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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镓直拉单晶硅的生长及光衰减 

杨德仁 

浙江大学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学院） 

E-mail: mseyang@zju.edu.cn 

 

报告摘要 

直拉单晶硅是光伏产业的基础材料。在 2021 年，其占据了全部光伏市场的

月 92~的市场份额，对光伏产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多年来，光伏用直拉单晶硅一直是利用掺硼的 p 型单晶，具有单晶纵向电阻

率均匀、pn 结扩散温度低、时间短等优点。但是，由于硼氧（BO）复合体的形

成，导致了单晶硅电池的光致衰减（LID）的产生，使得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可能

产生 2%以上效率损失，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为了消除光衰减的印象，人们提出了利用掺镓作为电活性掺杂剂，替代掺硼

制备 p 型直拉硅单晶，并在近年来的产业上大规模应用。本报告介绍了利用镓磷

共掺技术及相关实验结果，指出镓磷共掺直拉单晶硅可以在保持电池效率的同时，

避免了光衰减的产生；报告还介绍了镓硼共掺直拉单晶硅中的 BO 复合体的产生、

性质和影响；最后，报告介绍了关于掺镓单晶硅和电池的高温光衰减（LeTID）

的性质及其抑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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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看推进 

光伏发电市场发展的政策方向 

时璟丽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 

E-mail: shijl@eri.org.cn 

 

报告摘要 

以国办函 2022 年 39 号文为主线，分析近期促进光伏发电市场发展的相关

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效果，以及体现的政策导向。主要涉及项目开发重点、电

价和参与电力市场、绿证机制、消纳保障机制、土地环保、金融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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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硅太阳电池组件技术发展 

吕  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lvjun@longi.com 

 

报告摘要 

本报告主要介绍高效电池技术、硅片厚度、组件焊接技术、产品尺寸等发

展趋势；针对行业“大无止境，薄无限度”的现象，提出高品质光伏产品的设

计理念：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驱动，通过为客户创造和提供技术

领先、稳健可靠、客户增值、绿色低碳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为客户实现全生命

周期度电成本最低的行业领先价值。 

 

关键词：电池技术；焊接技术；产品可靠性；度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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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品碳服务简介 

章翊驰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mail: yichi.zhang@tuv.com 

 

报告摘要 

双碳背景下，随着光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针对光伏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价相

关服务引起了行业内越来越多的重视及关注。TUV 莱茵多年来始终致力于推进

LCA(生命周期评价)及 CFP(产品碳足迹)评价方法的广泛使用，根据客户需求定

制化方案，帮助企业通过产品低碳设计，优化能源管理体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等方面，履行其在减少碳排放及环境影响方面的社会责任。 

本次大会将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政策相关背景需求，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莱

茵碳服务进行介绍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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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氏化学 ENGAGETM PV POE—双面组件封装材料的更佳选择 
Dow ENGAGETM PV POE-based Encapsulant Film- A better choice for bifacial modules 

李宇岩，张文馨，孙亚斌，Habersberger, Brian, Madenjian, Lisa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E-mail: yli22@dow.com 
报告摘要 

近年来，高效双面组件由于其更高的发电效率已成为降低度电成本，提升电站投资收益的一大利器。

高效双面组件，不论是 PERC 双面电池组件，N 型 TOPCON 组件，N 型 HJT 组件，都需要更可靠的封

装技术。本文我们将重点讲述基于陶氏化学的 ENGAGETM PV 聚烯烃弹性体 (POE) 制备的 POE 胶膜如

何有效地延长高效双面组件的户外使用寿命以及降低组件在使用过程中功率的衰减。使用基于陶氏化学

的 ENGAGETM PV POE 的封装胶膜替代现有的聚乙烯醋酸乙烯酯（EVA）封装胶膜可以降低系统 LCOE，
助力实现平价上网。POE胶膜更可靠，耐候性优异，这主要归功于其分子链本身不含有极性基团，即使

