中甘肃、宁夏、新疆

新能源装机占本地电源装机比例超过 30%。“十二五”，

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速分别为 34%、

178%。

新能源发电量持续增长。2015 年，我国风电发电量

185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 太阳能发电量 383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64%。新能源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

基本保持平稳，全国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 1728 小

时，9 个省份风电设备利用小时数超过 2000 小时，其

中 7 个在国家电网调度范围内 ; 全国太阳能发电设备平

均利用小时数 1164 小时，6 个省份太阳能发电设备利

用小时数超过 1500 小时，均在国家电网调度范围内。

新能源运行指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新能源发电保持

安全稳定运行，连续 4 年未发生大规模风机脱网事故。

“十二五”，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年均增速分别为

30%、219%。

二、国家电网公司支持服务新能源发展

举措

国家电网公司积极支持和服务新能源发展，认真贯彻

国家新能源战略决策部署，落实改革发展要求，围绕电网

建设、运行消纳、并网服务、技术创新等方面，加大力度，

创新服务，开展了大量工作。

电网建设方面。项目并网工程：2015 年，国家电网

公司新能源并网及送出工程投资 96 亿元，新增新能源并

网及送出线路 3797 千米，满足了新增 313 个风电项目、

1708 个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并网需要。省内输电工程：建

成投运河北张家口“三站四线”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吉林通榆风电送出工程等一批省内配套电网工程，新增

省内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线路 1071 千米。跨省跨区通

道：加快推进锡盟—山东特高压交流工程、宁东—浙江

特高压直流工程建设，开工建设蒙西—天津南特高压交

流工程，以及酒泉—湖南、锡盟—江苏、上海庙—山东

特高压直流工程，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和高效利用提供

支撑。“十二五”期间，国家电网公司新能源并网及送

出工程累计投资 849 亿元，新增新能源并网及送出线路

3.7 万千米 ; 先后建成吉林、甘肃、青海、蒙东、新疆

等地区新能源基地并网送出配套工程，建成省内新能源

配套输变电工程线路 5084 千米、变电容量 4443 万千伏

安 ; 先后投运东北华北直流背靠背扩建工程、新疆与西

北主网联网 750 千伏第二通道、哈密—郑州 ±800 千伏

特高压直流工程，累计建成新能源配套跨省跨区输电通

道 4681 千米。

调度运行方面。完善调度支持系统。2015  年，建

立光伏发电功率预测系统和信息监测系统，覆盖 500 余

座光伏电站，预报精度 85% 以上 ; 扩大风电场自动发

电控制系统 (AGC) 覆盖范围，充分利用系统消纳空间 ;

拓展升级数值天气预报系统功能，进一步提高新能源功

率预测精度。优化系统运行方式。2015 年，西北电网

优化水电及梯级水库运行，统筹安排水火电机组配合新

能源运行 ; 充分利用辽宁蒲石河、吉林白山、北京十三

陵等抽水蓄能电站，累计消纳风电电量 33.5 亿千瓦时 ;

通过省间电网调峰互济，多消纳新能源电量 49 亿千瓦

时 ; 挖掘供热机组调峰潜力，在征得当地政府相关部门

同意后，保证供热前提下调整最小供热开机方式。拓展

新能源消纳空间。2015 年，提高新能源跨省跨区交易

规模，新能源跨省跨区外送电量 294 亿千瓦时，同比增

加 54%。实施清洁替代，消纳新能源电量 27 亿千瓦时 ;

实施电能替代，替代电量 760 亿千瓦时，促进新能源

消纳。

分布式光伏并网服务方面。2015 年，持续创新服务

模式、简化并网手续、及时转付补贴资金，进一步促进

分布式光伏快速发展。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分布式光

伏并网户数快速增长，新增 15691 户、208 万千瓦，累计

并网 22627 户、同比增长 226%，累计并网容量 473 万千

瓦、同比增长 78%。积极支持国家光伏扶贫试点工作。

截至 2015 年底，具备并网条件的 3.77 万千瓦光伏扶贫

项目全部及时并网，覆盖 300 余个村。加快县域电网建

设和改造，2015年光伏扶贫配套电网工程投资1.52亿元。

积极支持国家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建设。满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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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分布式光伏75万千瓦并网需求。积极做好“农光互补”、

“渔光互补”等新型分布式光伏的电网接入和并网运行

服务工作。

技术创新方面。持续加强新能源技术研发。2015年，

投入新能源技术研发 3.01 亿元，同比增长 5.5%。开

展 71 项课题研发，新能源与储能运行控制国家重点实

验室获国家科技部批准建设。推进示范工程建设。2015

年国家风光储输示范二期工程投运风电 35 万千瓦、光

伏发电 6 万千瓦 ; 建成投运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

容量最大、真双极接线的厦门柔性直流示范工程，为大

规模新能源送出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继续推动新能源标

准体系建设。2015 年，新增修订新能源相关企业标准 4

项，参与编制完成行业标准 9 项、国家标准 7 项，主导

编制完成国际标准 1 项。加强国际合作。2015 年，组

织全球能源互联网中欧技术装备研讨会 ; 与美国国家可

再生能源实验室、美国阿贡实验室、伯明翰大学等知名

研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深化全球能源互联网和新能源

关键技术研究 ; 与多家国际气象研究机构合作，研发实

时四维同化数值模拟技术，提升新能源发电预测预报

水平。

三、目前新能源发展制约瓶颈及对策

目前部分地区出现的弃风弃光现象，根本原因是新能

源开发与市场不匹配、跨省跨区输电通道不足、电源结构

不合理、政策机制不健全。

新能源开发与市场不匹配，部分地区消纳空间不足。

我国新能源装机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而用电负荷集

中在东中部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三北”地区负

荷需求小，新能源消纳的市场容量有限。加之近年来，包

括新能源在内的各类电源持续快速增长，总体呈现电力供

大于求局面。目前，全国新能源装机占最高用电负荷和总

装机的比例分别为 21%、11%，而新能源集中开发地区远

高于全国水平，蒙东新能源装机占最高用电负荷和总装机

的比例分别为 171%、35%，甘肃新能源装机占最高用电

负荷和总装机的比例分别为 143%、40%。

跨省跨区输电通道不足，难以实现在更大范围消纳新

能源。现有输送新能源的通道能力只有 1400 万千瓦，占

新能源装机比重不足 10%。“三北”地区 7 个千万千瓦风

电基地，目前仅建成了 ±800 千伏哈密 - 郑州特高压直

流工程。±800 千伏酒泉 - 湖南特高压直流工程 2015 年

5 月核准开工，计划 2017 年投产，比酒泉风电基地建设

滞后 2 ～ 3 年。

电源结构不合理，系统调峰能力严重不足。我国“三

北”地区火电占比达到 70%，而抽蓄、燃气等灵活调节电

源比重不足 4%，东北仅为 1.5%。东北地区火电机组中，

供热机组占比高，吉林供热机组比例达到 78%，冬季采暖

季，保供热和新能源消纳的矛盾非常突出。据统计，2015

年 67% 的弃风发生在供暖期，低谷弃风电量又占总弃风

的 80%。

政策机制不健全，影响新能源跨省跨区消纳。我国

电力长期以来按省域平衡，跨省跨区输送需要国家层面

规划明确。大型水电基地一般在建设之初就明确了外送

方向和消纳份额，保障了电能的消纳，但目前我国缺乏

针对大型新能源基地消纳送出的规划，也尚未建立促进

跨省跨区消纳新能源的市场化机制。在目前用电需求不

足，装机过剩的情况下，各省消纳外省新能源的意愿

不强。

针对目前新能源发展存在的制约，亟需进一步加快特

高压跨区输电通道建设，加快构建中国能源互联网，实现

新能源在更大范围消纳。一是加快跨区输电通道建设。同

步规划新能源基地开发和配套电网工程，落实新能源跨省

跨区消纳方案，抓紧建设一批条件成熟、新能源基地送出

需求十分迫切的跨区输电通道。二是加强统筹规划。统筹

资源与市场、电源与电网，改变目前各类电源分别开展专

项规划的做法，实现电力系统整体统一规划，科学有序安

排新能源项目建设。三是加强市场机制建设。建立有利于

新能源在更大范围消纳的市场化机制，促进新能源跨省跨

区消纳。

四、未来发展

按照国家能源局“十三五”能源电力规划工作总体部

署，国家电网公司编制完成《国家电网公司“十三五”电

网发展规划 ( 建议稿 )》，研究提出 2020 年建成东部、西

部两个同步电网，形成送、受端结构清晰，交、直流协调

发展的骨干网架，实现更大范围水火互济、风光互补，促

进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和高效利用。

开发布局。预计到 2020 年，全国新能源发电装机

容量达 4.1 亿千瓦，其中风电 2.4 亿千瓦，太阳能发电

1.5 亿千瓦。风电开发仍集中在“三北”地区，占全国的

75%; 太阳能发电开发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其中集中

式光伏电站达8000万千瓦，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新疆、

蒙西等西部地区 ; 分布式光伏达 7000 万千瓦，主要集中

在浙江、江苏等东中部地区。

同步电网格局。围绕清洁能源开发布局，扩大同步

电网规模，建设跨流域、跨区域的互联大电网，实现更

大范围水火互济、风光互补、大规模输送和优化配置。

2020 年，国家电网形成东部、西部 2 个同步电网格局，

西部电网将西南水电，西北风电、太阳能、煤电等不同

资源类型的电网进行互联，解决新能源并网发电间歇性、

随机性、不确定性等问题，改善新能源外送电力品质 ;

东部电网将长三角、京津冀鲁、华中东部等主要受电地

区电网进行互联，充分利用大电网调峰能力，扩大清洁

能源消纳市场范围。“十三五”末，国家电网“西电东送”

电力规模从目前的 1.1 亿千瓦提高到 3.1 亿千瓦，“三

北”地区通过特高压电网向东中部负荷中心输送新能源

约 1.48 亿千瓦。

配电网建设改造。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配

电网建设改造的指导意见》精神，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

印发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 (2015~2020 年 ) 的通知》

要求，加强智能配电网建设，加快突破储能技术，提高分

布式电源和多元化负荷接纳能力，实现分布式新能源即插

即用及与大电网的协调运行，满足东中部负荷中心分布式

新能源发展需要。

五、行动与倡议

积极支持新能源发展是国家电网公司义不容辞的责

任。国家电网公司将继续努力，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开展

“五大行动”，提出“三大倡议”，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推动我国新能源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行动：一是加大新能源项目配套电网投资，

加快工程建设，尽最大努力保障 2020 年前年均新增风电

2500 万千瓦、光伏发电 2000 万千瓦装机的并网和送出。

二是加快新能源配套跨区输电通道建设。2016 年，加快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四交四直”特高压工

程，以及酒泉—湖南、准东—皖南特高压直流工程建设，

力争再核准建设张北外送特高压交流、扎鲁特—青州特高

压直流等一批特高压工程。三是加快一批抽水蓄能电站建

设。2016年，建成投产浙江仙居、江西洪屏抽水蓄能电站，

核准建设陕西镇安、新疆阜康、江苏句容、福建厦门抽水

蓄能电站。四是建设 4 个新能源创新示范工程。建设张北

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送出与消纳示范工程、深冷液化空气

储能等大容量储能示范工程、满足大规模分布式电源并网

需求的智能电网工程、覆盖全网的高精度电力气象数据集

成和预报预警平台。五是开展阳光扶贫行动。投资 367 亿

元，三年解决 3.91 万个自然村未通动力电、8.67 万个自

然村动力电改造问题，建设经营区扶贫光伏发电接网工程，

完成公司承担的五县 ( 区 )31.9 万人定点扶贫任务。

我们的倡议：对政府的倡议，加强统筹规划，统筹新

能源与消纳市场、新能源与其它电源、新能源与电网发展，

科学制定“十三五”能源电力发展规划;加快市场化建设，

合理确定政府、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和用户等各方主体在

新能源消纳中的责任和义务，建立有利于新能源消纳的市

场化机制 ; 加强调峰电源管理，合理控制供热机组和自备

电厂发展规模，明确自备电厂参与系统调峰的相关要求。

对行业的倡议，共商推动新能源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大计，

共谋保障新能源安全、可靠、高效并网利用的良策，更加

积极、更加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对用户的倡议，全民践行

绿色发展、热心参与新能源事业，为我国新能源发展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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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前后，以光伏电站为服务对象的数据运维企业

相继涌现。

数据运维之重要性，若将光伏电站的生命周期分为“可

研阶段”、“设计阶段”、“建设阶段”和“生产运营阶段”

分类别说，尤其明显。如可研阶段需对相关资源情况进行准

确评估，要考虑到电站选址、地质地形、电网接入等影响，

分布式则需考虑建筑承重等因素；设计阶段需要分析光伏区

和升压站的布置、组件逆变器等设备选型的问题；建设阶段

则要重点考虑工程质量及工程验收等；生产运营阶段需要管

控好高效运维、设备故障和安全风险等问题，所有用到数据

运维企业的一切，都是为了可以实现电站发电效益最大化。 

行业发展至今，笔者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未来，

光伏电站一定是由有人值守向无人值守转换。”多家运维

企业都有所言及，乃至到了逆变器行业，上上下下也都对

此概念热捧有加。

 “无人值守”对于数据运维企业意味着“大数据光伏

运维”已验明正身，必是未来之子；而对于广大光伏产业人士，

电站可由此省去大量的人力物力，是降本增效的重大突破。

 当下，数据运维企业“捣鼓”出的软件产品或数据平

台已可实实在在助业主省去诸多心力，有趣的是，运维行

业虽萌生不久，在“同质化”的质疑声下，各大运维企业

都早已各有专长。当今数据运维企业在这一领域又有何细

分呢？对于业主或广大光伏产业人士，数据运维企业所带

来的贡献也是有所差别。

诠释O2O

O2O，即线上到线下。自国内电子商务兴盛以来，一

系列形容商业模式的词汇愈发变得时髦起来。

所有数据运维企业都离不开O2O的商业模式，木联能

作为最早一批为光伏电站做 IT 服务的企业，其诠释 O2O

已不止从线上到线下，而又增加到“人”。如今其三大业

疏于下围棋，却精于运维电站

——数据运维企业中的“求道派”

与“胜负师”

《光能》/记者 /于耀翔

务版块夯实而又具独创性，是数据运维企业中不得不提到

的机构之一。

木联能在可再生能源做 IT 服务已颇有渊源，从水电

到风电，进而聚焦于光伏电站，前后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据悉，截至 2016 年 3 月底，木联能光伏发电智能化解决方

案市场占有率按光伏装机规模统计为 7.85GW，CGD 光电

工程软件在全国勘察设计单位用户占有率 95% 以上，毫不

夸张的说，数字很惊人。

有这样的成绩，一是木联能资格比较老，于行业积累

丰富。二是科研能力过硬，自主研发的光伏智能化整体解

决方案已受到市场认可。

作为运维界知名企业之一，笔者向木联能副总经理李

韧咨询过运维相关的事宜。于运维，木联能有自己独特的

经营理念。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大量人力去研究光伏电站本身。

IT只是一个技术的手段，我们更多是在研究光伏电站本身

怎么管理，要用怎样的制度，人要做怎样的工作，通过怎样

行之有效的手段才能把电站管理好。而 IT就是能把方法、

制度、理念、经验固化下来的一个很好的手段，进而呈现给

大家的是一个软件产品。但在软件的背后，是木联能这些年

对电站本身的研究和理解，才有现在的产品。”李韧说道。

近日谷歌研发的人工智能与韩国一流棋手李世•的五

次棋局对弈引发世界关注。围棋界中的“胜负师”与“求道派”

两大概念也随之被炒热。所谓“胜负师”，是在对弈中一

切以获胜为终极目标；而“求道派”更轻输赢，追求棋道

美学与棋风突破。

于光伏电站运维的管理咨询与软件产品和平台，木联

能当仁不让，是行业中的“胜负师”。在可再生能源 IT服

务中的长年积累以及研究光伏电站自身的最佳运行规律中，

由木联能所提供的光伏电站运维管理咨询服务已具有很高

的声望，基于电站运维中的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用人层

面等维度，木联能都可指导业主如何去做并做好一个电站。

而软件产品和平台，一直以来都是木联能在研究中所固化

下来的经验、制度和理念等具有建设性助力的实体化，最

后变作一代代升级的产品。于此，木联能可谓“野心勃勃”。

“木联能的软件产品，未来要个性化。随着这么多年

的发展，光伏电站的应用场景也在不停发生变化。在软件

产品上，木联能会推出基于不同应用场景的解决方案。比

如地面电站，大的分布式屋顶电站，或扶贫和户用光伏，

我们都会推出平台。每一个平台，根据光伏电站不同特点，

功能都会有变化，数据模型也会有变化。紧接着，像山地

光伏，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等应用场景，木联能都会结合

实际情况进行软件开发。如山地光伏，需结合山坡、地势

走向等实际问题来进行运维或评估。山地光伏和大型地面

电站完全不同，数据分析不能同以往做地面电站的经验，

这样的数据是没有效的。根据不同应用场景推出不同的解

决方案。与客户共同探索，不停升级，是木联能软件和平

台业务版块的发展方向。”李韧向笔者介绍道。

于 O2O，木联能除却咨询服务与运维软件产品外，还

重点开展了人才教育。

“木联能已给近 80 座电站做过电站咨询、检测和评估

等业务，软件也在210多个项目中得到了应用。而运维人才，

也是电站运维重要的一环。”李韧说道，“我们认为业主

更需要有很强实战经验的人员，不管是站长还是运维工程

师。所以我们预计会开展长期的人才教育，理论加实战，

把一些有知识基础，想从事光伏电站运维方向的人员，经

训练后直接给企业输送人。把人才作为产品输入到企业中，

发挥作用。木联能现在已在和一些高校洽谈，势必将生源

端和用人端打通，嫁接桥梁。这也是将木联能积攒多年的

一线经验灵活运用、发挥更大功效的好方法。”

于此，木联能又算是行业中的“求道派”了。

诠释“大数据”

在运维行业，做大数据平台已不是新鲜事。各家厂商

都有涉足。但其中值得一提的，要属国能日新、东润环能

以及远景的阿波罗光伏云。

国能日新是以技术和服务起家，纯市场化的软件公司。

他们的功率预测系统，精度可达 90%以上，为目前业内最

高水平，据笔者了解，国能日新这一点甚至受到了同行的赞

赏。时至今日，国能日新已形成了预测、监控、控制和评估

四大类产品。于大数据，国能日新打造了一站式服务平台“驭

能者”。终将其商务优势与技术优势升华到新的维度。

所谓“驭能者”，是国能日新结合电力体制改革精神

及独有、专业的气象服务，并全面集成光伏咨询、建设、管理、

运行、购售电、能效率管理、碳减排、智能微网和智能能

源管理等服务后，实现的能量和信息的流动和互通的对等

交换与共享的平台。

相较于国能日新，东润环能在做大数据的理解上则有

所不同。

东润环能将大数据领域分为四大版块。一是“能量魔

方”城市新能源资源开发与项目管理系统；二是“牛掰(New 

Energy Base)”新能源装备技术交易系统；三是“新能源门”

智慧营运大数据系统；四是“Epower”新能源调度与电力

交易系统。

其中“能量魔方”最为特殊。它是城市新能源资源开

发与项目管理系统，采用数字可视化技术、高清晰地理图

形展示等功能实现政府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资源识别、项

目管理，以及为新能源投资人提供项目开发数据工具与政

府沟通信息平台。

具体来说，通过大数据，“能量魔方”可帮助地方政

府及能源行业管理部门高效识别可再生能源项目，展示当

地风、光、生物质资源、地热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的

资源禀赋、土地属性、电网接入等信息，便于政府高效定

位可开发项目，明确规划目标，制定精准的开发策略，推

进项目投资落地；二是可助力地方政府科学管理可再生能

源项目，把规划、申报、核准、在建、已投运、存储项目

科学统计，并通过管理软件系统可视化动态展示；三是可

帮助地方政府科学系统化管理项目，可监控整个项目生命

周期的状态，亦可深入阅览单个项目的材料并在线批复，

保证各个项目按期顺利推进，提高办公效率，缩短项目申

报和建设周期，控制项目执行风险；此外不但可以帮助政

府提高管理效率，还可帮助新能源投资企业快速识别项目

资源、明确投资标的，高效对接行业管理部门应对政策及

管理要求，规避信息不对称风险，提高投资效率。 

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脱身于光伏电站运维之外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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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服务。这也代表着数据运维公司的视野可放的更高、更远。

东润环能可谓是行业的“求道派”之一了。

远景的阿波罗光伏云平台则始终专注于光伏电站全生

命周期的大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和风险管控。阿波罗光伏

云平台实现了全方位的数据采集，除逆变器数据外，还从

气象站、汇流箱、直流柜、电表，甚至直接从组串、组件

上采集数据，进而形成一套具备多样性的数据，有效支持

后续的大数据分析挖掘和价值创造。据悉，在电站项目接

入后，阿波罗光伏云平台可以为客户提供电站绩效对标、

电站健康度体检、以及损失电量分析等服务。同时，阿波

罗光伏云还为投资人提供风险管控服务，为每个电站进行

全生命周期的资产风险评估和风险评级，综合评测电站整

体性能，从而判断电站的交易可能和潜在交易价值。

诠释数据服务金融

 “融资难”一直是光伏产业的痛点之一。究其原因，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资本看不清电站的运行情况，难以估计

