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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单晶电池组件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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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总部

一期500MW单晶组件

合肥
500MW单晶PERC电池

泰州 
2GW高效单晶电池
2GW高效单晶组件

衢州
2GW单晶组件

印度安德拉邦 2017
500MW单晶电池 
500MW单晶组件

马拉西亚古晋 2017
500MW单晶电池 
600MW单晶组件

全球化的生产布局
高效单晶电池与组件制造基地

银川
500MW单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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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50+178
研发投入 专利 研发团队

硅片、电池及组件端每年的研发
投入占营业收入的7%

硅片、电池、组件的专利总量超
过178项

硅片，电池、组件总的研发人员
超过5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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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工艺利用Al2O3/SiNx在电池背面成钝化层，

降低背面复合，增加长波反射，从而提升电池效

率。PERC技术只需在产线增加两道工艺，即可

实现电池绝对效率提高1.0%-1.2%，是未来几年

重点量产的先进技术。

未来趋势

l 单晶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关键在于组件价格紧跟多晶。

l 单晶组件需要进一步提升功率至300W（60型）/360（72型）以上。

l PERC单晶将逐步替代普通单晶，与多晶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技术现状

l 市场对PERC单晶优势已经广泛认同。

l 尺寸全部统一为M2 ，金刚线切割全面推广，成本与多晶处于同
一水准。

l 电池片采用热氧化工艺，可消除PID，电池效率高出0.1%。

l 单晶组件（72型）主要有350、355、360三个档位。

l 单晶组件初始光致衰减已完全解决并获得进一步优化。

PERC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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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背面漫反射光线提高系统发电量。

l 高转化效率 — PERC技术。

l 双面均可发电，度电成本更低。

l 采用局部铝栅线结构，工艺容易实现。

l 与现有PERC产线兼容度高，适合大规模量产。 

未来趋势

l 从技术特点来看，PERC电池量产领先的企
业后续逐步介入的可能性更大。随着组件发
电量以及可靠性的全面验证，后续市场占有
率有望逐步提升。         

技术现状

l 目前乐叶、晶澳等都有P型双面PERC布局，
后续将逐步转入量产。

P型PERC双面发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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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型PERT双面电池是发射结钝化全背场扩散电

池，其结构特点是背表面扩散全覆盖以降低背面

接触电阻和复合速率，且能实现双面发电功能。

与现有的生产线比较兼容，可以实现大规模量产。

未来趋势

l 双面发电获得的发电增益为5-30%，如何提高发电增益需要系统优
化。

l 如何进一步提高电池效率、组件功率以及工艺稳定性需要继续努力。

l 双面发电行业标准需要出台。

l 量产22%以上电池效率才能凸显N型技术优势。

技术现状

l 采用N型硅片，少子寿命高、具有更大的效率提升空间

l 首年光致衰减<1%。

l 国内航天机电、中来股份、英利、国外LG等都量产此类技术。

l 背面电池效率较高。

l 双面发电额外增益已有一定应用实例和数据。

N型双面发电技术



12

HIT电池结构中间衬底为N型晶体硅，通过PECVD

方法在P型a-Si和c-Si之间插入一层10nm厚的i-a-

Si本征非晶硅，在形成PN结的同时本征a-Si：H具

有很好的钝化晶体硅表面缺陷的作用，大幅降低了

晶体硅的表面复合，获得了很高的电池开路电压。

未来趋势

l 预计随着HIT设备价格进一步下降，及供应商解决方案更趋成熟，
有更多的企业研发或量产HIT技术。

技术现状

l 日本松下量产HIT技术，电池效率22%以上，组件效率19%以上，
松下HIT产能在GW级；美国Solarcity收购杭州赛昂，在美国硅谷
进一步研发，并在美国纽约扩充产能。

l 国内对HIT有兴趣的企业较多，但多处于实验室研发或与科研院
所合作开发阶段。

l M&B公司在力推HIT交钥匙解决方案，技术指标为电池效率大于
22%，80MW电池产能报价2800万欧元。

l HIT技术是乐叶重要研发方向之一。

HIT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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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指状背接触IBC电池将pn结、基底与发射区的接

触电极以叉指形状全部做在电池背面，完全消除了

前表面栅线的遮光，同时无须考虑前表面减反射结

构对电极接触的影响，为前表面陷光结构和实现更

低反射率提供了更大的优化空间和潜力。

Sunpower实验室效率达到25%。

未来趋势

l 国内企业都希望低成本产业化IBC技术，但要提高良率到90%以
上才具备量产经济性。

l IBC电池效率需要往23%的目标值努力。

技术现状

l 美国Sunpower量产IBC技术，电池效率23%以上，组件效率21%
以上，Sunpower IBC产能在GW级。

l 国内天合等在IBC方面投入最多，目前电池中试效率超过22.4%，
但良率偏低（低于80%），银浆成本较高，总体成本高而不适合
量产。

l IBC是乐叶重要研发方向之一。

IBC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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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电池设计贯穿孔洞，用导电浆料将空洞填充并引