发生老化也不会产生腐蚀性的副产物。并且，陶氏化学推出的 ENGAGETM PV POE 拥有相比于 EVA 高

于两个数量级的体积电阻率，这一优势在组件的工作温度（85 ˚C）下更明显。更重要的是，由于 POE
是非极性材料，相比于 EVA 来讲，POE 的水汽透过率要低一个数量级，使得 POE 胶膜对于安装在高湿

环境中的组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从材料的分子结构角度，本文分析了市场上常用的三种胶膜类型的优

缺点，包括工艺性和产品特性。文中进一步通过加速实验验证了使用 POE 封装胶膜的组件的长期稳定

性以及在双玻组件应用中的可靠性。最后，重点强调了使用陶氏化学的ENGAGETM PV POE 生产的POE
封装胶膜可以帮助使得高效双面电池组件抗 PID。随着高效双面电池组件的快速发展，陶氏化学的

ENGAGETM PV POE 可以助力于提高组件生命周期内的总发电量，提高抗 PID 性能，实现更低的 LCOE，
为光伏投资者提供更好的项目收益。  
关键词：平价上网；POE 封装胶膜；组件可靠性 

 
Abstract  

Recently, bifacial modules become more popular due to higher power generation and lower levelized cost of 
energy (LCOE). All the high efficiency bifacial modules, including bifacial PERC, N-TOPCON and N-HJT, it is 
necessary to choose more reliable encapsulant. This paper mainly covers how the film made from Dow 
ENGAGETM PV POE can extend bifacial module lifetime in the field and decrease the module power loss. 
Modules using films made from Dow ENGAGETM PV POE can reduce the LCOE to achieve grid parity. POE 
encapsulant is more reliable and weather resistant because of firstly there is no polar group in the macromolecular 
chain, no corrosive by products could be released after polymer degradation. Also, the volume resistivity of Dow 
ENGAGETM PV POE is more than two orders of magnitude higher than that of EVA, especially at higher 
temperature like 85 ˚C (the working temperature of module in the field). More importantly, the water vapor 
transmission rate of POE is one order of magnitude lower than that of EVA, making POE encapsulant a much 
better choice for modules installed in high humidity environment. We all evaluated the three kinds of films used 
in PV market including the processability and properties based on the molecular structure of the films. Long-term 
stability and durability for glass/glass module were also verified by accelerated test. At last, the advantage of Dow 
ENGAGETM PV POE in anti-PID performance for high efficiency bifacial solar cells was presented. With the 
booming of high efficiency bifacial solar cells, Dow ENGAGETM PV POE based encapsulant can help to increase 
the power generation, improve the module PID resistance property, resulting in lower LCOE and better project 
economics for solar investors. 
Keyword: Grid parity; POE encapsulant; Module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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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建筑一体化在建筑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王志东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E-mail: 13701270626@139.com 

 

报告摘要 

光伏建筑一体化是建筑领域完成双碳任务的必选方法，也是未来建筑的必然

形式。报告将以建筑的视角、节能建筑的需要阐述光伏建筑一体化在建筑领域中

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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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趋势下的全面封装解决方案 

常州回天新材料有限公司 

石  娜 

E-mail: shina@huitian.net.cn 

 

报告摘要 

回天新材作为光伏行业最主要的辅材供应商之一，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来助

力光伏行业的持续发展。高导热灌封胶有效降低大电流组件接线盒温度；储能

电池包的结构导热粘接封装方案提升整体使用寿命；通过双组份快速固化密封

胶来提升组件制造的流转效率；通过灌封、三防、导热、磁芯粘接等整体保障

逆变器的使用安全；多结构背板及透明网格背板满足不同场景下的定制使用需

求；高透明封装树脂、高阻水密封胶，通过粘接的方式来实现未来新技术方向

优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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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止高效，晶科能源 n型组件加速

全场景项目优质落地

李 嵩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song.li@jinkosolar.com

报告摘要

全球领先的 n型技术备受光伏行业的关注，单瓦发电量的提升受到越来越多

的投资方和 EPC关注，晶科演讲主要围绕着全球市场上的宏观装机量和对应的

技术趋势，从而阐述具体 TOPCon的技术优势，以及晶科 Tiger Neo给客户带来

的优势及在在系统端的匹配性。同时也会分析晶科 Tiger Neo带来的定量的发电

量提升及系统经济效益（初始投资，LCOE，IRR等）。

关键词：n型技术；发展趋势；系统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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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高效电池组件可靠性封装解决方案 