盈亏状况，从而踟蹰不前。

而数据运维企业有丰富的运维经验与一线数据，对于

电站的运行前景可以提供中肯意见，因此，行业中逐渐出

现了金融机构与数据运维企业相结合的现象，这是数据运

维企业进步的表现之一。

2015年，晖保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宣布，

国内第一个“能源互联金融平台”正式对外开放。旨在通过

互联网思维突破传统模式的创新性思维，打造太阳能电站新

型线上产业链合作互动模式。该模式形成了集光伏电站开发、

设计、建设、运维、监测、质检、并网和金融化等各个环节

为一体的闭环操作，推动各类光伏电站在不同阶段中规模化

发展和市场资源整合。据晖保智能总经理徐天介绍，“能源

互联金融平台”将为大型光伏电站、分布式电站以及家庭屋

顶电站提供远程数据监控、电站预警、运维指导和管理，同

时基于大数据技术支撑，为包括银行，信托，基金，保险等

在内的金融机构提供资产管理、资产评级、风险评估和风险

管控等技术服务。通过独立、客观的第三方数据支持，增强

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进而为光伏电站的投融资、交易流转

服务，搭建产业与金融的对接之桥。徐天表示，构建这样的

金融平台，可大大降低金融机构介入光伏行业的风险，引导

资金提高利用效率，形成良性循环，促使整体行业和金融生

态健康发展。2015 年 7月 18日，招商银行和晖保智能签署

了合作协议，成为入驻该平台的首家金融机构。

东润环能在此方面也有所建树，其与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杭州银行、申银万国、天星资本、

同安基金等多家金融机构形成了合作关系。公司还与鼎盛信

和基金合作设立了“东鼎新能产业投资基金”，利用公司产

业大数据挖掘机会，识别风险，对新能源领域PU2( 电站项

目 )、TU2(VC/PE项目 )优质项目进行产业投资。

诠释”软硬结合”

让数据采集的精度和稳定性更好，保证数据采集的有

效性是数据运维企业在进行相关运维工作的前提之一。如

以大型地面电站为例，这一点却并不好实现。

大型地面电站所采用的产品基本上来自不同厂商，不

同厂商之间的产品兼容性差，容易造成一个个“孤岛”系统，

无法形成统一的监控体系。数据如因此丢包或状态不稳定，

便可在不知不觉中造成损失。

除了增加系统的容错率，数据采集硬件上的统一、匹

配也是电站进行良好运维的基础。基于这一点，有的数据

运维企业则着重于开发数据采集或相关运维硬件，使得电

站能够收获较好的运维效果。

研华就是这样的企业。一直以来研华都是以硬件为核

心主导方向 , 在物联网发展驱动下，研华开发了与硬件整

合的数据采集软件,可以帮助云端获取可靠及稳定的数据。

不同于其他的运维软件公司，研华提供的是由数据采集、

可靠传递及数据分析完整的软硬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目前，

研华已经推出应用于太阳能追日系统的高性能的 APAX 控

制器、基于多协议转换的数据网关 UNO 系列产品、网络

通讯的 EKI 交换机、通过电科院电力四级认证的电站专用

机以及风电、光伏电站的运维软件等一系列产品及方案。

为了进一步满足分布式光伏电站数据运维的需求，研

华创新推出了基于 Taglink 技术的 ECU 数据采集多协议

转换网关，解决了无线网络不稳定、数据传输丢失的问题；

对于个别分布式电站布线不方便、采用 3G 网络流量过大

或者需要传输视频信号等需求，研华也推出了基于工业

WIFI 网络的产品解决方案。 

数据运维“软硬一体化”，研华在此领域既是“胜负师”，

也是“求道派”。

最后，笔者想以木联能副总经理李韧的话作为文章结尾。

“如果运维行业只有一两家企业，那不能称作一个行

业。如果有很多企业进来，通过各展所长将行业抬起来，

我们做的才算有了价值。”

未来，随着电站无人值守与第三方光伏电站资产管理

公司的发展，运维行业为光伏产业进一步做出的贡献，非

常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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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光伏能源要跟其它能源形成竞争，但是成本相

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如何在这个竞争格局中生存，实现

更好的发展，这是值得所有的企业进一步思考的。”

2015 年中国能源市场的分析

从目前来讲，2015 全国发电装机新增 12974 万千瓦。

能源系统都要加入到电力市场，大家可能在近两年感觉到

了电力市场的压力，对于火电来讲，煤价非常低，大量的

新增装机，水电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会维持原有的

开发势头，到十三五水电应该会到 134000 万千瓦左右，但

是它的成本未来会持续上升。由于去年降电价，风电和光

伏都有了一个蓬勃的发展，风电达到了3000多万千瓦一年，

光伏是1500万千瓦左右，而且大家抢着在6月30日并网，

所以整个势头会延续到今年上半年，彻底扭转了往往光伏

总是在下半年甚至最后一个季度装机的特点。

全国到 2020 年的电力结构的预测，在这里面，我们已

经把水电设置到了 3.5，核电是 5800 万千瓦，风电是 2.5

亿千瓦，光伏是 1.5 亿千瓦。在整体的装机方面，分布式

光伏占比大约是1/6。预测未来光伏将会成为最主要的增长。

光伏市场现状分析

市场中现在面临一些问题，首先是限电问题，这个主

要是集中在西部，全国全年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1133 小时，

甘肃弃光率达 31%; 新疆弃光率达 26%。这也是为什么希

望通过电价降价政策引导，把光伏的装机引导到中东部，

靠近电力市场的这些位置。在补贴方面，2015 年 2 月份之

前的项目也开始陆续申报了，融资的问题，银行、租赁开

始考虑提供融资服务，但是缺乏专业性。真正需要光伏开

发者自己解决的问题，还是电站质量。

一份不得不看的 2016 年

最新光伏市场分析

整理：《光能》/记者 /祁晓雪

电站质量，电站资产的评估缺乏标准、数据，市场上

标准种类多，但是买家经常互不相认。电站质量分为四个

部分，土地问题，金融机构最担心土地有瑕疵，导致在未

来 20 年中出现纠纷。

设备的选择，这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安装过程中的

设备保护，因为很多组件在出厂的时候，质量都是非常好

的，但是如果施工质量不达标，很容易出现大面积的问题，

对未来的发电量形成伤害。

运维，光伏电站后期的管理，要保障电站发电量符合

预期。

数据中心，大量监控平台的涌现，对银行来讲，电站

数据接入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电站资产质量透明化，让银

行看到这个资产，这是非常有帮助的。毕竟金融市场处在

一个改革的状态，未来项目的融资，特别是融资租赁的直

接模式，都会逐步进入到市场中。

光伏市场开发链条中的角色，如果是把整个光伏开发

链条中设计一个角色的话，有从路条到 EPC到业主到电站

最终的持有者，这个过程中角色还是有一定的转变。能源

局对路条问题非常敏感，特别是在 2013 年和 2014 年之后

也出台了很多的限制措施，对每个行业都有提供相应的配

套服务，所以现在希望路条开发商能够转变成一个当地服

务的提供商。我们就不要把它称之为路条，这样一方面可

以配合大型的开发商在前期就进行合作开发，以保证电站

质量，另一方面也符合整个能源局的要求。因为毕竟路条

的交易现在是完全被禁止了，而且未来如果是想按时领到

补贴的话，中间出现的这些交易记录也会造成一些麻烦。

对于 EPC 来讲，这个市场将会有优秀的 EPC 在竞争

中逐步的脱颖而出，能够通过这个 EPC 的施工质量，来向

银行以及租赁公司实现前期的项目融资。电站业主方面，

现有的电站业主可以分为几个类型，包括有国有企业，还

有大型的地方企业，以及大型的制造业企业，还有本来跟

能源毫无关系，但是它有上市平台，或者有一些其它的融

资渠道。如果占用资金周期比较长的话，业主还是要量力

而行，因为能源行业是很明显的重资产行业。

2016 年政策变化趋势

整个的政策变化，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大量的光伏

增长还是依托于集中地面电站和固定电价的刺激。电价在

未来将会出现一个竞争的模式，如果地面电站竞争，相对

而言分布式的优势就会更加明显。

近几年随着光伏事业的蓬勃发展，涉及光伏管理的相

关部门越来越多。现有的其它部委加入到管理光伏行业当

中，包括农业部、林业、国土、工信部、能源局、国土局

以及电网等，另外制造业的管理部门也延伸到电站开发，

特别是对集中地面电站的土地管理中来，未来在集中地面

电站这个土地管理将会越来越严格。

土地，电站最主要的 2大条件之一，国土部、农业部、

林业总局等相继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光伏用地，个

别省份明确表示单纯地面电站不再增加。

未来在融资渠道方面，绿色债券也是在大力研究的，

像其它的二级市场的融资渠道更好地拓宽之后，相信会有

更多的资产使用者加入到这个当中。

对于能源局来讲，未来推动的几个政策方向，一个是

中东部的大基地的建设，有一些地面电站竞价的方式，对

分布式电价方面，这个没有什么政策，希望在今年推动分

布式的管理，能推动这个方面的发展。

未来光伏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

1、2016 年市场发展趋势

整个市场发展趋势，第一大趋势从西部开发转移到中

东部 , 西部电站限电将导致开发放缓，但不是所有的西部

都限电，现在数据不透明，投资人难以选择，未来依靠数

据中心要细分市场 . 希望光伏这种既能分布式也可以集中

式开发的电力，尽可能的贴近市场。

第二个是基地模式出现，光伏领跑者基地，甩开中间

环节，开发企业或者大型制造企业直接竞争，制造企业的

优势更大。大规模的开发方面，政府可以发挥行政作用，

降低开发成本，大型的基地开发也能够降低 EPC 的施工和

其它方面的成本。

第三个是发电将与其它电源竞争 , 所有电源竞价模式

下，西部火电标杆电价不保，资金紧张的业主将选择出清

电站。

第四是优质的分布式电站更受青睐，因为它靠近用电

方，再加上绿色电力证书，这个资产的价值在资本市场还

是会有一个升值的空间。

2、光伏面临机遇和挑战

在机遇和挑战方面，现有的中国能源结构对光伏的装

机是有一个硬性需求的，计划到 2020 年是 1.5 亿，这个目

标很有可能超过，除了能源局之外，其它的研究机构也在

做更有野心或者是更激进的一个光伏装机预测，这个目标

要超过 1.5 亿。另外一个机遇就是电改，特别是像广东这

样本身电力基础价格要高于其它省份的话，尽可能是使用

本地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因为这对未来的碳市场以及相应

的绿色证书市场，对本地的企业以及政府监管更加有利。

所以这种直供电，有园区直接出售给电力企业的模式，在

很多开发区也会逐步的推开。

挑战，第一个挑战是融资问题，现有的光伏电站建设，

很大一部分的成本是要考虑到融资的成本，在中国的政策环

境，未来的大方向，融资成本还是下降的趋势，但是在下降

过程中，光伏能不能在跟其它行业竞争资金的时候，拿到这

个低成本的融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对于这个层面，

银行很担心，电站是否能够正常的发电 20年，怎么来消除

这个风险，是未来研究机构以及相应的金融机构需要做的重

点工作。包括能源局现在也在考虑成立国家级的担保基金，

甚至是跟地方成立区域性的担保基金，来为整个省内或者是

国内的光伏电站进行担保，来降低这种融资成本。

在电力市场中，未来光伏能源要跟其它能源形成竞争，

但是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如何在这个竞争格局中生

存下去，实现更好的发展，这是值得所有的企业进一步思考的。

（感谢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政策研究

部主任彭澎在第三届广东省分布式光伏论坛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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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业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均问题由来已久。简言概之，

相较东部地区，西部的土地资源更便宜、日照更丰富。

但随着高效组件的更迭、跨省输电网络的建立以及清

洁能源优先上网和最新的政策导向，尤其是分布式的发展，

中国东西部地区光伏业平衡发展已是未来趋势。

西部地区光伏业的优势和匮乏之处一目了然，反观中

部及东部地区，其经济发达，土地利用率高，而适合开发大

型地面电站的土地相对较少，消纳能力极强，未来对于发展

分布式的需求会愈发强烈。这一点自 2013 年各省区分布式

光伏发电统计情况即可看出——华东和华北地区累计并网容

量分别为 145万和 49万千瓦，占全国分布式光伏的 60%。

2015 年，国家能源局发出“十三五”的太阳能利用

意见稿，明文指出“十三五”之太阳能光伏装机目标为

150GW，包含 70GW 的分布式光伏以及 80GW 的集中式

光伏电站。如此比例，也可看出国家对于发展分布式的愿景。

以广东为中心，毗邻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加之浙江，

数据分析：2016-2020 年东南各省

分布式发展最具潜力省份评估

《光能》/记者 /于耀翔

并称为南方六省，横跨中国东南部地区。南方六省并提已久，

其中光伏业发展有优有劣，几大省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东

部光伏业发展辐射范围内的情况。那么未来东部分布式的

发展及投资，在哪一区域更加利好？

 

数据对比
 

据 2013 年中国各省区分布式光伏发电统计情况，南方

六省分布式装机并网以浙江 425MW 占市场份额 13.7% 居

全国第一。而广东与湖南分别以 300MW，同占市场份额

9.7% 位居全国第二。江西以 158MW 占市场份额 5.1% 位

居全国第八，福建以 73MW，占市场份额 2.4% 位居全国

15，广西以 53MW，占市场份额 1.7% 位居全国第 18。

截 止 2014 年 9 月， 福 建 并 网 的 光 伏 项 目 仅 有

133MW。相较广东与浙江来说，对于一个发达的东南部沿

海大省，这个容量确实比较低。这也基于福建省光照条件

及政策扶持力度小而产生的结果。

在东南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光伏业的浙江省，始终

积极努力，截止 2015 年，其下属各市、县及区出台政策

全国最多，政策数量超过了 30 条，涵盖了省内各地级市

及其下属的区县。 虽然浙江省土地面积仅为 10.18 万平

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年平均日照时数

1710 ～ 2100 小时，辐射量属全国四类地区。但据《浙江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三五

期间，浙江省还将全力建设一系列能源重大工程项目，其

中包括全面实施百万家庭屋顶光伏工程，到 2020 年光伏总

体发电力争达到 800 万千瓦。与之相比，湖南省《关于推

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力争 2017 年末，

全省新增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超过 100 万千瓦，累计

达到 145 万千瓦以上。则显得保守发展。

而与湖南相对，广东省对于分布式发展则显得劲头高

昂，与浙江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依据《广东省太阳能

光伏发电发展规划 (2014-2020 年 )》：2020 年前建成广州

萝岗、增城、深圳龙岗等一批 50 兆瓦以上的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争取园区内具备条件的企业厂房全部安装使用光

伏发电系统 , 全省产业园区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主

要备选项目合计装机容量约 200 万千瓦；鼓励在城市路灯

照明、城市景观以及通讯基站、交通信号灯等领域推广分

布式光伏电源。全省其他各领域、各类型分布式光伏发电

主要备选项目合计装机容量约 250 万千瓦。

两项相加共 450 万千瓦，而这仅是分布式发展规划。

除此以外，江西、广西与福建则因经济欠发达或政策

不支持对于分布式的发展显得有些余力不足。

 

分布式发展最具潜力省份
 

通过上述比较，不难发现南方六省之中，浙江与广东

对于分布式发展最具野心与格局。

但广东省已经为分布式发展已做好了明确的统计与计

算，据《广东省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规划(2014-2020年 )》，

广东省有各类工（产）业园区近 200 个，集中连片屋顶资

源丰富。经初步调查，全省可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的

建、构筑物屋顶面积约 8000 万平方米，其中珠三角地区

约 6000 万平方米、粤东地区约 800 万平方米、粤西地区约

500 万平方米、粤北地区约 700 万平方米，据此估算全省

可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约 800 万千瓦。据估算，

全省每年新增建筑的屋顶面积超过 2800 万平方米，若其中

的 10% 可安装光伏发电系统，每年新增建筑屋顶面积可建

设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约 30 万千瓦。而浙江省尚未有明确统

计。如以对分布式资源摸底的态度来看，足见广东政府对

分布式发展的重视。

另一方面，据全国各地太阳能总辐射量与年均日照峰

值时间统计，南方六省光照条件最好的便是广东省，为全

国三类地区，其年辐照时数 2200 小时左右，年辐射总量

4200-5800 兆焦耳 / 平方米，相当于一年辐射在省内土地

的能力达 300 亿吨标煤左右。太阳能资源可谓非常丰富。  

与此同时，广东省经济相对发达，工商业平均电价和

煤电脱硫标杆上网电价在国内均属较高水平，相同度电补

贴标准下，广东省分布式光伏发电经济性更好；加之该省

电源总装机规模大，电网网架结构坚强，光伏发电电网消

纳能强，同时具有较好的光伏研发和产业基础，如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这使

广东省在光伏发电技术研发方面具备较强实力，最重要的

一点是，在广东省光伏产业已形成以光伏材料、电池、组件、

装备、系统集成等为主的产业链条，为拓展光伏发电应用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未来，东部地区光伏业的发展或将

以广东省为支柱之一。

地区类别
年辐射量

(MJ/m2Y)

年辐射量

(KWh/m2Y)

年辐射量

(h/Y)

年平均日照

峰值时间 (h)

日平均日照

峰值时间 (h)

一类地区 宁夏北部、甘肃北部、新疆南部、青海西部、西藏西部； 6680~8400 1855~2333 3200~3300 1854~2300 5.08~6.3

二类地区
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

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
5852~6680 1625~1855 3000~3200 1624~1854 4.45~5.08

三类地区

山东、河南、河北东南部、山西南部、新疆北部、吉林、

辽宁、云南、陕西北部、甘肃东南部、广东南部、福建南部、

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台湾西南部；

5016~5852 1393~1625 2200~3000 1387~1624 3.8~4.45

四类地区
湖南、湖北、广西、江西、浙江、福建北部、广东北部、

陕西南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黑龙江、台湾东北部；
4190~5016 1163~1393 1400~2200 1132~1387 3.1~3.8

五类地区 四川、贵州 3344~4190 928~1163 1000~1400 913~1132 2.5~3.1

一、全国各地太阳能总辐射量与年均日照峰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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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预计全省新增建成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约 130

万千瓦，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约 30-50 万千瓦，光伏电

站 80-100 万千瓦 ;“十三五”期，预计全省累计建成光

伏发电装机容量约 400-600 万千瓦。” 

一、广东省光伏发电发展现状

1. 广东省光伏发电发展历史

2009 年之前：主要以科研试验、示范项目为主，比

如深圳园博园 1 兆瓦项目、汕头华能 100 千瓦科技部项

目等 ;

2009 年 -2013 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主要以金

太阳、光电建筑一体化项目为主，项目从千瓦级发展到兆

瓦级。广东省的金太阳项目在 2013 年就全部建设完成。

2014 年 -2015 年：开始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主要

以度电补贴的分布式为主，自 2015 年开始有了建成的光

伏电站项目。

截至 2015 年，全省累计装机规模约 85 万千瓦，新增

32 万千瓦。广东光伏发电开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2. 光伏发电现状

分布式光伏电站发展状况：目前广东省累计装机容量

约 80 万千瓦，2015 年新增 27 万千瓦 ; 累计建成 351 个

个人居民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约 2.4 兆瓦 ; 从分

布上来看，主要集中在佛山、广州、珠海、深圳、东莞、

惠州等珠三角地区。

光伏电站发展状况：广东省累计备案电站项目39个，

装机容量 184 万千瓦，其中 2015 年备案项目 28 个，装机

容量约 153 万千瓦。广东省累计建成电站项目装机容量 5

万千瓦。从已备案项目的分布上来看，主要集中在阳江、

湛江、汕尾、河源、梅州等粤东粤西地区。

教你如何在广东发展光伏

整理：《光能》/记者 /祁晓雪

3. 广东光伏政策措施

广东省推动光伏发电的主要政策措施，省里面烛台

了几个文件，省政府办公厅在 2014 年出台了《关于促进

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这里面的政策要点，

一个是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给予的支持，另

外是自发自用电量纳入节能统计和考核。广东发改委做

了一个《广东省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规划》，明确了发

展目标，简化了项目的管理，另外出台了《关于加快推

进我省清洁能源建设的实施方案》，这是从能源局和发

改委的角度，想推动出台省级的补贴政策，广东从管理

部门的角度出发，希望出台这个省级的补贴，但是因为

这个补贴也涉及到其它的一些部门，所以现在还没有出

台。经信委出台了《加快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分布式光伏

发电推广应用工作实施方案》，对产业园区内分布式项

目屋顶业主给予补贴。

广东发展改革委、能源局推动光伏发电发展主要工作:

具体来说，广东省发改委和能源局推动光伏发电的主

要工作，一个是发展规划，对到 2020 年的光伏发展规划

是到 6GW。第二个是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我省清洁能

源建设的实施方案》，第三个是简化项目管理，第四个是

协调推动简化光伏并网手续，从 2013 年，全省金太阳项

目建设完成之后，进入分布式当时遇到的主要困难除了屋

顶难落实之外，另外就是并网难，曾多次到南方电网公司

沟通，协助解决并网困难的问题。第五是争取国家能源局

二、广东省光伏发展工作中遇到的几个问题
 

1. 关于项目备案：

管理层级：分布式项目在地市或县级发展改革部门备

案、电站项目在省级备案，个人居民项目个人在电网企业

登记，电网企业再集中向发改部门申请备案。

需要的支撑性文件：分布式需提供项目基本情况材料、

屋顶建筑合法性证明材料及租用合同，电站还需提供地市

发改部门意见和电网接入意向函。

对广东省光伏发电的支持，主要是 2014、2015 年对广东

省光伏发电年度指标的支持。第六个是推动协调分布式示

范区等具体项目建设中遇到问题的解决。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布式光伏电站方面，第一个