到电池背面。

l 背面的相应区域与背电场进行隔离。

l 无主栅线，节省银浆，遮光更少，转换效率更高。

l 与PERC、N型等技术兼容。

未来趋势

l MWT可兼容PERC等技术，适度增大硅片尺寸，与单晶更兼容，是
值得关注的技术之一。

技术现状

l 目前国内主要是南京日托量产，晶澳、阿特斯曾经量产，但后续
并没有继续投入。

l  MWT技术漏电问题已解决，实现了导电板BOM国产化，可提高
组件功率10-15w左右。

MWT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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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玻组件，是指背面采用玻璃替代背板的组件， 抗

盐雾、耐酸碱、耐高温高湿、耐紫外性能提升，可以

大幅度提高组件的可靠性能，延长组件寿命至30年，

并具有很好的抗PID性能。

未来趋势

l 与双面发电结合，降低光伏系统发电度电成本。

l 玻璃厚度进一步降低。

l 与系统安装匹配进一步优化。  

技术现状

l 目前主要应用于水面等高湿环境和沙漠等严苛环境。

l 封装材料存在POE/EVA等主要选项，其中POE可靠性更高。

双玻组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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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相比常规组件，智能组件集成了电子监控和电子
转换装置，具有功率优化功能，可以有效提高光
伏电站发电效率。

l 在分布式电站中，能够克服阴影遮挡、朝向不同
等问题，使组件更高效，更安全。

l 智能组件可以根据实际应用需要，选择监控，安
全，优化，系统电压调节等不同功能模块，满足
不同客户需求。

未来趋势

l 实现国产化，降低接线盒成本，提高性价比，智能组件
将会在屋顶市场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技术现状

l 在屋顶应用上可以提高一定比例的系统发电量。

l 目前国外的Tigo、Solaredge接线盒成本较高，国内上
海正硅、快客以及清芸等正致力于降低材料成本工作。

智能组件技术



17

叠片组件相比于传统组件大幅减少了组件空白区域面积

l 降低了焊带带来的功率损失。

l 提高了组件有效受光面积，组件功率增加8%以上。

l 避免了组件焊接产生的应力造成的组件隐裂。

l 更好的抗热斑和抗阴影效果。

未来趋势

l 预计切割、掰片、叠层设备进一步成熟，性价比提高。

l 降低切片对电池片（如PN节、背场）的损失。

l 在屋顶市场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技术现状

l 叠片组件是目前组件技术研究热点，国外有Solaria、Sunpower、
Sunedison研究，国内有塞拉弗、GCL、乐叶等公司研究。

l  Solaria可以做到400W组件（82.8片电池），在韩国有100MW
产能；Sunpower收购Cogenra，准备规模化量产；塞拉弗已经
通过TUV认证，已经开始接单。

l  组件成本增加~1.5美分，预计可以降低系统成本~8%。

l  叠片组件是乐叶重要研发方向之一。

叠片组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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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单晶 N型双面 PERC双面 HIT IBC 叠片组件 MWT

电池转换效率 ＞21% 21% 20.8% 22% 23% / /

60型组件功率(W) 300 提高
10%-30%

提高
5%-30% 320 340 提高

20-30W
提高

10-20W

温度系数 -0.39% -0.36% -0.39% -0.25% -0.35% / /

LID 首年2%
经年0.55% 首年<1% 首年2%

经年0.5% 首年<1% 首年<1% / /

弱光响应 好 好 好 好 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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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产线兼容度高，只需增加激光开孔和背钝化设备。

HIT，IBC技术（国内）量产成熟度不高，且设备成本高。

黑硅技术需增加刻蚀设备，但对组件功率提升有限。

而且，PERC技术可以兼容双面发电技术，叠片组件技术、
MWT技术，双玻及智能组件等。

因此，从兼容性方面，PERC技术较优。

产线兼容性

技术路线趋势

综合评价

双面 叠片

M
W

T

双玻

智
能

PE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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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单面以及PERC双面组件总成本最低。

叠片组件对于屋顶系统度电成本的下降效果较好。

成本水平

技术路线趋势

综合评价

PERC
总成本最低

叠片组件
屋顶系统度电成本

下降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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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 IBC、N型PERT双面、P型单晶PERC(采
用掺镓或低氧+热处理)光衰较小，组件温度系
数低，生命周期内发电量较高。

