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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光伏电站收益的主要因素

电站所处地理环境
   光照强度，温度，天气状况，安装角度

光伏组件的质量
   组件寿命，功率衰减，可靠性

系统效率和电站运维



组件质量对光伏电站投资回报至关重要

不同使用年限下的投资回报 不同年功率衰减下的投资回报
组件寿命和年功率衰减对光伏电站的投资回报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使用年限 = 25 年年功率衰减 = 0.8%
20MW西部光伏电站
Ø 1650小时有效上网发电小时

Ø 上网电价：0.90元/度（一类地区）

Ø 项目初期投资：9元/瓦

Ø 贷款比例：70%

Ø 贷款利率：7%

Ø 折现率：8%

25年vs. 10年
投资回报
相差6.5%

年功率衰减
0.8% vs. 5%

投资回报
相差9.4%

影响光伏电站收益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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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质量：
     PID、蜗牛纹现象、电池
     功率衰减快、组件发黄、
     脱层、背板开裂和焊带
     腐蚀等
组件制作工艺   
     组件焊接脱焊；组件内部连

接带断裂；热斑损坏等

背板开裂

蜗牛纹EVA发黄焊带腐蚀

背板发黄

组件户外外观缺陷检查结果*

影响电池组件质量的主要因素



系统开发商承担了极大的质量风险
组件质保并不是一个

完全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

玻璃碎裂

表面玻璃碎裂–3%的组件

组件厂破产

用

材料厂家深厚的研发实力、完善的制程管理和严格的品质控制
是降低质量风险的根本

组件认证测试无法
完全模拟户外综合老化条件

   IEC认证测试标准是

设立了组件质量基础的

标准。

   加速老化测试无法完
全模拟25年以上户外实
际老化情况。

影响电池组件质量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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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是保护光伏组件的关键部件，将光电转化元器件与大气环境隔离，为组件提
供绝缘保护，同时需要长期耐受各种环境因素的作用，对组件在户外的运行可靠
性、功率衰减速度和使用寿命都至关重要。

紫外线 高温

冷热应力

物理磨损
紫外线 湿气

机械载荷

大气污染物

玻
璃

接线盒

内部电场
封装胶膜
电池片

封装胶膜背板

背板在电池组件中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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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环境和应用条件的差异

西部和北部 紫外线强、风沙大、温差大

东部和南部 温度高、湿度大、湿热气候持续时间长

东北部 干热、低温、雾霾

沿海 湿热、盐碱性气候

屋顶 温度高

渔光互补 湿度大

农业大棚 湿度大、化学成分复杂

环境和应用条件对背板性能的要求



组件 荒漠 热带 温和

组件正面
25年

紫外剂量 
(kWh/m2)

2293 1963 1423

组件背面
25年

紫外剂量
(kWh/m2)*

275 235 171

光热老化 - 行业标准紫外剂量远低于户外

§ 沙粒地表面紫外线反射率~12%，水面紫外线反射率~8%
§ 目前行业一般仅进行 15~100 kWh/m2的紫外老化测试，远低于实际剂量

环境和应用条件对背板性能的要求



屋顶组件的安装环境

屋顶集成(BIPV)屋顶附着(BAPV)平面屋顶

+15ºC +15ºC

地面安装

环境温度 +10ºC

屋顶组件工作环境温度高，容易导致热斑，加速材料老化

环境和应用条件对背板性能的要求



不同地区与应用环境对背板性能特点的要求

西部和北部 耐紫外、耐磨、耐高低温应力

东部和南部 耐紫外、耐湿热 

东北部 耐紫外、耐高低温冲击

沿海 耐紫外、耐湿热、耐盐雾腐蚀

屋顶 耐紫外、耐热、耐热斑

渔光互补 耐紫外、耐湿热 

农业大棚 耐紫外、耐湿热、耐化学腐蚀

环境和应用条件对背板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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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原材料选择、结构设计、生产工艺