是屋顶资源落实比较困难，除了一些屋顶业主出于各方面

的考虑，还有就是广东的一些厂房的屋顶是比较老的结构，

不太适合建。还有一个是从 2015 年开始，国家的经济形

势有下行的压力，所以很多厂房的消化能力也受到限制，

好的屋顶比较少。第二个是国家财政资金的补助一直没有

到位。在电站方面的开发，受国土和林业政策影响，适合

大规模建设电站的场址还是比较少的。

南方电网已出台的光伏并网文件 :

说到推动电网公司简化手续，南方电网已经出台了很

多关于光伏并网的意见。简单汇总一下，主要是6个文件，

一个是总体的指导意见，还有一个是服务指南，还有一个

服务工作细则、接入电网技术规范、资金补贴管理，在这

一块也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包括广东省能源局也进一步推

动了电网公司出台这些文件。

2. 关于年度建设规模指标：

屋顶分布式项目和地面完全自发自用分布式光伏电站

放开发展，不设年度建设规模指标。

电站项目每年国家能源局下达各省年度建设规模指

标，具体包括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电站 (35 千伏

及以下接入等级、单个项目不超过 2 万千瓦且主要在并网

点变电台区消纳 )。

3. 关于补贴资金申请：

分布式：由项目业主向项目所在地电网企业申请，

经电网企业汇总、省财政、发改部门审核后，由南方电

网公司上报国家财政部、发改委、能源局审核列入补贴

目录 ;

电站：由项目业主向项目所在地财政、发改部门申请

并初审后上报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和能源局审核。

需要提供的材料主要包括：电价审核文件、备案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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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光伏电站场址所涉国土、林业问题：

国土资源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 国家林业局《关于光

伏电站建设使用林地有关问题的通知》。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广东省只要涉及到林地的项目到目

前为止都没有开工。

三、2016 年及“十三五”期光伏发电展望

1. 全国“十三五”规划目标：

根据国家制定的《太阳能发电“十三五”发展规划 (征

求意见稿)》，到2020年，全国光伏装机累计达1.5亿千瓦，

其中分布式光伏 7000 万千瓦，电站 8000 万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规模显著扩大，形成西北部大型集中式电站和中

东部分布式光伏并举的发展格局。在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

量中，西部地区占 35%，中东部占 65%。

2. 国家建立目标引导制度：

《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

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一是将制定各省能源消费总量中

可再生能源比重目标、全社会用电量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

电量比重指标，各省再明确区域内电网和各供电主体的相

应比重指标。二是研究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证书交易

机制。

3. 分布式度电补贴将逐步到位：

一是广东电网目前已先行垫付经审核的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度电补贴资金 ; 二是今年 1 月底，国家财政部、发

展改革委和能源局已联合下发通知，要求组织申报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其中包括光伏电站和分布式

光伏项目。

4. 社会接受度逐步提高：

以个人居民分布式项目为例，目前全省已建成 351 个

个人居民项目，总装机规模达2.4兆瓦，不仅广州(117个)、

深圳 (28 个 )、佛山 (34 个 ) 等珠三角地区居民建设光伏

系统的积极性较高，韶关 (21 个 )、茂名 (33 个 )、云浮 (23

个 ) 等粤东西北地区的积极性也较高。

5. 经济的复苏：

长期来看，经济的复苏将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提供

更多具备消纳条件的厂房屋顶。

6. 广东的其他优势：

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工业园区集中连片的厂房屋顶

较多、珠三角地区工业用电价格高、电网消纳能力强 ; 此

外，广东的商业市场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对外来投资没

有限制和附加条件。

在以上几个主要问题分析判断下，2016 年预计全

省新增建成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约 130 万千瓦，其中分

布式光伏发电约 30-50 万千瓦，光伏电站 80-100 万千

瓦 ;“十三五”期，预计全省累计建成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约 400-600 万千瓦。

（感谢广东省能源局新能源产业处樊俊林在第三届广

东省分布式光伏论坛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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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使用有功功率控制系统的光伏电站，在有功功率实现有效控制的前期下，通过功率分配算法来实现有功功率

增量或减量在各个光伏逆变器的分配，需要考虑各个光伏逆变器的累计运行时间和停机时间，本文在前人研究基

础上针对实时有功和目标有功差值小于可调（可控）运行光伏逆变器的有功增 / 减裕度总和时，通过按有功增裕

度大小排序或累计运行时间排序的优化策略，在满足目标功率值的前提下，来进一步减少光伏逆变器的运行数量，

尽量使得光伏逆变器工作在最佳负荷状态，也可使得相对累计运行时间较长的光伏逆变器暂时休眠，从而提高了

光伏逆变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寿命，并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减少了光伏逆变器的故障损失。

关键词：光伏电站，光伏光伏逆变器，有功出力（功率）控制，功率分配策略

光伏电站有功出力分配策略的优化探讨

陈建国

1 背景介绍

与火力发电相比，光伏电站受光照强度等气候影响较

大，故存在随机性、间歇性及周期性等特点，随着光伏电

站规模扩大，接入电压等级的不断提高，光伏发电容量在

系统中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对电力系统的影响范围也将大

大增加，如对电网调度管理方面，增加了短期负荷预测难

度，使整个电网的负荷总量具有时变性和随机性，从而给

电网的发电计划，尤其是日发电计划的合理制定和调频、

调峰带来了较大困难。其次是对电网电能质量的影响，光

照强度以及温度等自然条件的突变、电站对多个光伏逆变

器的频繁启停操作等造成光伏逆变器的不规则启停导致电

站功率的突然波动，波动过大时会造成电网电压闪变及电

网的频率发生变化；当电站功率的波动较小时，由于电网

的容量足够大，此时由于功率波动导致的电网频率变化较

小，电网通过自身调节即可稳定频率；而当功率出现较大

波动甚至整个电站退出电网，则会对电网频率产生较大突

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3]。

国家电网公司于 2011 年 5 月发布《光伏电站接入电

网技术规定》，规定指出：“光伏电站应具备有功功率调

节能力，能够接收、自动执行调度部门的控制指令。确保

有功功率计有功功率变化按照调度部门的要求运行“。《规

定》中指出：光伏电站的有功功率变化包括 10min 有功

功率变化和 1min 有功功率变化，确保光伏电站的有功功

率变化得到限制，满足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要求，允

许出现因太阳能辐照度降低而引起的光伏发电站有功功率

变化速率超出限制的情况。一般电站都会安装自动发电控

制（AGC）系统，它是指发电机组在规定的出力调整范

围内，跟踪调度自动控制指令，按照一定调节速率实时调

整发电出力，以满足电力系统频率和联络线功率控制要求

的服务。

近几年国内相关文献资料对光伏电站的功率控制和

分配策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文献【1-4】中研究了光

伏电站的有功功率控制原理，基于光伏光伏逆变器运行

状态和运行时间的考虑，并结合光伏光伏逆变器的最大

功率计算，提出了比平均分配和按光伏逆变器发电能力

大小分配机制更加优化的有功功率分配策略，该策略比

较目标功率值和当前实时功率值的差值，根据差值是否

大于零来判断升降功率，当已经运行的可调光伏光伏逆

变器升降功率不满足电网 AGC 主站的控制要求时，根据

光伏逆变器的开机或停机时间的长短来生成开机或停机

队列，依次进行启动或停止光伏逆变器直到满足要求为

止，实现了对电网调度的准确分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了光伏光伏逆变器的频繁启停，使光伏光伏逆变

器的运行时间平均，延长了光伏光伏逆变器的使用寿命。

但是，当已经运行的可调光伏光伏逆变器能够满足功率

分配时，该策略所分配的光伏逆变器实时功率会小于等

于在当前光照条件下的最大功率，因此仍然存在可优化

的空间，通过相应的算法可实现其中一部分光伏逆变器

停机，剩余的仍然继续工作运行，本文基于文献资料，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优化策略进行了探讨，目的是进

一步来减少光伏逆变器的运行数量。

2 有功功率分配策略的理论基础

假设光伏电站实时有功功率值为 Pmea，电网调度计

划要求电站输出有功功率的期望值为 Pref，电站有功功

率期望值与实际值的差值记为有功功率偏差 ΔP，则可用

式（1）表示：

                      
  （1）

光伏光伏逆变器的在某一辐照度和温度下的最大可输

出功率用 Pmax 表示，可使用光功率预测系统进行计算，

参考式（2）。

（2）

由于式（2）为考虑各种损耗、温度变化和辐照度的

经验计算值，故不能保证和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在该式

基础上增加一个置信系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一

般的取 0.8 至 0.9。

Pimax=k*Pmax（K为置信系数，0.8-0.9）     （3）

公式（2）中各参数的具体含义为：

Pm：某光伏逆变器对应光伏组件阵列的标称功率； 

Eq：辐照强度（W/m2）； 

α: 组件功率温度系数； 

T：组件电池结温； 

η1 ：组件衰减修正系数；

η2 ：组件组合损失修正系数（失配、阴影等）； 

η3 ：光伏逆变器转换效率； 

η4：灰尘及遮挡损失修正系数； 

η5：线缆损耗修正系数；

假设某一时刻光伏逆变器实时功率为 Pimea，假如落

在C点，被分配的功率为Pi，落在B点，Pimax落在A点。

则从 C 点到 A 的差值称为有功增裕度，即光伏逆变器在

某时刻的功率可调节范围在 C 与 A 之间，若光伏逆变器

实时功率为 Pimea 落在 B 点，光伏逆变器的最小启动功

率为 Pmin，则降功率时的有功减裕度为 ΔPi=Pimea-

Pmin。

3 分配策略的优化探讨

3.1 有功增功率优化分配策略探讨

3.1.1 优化前

假设某电站光伏逆变器运行可调节，在电站调度过

程中，若子站接收到的当前有功计划值大于电站当前出力

时，执行增加总有功出力的控制流程。假设此时并网点实

时功率值总和为 1480kW，目标功率值为 2380kW，则有

功功率差值为 900kW，显然目标值大于实时值，需要对

光伏逆变器进行增功率。各光伏逆变器实时预测最大功

率值 Pimax 值如表 1 所示，可计算各光伏逆变器的有功

增裕度 Pimax-Pimea，有功增裕度总和 Padd,margin 为

1383kW，ΔP 和有功增裕度之差为 -483kW，即所有可

调运行光伏逆变器的有功增裕度大于实时有功与目标有功

的差额，因此只要在 7 台可调运行光伏逆变器中分配功率

即可，不需要再额外开启光伏逆变器。各个光伏逆变器的

有功增量 ΔPi 可用式 (4) 表示。

    

 （4）

其中各个光伏逆变器的有功增裕度与可调运行光伏逆

变器的有功增裕度总和之商为有功增量系数，有功增量为

有功增裕度系数和有功功率偏差的乘积，实时功率值和有

功增量之和为最终分配功率，因此可得到每台光伏逆变器

增功率 ΔPi 和最终分配功率 Pi，参考表 2。最后将光伏

逆变器停机的指令，以及对光伏逆变器有功的设定指令发

送到光伏逆变器监控系统执行。

图 1  有功增裕度和有功减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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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优化前各光伏逆变器实时功率及有功增裕度（单位：kW）

光伏逆变器

序号

光伏逆变器

状态

各光伏逆

变器实时

功率值 

Pimea

各光伏逆变器实

时预测最大功率

值 Pimax

Pimax-

Pimea

1# 运行可调节 215 420 205

2# 运行可调节 200 404 204

3# 运行可调节 205 408 203

4# 运行可调节 212 412 200

5# 运行可调节 210 405 195

6# 运行可调节 220 408 188

7# 运行可调节 218 406 188

　 小计　 1480 2863 1383

表 2 优化前分配功率值（单位：kW）

光伏逆变器

序号

有功增裕度

系数
有功增功率 Δpi 最终分配功率 Pi

1# 14.82% 133.41  348.41 

2# 14.75% 132.75  332.75 

3# 14.68% 132.10  337.10 

4# 14.46% 130.15  342.15 

5# 14.10% 126.90  336.90 

6# 13.59% 122.34  342.34 

7# 13.59% 122.34  340.34 

3.1.2 有功增功率优化后功率分配—按增裕度大小排

序对可调光伏逆变器进行停机

本部分在 3.1.1 所述功率分配的基础上进行优化，首

先对可调运行光伏逆变器的增裕度从大到小进行排序，从

188kW 到 205kW。

记矩阵 ，其中 P1 中的元素

为可调运行光伏逆变器队列中计算的最大有功功率，按光

伏逆变器的增裕度大小进行排序，即 Pjmax 的有功增裕度

要大于等于 P（j+1）max，因为不排除存在逆变器的有功增裕

度相等的情况，记矩阵 ，其中

T 中的元素在本次停机队列中，光伏光伏逆变器在本次分

配中是否改变启停状态，tj=0 时表示对光伏逆变器进行停

机，tj=1 表示不对光伏逆变器停机。

则令：

    

       

（5）

采用递归法依次停止有功增裕度最小的光伏逆变器，

直至可调运行光伏逆变器的最大计算功率值小于等于有功

目标功率值为止。

                             (6)

计算步骤为：

令 t1=1，t2=1，……，tn=0，计算 Q，若 Q ＜ 0，执

行下一步。

令 t1=1，t2=1，……，tn-1=0，tn=0，计算 Q，若 Q

＜ 0，则继续令 tn-1=0，计算 Q 大于等于 0 为止。若 tj=0

时，m=0，那么停机数为 ，此时各个光伏

逆变器可按照最大计算功率运行。若 tj=0 时，m ＞ 0，则

实际应停机数为 M-1，由于运行数量发生变化，那么各

光伏逆变器功率将重新进行分配。

对 于 本 案 例， 采 用 递 归 法， 首 先 令 矩 阵 T=

（1,1,1,1,1,1,0）， 可 计 算 Q 值 为 -77kW， 当 T=

（1,1,1,1,1,0,0）继续判断，此时 Q 值为 331kW，也

就是说如果停掉 6# 和 7# 光伏逆变器，1# 至 5# 光伏

逆变器的最大有功功率总和无法达到目标功率值，所以只

需要停掉7#光伏逆变器，那么停机数为M-1=7-5-1=1，

运行数量由 7 台减少为 6 台。参考表 3 和表 4 递归法计算

结果。

表 3 递归法优化过程第一步（单位：kW）

光伏逆变器序号 tj 预测最大功率 Pimax

1# 1 420

2# 1 404

3# 1 408

4# 1 412

5# 1 405

6# 1 408

7# 0 0

Pmax’ 　 2457

Pref 　 2380

Q 　 -77

表 4 递归法优化过程第二步（单位：kW）

光伏逆变器序号 tj 预测最大功率 Pimax

1# 1 420

2# 1 404

3# 1 408

4# 1 412

5# 1 405

6# 0 0

7# 0 0

Pmax’ 2049

Pref 2380

Q 331

若停掉 7# 光伏逆变器后，光伏逆变器的实时功率值

减少，将变为 1262kW，与目标功率值的差额 ΔP 需要进

行更新，其差额为 1118kW，在 1#-6# 光伏逆变器中，

各个光伏逆变器按照增裕度系数进行有功功率的增量计

算，计算受控机组中不需要停机的光伏逆变器有功期望输

出功率，最终重新分配的功率参考表 5。

表 5 新的优化分配策略下的最终分配结果（单位：kW）

光伏逆变器

序号

有功增裕度

系数

有功增功率 Δpi 最终分配功率 Pi

1# 17.15% 191.79  406.79 

2# 17.07% 190.86  390.86 

3# 16.99% 189.92  394.92 

4# 16.74% 187.11  399.11 

5# 16.32% 182.44  392.44 

6# 15.73% 175.89  395.89 

上述对于按有功增裕度大小优化策略的好处在于运

行光伏逆变器数量的减少使得各个光伏逆变器分配的功率

增加，那么光伏逆变器尽可能地工作在高效模式，但存在

的弊端可能造成有功增裕度较高的光伏逆变器长时间在工

作，因此在该策略上可结合下文 3.1.3 所述的按光伏逆变

器累计运行时间长短优化策略进行综合考虑。

3.1.3 有功增功率优化后功率分配—按累计运行时间

长短对可调光伏逆变器进行停机

该算法首先是对可调运行光伏逆变器的累计运行时间

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参考表 6。那么假设 1# 至 7# 光伏

逆变器当中 6# 的累计运行时间最短，2# 的累计运行时

间最长。

表 6 按累计运行时间长短对光伏逆变器进行排序（单位：kW）

光伏逆变器序号 实时功率 Pimea 预测最大功率 Pimax

6# 220 408

5# 210 405

3# 205 408

4# 212 412

7# 218 406

1# 215 420

2# 200 404

Pmax’ 　 2863

Pref 　 2380

Q 　 483

同理，根据上文提到的递归方法也可以计算得出停机

光伏逆变器序号和停机数。对于该案例，若将 2# 光伏逆

变器停机，运行数量由 7 台减少为 6 台，如果继续将 1#

停掉，3# 至 7# 光伏逆变器的最大有功功率总和无法达

到目标功率值，故只停一台，则实时总有功功率则变为

1280kW，和目标差额为 1100kW，在 1#、3#-7# 共

计 6 台光伏逆变器中，各个光伏逆变器按照增裕度系数进

行有功功率的增量计算，计算受控机组中不需要停机的光

伏逆变器有功期望输出功率，最终分配的功率参考表 8。

表 7 递归法计算光伏逆变器停机数（单位：kW）

光伏逆变器序号 tj 预测最大功率 Pimax

6# 1 408

5# 1 405

3# 1 408

4# 1 412

7# 1 406

1# 1 420

2# 0 0

Pmax’ 2459

Pref 2380

Q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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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最终分配功率值（单位：kW）

光伏逆变器

序号

有功增裕度

系数
有功增功率 Δpi 最终分配功率 Pi

6# 16.59% 182.51  402.51 

5# 16.47% 181.17  391.17 

3# 16.59% 182.51  387.51 

4# 16.75% 184.30  396.30 

7# 16.51% 181.62  399.62 

1# 17.08% 187.88  402.88 

3.1.2 和 3.1.3 部分的两种优化策略和优化前的功率

对比参考图 2，两种方法可联合使用，也就是说光伏电站

在实现目标功率控制的基础上，可对光伏逆变器的运行数

进行控制，在保证实现目标值的前提下，累计运行时间长

的光伏逆变器尽量不投入，光伏逆变器的运行数量尽可能

的减少。

即所有可调运行光伏逆变器的有功减裕度大于总有功差

值，因此只要在7台可调运行光伏逆变器中分配功率即可，

不需要再额外对光伏逆变器进行停机操作。不需要再额

外开启光伏逆变器。各个光伏逆变器的有功增量 ΔPi 可

用式 (7) 表示。

     

（7）

其中各个光伏逆变器的有功减裕度与可调运行光伏逆

变器的有功减裕度总和之商为各个逆变器的有功减裕度系

数，有功减量为有功减裕度系数和有功功率偏差的乘积，

实时功率值和有功减量之和为最终分配功率，因此可得到

每台光伏逆变器减功率值 ΔPi 和最终分配功率 Pi，参考

表 10。最后将光伏逆变器有功的设定指令发送到光伏逆

变器监控系统执行。

表 9 有功减功率优化前的实时、最小启动功率和有功减裕度

序 逆变器状态
各逆变器实时功

率值  Pimea

各逆变器最小启

动功率 Pimin

Pimea-

Pimin

1# 运行可调节 215 9 206

2# 运行可调节 200 10 190

3# 运行可调节 205 8 197

4# 运行可调节 212 12 200

5# 运行可调节 210 4 206

6# 运行可调节 220 6 214

7# 运行可调节 218 5 213

　 　 1480 54 1426

表 10 逆变器最终功率分配值

逆变器序 系数 有功减量 Δpi 最终分配 Pi

1# 14.45% -83.79  131.21 

2# 13.32% -77.28  122.72 

3# 13.81% -80.13  124.87 

4# 14.03% -81.35  130.65 

5# 14.45% -83.79  126.21 

6# 15.01% -87.04  132.96 

7# 14.94% -86.63  131.37 

图 2  优化前后分配功率对比（单位：kW）

3.2 有功减功率优化分配策略探讨

3.2.1 优化前

假设某电站光伏逆变器运行可调节，在电站调度过

程中，若子站接收到的当前有功计划值小于电站当前出

力时，执行减少总有功出力的控制流程。假设此时并网

点实时功率值总和为 1480kW，目标功率值为 900kW，

则有功功率差值为 580kW，显然目标值小于实时值，

需要对光伏逆变器进行减功率。假设各光伏逆变器实时

功率值 Pimea 值和逆变器的最小启动功率如表 9 所示，

这些数据都是假设，那么可计算各光伏逆变器的有功减

裕度 Pimea-Pimin， 有功减裕度总和 Psub,margin 为

1426kW，ΔP 的绝对值和有功增裕度之差为 -846kW，

3.2.2 优化后

该算法在 3.2.1 的基础上首先是对可调运行光伏逆变

器的累计运行时间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参考表 11，那么

假设1#至7#光伏逆变器当中6#的累计运行时间最短，

2# 的累计运行时间最长。

表 11 按累计运行时间长短对光伏逆变器进行排序（单位：kW） 

逆变器序号 各逆变器实时功率值  Pimea

6 220

5 210

3 205

4 212

7 218

1 215

2 200

同理，根据上文提到的递归方法也可以计算得出停

机光伏逆变器序号和停机数。对于该案例，若将 1#、

1# 光伏逆变器停机，运行数量由 7 台减少为 5 台，如

果继续将 7# 停掉，3# 至 6# 光伏逆变器的实时有功

功率总和无法满足目标功率值 900kW 的要求，故只停两

台，则实时总有功功率则变为 1065kW，和目标值差额为

165kW，由于逆变器的数量发生变化，那么在 3#-7#

共计 5 台光伏逆变器中，各个光伏逆变器按照减裕度系数

进行有功功率的减量计算，计算受控机组中不需要停机的

光伏逆变器有功期望输出功率，最终分配的功率参考

表 13。

表 12 递归算法（单位：kW）

逆变器序号 Tj Pimea

6# 1 220

5# 1 210

3# 1 205

4# 1 212

7# 1 218

1# 1 0

2# 0 0

逆变器序号 Tj Pimea

Pmea 1065

Pref 900

Pmea-Pref 165

表 13 最终有功功率分配值（kW）

逆变器序号 有功减裕度系数 有功减量 Δpi 最终分配功率 Pi

6# 20.78% -34.28  185.72 

5# 20.00% -33.00  177.00 

3# 19.13% -31.56  173.44 

4# 19.42% -32.04  179.96 

7# 20.68% -34.12  183.88 

优化前后的功率对比参考图 3，通过对比，逆变器数

量减少为 5 台，各个逆变器功率也比优化前有较大增加，

使得逆变器尽量工作在最高的功率。

图 3  优化前后分配功率对比（单位：kW）

4 小结

文中对光伏电站有功功率控制系统的分配策略进行了

探讨，有功功率的分配原则是优先保证分配功率满足目标

值的要求，其次需充分考虑你去吧的实际运行情况，避免

逆变器的频繁启停，结合累计运行时长和有功增裕度原则

的轮休策略来停止一部分逆变器，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因此有功功率控制系统本身需要对每一台逆变器的累计运