生命周期内发电量

技术路线趋势

综合评价

IBCHIT PERC
单晶

PERT
N型

黑硅+PERC
多晶 黑硅多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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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总成本

总发电量
LCOE =

($/kWh)

系统成本

建设成本

O&M 成本,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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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降低硅片成本
l 降低电池成本
l 降低组件成本

l 硅片氧含量
l 硅片少子寿命

l 高功率
l 低衰减

降低
度电成本 

低成本高发电量

高效

高可靠性



铸造多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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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转换效率较低(<18.5%)，未来可以提升到20%。

l 高的位错密度和晶界，硅片质量较差。

l 杂质含量高，少子寿命低。

l 氧含量较低。

l 技术门槛较低。

l 未来成本下降空间较小。

l 转换效率较高(＞19.8%)，未来可提升到22%左右。

l 低的位错密度，无晶界，硅片质量高。

l 杂质含量低，少子寿命高。

l 相对较高的氧含量。

l 技术门槛较高。

l 未来成本下降潜力巨大。

提高硅片品质

CZ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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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具有高的反射率。

l 位错和晶界降低了少子寿命，影响电池转换效率。

l 提供最优的电池衬底材料 (N-型, O含量<=16ppma, 
少子寿命>2000us)保证了高转换效率太阳能电池。

提高电池转换效率

P型多晶电池 N型、P型单晶太阳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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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假定多晶价格如下： 2015 16$/kg, 2016E14.5$/kg, 2017E 13.5 $/kg, 2018E13$/kg, 2019E13$/kg, 2020E13$/kg; 
假定硅片厚度如下： 2015 180um, 2016E 175um, 2017E 175um, 2018E 175um, 2019E 170um, 2020E 170um; 
假定P型电池转换效率如下： 2015 20.5%, 2016E 20.9%, 2017E 21.2%, 2018E 21.5%. 2019E 21.8%, 2020E 22.1%; 
假定N型电池转换效率如下： 2015 21.5%, 2016E 21.8%, 2017E 22.1%, 2018E 22.4%. 2019E 22.7%, 2020E 23.0%.

降低组件成本（硅片成本）
硅片成本下降路线图

7美分 / 瓦
截止到2020年P型&N型硅
片总成本均可降到 7美分/
瓦左右，相比16年降幅超

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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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系统发电量（太阳能追踪系统）

l 追踪系统增加成本属于误解。
l 效率越高每瓦的系统追踪成本越低。
l 相比于固定支架，追踪系统拥有更有的

性价比。

太阳能追踪系统 单轴追踪系统 双轴追踪系统

单轴追踪系统可增加10%-15%的系统总
发电量。增加了5%的系统成本。

双轴追踪系统可增加20%-30%的系统
总发电量。增加了10%的系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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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组件可靠性实验室
l 提高产品的可靠性

l 支撑研发水平的进步

稳定的产品性能
在DH3000, TC600, HF30, UV45….等条件下组件输出功率衰减＜5%

提高组件可靠性

Thresher Test
DH 3000
TC 600
HF 30
UV 45

3IEC Reliability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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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1994
19861998

19
84

单晶太阳能电
池可靠性验证

19
82

1982年，欧洲第一个并网光伏系
统在瑞士建成，采用单晶组件，装
机容量10KW，年衰减0.4%

1984年，兰州最早的光伏电站采
用单晶组件，年均衰减0.37%

德国至今已运行18年的MW级屋
顶电站，采用西门子单晶组件，年
衰减约0.4%，至今无质量问题

1984年，加州1MW光伏电站采
用单晶组件，至今仍运行完好

1994年，浙江宁波最早的单晶
电站，年均衰减0.37%

“寻找最美老组件”首站云南，
屋顶单晶系统运行接近30年，
最近15年修正光衰不超过8%

提高组件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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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 2017E 2018E 2019E 2020E
组件成本(元/Wp) 3.6 3.2 3.0 2.8 2.6

BoS 成本 (元/Wp) 3.2 3.0 2.8 2.6 2.4

系统成本 (元/Wp) 6.8 6.2 5.8 6.4 5

运行年限(年) 25 25 30 30 30

装机量（ MW） 100 100 100 100 100

平均峰值日照时数（h） 4.5 4.5 4.95 4.95 4.95

每年运维成本 (元/W) 0.069 0.069 0.069 0.069 0.069

衰减率 0.0055 0.0055 0.0055 0.0055 0.0055

折现率 0.06 0.06 0.06 0.06 0.06

税率 0.3 0.3 0.3 0.3 0.3

LCOE (元/KWh) 0.405 0.377 0.285 0.271 0.256
组件输出功率(Wp) 350 360 370 380 390

注： LCOE 计算, http://www.solarlcoe.com/

0.256元/度
2020年度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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