氟材料
粘合层

粘合层
PET

层压粘结层

Ø 原材料膜的选择
Ø 胶粘剂配方工艺
Ø 粘结层配方工艺

影响背板质量特性的主要因素



保证 --优质原材料选择与结构设计

氟膜

  PET聚酯

氟膜

  PET聚酯

粘结层 氟膜

耐紫外、湿热、冷热应力、
盐雾腐蚀和风沙磨损

耐紫外
耐湿热

Ø 双面采用优质氟膜为背板提供最佳保护，耐紫外、耐
热、耐潮湿、耐冷热应力、化学腐蚀和风沙磨损

Ø 适应各种气候类型(如沙漠、热带、滨海与山区)，持
续提供长期的组件保护

Ø 内层采用耐紫外、高性能聚
烯烃薄膜/含氟粘结涂料

Ø 外层采用优质氟膜

影响背板质量特性的主要因素



设计--背板功能的针对性设计

Ø 通过对材料的选择和工艺过程的设计，使背板的耐紫外性能、阻隔性能和耐
湿热性能大大提高，可以有效延长光伏组件的发电时间，增加电站的收益

耐湿热老化时间 耐紫外线辐射 阻隔性

普通背板 1000小时 60KWH ≦2.5

渔光背板 3000小时 120KWH ≦0.5

有独特的性能特点，可以提升电站的收益

影响背板质量特性的主要因素



n 高阻燃背板：屋顶电站

       通过对涂层中阻燃结构与主体树脂相互交替排列控制，形成微观规
整结构，保证阻燃功能最大化

n 高阻隔背板：农业大棚

       通过对材料分子链结构及加工工艺的优化，可以提高结晶度，增强
阻隔性，减少组件PID效应、蜗牛纹等对功率衰减的影响，是滩涂池塘、
沿海地区高湿环境分布式电站的最佳选择

n 高绝缘背板：高电压系统

       通过降低材料介电常数和 提高膜层致密性、减少缺陷，可以提高背
板的绝缘性，降低系统的成本。

设计--背板功能的针对性设计
影响背板质量特性的主要因素



增效背板：通过提高光的利用效率和降低组件工作温度实现组件功率增效

 

普通TiO2粒子     多孔粒子1    多孔粒子2

NIR
VISVIS

高反射背板

Ø 采用表面接枝技术降低界面热阻
Ø 提高背板表面热辐射能力

高散热背板

设计--背板功能的针对性设计

影响背板质量特性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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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其前身是成立于1958年
7月1日的电影胶片厂。

          当前，乐凯公司完成了
产品和产业结构转型，已初
步实现由影像材料生产制造
企业向新能源材料系统服务
商的转变。

乐凯公司简介



三级研发体系，院士领衔的研发团队

乐凯胶片拥有高精密涂布线、挤出机线等
新能源材料试验设备

n 丰富的经验和完善的科研开发
程序

n 高精密的工程化试验仪器

n 高层次的研发队伍

乐凯公司简介
研发



n 精密涂布技术

n 先进生产线

n 完善制程控制

乐凯公司简介
制造



n 专业化检测人员

n 高精度检测仪器

n 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乐凯公司简介
品质控制



复合工艺

双面含氟
KPKw

TPTw

PVDF

Tedlar

PVDF

Tedlar

TPEw/TPEw1 Tedlar EPA

产品结构 产品型号 耐候层 粘接层生产工艺

FPE350Cw PVDF EPA
单面含氟

单面含氟

双面含氟

FPE350Bw

KPCw

FEVE

PVDF

EPA

含氟粘结材料

双面含氟 TPCw Tedlar 含氟粘结材料
综合工艺

涂布工艺

  系列背板产品



n 背板在电池组件中主要起保护作用，背板的质量对组件
的转化率、寿命和效率衰减非常重要，对光伏电站的投
资收益有重大影响。

n 电池组件的运行条件极为复杂，因此应该根据电池组件
的具体运行环境来匹配相应性能特点的背板材料。

n 基于精密涂布和精细化工领域深厚的技术基础，乐凯采
用严格的质量标准和制程管控，为组件厂商提供优质背
板材料，为光伏系统提供长期保障。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