行时间和停机时间进行记录，并按大小进行排序再根据优

化策略来确定是否进行启停操作。

由于光伏功率实时变化波动，因此功率控制系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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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分配动作也应快速，若未准时给逆变器下达增减

功率的命令，可能会造成实际期望输出与实际输出存在

偏差，偏差的来源主要在于光伏功率的波动性受天气温

度的影响。在西北地面电站，西北能监局下发的两个细

则（修订稿）对发电实际出力与计划出力（AGC 指令）

偏差有相应的考核标准，对功率预测误差也提出了相应

的要求。

文中若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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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光伏 DC1500V 系统的脚步临近，选型问题大家

也提上了议事日程。2015 年 8 月在三峡新能源 30MW 光

伏电站项目中得率先使用了 1500V 系统，并采用了包括

断路器在内的所有国产产品。本文就 1500V 系统中容易

被忽视的产品展开探讨。

• 1500V 光伏组件

• 1500V 光伏接线缆

• 1500V 光伏连接器

• 1500V 光伏系统保护用熔断器

• 1500V 光伏系统直流侧用电涌保护器（SPD）

• 1500V 光伏系统用低压直流断路器

• 1500V 光伏汇流设备

• 1500V 光伏逆变器

以上 8 种设备是组成 1500V 光伏系统的要素，缺一

不可。本节只聊聊断路器和逆变器的核心部件，其他不做

“画蛇添足”。

1. 断路器

1.1 断路器的详细解释

断 路 器（ 英 文 名 称：circuit-breaker，circuit 

breaker）是指能够关合、承载和开断正常回路条件下的

电流并能关合、在规定的时间内承载和开断异常回路条件

下的电流的开关装置。断路器按其使用范围分为高压断路

器与低压断路器，高低压界线划分比较模糊，一般将 3kV

以上的称为高压电器。

断路器可用来分配电能，不频繁地启动异步电动机，

对电源线路及电动机等实行保护，当它们发生严重的过载

或者短路及欠压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其功能相当于

浅谈“非主流”光伏技术（十）：

1500V 系统中被忽视的产品
张喆 侯海磊   

熔断器式开关与过欠热继电器等的组合。而且在分断故障

电流后一般不需要变更零部件。目前，已获得了广泛的

应用。 

断路器的特性主要有：额定电压 Ue；额定电流 In；

过载保护（Ir 或 Irth）和短路保护（Im）的脱扣电流整

定范围；额定短路分断电流（工业用断路器 Icu；家用断

路器 Icn）等。

额定工作电压（Ue）：这是断路器在正常（不间断的）

的情况下工作的电压。额定电流（In）：这是配有专门的

过电流脱扣继电器的断路器在制造厂家规定的环境温度下

所能无限承受的最大电流值，不会超过电流承受部件规定

的温度限值。短路继电器脱扣电流整定值（Im）：短路

脱扣继电器（瞬时或短延时）用于高故障电流值出现时，

使断路器快速跳闸，其跳闸极限 Im。额定短路分断能力

（Icu 或 Icn）：断路器的额定短路分断电流是断路器能

够分断而不被损害的最高（预期的）电流值。标准中提供

的电流值为故障电流交流分量的均方根值，计算标准值时

直流暂态分量（总在最坏的情况短路下出现）假定为零。

工业用断路器额定值（Icu）和家用断路器额定值（Icn）

通常以 kA 均方根值的形式给出。

短路分断能力（Ics）：断路器的额定分断能力分为

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和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两种。国

标《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低压断路器》（GB14048.2—

94）对断路器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和额定运行短路分断

能力作了如下的解释：

断路器的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按规定的实验程序

所规定的条件，包括断路器继续承载其额定电流能力的分

断能力；

具体试验是：把线路的电流调整到预期的短路电流值

（例如 380V ，50kA），而试验按钮未合，被试断路器

处于合闸位置，按下试验按钮，断路器通过 50kA 短路电

流，断路器立即开断（open 简称 O），断路器应完好，

且能再合闸。t 为间歇时间，一般为 3min，此时线路仍

处于热备状态，断路器再进行一次接通（close 简称 C）

和紧接着的开断（O），（接通试验是考核断路器在峰值

电流下的电动和热稳定性）。此程序即为 CO。断路器能

完全分断，则其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合格。

因此，可以看出，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 Icn 指的是

低压断路器在分断了断路器出线端最大三相短路电流后还

可再正常运行并再分断这一短路电流一次，至于以后是否

能正常接通及分断，断路器不予以保证；而额定运行短路

分断能力 Ics 指的是断路器在其出线端最大三相短路电流

发生时可多次正常分断。

为计算参照样本，组件功率 260W 到 275W，组件效

率 16.8%。需要重点说明的是组件厂的样本参数是大气 

AM1.5, 辐照度 1000W/m2, 温度 25° C 环境下参数，

现场峰值数据与以上条件差异较大，这是余量设计计算

的重点考虑方面。组件参数选择方面重点参照组件三个

主要参数，1. 最大工作电压；2. 最大工作电流；3. 最大

开路电压。

功率 260W 265W 270W 275W

最大工作电压 30.7V 30.7V 30.8V 31.2V

最大工作电流 8.49A 8.63A 8.77A 8.82A

最大开路电压 38.5V 38.5V 38.6V 38.7V

系统电压最主要的影响是组件的排布和单串组件块

数，DC1500V 系统的核心价值应当是提高系统效率，有

效降低直流输电、逆变成本。目前我们主流的单串组件

排布采用 22 比较多，这个方案是目前最优成本方案。

DC1500V 系统并没有改变发电侧与交流侧的系统，所以

DC1500V 方案应保留目前的组件排布主流方案采取增加

单串块数来实现更高的系统电压。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推

荐 DC1500V 系统组串排布及块数最佳方案是 33，这样

在不改变组件阵列的方案的基础上可以在电缆、汇流箱、

逆变器这三方面取得较大的成本下降。如果我们确定了

单串的组件块数，那么后面的系统电压就非常容易计

算了。

光伏 DC1500V 系统不同功率组件系统在单串 33 块组件时基准电压：

功率 260W 265W 270W 275W

最大系统工作电压 1013.1V 1013.1V 1016.4V 1029.6V

最大系统开路电压 1270.5V 1270.5V 1273.8V 1277.1V

上表得出的数据是否就是实际峰值？这个肯定不是，

对于系统电压还有两个主要影响因素。海拔及温度，首先

从海拔谈断路器的灭弧性能，电压问题对断路器的最大挑

战是灭弧，电压越高难度越大。断路器参数实验环境是以

2000 米海拔的大气 AM 基准，在 2000 米以上空气相对稀

薄，断路器的灭弧能力随海拔升高线性下降，我们为了计

算方便折算成额定工作电压降容系数的方式。根据笔者多

年收集的资料分析，国内大型地面电站海拔在 1500 米到

3000 米占绝大多数，故推荐海拔降容设计余量方面考虑

1.2 1500V 断路器应用分析

在光伏系统中断路器选型主要依据是：组件的参数、

组串块数、海拔、辐照度峰值、极端低温及余量等几个主

要方面，组件参数与组串块数是主要的计算依据，海拔、

辐照度峰值、极端低温应当与设计余量测算一起考量。额

定工作电压主要与组件参数、组串块数有直接联系，海拔

与低温在考虑设计余量中考虑。额定工作电流与辐照度峰

值、经验余量一同考虑。我们的选型思路以额定工作电压

与额定工作电流为主线展开。

首先我们先谈系统电压，其次谈电流。我们选择

已经通过 UL1500V 认证的国内某知名组件厂的组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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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样可以覆盖绝大多数项目海拔。

此外环境温度对组件的输出电压有很大影响，从

25°到 -10°之间组件输出电压是一个较陡的上升曲线，

在超过 -10°以后电压上升变化较小。组件的电压温度系

数 -0.35%/k（不同厂家略有差异），在温度系数余量方

面我们推荐考虑 30*0.35%=10.5%，综合海拔与温度的两

个余量考量因素，推荐系统的电压设计余量为 20%，以下

为推荐的余量修正后的系统电压情况：

功率 260W 265W 270W 275W

最大系统工作电压 1215.72V 1215.72V 1219.68V 1235.52V

最大系统开路电压 1524.6V 1524.6V 1528.56V 1532.52V

备注：本数据根据峰值数据余量 20% 计算修正。

上图发现通过采用峰值数据计算系统工作电压最大

值在 1250V 以下，采用 DC1500V 额定工作电压的光伏断

路器可以满足系统要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系统修正最大

开路电压超过断路器的最高额定有效工作电压 1.5%，虽

然这只是修正得出的结果并不代表实际峰值，但海拔超过

3000 米后开路电压会超过断路器的最高有效工作电压，

系统开路电压不应超过断路器的最高有效工作电压是我们

选型的基本守则。

其 次： 再 看 一 下 电 流 的 选 择， 电 流 的 选 择 在

DC1000V 系统按照每串 12A 计算后取断路器优选值的速

算办法是主流，这个方案也是大部分逆变器企业给定的整

定值。在 DC1500V 系统计算方式没有错，但是不能再采

用这个结果了。组件的效率提升是近年组件价格下降的主

要原因，也就是在相同的单位面积中输出更高功率，组件

面积没有增大但功率增加了，这必然会使组件电压和电流

输出都提高，在 260W 以上光伏系统中都要逐步考虑增

加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流，电流的提升与 DC1500V 还是

DC1000V 系统没有关系，这是组件输出参数提升带来的

问题。

功率 260W 265W 270W 275W

最大工作电流 8.49A 8.63A 8.77A 8.82A

修正后电流

（1.5 倍）
12.735A 12.945A 13.155A 13.23A

16 路汇流箱出

线预测峰值
203.76A 207.12A 210.48A 211.68A

这种对光伏断路器的电流选型计算推荐用组件标

称最大工作电流 *150% 的简单速算法，是上海圣昂电

气团队人员通过从 2010 年开始跟踪调查结果。传统的

130% 的经验余量设计是临界值，非常容易出现误跳

事故。

关于断路器推荐余量 50% 的原因有三点，1. 辐照度

影响：组件电流参数是辐照度 1000 的基准，辐照条件好

的地区峰值辐照度在 1200 左右，这样至少消耗掉了 20%

设计余量，西北地区第二季度最易超发。2. 设备安装环

境都比较恶劣、散热差，设备内部温度都很高，这对断路

器有降容的影响，现场实测发现过最高温度超过 70°。

3. 不同厂家断路器温升控制差距很大，光伏断路器在串

联后的温升不超过 60K，一般要在 70K 以上，超过 80K

不合格产品也大行其道，超过 80K 温升的主要诱因是串

联部分没有使用焊接方式，铜排螺钉安装发热过高。在

2012 年西北地区出现过某韩国品牌断路器产品串联温升

不能满足使用大面积误跳闸事故。所以推荐 1.5 倍数的安

全余量。

小结：光伏 DC1500V 系统我们推荐单串组件 33 块

的方案，汇流箱出线及逆变器进线断路器工作电压选择

DC1500V, 电流最小选择 225A，如采用了串联是使用螺

钉安装铜排等非焊接连接的方式 , 电流建议再选大一档

到 250A。光伏断路器的选型推荐以峰值参数作为计算

依据。

摘  要：本文按照太阳能电池所使用材料的不同进行了分类。介绍了常见各类太阳能电池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研究现

状及各类太阳电池的优缺点，并对未来太阳能电池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太阳能电池；光伏材料；转换效率；研究进展

浅述太阳能电池的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王尚鑫 李吉 严金梅 麻增智 靳迎松 张进臣 赵朋松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河北邢台  055550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能源短缺、坏境污染、

生态恶化等问题日益加深。加快开发利用可再生新能源已

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太阳能作为一种资源丰富、分布广泛，

最具发展潜力的可再生新能源。太阳能电池是利用太阳能

的一种重要光电转换器件，即实现光能向电能的转换和储

存。太阳能光伏发电是近年来太阳能开发利用中发展最快、

最具活力的应用方式，可为人类大规模使用新能源提供十

分广阔的发展空间。按照太阳能电池使用材料的不同，太

阳能电池可以分为：硅基太阳能电池、染料敏化太阳能电

池、量子点敏化太阳能电池、有机无机杂化太阳能电池等。

本文对太阳能电池的性能参数及常见的几类太阳能电池的

研究现状、结构、工作原理及优缺点进行了分析和综述。

并对太阳能电池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了展望。

1. 太阳电池的性能参数

太阳电池的性能参数主要包括：能量转化效率（PCE）、

短路电流（Isc）、开路电压（Voc）以及填充因子（FF）。

  (1) 能量转换效率 (PCE)   太阳电池的能量转换效

率是衡量太阳电池性能的一个最重要的性能参数，即太阳

电池最大输出功率与入射光能量的百分比 [1]。能量转换

效率 (PCE) 可用下式表示：

国际上规定以光强 100mW/cm2 的 AM1.5G 模拟太

阳光为入射光能量的标准，要求在 25℃下进行电池的光

伏性能测量。

（2）短路电流  短路电流 (Isc) 是指太阳能电池在外

电路短路的情况下，已经有效分离的光生载流子不会在材

料的 p-n 结界面处形成积累，而是全部流经外回路，因

此在回路中产生了最大光电流值 [2]。

（3）开路电压  开路电压 (Voc) 即将太阳能电池置

于标准光源照射下，在电池两端开路时，太阳能电池的输

出电压值。其值大小取决于 PN 结内建电场的大小及其光

生载流子的浓度 [3]。

（4）填充因子  填充因子 (FF) 是用来衡量太阳电池

能够对外提供的最大输出功率能力的一个特征参数。其中

Im 和 Vm 依次为最大输出功率 Pmax 所对应的电流值和电

压值。FF 是一个可以用来表征太阳电池的输出功率，其

值小于 1。填充因子可用下式表示为：

                          
 (2)

2．常见太阳能电池介绍

2.1 硅基太阳能电池

自 1954 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出了第一块晶体硅太

阳能电池，先后有诸多研究者从事对晶硅太阳能电池的

研究。硅基太阳电池具有技术成熟、转换效率高和稳定

性强等优点，在光伏产业中能够提供稳定转换效率的太

阳能电池中，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最高 [4]，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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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生产的单晶硅电池效率可达 16%-19% 左右，且高效

的单晶硅电池效率可达 21%。但是其制备工艺复杂、成

本昂贵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目前，硅系太阳电池的研

究重点主要放在降低成本、提高转换效率。单晶硅太阳

能电池单纯从电池结构上改进以进一步提高转换效率的

空间不大，虽然早在 2002 年就有将单晶硅制作成球状以

增大受光面积提高转换效率的报道 [5]，但直到目前仍未

有突破性进展。多晶硅太阳电池与单晶硅电池相比，多

晶硅的原子与单晶硅原子排列晶面不同，导致多晶硅各

向异性不明显，电阻率较大和晶体缺陷相对较多，转换

效率比单晶硅低，目前规模化生产的多晶   硅电池的转

换效率在 15%~18% 左右。多晶硅太阳电池的生产成本较

低，而且多晶硅材料的基片为方形，而单晶硅基片的四

角为圆弧形，因此多晶硅电池板具有更好的面积利用率。

上述优点使多晶硅成为当前市场产量和占有率最高的太

阳能电池。硅基太阳电池是已经产业化的太阳电池，晶

体硅太阳电池主要采用表面织构化和合理的掺杂等工艺

技术来实现。其工艺流程见图 1。非晶硅较晶体硅的制备

工艺简单，成本低。非晶硅材料由于原子排列的非周期

性使其在制作电池组件时不必考虑其与衬底材料的晶格

匹配问题，因此制作大面积非晶硅电池板时，选择衬底

材料较容易。但非晶硅的材料的转换效率较低且易老化

失效，故难以满足长期的稳定使用，因此当前非晶硅太

阳能电池的发展使用仍很有限。

2.2 染料敏化太阳电池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DSC) 是由 Graetzel 等人在

1991 年发明的一种新型光化学有机太阳能电池，染料

敏化太阳电池使由导电基底 (conducting  glass)、纳米

图 1  晶体硅太阳电池的工艺流程图

多孔半导体二氧化钛 (TiO2)、染料敏化剂 (dye)、氧化

还原电解质 (electrolyte) 和对电极 (cathode) 构成。染

料敏化太阳电池的工作原理（图 2）与自然界中植物的

光合作用类似。其工作原理为：通过物理或化学吸附在

图 2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的工作原理图

TiO2 薄膜表面的染料敏化剂分子在接收一个光子后跃迁

到激发态，与此同时产生的电子注入到 TiO2 的导带上，

并迅速通过外电路的负载载荷传递到对电极上。与此同

时，被氧化的染料敏化剂分子将被电解质中的氧化还原

电对还原，而电解质中的氧化产物将扩散到对电极上并

被还原，进而完成整个光电化学循环 [6]。染料敏化太阳

电池的开路电压取决于纳米半导体的费米能级和电解质

氧化还原电对的能级差。DSC与传统硅基太阳电池相比，

DSC 的最大特点是其光吸收和电荷分离传输是分别由不

同的物质完成的，光吸收主要是通过吸附在纳米半导体

表面的染料来完成，半导体仅起电荷分离和传输载体的

作用。

在 DSC 中应用的无机半导体材料主要是纳米

TiO2、ZnO、SnO2 等半导体氧化物，其中纳米 TiO2 半

导体的性能最为优良，其主要作用是利用其较大的表面

积来吸附染料，同时 TiO2 半导体氧化物也是电荷分离

和传输的优良载体。目前研究者主要通过优化 TiO2 电

极特性、染料敏化剂、电解质等方面来改善电池的光电

性能，从而达到提高能量转换效率的目的。人们开发了

多种物理化学改性技术来改善纳米 TiO2 电极的特性。

这些技术包括 TiCl4 表面处理、表面包覆、掺杂等。蔡

生民等 [7]  的实验证实了 TiCl4 处理减小了 TiO2 膜的

比表面积和平均孔径，改善了纳米 TiO2 颗粒之间的接

触，增大了电池的光电流。 Durrant 等 [8] 用 Al2O3、

ZrO2、SiO2 包覆的 TiO2，电池效率得到明显的提高。

DSC 的染料敏化剂按其结构是否有金属，分为有机染料

敏化剂和无机染料敏化剂。有机染料敏化剂主要包括天

然染料和合成染料，无机染料敏化剂主要指的是钌、锇

类的金属多吡啶配合物、金属卟啉、酞菁和无机量子点

等。其中单一染料敏化受到染料吸收光谱的限制，很难

与太阳的发射光谱相匹配。人们采用光谱响应范围具有

互补性质的染料联合使用。陆祖宏等 [9]  研究了四羧基

酞菁锌和 CdS 协同敏化的 TiO2 电极，发现协同敏化与

单一染料敏化相比，不仅拓宽了光谱响应范围，使吸收

光谱红移，而且提高了光电转换的量子效率。目前，染

料敏华太阳电池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敏

化剂的吸收范围主要集中在 400nm ～ 650nm 可见光区

之间，近红外乃至红外区域的太阳光利用率还有待提高。

2) 染料敏化剂分子易于聚集，激发态的电子寿命较短，

影响了电荷的传输效率。3)  缺少效率高，稳定性强的

电解质。

2.3 量子点敏化太阳电池

基于量子限域效应的量子点敏化太阳电池 ( QD-

SSCs) 是一种新型太阳电池，由于其最大理论转化效率很

高，已经成为目前最具研究潜力的太阳能电池之一。量

子点敏化太阳电池主要由 ITO 导电玻璃、氧化物半导体

TiO2、量子点、电解质和对电极组成，如图 3 所示。量

子点敏化太阳电池的工作原理为 ( 见图 4)：量子点吸收能

量大于其禁带宽度的光子后从基态跃迁到激发态，处于激

发态的电子迅速注入到宽带隙纳米半导体的导带，随后扩

散传输到导电基底，通过外回路到达对电极；处于氧化态

的量子点被电解质中的还原剂还原再生，而电解质中的氧

化剂在对电极接收电子被还原。以上便是电池工作时电子

的一个循环过程。但在这种理想的电子传输之外，电池实

际工作时还存在着限制电池性能提升的电子反向复合过

程［10］。

图 3  量子点敏化太阳电池结构

图 4    量子点敏化太阳电池工作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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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点敏化太阳电池和染料敏化太阳电池在结构组

成和光电转换原理上具有一定相似性，因而量子点敏化

电池也主要通过氧化物半导体 TiO2、量子点敏化剂、

电解质等方面来优化太阳电池的光伏性能。2008 年，

Sun 等［11］采用钛衬底阳极氧化方法制备了高度有序

的 TiO2 纳米管阵列，并制备了 CdS-QDs 敏化太阳电

池。正是由于这种一维有序纳米管特殊几何形貌使得光

电子能够快速直接地向基底转移，从而提高了电池的能

量转换效率。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就开始了Ⅱ-Ⅵ

和Ⅲ - Ⅴ族元素化合物在量子限域效应方面的研究。量

子敏化太阳电池使用的量子点材料研究主要集中在 PbS

［12］，CdS［13］，CdSe［14］，InAs［15］等。金

属硫族化合物作为一类优异的光吸收材料在量子点敏化

太阳电池中具有广泛的研究。早在 2007 年，Lin 等［16］

结合化学浴沉积和预合成分子连接方式，提高了 CdS-

QDs 敏化性能，电池效率达到 1.35%。在 QD-SSCs 中

一般采用多硫氧化还原对（S2 －/S2 －
n）电解质［17］。

此外，Fe3+/Fe2+ 氧化还原对在 QD-SSCs 液态电解质中

也有较多研究［18］。最近，发现在 DSSCs 中被广泛研

究的钴氧化还原对 (Co2+/Co3+)  QD-SSCs  体系中也可

以很好匹配量子点材料［19］。进一步拓宽太阳吸收光

谱和提升电子注入效率一直是量子点敏化太阳电池效率

提高的两个重要方面。具体来说通过以下几方面来优化

电池的性能。  (1) 采用新的制备方法合成量子点，不仅

要提高量子点敏化剂的尺寸分布单一性，而且要保证量

子点与宽禁带氧化物薄膜的电接触。(2）研究新型高消

光系数、宽光谱吸收和环境友好的量子点敏化剂材料，

避免有毒光伏材料的使用。(3）拓宽电解质选择范围，

尝试较低成本的碳结构化合物作为对电极。(4）优化电

池材料制备条件和规范电池封装技术来提高电池的稳

定性。

2.4 有机无机杂化太阳电池

有机无机杂化太阳电池结合了有机聚合物给体材料

和无机半导体受体材料的优点，有机无机杂化太阳电池

是由光阳极 (photoanode)、光活性层 ( 又叫光敏层，即

n 型无机半导体与 p 型有机半导性聚合物复合材料 ) 和

光阴极 (photocathode) 共同组成的 [20]。其中，光活性

层是该类电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研工作者研究的

重点。有机无机杂化太阳电池的工作机理主要有以下 4

步构成：(1) 吸收光子，(2) 激子扩散，(3) 电荷分离，

(4)  载流子的传输与收集 [21]。当太阳光照射到有机 -

无机杂化太阳电池的光活性层时，活性层中的半导性聚

合物首先吸收光子，从而激发电子从最高占据分子轨道

(HOMO) 跃迁到最低未占据分子轨道 (LUMO) 产生激子

[22]（由范德华力相互作用的电子 - 空穴对，显中性）。

然后激子在浓度梯度下传输到有机半导性聚合物和无机

半导性聚合物异质结界面处，在内建电场的作用下实现

电子 - 空穴对的分离，形成自由的载流子，即光生电子

和空穴。分离后的光生电子向低于所在的 LUMO 能级迁

移，空穴向高于所在的 HUMO 能级迁移，在内部势场的

有利驱动下，电子和空穴分别通过无机半导体材料和有

机半导性聚合物材料传输，经过对应电极收集，在连接

外电路的情况下，便会产生光电流 [23-25]。以上主要的

4 个步骤均密切关系到光生电荷的产生、传输效率，进而

影响太阳电池的光电性能，因此上述每一步骤都要求非

常高效的完成。图 5 为有机无机杂化太阳电池的工作机

理图。

图 5  有机 - 无机杂化太阳电池工作机理图

目前，有机 - 无机杂化太阳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还

很低，其开路电压 (Voc)、短路电流 (Jsc) 和填充因子

(FF) 都还有待提高。近几年来，有关优化有机无机杂化

太阳电池的报道有很多，其中多数集中在对无机半导体

材料形貌的改进上。杂化太阳电池无最早使用的是颗粒、

球状的零维半导体材料，该工艺一般是将颗粒状的无机

半导体材料与半导性聚合物共混制备成杂化太阳电池。

1996 年，Greeham[26] 等人使用 MEH-PPV 聚合物与

CdSe 无机纳米粒子共混的异质结光电池，其光电转换效

率仅为 0.1%。该类杂化太阳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较低，

这是由于无机半导体纳米粒子与半导性聚合物之间的界

面面积小，降低了电子空穴对的有效分离和电荷的传输

效率。一维棒状、管状或线状无机半导体材料具有高的

比表面积，可以提高有机、无机材料之间的界面面积，

又有利于光生电子的运输，从而提高了电子的传输效率。

Ruankham 等 [27] 人比较了 ZnO 纳米棒 /P3HT 和 ZnO

纳米颗粒 /P3HT 两个体系，实验结果表明一维 ZnO 纳

米棒具有更优异的电子传输性能。但该类杂化太阳电池

的缺点是不易形成直接连续的电荷传输通道，这样就大

大增加了电子和空穴的复合几率。制备一维有序的无机

纳米阵列可以降低电子和空穴复合几率，提高光生电子

的传输效率，改善电池的光伏性能。Olson 等 [28] 和 Wu

等 [29] 人组装了基于 P3HT/ZnO 复合纳米结构的杂化太

阳电池，获得的杂化太阳电池能量转换效率分别为 0.53%

和 0.51%。上述文献虽然对无机半导体纳米材料进行了

改进，但效率依然不是很高。原因可能是制备方法上仍

然是将一维纳米材料与溶有半导性聚合的混合物共混或

是将混合物沉积到一维阵列上形成杂化太阳电池，半导

性聚合物还是不能很好的渗透到有序阵列的内部，而且

通常使用的无机半导体纳米材料光吸收范围较窄，不能

充分利用太阳光。

2.5 钙钛矿太阳电池

2009 年，Kojima 等人 [30]  首次将有机、无机杂化

的钙钛矿材料应用到量子点敏化太阳电池中，制备出第一

块钙钛矿太阳电池，并实现了 3.8% 的能量转化效率，到

现在为止，钙钛矿太阳电池的最高效率已达到 20.2%。因

钙钛矿太阳电池具有较高的光吸收系数，较低的成本及易

于制备等优势获得了光伏工作者的广泛关注。钛矿太阳电

池的结构 [31]（如图 6 所示）：FTO 导电玻璃、TiO2 致

密层、TiO2 介孔层、钙钛矿层、HTM 层、金属电极。

TiO2 致密层主要起到收集电子和阻挡空穴的作用；TiO2

介孔层起到骨架支撑钙钛矿材料，同时起到电子传输的作

用；钙钛矿纳米粒子作为光敏化剂取代传统的染料光敏剂

附着在TiO2 介孔层上，吸收太阳光并转化为电子和空穴；

空穴传输层材料（HTM）可以填充到多孔 TiO2/ 钙钛矿

层的孔隙内部，起到传输空穴的作用；金属电极作为对电

极则起收集空穴的作用。固态空穴传输材料的使用大大提

高了钙钛矿太阳电池的性能 [32]。

钙钛矿太阳电池能量转换效率的提升速度是前所未有

的。Gratzel 等人 [33] 最早采用两步沉积方法制备钙钛矿

薄膜，电池的转换效率达到 15%。随后 Snaith 等 [34] 人

采用共蒸发的方法制备钙钛矿薄膜，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平

面异质结钙钛矿太阳电池，效率高达 15.4%，引起了研

究者的广泛关注。在 2013 年，Yang 等 [35]  结合使用

溶液法和蒸发的方法制备钙钛矿薄膜，所得电池效率为

12.1%。随后 Yang 等更是通过掺 Y 修饰 TiO2 层，将转

换效率提升 19.3%[36]。 现在 KRICT 研究所已经制备

出转换效率高达 20.2% 的钙钛矿太阳电池。但该类太阳

电池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缺点：（1）稳定性较差，

钙钛矿太阳电池在大气中衰减较严重。（2）钙钛矿层中

含有可溶性重金属 Pb，会对环境造成污染。（3）目前制

备钙钛矿太阳电池主要采用旋涂法，但该法不利于沉积大

面积、连续的钙钛矿薄膜，所以可以寻求新的方法，以制

备高效的大面积钙钛矿太阳电池。（4）钙钛矿太阳电池

的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 结论与展望 

随着光伏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新材料、新工艺的不

断出现，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及稳定性等都将会进一步提

高。太阳电池作为新型的、最具发展潜力的可再生能源

之一，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降低成本和提

高效率。今后太阳能电池的研究和发展主要将向以下几

方面发展。(1) 设法提高转换效率，延长太阳电池的使用

寿命。(2) 简化制备工艺，降低对设备的要求。(3) 降低

成本，开发低成本、新型光伏材料。(4) 结合有机光伏材

料和无机光伏材料各自的优点，形成新型杂化太阳能

电池。

图 6   钙钛矿太阳电池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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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标中对光伏电站用无功补偿装置的要求

光伏电站使用无功补偿装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GB/T 19664-2012 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

定》、《GB/T  29321-2012 光伏发电站无功补偿技术规

范》和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Q/GDW  617-2011  光

伏电站接入电网技术规定》中有相关论述，特别是在国家

标准《GB/T 19664-2012 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

规定》8.4中说明了光伏电站动态无功的支撑能力，如下：

当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故障引起电压跌落时，光伏发电

站注入电网的动态无功电流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自并网点电压跌落的时刻起，动态无功电路的响

应时间不大于 30ms；

b. 自动态无功电流响应起直到电压恢复至 0.9pu 期

间，光伏发电站注入电路系统的动态无功电流 IT 应实时

跟踪并网点电压变化，并满足：

式中：

——光伏发电站并网点电压标幺值；

——光伏发电站额定装机容量 /（）。

二．无功补偿装置的种类

目前常见的动态无功补偿装置一般有四种：调压式动

态无功补偿装置、磁控式动态无功补偿装置、相控式（TCR

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SVG（Static Var Generator 静

止无功发生器），其中前三种装置可归结为 SVC（Static 

Var Compensation 静止无功补偿器）。

光伏电站用 SVG 是否可行有效？
石广保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调压式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调压式动态补偿装置原理是：在普通的电容器组前面

增加一台电压调节器，利用电压调节器来改变电容器端部

输出电压。根据改变电容器端电压来调节无功输出，从而

改变无功输出容量来调节系统功率因数，目前生产的装置

大多可分九级输出。该装置为分级补偿方式，容易产生过

补、欠补。由于调压变压器的分接头开关为机械动作过程，

响应时间慢（约 3~4s），虽能及时跟踪系统无功变化和

电压闪变，但跟踪和补偿效果稍差。

2. 磁控式 (MCR 型 ) 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磁控式动态无功补偿装置原理是：在普通的电容器

组上并联一套磁控电抗器。磁控电抗器采用直流助磁原

理，利用附加直流励磁磁化铁心，改变铁心磁导率，实现

电抗值的连续可调，从而调节电抗器的输出容量，利用电

抗器的容量和电容器的容量相互抵消，可实现无功功率

的柔性补偿。能够实现快速平滑调节，响应时间为 100-

300ms。

3. 相控式动态无功补偿装置（TCR）

相控式动态无功补偿装置（TCR）原理是：在普通

图 2.1  相控式原理图

的电容器组上并联一套相控电抗器（相控电抗器一般由可

控硅、平衡电抗器、控制设备及相应的辅助设备组成）。

相控式原理的可控电抗器的调节原理见下图 2.1 所示。 

通过对可控硅导通时间进行控制， 

控制角（相位角）为 α ，电流基波分量随控制角 α 

的增大而减小，控制角 α 可在 0° ~90°范围内变化。控

制角α 的变化，会导致流过相控电抗器的电流发生变化，

从而改变电抗器输出的感性无功的容量。普通的电容器组

提供固定的容性无功，感性无功和容性无功相抵消，从而

实现总的输出无功的连续可调，响应时间为 20-40ms。

4.SVG 

SVG 的基本原理是：将自换相桥式电路组成的电压

源型变流器通过变压器或者电抗器并联到电网上（如图

2.2 所示）。然后通过调节逆变桥中 IGBT 器件的开关，

控制直流电压逆变到交流电压的幅值和相位，因此，对于

理想的 SVG（无功率损耗），仅改变其输出电压的幅值

即可调节与系统的无功交换：当输出电压小于系统电压时，

SVG 工作于“感性”区，吸收无功功率（相当于电抗器）；

反之，SVG 工作于“容性”区，发出无功功率（相当于

电容器）。简单点说，通过控制连接电抗器两端的端电压

即可控制 SVG 发出的无功功率性质以及容量。其三种运

行模式如表 2.1 所示。SVG 的响应时间是≤ 5ms，也可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响应时间。

图 2.2  高压 SVG 装置原理示意图

表 2.1 高压 SVG 装置运行模式

运行模式 波形 相位 说明

空载

运行

模式

若 Vsvg=Vnet，则 Ils=0，

等效为阻值可调的电阻。

感性

运行

模式

若 Vsvg<Vnet，则 Ils 为滞

后电流。等效为连续可调的

电感

容性

运行

模式

若 Vsvg>Vnet，则 Ils 为超

前电流。等效为连续可调的

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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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SVC 伏安特性

图 2.4  SVG 伏安特性

以上前 3 种无功补偿装置为 SVC 装置，其输出容量

与装置的端电压呈现平方关系，输出电流随着装置端电压

的降低而减少，其伏安特性如图 2.3 所示。

SVG 装置输出容量与装置的端电压呈现比例关系，

输出电流不随着装置端电压的降低而减少，其伏安特性如

图 2.4 所示。

有图 2.3 和图 2.4 可以看出，当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故

障引起电压跌落时，光伏发电站注入电网的动态无功电流

只有 SVG 满足国家标准《GB/T  19664-2012 光伏发电

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中 8.4 的要求。

综上所述，光伏电站用 SVG 是最为可行有效的无功

补偿设备。

作者简介：

石广保：1981-，男，自动化专业， 2006 年于山东

科技大学毕业后入职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

风电变流器、SVG 等新产品的研发及产品的现场测试等工

作，有丰富的产品应用经验。发表过《高压动态无功补偿

装置（SVG）在城网改造中的应用》等 8 篇论文，在无功

补偿及谐波治理装置（SVG）方面，取得了“配电网综合

补偿装置”等 7 项专利权。现任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VG 产品经理。

摘  要：一种硅片切割工艺，适用于太阳能光伏行业硅片单、多晶硅片切割工艺。本发明中硅片切割所使用主要辅材为砂浆，

通过对废砂浆的回收，调整砂浆的配比，并在此基础上对切割工 艺中的参数进行调整。本切割工艺的优点在于：

（1）将砂浆分离回收利用，生产过程中提高回收砂、回收 液的使用比例，将废弃物品回收利用，既可减少环 境

污染，又可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推进光伏行业的 前进，有效利用太阳能资源，减少非再生资源的使 用量。（2）

通过调整切割工艺，弥补回收砂、回收液 切割能力的不足，保证切割硅片合格率在 92% 以 上，达到降低生产成

本的同时，也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关键字：  太阳能  硅片  切割工艺   

太阳能晶体硅片切割工艺研究
《光能》编辑部

1、前言

随着光伏行业的发展，目前硅片生产过程中普遍采用

了多线切割加工工艺，它是利用高速运动的细钢线携带砂

浆对硅块进行磨削切割加工，砂浆的主要成分由切割液和

磨料组成，切割液主要成分为聚乙二醇及其他添加剂；磨

料主要为硬度较大的碳化硅。砂浆一般配比为切割液加绿

碳化硅砂粉（按 1:0.90-0.95 重量比）。砂浆一般经过

一次或多次切割后，由于切割过程中产生的硅粉进入砂浆

等因素，导致其不能继续使用，必须淘汰旧砂浆，更换新

砂浆。这样在每天的生产中，将有大量的废弃砂浆产生。

据不完全估计目前国内厂家每年产生废砂浆约 20 万吨

以上。

通过研究，人们发现线切割工艺过程中，参与切削硅

片作用的砂只占15%左右。其余大部分为砂之间的自磨削。

但在磨削过程中，有少部分砂粒棱角受损变成微粉，而大

量的硅粉、粘结剂粉、玻璃粉等进入砂浆里附着并包围在

砂表面，硅粉和细颗粒度碳化硅达到一定程度时，砂浆不

能满足切割工艺要求。同时切割液在砂浆中主要起到悬浮、

冷却、润滑等作用，在切割过程中基本未发生化学变化，

其切割所需的各项性能未发生本质的变化。故废砂浆中的

砂和切割液从技术方面是可以经过分离、清洗、提纯、分

级等过程加以回收利用的。

2、切割工艺

目前行业内废砂浆在线回收可得到近 80% 的碳化硅，

切割液的回收率为 60%-80%， 正常情况下，每批次的回

收砂、液加入 20% 的新砂浆就可生产再生砂浆投入切片

机使用。

为了克服上述不足，本工艺提供一种新的硅片切割工

艺，在该工艺中，首先采用新方法对废砂浆进行回收，提

高了碳化硅和切割液的回收比例，不仅减少了对环境的污 

染，同时通过使用回收砂、液，可节省生产成本；其次对

切割过程中的一系列工艺参数进行调整，实现了低成本的

硅片切割工艺。

本工艺提供的一种硅片切割工艺，是包括以下步骤：

（1）废砂浆的回收

①通过固液分离，对废砂浆进行回收，添加二甘醇

（5%-10%），表面活性剂，增加砂 浆粘稠度；所述的

表面活性剂包括消泡剂、分散剂、渗透剂； 回收碳化硅

和切割液使用标准如下： <1> 回收碳化硅使用标准 ：

颗粒度 ： 

其中 D3 表示碳化硅颗粒中直径大于 14.5μ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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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所占比例为 3%，D50 表示碳化 硅颗粒平均粒度在

8-8.4μm 之间，D94 表示 94% 的碳化硅颗粒直径大于

4.5μm。

<2> 回收碳化硅成分要求 ：

 

本工艺适用于 NTC-PV800 线切机，使用主辊槽距

为 0.33mm，钢线直径 0.115mm。

砂浆配置完成后将砂浆打入NTC-PV800线切机内，

砂浆打入量为 500-600kg，由于碳化硅、切割液的回收

再利用，砂浆切割能力减弱，相应切割工艺需做出调整，

根据砂浆使用量和回收砂、回收液使用比例调整 PV800 

线切机切割工艺。

①采用双向切割，砂浆单刀消耗量为 250-300kg/ 

刀，钢线平均使用量为 240-280km；  

②钢线速度：增加钢线速度，以提高切割能力，切割

速度在 675-830m/min；

③新线进给：增加新线进给量，减少钢线磨损，新线

进给量在 300-380m/min；

④砂浆流量：砂浆流量设定在 60-90L/min；

⑤钢线张力：钢线张力是硅片切割工艺中相当核心的

要素之一，张力控制不好是 产生线痕片、崩边甚至断线

的重要原因，钢线张力保持在 18-25N；

⑥工件的进给速度：根据以上参数的改变，工件进

给速度做出相应调整，硅片切割初期，硅棒表面光滑，需

低速进刀，进刀速度控制在 0.250mm/min；切割速度由 

0.25mm/min 逐渐增加至 0.31mm/min，切割至硅棒倒

角处速度逐步减小至 0.1mm/min；

⑦工艺调整完成，安装硅棒，检查设备进行切割，切

割结束后进行脱胶清洗；

⑧清洗过程

硅片清洗使用 9 个清洗槽清洗，清洗槽容量为

110L，纯水温度在 30-50℃。[0042] 切割液略带碱性，由

于回收液易附着在硅片表面，增加硅片清洗难度，最终影

响硅 片电池转换效率，在硅片清洗过程中，在 1#、2# 

清洗槽加入 2-3kg 柠檬酸清洗，除去表面残 留砂浆，增

加硅片表面洁净度。

3#、4# 槽添加清洗剂（清洗剂原料 -TMN10、

SA-9、Np-10、KOH/NaOH、丙二醇甲醚）除去表面

污垢，5#、6#、7#、8# 清洗槽均为纯水，每槽容量

为 110L，9# 槽采用慢提拉脱水，清洗 结束后，硅片出

水槽上升速度较慢，控制表面水分，减少硅片表面水分残

留量，进入烘道将硅片烘干。

通过以上调整切割工艺，弥补回收砂、回收液切割能

力的不足，保证切割硅片合格率在 92% 以上，达到降低

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3> 回收切割液的性能如下： 外观 (25℃ ) ：无色

无味透明液体；色度：35； 折光率（20℃）：1.4600；

ph值（5% 水溶液）：6.5；水分≤0.40%，水分检测仪测得；

旋转粘度 (25℃ ) ：45.0mPa·s ；密度 (20℃ )：1.120g/

cm3，密度计测得；电导率 (25℃ ) ：8μS/cm。

②砂浆过滤器中添加过滤袋，避免大颗粒混入砂浆；

③所述的废砂浆回收后切割液的性能如下：外观 

(25℃ ) ：无色无味透明液体；ph 值（5% 水溶液）：

6.0 ～  7.0；水分≤ 0.40%，水分检测仪测得；旋转

粘度  (25℃ )：42.0 ～ 48.0mPa·s；密度  (20℃ )：

1.100 ～ 1.130g/cm3，密度计测得；[0019]  电导率 

(25℃ ) ≤ 10μS/cm。

④检测碳化硅颗粒度，D50 为 8.2±0.2μm，D50 

即表示：碳化硅颗粒粒径分布中占 50%  比例的粒径在 

8-8.4μm 之间。

（2）切割辅料砂浆的准备：砂浆由碳化硅和切割液

组成，碳化硅：切割液按 1:0.9~0.97 重量比重配制；

①将碳化硅放入烘箱，在 80~100℃的温度下烘干 8 

小时，调整烘箱温度至 40℃冷却；

②切割液在 23±3℃条件下放置 24 小时以上 ；

③首先将切割液打入砂浆搅拌桶 ；

④碳化硅由 80% 重量的回收砂和 20% 重量的新砂组

成，碳化硅缓慢倒入砂浆搅拌 桶，平均每袋用时3分钟，

每袋 25kg ；

⑤搅拌 4 小时后，砂浆密度控制在 1.64-1.67kg/m3

范围内；

⑥搅拌至 8 小时以上砂浆方可使用，使用前需再次测

量砂浆密度保证在 1.64-1.67kg/m3 范围内 ；

（3）切割工艺

太阳能硅片的线切割机理就是机器导轮在高速运转中

带动钢线，从而由钢线将聚 乙二醇和碳化硅微粉混合的

砂浆送到切割区，在钢线的高速运转中与压在线网上的工

件连 续发生摩擦完成切割的过程。

3、废砂浆回收原理

废砂浆回收的原理：

（1）切割液、碳化硅回收过程中，添加二甘醇

（5%-10%），表面 活性剂（消泡剂、分散剂、渗透剂）

化学药剂，增加砂浆粘稠度，切割过程中发生胀片，硅棒

尾部需粘接玻璃块固定切割硅片，防止硅片因膨胀导致

破损；

（2）切割液、碳化硅回收后，碳化硅表面吸附化学

药剂容易结团，形成大颗粒，硅片切割容易发生划伤，砂

浆过滤器中添加 过滤袋，避免大颗粒混入砂浆；

（3）切割液、碳化硅回收比例增加，切割结束后砂

浆易附着在硅片表面，增加硅片清洗难度，由于切割液、

碳化硅略带弱碱性，碳化硅中存在少量三氧化二铁，清洗

过程中加入柠檬酸，可去除硅片表面金属铁离子，同时可

除去硅片表面污垢，添加清洗剂，清洗剂包括 TMN10、

SA-9、Np-10、KOH/NaOH、丙二醇甲醚中的一种或

几种。

 回收后废砂浆的要求：检测回收砂、回收液符合使

用标准后进行砂浆配置；调整 砂浆配置比例，回收碳化

硅使用比例为 80%，回收后切割液使用比例为 100% ；砂

浆使用量以及更换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太阳能硅片的线切割机理就是机器导轮在高速运转中

带动钢线，从而由钢线将聚乙二醇和碳化硅微粉混合的砂

浆送到切割区，在钢线的高速运转中与压在线网上的工件

连 续发生摩擦完成切割的过程。

4、切割工艺的原理

本切割工艺的实施原理：在整个切割过程中，对硅片

的质量以及成品率起主要作用的是切割液的粘度、碳化硅

微粉的粒型及粒度、砂浆的粘度、砂浆的流量、钢线速度、

钢线的张力以及工件的进给速度等；调整切割工艺增加钢

线进给量减少钢线磨损，提高钢线携砂量；增加钢线切割

速度，随着钢线高速运转，砂浆切割能力增强；增加砂浆

流量，降低工件进给速度，避免硅片表面产生线痕；工艺

调整结束后，进行硅片切割。

调试过程中首先保证钢线质量符合标准，优化砂浆配

置，确保回收液粘度达标，保证硅片质量前提下，降低砂

浆更新量；随着砂浆更换量的变化，需调整线速度、新线

进给以及进刀速度，调试期间固定一台线切机进行调试，

制定一套切割工艺后，切割 20 刀以上，硅片合格率稳定

在 88% 以上后方可确认工艺调试成功。

5、切割工艺优势

（1）将砂浆分离回收利用，生产过程中提高回收砂、

回收液的使用比例，将废弃物品回收利用，既可减少环境

污染，又可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推进光伏行业的前进，有

效利用 太阳能资源，减少非再生资源的使用量。

①环保：切割液为有机物，废砂浆不能直接排放或倾

倒，必须由有资质的专业环保公司处理，可能需要大量的

环保处理费用。综上所述，废砂浆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对

废砂浆的回收再利用具有很好的前景和意义。

②成本低，经济效益显著：从经济指标角度分析，

目前市售的切割液价格约为 0.88 万 / 吨，碳化硅价格为 

1.59 万 / 吨，折算后每公斤砂浆的价格约为 13-14 元 /

公斤，如果能够使用回收切割液和回收砂可大大降低切割

成本，每片硅片成本降低 0.3-0.4 元 / 片 , 每吨砂浆可

节省 1700-2300 元。

（2）通过调整切割工艺，弥补回收砂、回收液切割

能力的不足，保证切割硅片合格 率在 92% 以上，达到降

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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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阐述了太阳电池的工作原理以及太阳电池开路电压、短路电流、最大输出功率、填充因子、转换效率等

电性能参数之间的关系。重点分析了光学和电学这两个因素对太阳电池转换效率的影响，此外，分析了串并联电

阻对电池片效率的影响，对太阳电池的工艺优化及工艺改进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太阳电池；转换效率；光学损失；电学损失

中图分类号：TK514  文献标识码：A

影响硅太阳电池效率的因素分析
李吉 王尚鑫 赵朋松 赵江雷 赵培 张进臣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河北邢台  055550

0 引言

随着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日益枯竭和环境污染的

加剧，新型清洁能源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太阳能作

为一种易利用、成本低、清洁能源，将会成为未来世界

基础能源之一。太阳能也是一种可再生、低碳能源，

可量测且技术成熟，可以满足全球对不断增长用电量的

需求。在太阳能技术中，太阳光伏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全球 0.87% 的用电是由太阳能发电提供的。太阳能

电池是光伏能量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根据光生伏特

效应太阳能电池可以直接把光能转换成电能。硅是一种

生产太阳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 [1]，例如光伏行业使用的

多晶硅。硅太阳能电池是太阳能的一部分，在光伏技术

领域具有应用潜力。单晶硅技术发展快，具有可满足社

会能源需求的潜力 [2]。由于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维护成本

低、可靠性高、无噪音、绿色环保 [3]，单晶硅太阳能

电池发展快、应用广。目前国外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验

室转换效率最高已经达到 24.7%，多晶硅太阳电池达到

19.8%。晶体硅占据主流市场地位，未来 10-15 年将仍

然以晶体硅为主。提高晶体硅太阳电池的转换效率是光

伏工作者的研究重点，研究并分析影响硅太阳电池转换

效率的因素是十分有必要的。

1 工作原理及性能参数

光被太阳能电池吸收会激发产生电子 - 空穴对（光

生载流子），光生载流子向 PN 结结区扩散，PN 结结区

的内建电场将电子和空穴分别控制在 N 区和 P 区，构成

光生电流，光生电流经正负电极流向外电流负载，如图 1

所示。在光电转换过程中的每一步均会产生一定的损失，

进而影响转换效率。太阳能电池工作的两个核心要素为 

1. 可以吸收光，产生电子空穴对； 2. 具有光伏结构，可

以分开电子和空穴。

太阳电池的性能参数由开路电压、短路电流、填充因

子、转换效率等组成。这些参数都是衡量太阳能电池性能

好坏的标志 [4]。

开路电压Uoc是将太阳能电池置于标准光源照射下，

在两端开路时，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值。 在开路状态

下，流经太阳电池的净电流为 0。可得到：

                
（1）

从中可以看出，Voc 的大小与光生电流 Iph、暗电流

I0、及环境温度相关，其中光生电流Iph：的改变量有限，

其对 Voc 的大小影响也较小；暗电流 I0 的变化通常可达

几个数量级，所以它对 Voc 的影响非常大，对太阳能电

池而言，暗电流包括反向饱和电流、薄层漏电流和体漏电

流，体电流主要是由有害杂质和缺陷引起的；环境温度与

Voc 成正比，在电池片效率检测时要保证温度稳定。

短路电流 Isc 就是将太阳能电池置于标准光源的照射

下，在输出端短路时，流过太阳能电池两端的电流。 

对于理想太阳电池串联电阻 Rs 很小、并联电阻的

Rsh 很大，所以进行理想电路计算时，他们都可忽略不计

短路电流就等于光生电流 IL

当负载被短路时，V=0，并且此时流经二极管的暗电

流非常小，可以忽略，上式可变为 [5]： 

          （2）

但在实际过程中，就要将串联电阻和并联电阻考虑进

去，Isc 的方程如下： 

（3）

填充因子 FF 是最大输出功率与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

乘积之比。FF 是衡量太阳能电池输出特性的重要指标，

是指太阳能电池在带最佳负载时，能输出的最大功率的特

性，其值越大表示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越大。 串联电

阻越大，短路电流下降越多，填充因子也随之减少的越多； 

并联电阻越小，漏电电流就越大，开路电压就下降的越多，

填充因子随之也下降的越多。 

转换效率 η 是指在外部回路上连接最佳负载电阻时

的最大能量转换效率，等于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与入射

到太阳能电池表面的能量之比。

η=Im*Vm/P=FF*Isc*Voc/Pin，           （4）

其中 Pin 表示入射光功率。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

率是衡量电池质量和技术水平的重要参数，它与电池的结

构、结特性、材料性质、工作温度、放射性粒子辐射损伤

和环境变化等有关 [6]。

2 影响硅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的因素 

太阳光仅有很少的百分比转换为电能，原因归结于硅

太阳电池不能将全部的太阳光转换成电能。晶体硅太阳电

池的光谱敏感度最大值没有与太阳辐射的强度最大值完全

重合。在光能临界值之上一个光量子只产生一个电子—空

穴对，余下的能量又被转换为未利用的热量。由于光的反

射，阳光中的一部分不能进入电池中。

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受到光吸收、载流子运输、载流

子收集的限制，对于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由于上光子带隙

的多余能量透射给下带隙的光子，其转换效率的理论最高

值为 28%，只有尽量减少损失才能开发出效率足够高的太

阳电池。

影响晶体硅转换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光学损失和电学

损失两个方面，如图 2 所示。

图 1  太阳能电池示意图

图 2  太阳电池各种损失机制

2.1 光学损失

光学损失主要包括反射损失、透射损失和遮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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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两种不同折射率的介质间的界面上都会发生反射，如

图 3 所示。反射系数为：

 R=(      )2
n1-n0

n1+n0
                             （5）

对于硅，λ=600nm 处 n1 ≈ 3.8

外界介质为大气时，n0=1

R ≈ 34% 

硅片在没有经过工艺加工时反射率损失为 34%，在太

阳电池生产过程中制备金字塔绒面，增加减反射膜等都是

为了减少反射损失。

电极遮光损失是指栅指电极遮光面积在太阳电池总面

积中所占的百分比。对一般电池来说，电极遮光损失约为

4% ～ 15%，如图 4 所示。电极遮光面积的设计要结合电

池片的导电情况综合设定 [8]。

2.2 电学损失

电学损失包括电流损失和电压损失。电流损失是指

光生载流子在被 pn 结收集前复合。光生载流子的复合

分为两类，体复合和表面复合。少数载流子（光生载流

子）的寿命是有限的。高质量的硅单晶可达 ms 级，但

常规晶体硅的寿命只有几十 μs。晶体中存在各种复合

中心，会俘获少数载流子，使之复合，成为体复合，产

生体复合的影响因素有晶体材料中原有的缺陷；高温工

序引起的缺陷；重金属杂质，工艺过程中的环境或人为

污染引起的深能级杂质；重掺杂层（发射区）内的晶格

收缩、俄歇复合等重掺效应等。硅片表面的悬挂键构成

表面态。不同的表面状态，表面复合速度不同。金属 -

半导体接触处复合速度无穷大。当晶体厚度足够薄时，

少子寿命将受限于表面复合。太阳电池行业为了降低成

本在向薄片方向发展，表面复合的影响越发明显。 提

高电池性能，降低电流损失的根本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减

少电池结构各部分的复合或减小复合对光生载流子收集

的影响 [9]。 

载流子复合电压损失是指二级管反向饱和电流 I0 由

电池各部分的复合电流构成。决定 Voc 大小的主要物理过

程是半导体的复合。半导体复合率越高，少子扩散长度越

短，Voc 也就越低。要提高 Voc 并减小 Vmp 与 Voc 的差值，

以降低电压损失，除改善结特性、提高 FF 值外，最根本

的仍然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电池结构各部分的复合或减小

复合对光生载流子收集的影响。 

扩散掺杂浓度对开路电压有一定影响，适当的提高掺

杂浓度能很好的提高开路电压； 但是，当浓度过大，引

起重掺杂时，会使禁带宽度收缩，开路电压反而减小。另

外，在扩散区中，由于不活泼磷原子处于晶格间隙位置，

会引起晶格缺陷，而且，由于磷和硅的原子半径不匹配，

高浓度的磷会造成晶格缺陷。因此，在硅电池表层中，少

数载流子的扩散长度会随着扩散浓度的增加而降低，导致

少子寿命降低。因此，为了获得较好的电性能，必须选择

合适的掺杂浓度，使这一浓度能有较好的开路电压，同时

又不致引起电场衰退。 

图 3  反射损失示意图

如果电池厚度不足够大，某些能量合适能被吸收的光

子可能从电池背面穿出，从而影响 Isc，这是透射损失。

光子能量低于半导体带隙宽度 Eg 的长波光不能被吸收，

将透射穿过电池。如被金属下电极所吸收，则将变成热能。

晶体硅是带隙宽度为 1.12  eV 的间接带隙半导体，对于

波长接近 1.1μm 的红外光吸收系数很低。铝背场可以

减少光穿透硅片 , 增强对长波的吸收 ,  1100nm 处，Al-

BSF 的背反射率为 64% 。 

图 4  电池片图形

3 其他影响因素 

串联电阻 Rs 一般小于 1Ω，串联电阻包括硅材料体

电阻、薄层电阻、接触电阻。体电阻是指材料体电阻，正

面电极金属栅线体电阻； 薄层电阻是正面扩散层电阻 (P、

N 结深度、杂质浓度 )，背面电极金属层电阻； 接触电

阻即正背面金属半导体接触电阻；烧结的关键就是欧姆接

触电阻，也就是金属浆料与半导体材料接触处的电阻。可

以这样考虑，体电阻和层电阻属于固定电阻，也就是基本

电阻；接触电阻是变量电阻烧结效果的好坏 , 直接影响

Rs 的最终值。Rs 值变大会影响电池伏安特性曲线偏离理

想曲线，使 FF 变小，效率下降。

并联电阻 Rsh 主要与晶体硅材料质量和太阳电池制

造过程中引入的缺陷和杂质有关，并联电阻使光生电流产

生反向分流，降低工作电压，严重影响 FF, 主要表现形

式有：边缘漏电:①边缘刻蚀不彻底;②硅片边缘污染;③

边缘过刻。 体内漏电 : ①方阻和烧结的不匹配导致的烧

穿。②由于铝粉的沾污导致的烧穿。③片源本身金属杂质

含量过高导致的体内漏电。④工艺过程中的其他污染，如

工作印台纸污染、网版与传输臂或者烧结炉带污染、炉管

污染、DI 水质不合格等。

4. 总结

本文简单阐述了太阳电池的工作原理以及太阳电池开

路电压、短路电流、最大输出功率、填充因子、转换效率

等电性能参数之间的关系。重点从光学和电学两方面分析

了影响太阳电池转换效率的因素，此外，分析了串并联电

阻对电池片效率的影响。对太阳电池的工艺优化及工艺改

进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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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工艺提供了一种能够回收超细碳化硅和硅粉的硅片切割废液处理方法。该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对切

割废液进行固液分离，将切割废 液中的聚乙二醇液体与碳化硅颗粒、硅粉颗粒分离；B、对分离出来的混合有硅

粉的碳化硅进行分级处理，去除目数大于 1300 目的超细碳化硅；C、将分离出来的混合有硅粉的超细碳化硅采

用重液分离与电泳相结合的方法分离其中的硅粉与超细碳化硅。该切割废液处理方法不仅能够回收利用聚乙二醇

和碳化硅，同时还能够回收利用超细碳 化硅和硅粉，使其循环进入生产线中，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减少原料

的使用量，不仅可以降低硅片的成本，而且还能在很大程度降低环境污染。适合在废液处理领域推广应用。

关键字：硅片  切割液  回收

硅片切割废液处理方法研究
《光能》编辑部

1、背景技术

硅片是半导体和光伏领域的主要生产材料，硅片多线

切割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硅片加工技术，它不同

于传统的刀锯片、砂轮片等切割方式，也不同于先进的激

光切割和内圆切割，它的原理是通过一根高速运动的钢线

带动附着在钢丝上的切割液对硅棒进行摩擦，从而达到切

割效果，在整个过程中，钢线通过线辊的引导，在线辊上

形成一张线网，而待加工工件通过工作台的下降实现工件

的进给。硅片多线切割技术与其他技术相比具有效率高，

产能高，精度高等优点，因此，多线切割技术是目前最广

泛的硅片切割技术。

在多线切割技术中，所使用的切割液通常是由聚乙二

醇和 1200 目左右的碳化硅 颗粒按照一定比例配制而成，

切割液在切割硅棒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切削下来的硅

粉混在一起，形成大量的切割废液，而且切割液中部分碳

化硅颗粒会因切割作用而出现破损，使得部分碳化硅的目

数增大，因此，切割废液无法直接重复利用。切割废液中

含有很多资源，比如碳化硅、硅粉等等，如果直接排放掉，

不仅造成浪费资源，同时还会污染环境，因此，对于切割

废液的处理一直是光伏行业的难题。

2、常规切割液回收方式及存在问题

目前，对于切割废液的处理方法通常采用以下的方

式：首先，对切割废液进行固液分离，即将切割废液中

的聚乙二醇液体与碳化硅颗粒、硅粉颗粒分离，得到聚乙

二醇液体和混合有硅粉的碳化硅固体，分离出的聚乙二醇

液体经过进一步加工后可再次作为原料配制成切割液重复

利用；接着，对分离出来的混合有硅粉的碳化硅进行分级

处理，去除目数大于 1300 目的超细碳化硅，剩余的目数

较小的碳化硅可配成新的切割液继续使用，由于碳化硅和

硅粉的密度相差不大，因此，不论是剩余的碳化硅还是分

离出去的超细碳化硅中都含有硅粉；最后，将分离出来的

数目较大的混合有硅粉的超细碳化硅经过化学处理后排放

掉。现有的切割废液处理方式仅能够回收利用聚乙二醇和

一部分碳化硅，对于切割废液中的超细碳化硅和硅粉一般

无法进行有效的回收利用。

目前，对于切割废液中的聚乙二醇液体与碳化硅、硅

颗粒分离主要采用离心式分离的方式，即，先在切割废液

中加入一定量的水，使聚乙二醇完全溶解到水中，然后将

上述液体通入卧式螺旋离心机，通过多级离心处理，实现

聚乙二醇液体与碳化硅、硅颗粒分离，接着将聚乙二醇进

行蒸馏处理即可得到聚乙二醇，这种方式需要专门购买离

心设备和蒸馏 设备，投入的成本较大，而且，这两种设

备在工作时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进一步增加了生 产

成本。

目前，对于混合有硅粉的碳化硅的分级处理主要采用

气力分级的方式，即利用高压气体冲刷混合有硅粉的碳化

硅，由于不同目数的碳化硅颗粒重量各不相同，因此，在

同样的风力作用下不同目数的碳化硅会堆积在不同位置，

实现碳化硅的分级，虽然这种方式也能够实现碳化硅的分

级，但是，由于不同目数的碳化硅颗粒的重量相差不大，

在高速气流的冲刷下，不同目数的碳化硅颗粒还是会混在

一起，分级效果较差。

3、本工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

案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A、对切割废液进行固液分离，将切割废液中的聚乙

二醇液体与碳化硅颗粒、硅粉 颗粒分离，得到聚乙二醇

液体和混合有硅粉的碳化硅固体，分离出的聚乙二醇液

体经过进一步加工后可再次作为原料配制成切割液重复利

用，实现聚乙二醇的回收利用；

B、对分离出来的混合有硅粉的碳化硅进行分级处理，

去除目数大于 1300 目的超 细碳化硅，剩余的目数较小

的碳化硅可配成新的切割液继续使用，实现碳化硅的回

收利用，由于碳化硅和硅粉的密度相差不大，因此，不

论是剩余的碳化硅还是分离出去的超细碳化硅中都含有

硅粉；

C、将分离出来的混合有硅粉的超细碳化硅采用重液

分离与电泳相结合的方法分离其中的硅粉与超细碳化硅，

具体方法如下：先把混合有硅粉的超细碳化硅装入熔炼

设备，加热到 2500℃以上，使超细碳化硅与硅粉全部融

化，然后将其融化后的液体注入石英坩埚内，由于固态

下超细碳化硅的密度为 2.3g/cm3,  硅的密度为 2.32g/

cm3，然而，当二者全部融化后，超细碳化硅的密度基

本保持不变，但是硅的密度却由原来的 2.32g/cm3 变化

为 2.43g/cm3，由于密度差，在重力作用下，超细碳化

硅液体与硅液体在石英坩埚内分成两层，超细碳化硅液

体位于石英坩埚的上层，硅液体位于石英坩埚下层，待

温度冷却后，将凝固后固体从石英坩埚内取出并切开得

到硅锭与超细碳化硅锭。通过上述方法对分离出来的混

合有硅粉的超细碳化硅进行处理，能够从中分离出硅粉

与超细碳化硅，得到的硅粉与超细碳化硅可进一步加工

成硅产品，实现超细碳化硅与硅粉的回收利用，因此，

该切割废液处理方法不仅 能够回收利用聚乙二醇和碳化

硅，同时还能够回收超细碳化硅和硅粉，使其循环进入

生产线中，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减少原料的使用量，

不仅可以降低硅片的成本，而且还能在很大程度降低环

境污染。

在上述步骤 C 中，在将融化后的超细碳化硅与硅液

体注入石英坩埚内后，如果石英坩埚的温度较低，就会导

致超细碳化硅与硅液体快速冷却凝固，使得超细碳化硅液

体与硅液体无法分层，因此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在

将融化后的超细碳化硅与硅液体注入石英坩埚之前，先将

石英坩埚预热到 1200℃。

进一步的是，在步骤 C 中，为了使超细碳化硅液体

与硅液体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分层，使其分离完全，保证硅

粉的纯度和超细碳化硅的纯度，在石英坩埚底部设置了加

热装置，使石英坩埚内的温度逐渐缓慢的降低，保证超细

碳化硅液体与硅液体能够完全分离。所述加热装置可以是

红外加热器、石英管加热器等，作为优选的方式是：所述

加热装置为电阻丝加热器，电阻丝加热器加热速度快，而

且便于控制其加热温度。

在步骤 C 中，所使用的熔炼设备为可以是现有的各

种加热设备，作为优选的方式是：所述熔炼设备为中频感

应熔炼设备，这种中频感应熔炼设备加热速度快，而且能

耗低，能够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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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骤 A 中，对切割废液进行固液分离可以采用多

种实施方式，譬如，可以采用离心式分离的方式，即，

先在切割废液中加入一定量的水，使聚乙二醇完全溶解

到水中，然后将上述液体通入卧式螺旋离心机，通过多

级离心处理，实现聚乙二醇液体与碳化硅、硅颗粒分离，

接着将聚乙二醇进行蒸馏处理即可得到聚乙二醇，作为

优选的方式是：采用如下所述的固液分离装置对切割废

液进行固液分离，如图 1 所示，所述固液分离装置包括

分离锥形筒 201，分离锥形筒 201 的大径端朝上并且设置

有切割废液进口 202，所述分离锥形筒 201 的小径端设置

有可拆卸的封堵结构 203，所述分离锥形筒 201 上部设置

有聚乙二醇液体排出口 204，所述分离锥形筒 201 的内壁

与重力方向的夹角为 5°～ 45°。这种结构的固液分离

装置，结构简单，只需将切割废液通过切割废液进口 202

注入分离锥形筒 201 内，在重力作用下，碳化硅颗粒与

硅粉会逐渐沉积在分离锥形筒 201 的内壁，并沿着倾斜

的内壁逐渐蠕动下滑至分离锥形筒201的底部堆积起来，

等堆积到一定程度，将封堵结构 203 拆下来，将混合有

硅粉的碳化硅从分离锥形筒 201 的小径端排出，而分离

锥形筒 201 内的聚乙二醇液体则从聚乙二醇液体排出口

204 排出，实现固液分离，整个装置结构简单，加工制作

非常方便，只需很低的成本即可完成对切割废液进行固

液分离，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为了更好的使沉积在分离锥形筒 201 的内壁上的碳化

硅与硅粉顺利的沿着倾斜的分离锥形筒 201 的内壁逐渐蠕

动下滑至分离锥形筒 201 的底部堆积起来，所述分离锥形

筒 201 的内壁与重力方向的夹角优选为 25°。

为了加快碳化硅颗粒与硅粉的沉积过程，在分离锥

形筒 201 内设置了辅助沉积锥体 205，所述辅助沉积锥

体 205 位于分离锥形筒 201 的小径端，辅助沉积锥体 205

的锥尖朝上，辅助沉积锥体 205 的底部边缘与分离锥形

筒 201 的内壁之间存在间隙，通过设置辅助沉  积锥体 

205，可以使分离锥形筒 201 中间的碳化硅与硅粉沉积在

辅助沉积锥体 205 的锥面上，然后沿着锥面下滑并从辅助

沉积锥体 205 的底部边缘与分离锥形筒 201 的内壁之间的 

间隙落下堆积到分离锥形筒 201 的底部，大大加快了碳化

硅颗粒与硅粉的沉积过程，缩短了碳化硅颗粒与硅粉的沉

积所需要的时间，提高了效率。

为了进一步的使沉积在分离锥形筒 201 的内壁上的

碳化硅与硅粉顺利的沿着倾斜的分离锥形筒 201 的内壁逐

渐蠕动下滑至分离锥形筒 201 的底部堆积起来，在分离

锥形筒 201 内设置有辅助蠕动锥筒 206，所述辅助蠕动锥

筒 206 设置在辅助沉积锥体 205 下方，辅助蠕动锥筒 206 

的两端敞开并且辅助蠕动锥筒 206 的大径端朝下，辅助蠕

动锥筒 206 的底部边缘与分离锥形筒 201 的内壁之间存在

间隙，该辅助蠕动锥筒 206 的工作过程如下：辅 助蠕动

锥筒 206 下方的液体随着分离锥形筒 201 底部堆积的碳化

硅与硅粉越来越多而向上流动，该部分液体向上运动碰到

辅助沉积锥体 205 的底部然后沿着辅助沉积锥体 205 与辅 

助蠕动锥筒 206 之间的缝隙向下流动并通过辅助蠕动锥筒 

206 底部边缘与分离锥形筒 201 内壁之间的间隙流到辅助

蠕动锥体下方，该部分液体在流动过程中会带动沉积在分

离锥形筒 201 内壁上的碳化硅与硅粉向下运动，起到辅助

蠕动的目的。

为了避免注入分离锥形筒 201 内的切割废液过多，

造成切割废液四散溢出，在分离锥形筒 201 的上部设置

有溢流口 207，通过溢流口 207 将多余的切割废液溢流到

指定的位置，避免四散溢出给生产过程造成不必要的

麻烦。

所述封堵结构 203 可以采用堵头、塞子等方式实现，

作为优选的方式是：在分离锥 形筒 201 的小径端设置阀

门形成所述的封堵结构 203，这种封堵结构 203 不需要将

其拆下来即可实现排出混合有硅粉的碳化硅固定的目的，

操作非常方便。

图 2

在步骤 B 中，对混合有硅粉的碳化硅进行分级处理

可以采用多种实施方式，譬如，可以采用气力分级的方式，

即利用高压气体冲刷混合有硅粉的碳化硅，由于不同目

数的碳化硅颗粒重量各不相同，因此，在同样的风力作

用下不同目数的碳化硅会堆积在不同位置，实现碳化硅

的分级，作为优选的方式是：采用水力分级装置对混合

有硅粉的碳化硅进行分级处理，如图 2 所示，所述水力

分级装置包括分级锥形筒 301，分级锥形筒 301 的大径端

朝上 并且设置有进料口 302，所述分级锥形筒 301 的小

径端设置有可拆卸的封堵部件 303，所述分级锥形筒 301

上部设置有超细碳化硅液体排出口 304，所述分级锥形筒

301 下部设置有进水口 305，所述分级锥形筒 301 的内壁

与重力方向的夹角为 5°～ 45°，该水力分级装置的使

用过程如下：首先，将分离出来的混合有硅粉的碳化硅

投入分级锥形筒  301 内，然后通过进水口 305 将水注入

分级锥形筒 301 内，由于不同目数的碳化硅颗粒重量不

同，目数较大的碳化硅颗粒重量较轻，目数较小的碳化

硅颗粒重量较重，从进水口 305 注入分级锥形筒 301 内

的水流具有一定的压力，在水流的冲击下，重量的较轻

的碳化硅颗粒在被冲到分级锥形筒 301 的上部，进而从

超细碳化硅液体排出口 304 排出，然后进行烘干处理即

可得到混合有硅粉的超细碳化硅固体，目数较小的碳化

硅颗粒和硅粉则悬浮在分级锥形筒 301 底部进而沉积到

分级锥形筒 301 的内壁上并逐渐蠕动下滑至分级锥形筒

301 的底部堆积起来，等堆积到一定程度，将封堵部件

303 拆下来，将混合有硅粉的碳化硅从分级锥形筒 301 的

小径端排出，进而配制成切割液再重复利用，实现对混

合有硅粉的碳化硅的分级处理，这种水力分级装置根据

调整进水口 305 水压的大小可精确分离出目数较大的碳

化硅，分级效果较好，而且结构简单，加工制作非常方便，

能够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4、本方法的优势

（1）为了更好的使沉积在分级锥形筒 301 的内壁上

的碳化硅与硅粉顺利的沿着倾斜的分级锥形筒 301 的内

壁逐渐蠕动下滑至分级锥形筒 301 的底部堆积起来，所

述分级锥形筒 30 1 的内壁与重力方向的夹角优选

为 25°。

（2）为了方便收集超细碳化硅，在超细碳化硅液体

排出口 304 下方设置了集液池 306。

（3）为了节约资源，避免造成浪费，所述进水口

305上连接有液管307，液管307另一端与集液池306连通，

所述液管 307 上设置有水泵 308，将集液池 306 中的水循

环利用起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4）为了可以调整进水口 305 的水压，在液管 307 

上连接有回流管 309，回流管 309  的端头伸入集液池

306 内，所述回流管 309 上设置有截止阀，通过开关截

止阀可以控制液管 307 内的水量，从而调整进水口 305

的水压。

（5）为了便于了解进水口 305 的水压，在液管 307 

上设置有压力表。

（6）为了保证进水口 305 的水压恒定且能够不间断

喷水，在液管 307 上设置了储液腔 312 作为一个缓冲，避

免集液池 306 中没水造成进水口 305 无法喷水进行水力

分级。 

（7）所述封堵部件 303 可以采用堵头、塞子等方式

实现，作为优选的方式是：在分级锥 形筒 301 的小径端

设置阀门形成所述的封堵部件 303，这种封堵部件 303 不

需要将其拆下来 即可实现排出混合有硅粉的碳化硅固定

的目的，操作非常方便。

5、总结

本方法的有益效果是：该处理方法采用重液分离与电

泳相结合的方法对分离出来的混合有硅粉的超细碳化硅进

行处理，能够从中分离出硅粉与超细碳化硅，得到的硅粉

与超细碳化硅可进一步加工成硅产品，实现超细碳化硅与

硅粉的回收利用，因此，该切割废液 处理方法不仅能够

回收利用聚乙二醇和碳化硅，同时还能够回收利用超细碳

化硅和硅粉，使其循环进入生产线中，实现资源的有效利

用，减少原料的使用量，不仅可以降低硅片的成本，而且

还能在很大程度降低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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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使用磁控溅射方法以改变氩气压强的方式研究了氩气压强对 GTZO 薄膜的微观结构和光电性能的影响。不

同氩气压强时所沉积的 GTZO 薄膜都是（002）择优取向的六角纤锌矿结构，在可见光谱范围的平均透射率大于

80%。其色散性质符合有效单振子模型。氩气的压强对 GTZO 薄膜的微观结构和光电性能具有明显的影响。

关键词：薄膜太阳能电池；GTZO 薄膜；六角纤锌矿结构；光电性能

对薄膜太阳能电池的研究
王惠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河北邢台  055550

0 引言

自日本和香港科学家于 1997 年首次报道了ZnO薄膜可

以实现温室近紫外受激光发射后，ZnO逐渐成为当今半导

体材料的研究热点。ZnO是一种Ⅱ-Ⅵ族宽带直接带隙化

合物半导体材料，一般情况下 ZnO是六角纤锌矿。室温下

禁带宽度为 3.37eV，使其具有紫外截止特性，而它的激子

结合能高达 60meV，可以用来制造波长发光材料 [1]。ZnO

具有高的导电性，高的化学稳定性以及耐高温性质，并且来

源丰富，价格低廉。因此，ZnO 薄膜是一种极具发展潜力

的化合物半导体材料。ZnO 具有资源丰富、成本低廉、无

毒性、热稳定性高、化学稳定性能优良等明显优势。为了改

变ZnO薄膜的光学和电学性能，人们采用铝（Al）、镓（Ga）、

钛（Ti）、钴（Zr）、钇（Y）等元素对 ZnO 进行掺杂改

性，本文使用磁控溅射方法以改变氩气压强的方式研究对

Ga-Ti 共掺 ZnO光学和电学性能以及折射率色散性质 [2]。

1 结构性能

图 1 为不同氩气压强时所制备 GTZO 薄膜的 XRD 图

谱。图中所有制备的 GTZO 薄膜都具有（002）择优取向

的六角纤锌矿结构，Ga-Ti 共掺杂并未改变 ZnO 的晶体

结构，反而取代了晶体结构中的锌。图 2（a）-（c）分

别为 GTZO 薄膜（002）衍射峰峰位 2θ、峰强 I 和半宽

度 B 随氩气压强变化的关系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GTZO 薄膜质量随氩气压强的增大而变好 [3]。

图 1  不同氩气压强时所制备 GTZO 薄膜的 XRD 图谱

图 2 GTZO 薄膜（002）衍射峰峰位 2θ、峰强 I 和半

宽度 B 随氩气压强变化的关系曲线图

2 光学和电学性能

图 3 为不同氩气压强时 GTZO 薄膜的透射光谱和可见

光区平均透过率（Tav）。由图 3 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光学

透过率曲线都有光滑、清晰的干涉条纹，这说明 GTZO 薄

膜表面平整，厚度均匀。在可见光波段（1.6357-3.2714eV），

所有 GTZO 薄膜的 Tav 值都高于 80%，其中氩气压强为

0.4Pa 时，Tav 值最大（86.1%），并且氩气的压强对薄

膜透过率具有明显的影响，当压强从 0.2Pa 增加到 0.4Pa

时，GTZO 薄膜的结晶质量有所提高、晶粒尺寸增大、晶

界缺陷密度降低，所以光在薄膜中的散射吸收减少、透过

率增高。但是当压强大于 0.4Pa 时，GTZO 的 Tav 值随压

强的升高反而减小，这是因为过高的氩气压强是的 GTZO

薄膜的结晶质量退化、晶粒尺寸减小，从而导致了晶界的

缺陷密度增大，光在薄膜中的散射吸收增加，因此薄膜的

光透过率降低 [4-6]。图 3 中的插图所示的是氩气压强对

GTZO 薄膜电阻率（ρ）的影响。所有 GTZO 薄膜的 ρ

值均低于 2.40×10-3Ω*cm，远小于纯 ZnO 的数值，只是

由于镓和钛作为施主掺杂原子提供了进入导带的自由电子，

导致GTZO薄膜的导电能力大大增加。品质因子（FOM）

可以表征GTZO薄膜的光电综合性能，可如下式计算：

                          

（1）

由（1）式中可以看出，FOM 随着氩气压强增加而

先增加后减少，当压强为 0.4Pa 时，GTZO 薄膜具有最

大的 FOM 值，所以氩气压强在 0.4Pa 时所沉积的 GTZO

薄膜的光电综合性能最佳。

学吸收系数（α）与光子能量（E）之间满足 Tauc 关系：

(aE)2=C(E-Eg)                            （2）

（2）式中：C 为常数，Eg 为光学能隙。图 4 为不同

氩气压强时 GTZO 薄膜的 Tauc 图，从图中可以推测得到

不同氩气压强时 GTZO 薄膜的 Eg 值为 3.518-3.550eV，

明显大于纯 ZnO 薄膜的光学能隙（3.37eV）。

图 3  不同氩气压强时 GTZO 薄膜的光学透过率

图 5  不同氩气压强下 GTZO 薄膜的折射率（n）

图 4  不同氩气压强时 GTZO 薄膜的 Tauc 图

图 5 所示的是不同氩气压强下 GTZO 薄膜的折射率

（n），从图中可以看到，随着光子能量 E 的增加，所有

薄膜的折射率 n 单调增大，表现为正常的色散现象。而且

氩气的压强大小对折射率 n 也有明显的影响，对于相同的

光子能量 E，氩气压强升高时，折射率 n 先增后减。根据

3 光学能隙和折射率

对于直接跃迁的半导体薄膜，在基本吸收区域，其光

有效单振子理论，折射率 n 与光子能量 e 之间满足 [7,8]

                     

（3）

（3）式中，E0 为振子能量，Ed 为色散能。不同氩气

压强的情况下，GTZO薄膜 (n2-1)
-1-E2 曲线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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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几乎呈一条直线，这表明 GTZO 薄膜折射率的色散性

质符合单振子模型，E0 和 Ed 可以通过直线的斜率和纵坐

标轴上的截距计算得出，可见氩气的压强大小明显影响了

GTZO薄膜的色散能Ed，而对振子能量E0影响较小[9,10]。

4 结论

本文研究了氩气压强对 GTZO 薄膜的微观结构和光

电性能的影响。不同氩气压强时所沉积的 GTZO 薄膜都

是（002）择优取向的六角纤锌矿结构，在可见光谱范围

的平均透射率大于80%。其色散性质符合有效单振子模型。

氩气的压强对 GTZO 薄膜的微观结构和光电性能具有明

显的影响，当压强为 0.4Pa 时，GTZO 薄膜具有最大的

FOM 值，所以氩气压强在 0.4Pa 时所沉积的 GTZO 薄膜

的光电综合性能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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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氩气压强的情况下的 GTZO 薄膜的

(n2-1)-1-E2 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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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大彩钢瓦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发电

近日，新华社、浙江卫视报道亚洲最大的彩钢瓦顶

光伏发电项目——杭州市余杭区长江汽车有限公司屋顶

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发电，国内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再次

聚焦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在 3 月 6 日并网

发电以来，运行良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

会效益。长江汽车光伏发电项目依托该公司 20 万平方米

的厂房屋顶，总装机量 8.68 兆瓦，采用自发自用，余电

上网的模式，电站除了发电直接经济收益外，屋顶电池

板可降低厂房温度，减少空调使用量，间接节约电能。

预计年均发电量 800 多万千瓦时，短期内可以满足该企

业 80% 的用电需求。

据悉，该项目由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EPC 总承包，从开工到投产仅用了不到三个月，广西二安

用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向客户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确保了项目顺利并网发电。项目施工过程中，克服了冬季

温度低、雨水较多、不能影响业主正常生产等施工困难。

尤其是该厂屋顶外表面结构为西卡 PVC 柔性防水屋面，不

能采用常规膨胀螺栓施工破坏屋面防水系统，同时还要考

虑抵御十二级大风等难题。面对困难，广西二安公司敢于

创新，集思广益，研究采用独创的施工方法完成施工任务，

得到了厂区业主及各方的高度赞扬。

近几年，二安公司积极开拓太阳能光伏发电 EPC 总承

包业务，建设项目分布大江南北。签订光伏发电安装合同

额超过 30 亿元，已完成光伏发电工程量近 20 亿元，年施

工能力 300MWP 以上。新疆、内蒙古、青海、安徽、山西、

山东、浙江、江苏、海南等地都可见广西二安的光伏项目，

施工环境包括山地、沙漠、戈壁滩、厂房屋顶、农业大棚

等等。广西二安积累了丰富的设计、采购、施工经验，培

养了一大批熟练精湛的施工技术人才，加上雄厚的资金实

力，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综合服务。近年来与中电投、南方

电网、中国英利集团、天合光能等能源巨头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

禾望集散式逆变系统在陕西蒲城隆基生态农

业光伏电站成功运行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禾望”)

自主研发、设计、生产的集散式逆变系统自推出市场以来，

得到了广大客户和业主的高度认可。2015 年 12 月 30 日，

禾望集散式逆变系统在陕西隆基蒲城 40MW 生态农业光伏

电站项目成功并网。蒲城隆基生态农光互补项目位于陕西

省蒲城县永丰镇刘家沟村，属于典型的农业 + 光伏模式，

采用高支架可调倾角光伏支架体系，上部空间进行光伏发

电，下部空间进行主粮种植并可实现中小型机械耕种以及

配套节水灌溉体系，实现了下部空间主粮作物的良好生

长。现场使用了 10 套禾望 1MW 集散式逆变系统，含 10

台 1MW 逆变器和 120 台集散式汇流箱，选用乐叶光伏的

单晶组件，自投运以来，系统运行稳定，同时采用高压侧

增加电表度量的方式对比，在同等地形和组件配置情况下，

集散式发电量比集中式方案高出 1.8% 以上。

禾望集散式逆变系统采用的是多路 MPPT 跟踪，有

效地减小 PV 组件失配造成的发电量损失，同时集散式方

案通过提升逆变器交直流侧电压降低线损及逆变器自身损

耗降低，发电效率高于传统的光伏发电方案。自 2013 年

禾望集散式逆变系统商用以来，禾望集散式逆变系统已在

国电、大唐、中广核、国华、华夏能源、招商新能源、华

能等客户端批量运行，业绩遍布于新疆、河南、山东、内

蒙、云南、浙江、青海、宁夏、山西、河北、陕西等省市

自治区。

赛米控 Motiv 动力系统助力传统汽车产业绿

色电气化

近日，赛米控推出 Motiv 动力系统，该系统采用其电

动力总成控制系统（EPCS）对车辆电气进行可扩展的模块

化设计。MotivePCS 是一款成熟的产品，能够使传统汽车

制造商轻松快速地在他们当前的装配生产线上用零排放、

纯电动动力总成系统制造卡车。这已通过在同类中型和重

型卡车上安装 ePCS 得到了证实。

据悉，MotivePCS 是 Motiv 辅装包的重要组成部分，

辅装包组合了所有需要的组件来对车辆底盘进行电气化，

已在诸如福特 E450、福特 F59 和起重运输车 COE2 的底

盘中使用。MotivePCS 包含多种组件，使单一产品套件能

够与各种市售的电池组和电机配套而用于电动卡车或巴士

（见图 1）。其中一个组件就是来自赛米控已大批量生产

的“SKAI2”系列逆变器（见图 2），SKAI 2 HV 集成通

用的三相 AC/DC 和 DC/AC 电流转换的产品平台，专用于

电动车辆；其额定输出功率为 250kVA，满足车辆高功率

密度，高可靠性与汽车级 EMI 兼容性的要求。其所采用的

QUASAR 电机控制软件可让电力传动系统更高效运行，为

纯电动和混合动力车辆应用提供理想的动力系统解决方案。

MotivePCS 的核心是自适应电能转换器（APC），这是

一种可编程电压转换器，允许对多个电池组进行独立管理。

APC 包含一个降压 - 升压转换器，聚集大量的电能来使车辆

上的电机运行，并在再生制动期间捕获功率回馈。每辆车里

有多个 APC，每个管理一个电池组，允许系统智能地修改

电源负载，以保持最佳的运行环境。通过用多个电池组处理

80kW-200kW 的能量需求，证实了 Motiv 的 ePCS 强大且灵

活，足以应付不同的要求。Motiv 也用这个 APC 来展示相

同穿梭巴士上的多个电池的化学问题，这是如今任何其他电

动车制造商来说不可能的事情。Motiv 的 ePCS 还包括 Motiv

充电器，用来当车辆插电时对电网的三相交流电进行整流以

对主电池充电。这个 60kW 的车载充电器与 APC 进行通信，

通过这一种优化系统健康的方式对所有电池充电。

赛米控 MotivePCS 系统被大批量制造，因而显著减少

了通往车辆电气化道路上的成本障碍。Motiv 为赛米控的

电能转换进行智能控制，允许其与辅装包的其它部分和车

辆组件进行无缝整合。这些灵活的辅装选项已被用于各种

汽车，包括校车、穿梭巴士、低厢式货车，工程车和垃圾

车。虽然中型和重型电动汽车因以电力为动力，成本稳定，

早已是行业的兴趣所在，但车辆却迟迟没有面市。与开发

新车型有关的膨胀工程成本使得新车辆制造商很难进入一

个已经饱和的市场。然而，Motiv 作为现有车辆制造商的

合作伙伴进入该领域，通过扩展他们的传统辅装包选项组

合的方式将现有车辆的电动版本涵括其中。

这种通过使用现成组件和能与市售底盘一起工作的

辅装包来制造全电动汽车的方法对市场更为友好。配备了

Motiv 的车辆允许 MotivePCS 之后的大量工程应用到新兴市

场，显著降低了成本。虽然由于包括气体燃料车所不需要的

电池组带来较高前期费用导致电动车仍更加昂贵，与原始设

备制造商（OEM）合作的过程意味着专业知识能够有效地

被整个行业所利用，纳入到现有客户所习惯的型号中。可以

说，赛米控 Motiv 动力系统的推出为传统汽车制造行业快速

走向绿色电气化，提供了腾飞的翅膀，相信它的大批量投放

应用将为电动及混动汽车产业的快速推广展现惊人的潜力。

中东地区首个垃圾焚烧和光伏一体发电站建成

中国制造在走出去的环节再次体现了全球领先的综合

竞争力。近日，随着黑兰市垃圾焚烧发电示范项目 10MW

光伏项目中的一期 50kW 试点项目完工，中东地区首个垃

圾焚烧和光伏一体发电站建成。此项目中的垃圾焚烧电站

整体方案和设备由浙江泰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光伏

总包和主要设备由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此项目生活垃圾处理规模 200 吨 / 天，采用两炉一机，垃

圾焚烧发电已进入满负荷 (3MW) 平稳运行状态，伊朗副总

统 Ebtekar 在此前的竣工仪式上点火。

伊朗垃圾焚烧市场广阔，光照资源丰富，此项目意

义巨大，以往在此类海外大项目中，中方企业只能作为

配角或者承担一部分工作 ; 此项目的建成体现了“中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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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可达 5.5MWH，足以同时满足 4000 户人家的用电量。

据墨西哥国家太阳能协会 (ANES) 统计，2015 年墨西哥的

太阳能光伏安装容量为 100MW，其中超过一半为 500KW

内的项目。

“领跑者”正泰太阳能为山西大同电站供货

50MW

正泰太阳能目前已经确定向山西大同 50MW 大型地

面光伏电站供应多晶组件。依据山西政府要求，项目需

使用行业内符合“领跑者”要求的组件。作为光伏“领

跑者”企业，正泰太阳能提供的 72 片多晶组件转化效率

达 16.8% 高于“领跑者”计划 16.5% 的标准，先期将供

应 20MW 组件，已完成出货 4.35MW，预计 5 月中旬完

成全部出货。电站目前已经进入建设阶段，项目已初见

雏形。

正泰太阳能一直以来严格贯彻质量管控标准，国内外

客户一直高度认可正泰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品质。在推出新

产品方面，正泰太阳能坚持独立自主研发，依据市场需求，

连续推出了多款耐腐蚀、抗蜗牛纹、耐寒冷、抗雪防火等

适应各类气候和环境条件的组件，受到客户青睐。此外，

2015 年以来，产线陆续完成了自动化升级，且在浙江新建

了全自动化组件工厂，大大提升了出货效率，进一步保障

了产品性能的稳定与可靠。依据数据，全国目前有 20% 左

右的产能可以满足“领跑者”计划要求，正泰太阳能率先

进入行业“领跑者”企业行列，未来会承担更多引领行业

发展的责任。

赛米控：为风力发电变流器提供最强“心脏”

最近大热的 AlphaGo 和李世石之争，让我们看到终有

造”在研发、生产和项目施工的全面领先性。垃圾焚烧

和光伏发电的结合也在多种能源互补和新时期下智能电

网构建做了大量前瞻性的尝试。另外，两个企业的掌门

人同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这几年国家在“引进来，

走出去”的政策在这个项目中获得了体现。无论在产业

高度、技术先进性还是国际化方面，这类企业的优势越

来越大。

墨西哥最大屋顶光伏发电项目采用锦浪

Solis 逆变器并网发电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 Ingusa 集团的光伏发电项目完成

安装，此项目为目前墨西哥最大的屋顶式光伏发电项目。

Ingusa 工厂工厂主要生产不同类型的水箱，阀门和气缸。

据次项目安装公司预计，此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在其使

用年限内将为 Ingusa 节省 1 千万美元的用电成本。

该项目的安装屋顶面积达到 35800 平方米，成为墨

西哥最大且最领先的屋顶式光伏发电建设系统。此配备了

140 台高性能的锦浪 Solis 并网逆变器，使得该系统的日发

一天人工智能战胜人类的机会，也让我们看到智能之“心脏”

所体现的超常智能。正如赛米控智能功率模块技术之于风

力发电机一样，赋予发电机最强“心脏”，使之达到最高

的环保等级，最优化的功率和最长寿命的运行，从而为人

类的能源供应提供最优质的电能，加快新能源替代传统化

石能源的脚步，逐步占领能源供应的主角。

风力发电产业经过了多年的快速发展，十三五规划

对风力发电的重点已经从装机量的考量转至重点解决

“弃风限电”的根源问题——电能质量，从而风电的

运维与电能质量的提高成为市场的主要焦点。赛米控

SEMISTACKRE 作为专门为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变流器优

化的功率组件，优化的平台设计，为兆瓦特级别的水冷

功率逆变器实现最低成本和最优性能。其带有两象限和

四象限的三相变流器配置，�用于带双馈感应发电机和

同步发电机的风力发电机组，模块式结构可紧凑集成在

600 x 600 x 2000 mm 的机柜中，实现 6MVA 高功率和低

电压的应用。同时专门用于风力发电机的 SEMISTACK 

RE 有很高的 IGBT 循环能力，长久的电容器组寿命，减

少维护成本。该功率组件嵌入 SKiiP3 和 SKiiP4 技术，

额定功率范围灵活。特别是被誉为市场上最强大的 IPM

－ SKiiP4 模块实现了输出达 2.1MW 的变流器单元的生

产。SKiiP4 模块中使用的功率半导体可运行的结温达

175° C。为了确保这些元器件在高温下能可靠使用，电

源电路 100% 无焊接。烧结技术用来生成烧结银层，主

动热循环和被动热循环的可靠性提高 5 倍。同时 SKiiP4

中的集成栅极驱动在可靠性与功能性方面设立了新的标

准。数字驱动保证了在原边与副边之间有安全的隔离，

不论是对于开关信号还是所有测量参数而言，例如温度

和直流母线电压。SKiiP 驱动第一次具有了 CANopen 诊

断通道，以集成更多自我保护功能。

河北曲阳县投资 65.8 亿元包括光伏发电在

内的 9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3 月 9 日，保定曲阳县 9 个重点项目在孝墓乡西口南

村集中开工。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的 9 个重点项目投资

额达 65.8 亿元，涵盖光伏发电、光伏扶贫、生态产业、食

品加工、山区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

近年来，曲阳县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历史机遇，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谋划和实施了一批打基础、利长远、

惠民生的重点项目，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的 9 个重点项目投资额达 65.8 亿元，

涵盖光伏发电、光伏扶贫、生态产业、食品加工、山区综

合开发等多个领域。

曲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11 年被纳入燕山 - 太行山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3 年，三峡集团新能源公司进入该

县发展山地光伏以来，英利集团等多家新能源企业纷纷入

驻，带动了太阳能产业的发展。目前，曲阳县已建成装机

总量 240 兆瓦、总投资超 20 亿元人民币、占地 2 万余亩的

山地集中式光伏发电站，山地光伏产业已成为该县重要的

主导产业之一。

松下：已研发全球最高转换效率光伏组件达

23.8% 超美国 SunPower

据《日本经济新闻》3 月 3 日报道，2 日，松下宣

布研发出全球最高转换效率的光伏组件面板。转换效率

高达 23.8%，超过了美国 SunPower 公司创下的最高纪录

22.8%。松下通过更换材料，减小了因光线反射造成的电

力损失。

2014 年，松下的晶体硅型太阳能电池单元转换效率曾

创下全球新高。此次又刷新了组件转换效率的最高记录。

目前尚处于研究阶段，今后将加紧量产应用。日本的太阳

能电池市场因可再生能源的买价下滑等原因，市场行情日

益恶化。松下希望提高发电效率，带动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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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阿特斯、协鑫集成、乐叶四家分食

700MW单晶组件订单

 隆基股份日前发布公告与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3 日在宁夏灵武市签署组件销售合同，就旗

下乐叶光伏向宁夏宝丰或其子公司销售单晶光伏组件事宜

达成合作意向，涉及金额约 14 亿元。

此次宝丰集团光伏项目总量 700MW，全部采用单晶

组件。估算下来，乐叶光伏本次合作涉及 350MW单晶组件，

以 50% 占比领衔。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另外 350MW 一

直处于未知状态。据知情人士透露，由天合、阿特斯、协

鑫集成三家分食，并且，全部以 330W 单晶组件中标达成

合作。

由于前一年的酝酿，单晶在国内的回归趋势愈发明

显。天合、阿特斯计划在 2016 加大单晶组件的输出。协

鑫在宁夏大手笔投资 10GW 单晶项目，此番协鑫集成投标

单晶项目看来，今年开始，协鑫方面的单晶产能将会逐渐

释放。据有关专家预测，今年协鑫的单晶产能将会释放出

1GW。

阳光电源荣获工信部“2015 年工业企业知

识产权运用标杆”称号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了《2015 年工业企业

知识产权运用标杆》名单，阳光电源荣登榜单，成为全国

首批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标杆。

从 1997 年成立之日起，阳光电源一直专注于可再生

能源发电设备及系统解决方案的研究和应用领域，坚持自

主创新，特别是对技术和产业应用的创新。公司先后承担

了近 20 项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主持起草了多项国家

标准，是行业内为数极少的掌握多项自主核心技术的企业

之一。

阳光电源具有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高度重视知

识产权的建设和积累工作。截止 2015 年底，公司已申请专

利达 700 余项，已获得专利 400 余项，超过 80% 的专利在

产品中得到应用，每年推出数款行业领先的新品，行业地

位不断巩固和加强。

丹麦最大 61MW光伏电站投运

历时短短五个月的施工期，约 61 兆瓦的峰值输出功

率，年发电量约 61.244 兆瓦时。以上数据所说的是斯堪的

纳维亚半岛最大的太阳能电站，位于丹麦的 Lerchenborg。

电站的快速建成是由一家来自 Waghäusel 镇上的项目规划

兼电厂售电公司 , 名叫 WIRSOL 的公司所完成的。这不仅

是丹麦 Baden-Wuerttemberg 公司旗下最大的一个光伏电

站，同时也替 2016 年丹麦的其他项目奠定了一个示范

基础。

该电站坐落于波罗沿海岸一片超过 80 公顷的土地上，

项目现场距离哥本哈根市大约一个小时车程。该太阳能电

站能为近 30000 个家庭提供充分的绿色电力。WIRSOL 首

席执行官 PeterVest 解释了选址的原因：“该地区具高太阳

辐照，并且常年恒风可以冷却组件，非常适合太阳能发电

系统选址要求。”另一个好处是电站附近有许多电力消费

族群，可以就近使用发出来的电力。集合了地理环境的优

势及分布式电网的光伏电站供需市场，加上网电价补帖政

策即将结束，无疑的在这个地点建光伏电站是绝佳的投资

选择。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新区北山路9号
电话：0511-85597888 传真：0511-85587711
网站：www.cecepsolar.com
E-mail：info@cecepsolar.com
主营产品：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准单晶硅太阳
能电池、单晶硅太阳能组件、多晶硅太阳能组件、准单晶硅太阳能组
件、黑背板太阳能组件、双玻太阳能组件、透明背板太阳能组件。提
供光伏电站投资、系统设计、工程安装、运营四位一体的解决方案。

CECEP Solar Energy Technology(Zhenjiang) Co.,Ltd.
Address: No.9,Beishan Road,Xin Qu,Zhenjiang City,Jiangsu 
Province,China.
Tel:  +86-0511-85597888        Fax: +86-0511-85587711
Web: www.cecepsolar.com
E-mail: info@cecepsolar.com
Main Products: Monocrystalline Solar Cell, Polycrystalline Solar 
Cell, Quasi-monocrystalline Solar 
Cell, Monocrystalline Solar Module, 
Polycrystalline Solar Module, Quasi-
monocrystalline Solar Module, Black 
back-sheet Solar Module, BIPV 
Solar Module, Transparent 
back-sheet Solar Module. 
Integrated Solutions 
for Solar Power Plant 
including Investment, the 
system Design, Installation, 
Operation.

宁夏小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工业园通达南街宝湖西路6号
电话：0951-3869666，15009510640   传真：0951-5051346
网址：http://www.nxxnsolar.com
邮箱：xnsolar@126.com
主营产品：太阳能电池片自动串焊机（600片/小时和双线1300/小
时）和敷设机

Ningxia XN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Address: No.6, Baohu Road, Tongda South Street, Jinfeng District, 
Yinchuan City, Ningxia Province, China.
Direct dial call: 86-951-3869666,15009510640   
Fax: 86-951-5051346 
Website: www.nxxnsolar.com
E-mail: xnsolar@126.com 
Main Products:Automatic Stringing Welding Machine(600 cells/hour 
and double line 1300 cells/hour) and Laying equipment

上海正泰电源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3255号4号楼
电话：021-37791222 传真：021-37791222*6003
销售热线：+86-21-3779 1222-6867
网址：www.chintpower.com
邮箱：sales.cps@chint.com 
主营产品： 光伏并网逆变器、光伏系统解决方案及集成、光伏系统

配套产品

Shanghai Chint Power Systems Co.,Ltd
Address: Building 4, No. 3255, Sixian Road,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Tel:021-37791222 P.C:021-37791222*6003
Sales Hotline: +86-21-3779 1222-6867
E-mail :sales.cps@chint.com
Web:www.chintpower.com
Main Products: Gird-tie PV Inverter,PV System Solution,PV System 

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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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1298 号
电话：86-374-3219937  传真：86-374-3212893
网站： www.xjgc.com
E-mail：marketing@xjgc.com                   
主营产品：特高压输电及电力电子、智能变配电、智能用电、电动汽车充
换电及驱动控制、新能源并网及发电、智能工业供用电及节能系统、智
能轨道交通牵引供用电

XJ Group Corporation
Address: 1298, XuJi Avenue, Xuchang, Henan, China.
Tel: 86-374-3219937  Fax: 86-374-3212893
Web: www.xjgc.com
E-mail: marketing@xjgc.com                    
Main Products:UHV transmission and power electronics, intelligent 
power distribution, smart power,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battery 
swap and drive control, new energy grid  connection and power 
generation, Intelligent industrial power supply and energy saving 
system, intelligent rail traction power supply

广州三晶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荔枝山路9号三晶科技园
电话：020-66600058   传真：020-66608589
网站：http://www.saj-electric.cn
E-mail：service@saj-electric.com
主营产品：单相光伏逆变器、三相光伏逆变器、太阳能水泵系统

GUANGZHOU SANJING ELECTRIC CO., LTD.
Address: SAJ High-TECH Park, No.9, Lizhishan Road, Science
City, Guangzhou High-tech Zone, Guangdong, P.R.China.
Tel:+86 20 6660 0058  Fax:+ 86 20 6660 8589
Web:http://www.saj-electric.com
E-mail:service@saj-electric.com
Main Products:single phase inverter,three phase inverter,
solar pumping system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民安大道 999-1009 号
电话：+86-592-3110088    传真：+86-592-5782298
网站： www.clenergy.com
E-mail：sales@clenergy.com.cn                   
主营产品： 可再生能源投资，光伏电站工程服务，光伏系统解决方案及

产品

Company Name: Clenergy (Xiamen) Technology Co., Ltd
Address: 999-1009 Min'an Rd, Huoju Hi-tech Ind. Dev. Zone , 
Xiang'an District 361101, Xiamen, Fujian, China
Tel: +86-592-3110088  Fax: +86-592-5782298
Web: www.clenergy.com
E-mail: sales@clenergy.com.cn                                  
Main Products:  Solar project investments,Solar project 

service,Solar mounting solutions and products

力诺光伏集团（山东力诺光伏高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 30766 号力诺科技园
电话：0531-88729789 / 9191  传真：0531-88729436
网站：www.linuopower.com 
E-mail： pv@linuo.com    
主营产品：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光伏系统

Linuo Power Group(Shandong Linuo Photovoltaic 
Hi-Tech Co., Ltd)
Address: Linuo Hi-Tech Park, NO.30766 Jingshidong Road. 
Jinan, P.R.China
Tel:+86-531-8872 9696  Fax:+86-531-88729436
Web:www.linuopower.com
E-mail:pv@linuo.com              
Main Products: Solar Cells  \  Solar Modules \ PV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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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荔枝山路 9 号三晶创新园

电话：020-66600058 传真：020-66608589
网站：http://www.saj-electric.cn
E-mail：service@saj-electric.com                 
主营产品：光伏并网逆变器 、光伏储能逆变器、太阳能水泵系统

GUANGZHOU SANJING ELECTRIC CO., LTD.
Address: SAJ Innovation Park, No.9, Lizhishan Road, Science 
City, Guangzhou High-tech Zone, Guangdong, P.R.China.
Tel: +86 20 6660 0058  Fax: +86 20 6660 8589 
Web: http://www.saj-electric.com
E-mail:  service@saj-electric.com
Main Products: solar on-grid inverter, solar hybrid inverter, solar 
pump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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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围垦街 123 号

电话：4006670066 传真：0571-86912522
网站：www.staubli.com www.multi-contact.com
E-mail：mcpv.china@staubli.com                 
主营产品：光伏连接器、线束、接线盒

Staubli (Hangzhou) Mechatronic Co., Ltd.

Address: No. 123 Weiken street, Hangzhou Economic 
&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CN-310018 
Hangzhou/ P.R. China.
Tel: +86 4006670066-1328 
Fax: +86 571-86912522
Web: www.staubli.com www.multi-contact.com
E-mail:  mcpv.china@staubli.com           

浙江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188 号 B403 室

电话： 021-33928205
网站： www.APsystems.com
APsystems 昱能科技，微型逆变器领导品牌。全球出货量第二的

微型逆变器供应商，为分布式民用、工商业屋顶光伏发电系统提

供全新解决方案。

Altenergy Power System Inc.

Address: B403 No.188, Zhangyang Road, Pudong, Shanghai
Tel: +86-21-33928205 
Web: www.APsystems.com
Main Products: APsystems microinverters 
mark a breakthrough in solar technology, 
making PV arrays more powerful, smart, 
bankable, cost effective and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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