别红玲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biehongling@hiuv.net 

 

报告摘要 

近年来，随着光伏装机量逐渐递增，n 型电池组件占比也逐渐增加，单双玻

组件中双玻占比持续增大，新型高效电池新技术层出不穷，进而针对封装胶膜的

新需求也在不断提升。 

     随之而来的是对封装胶膜提出了新的可靠性及提效降本要求，海优威研发

团队，通过不断创新，为组件客户开发出更加可靠有效的封装产品。    

     而当前 p-PERC 电池的 PID 衰减问题依然严峻特别是背面，海优威通过改

进胶膜酸值，阳离子阻隔等配方优化，满足不断变化的产品差异化需求。异质结

电池产业化进程迅速，衍生出多样化的抗热斑、无主栅、提效转光等新需求。

n-TOPCon 电池技术相较于 p-perc 更为复杂的电池结构、更容易被腐蚀老化的银

铝浆料特性等，都对组件封装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优威研开发的 EXP 系

列产品能有效解决 n-TOPCon 单玻及双玻封装可靠性,同时有效解决了 POE 树脂

粒子供应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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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全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和组件 

谭海仁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固态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人工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 

E-mail: hairentan@nju.edu.cn 

报告摘要 

目前，单晶硅（c-Si）和铜铟镓硒（CIGS）等单结太阳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已经达到了26.7%和

23.4%。受限于Shockley-Queisser极限，单结太阳电池最高效率难以超过33%。突破单结太阳电池的效

率极限，是未来太阳电池发展的重要方向。构筑叠层太阳电池是一种有效突破单结电池效率极限的方

式。传统的III-V族半导体多结太阳电池虽已实现了超过30%的效率，但制备工艺复杂且成本高昂，无

法实现低成本的发电。除III-V族半导体外，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因为其光电转化效率高、成本低、带

隙可调等优点，适用于构筑高效率低成本的叠层太阳电池。 
通过串联宽带隙（~1.8 eV）和窄带隙钙钛矿（~1.2 eV）来构筑的全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兼备高

效率和低成本的突出优点，是下一代光伏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宽带隙、窄带隙钙钛矿子电池和互联

层（隧穿复合结）是构筑全钙钛矿叠层电池的三个核心部分。开发高性能隧穿结和高效率宽、窄带隙

子电池则是实现高效叠层电池制备的关键核心点。我们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一种原子层沉积技术制备

较薄致密半导体层加超薄金属团簇层的新型隧穿结结构（ALD-SnO2/Au），实现了全钙钛矿叠层电池

制备过程的大幅简化和器件性能的显著提升。针对铅锡钙钛矿易氧化、结晶快的问题，我们通过抑制

钙钛矿晶粒内部和表面亚锡离子（Sn2+）的氧化，调控窄带隙钙钛矿的结晶生长过程，有效降低了薄

膜的缺陷态密度，提升了载流子的扩散长度，克服限制全钙钛矿叠层电池效率的核心瓶颈问题，先后

实现了转换效率24.8%和25.6%的小面积叠层电池，并研制出世界记录效率24.2%的大面积全钙钛矿叠

层电池。针对铅锡钙钛矿载流子扩散长度短的问题，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揭示了钝化分子极性与钙钛

矿晶粒表面缺陷位点间的吸附关系。以铵基端正电性更强的4-三氟甲基苯铵（CF3-PA）为钝化剂，增

强了晶粒表面缺陷钝化效果，全钙钛矿叠层电池效率达26.4%，首次超越单结钙钛矿电池认证效率。 
为了推动全钙钛矿叠层电池向实际应用的方向发展，我们进一步开展了大面积叠层组件和柔性全

钙钛矿叠层电池的探究并针对全钙钛矿叠层电池的稳定性进行了研究。宽带隙钙钛矿中含有较高的溴

化物组分，结晶调控不易，难以获得高质量均匀致密的薄膜。针对上述挑战，课题组首次提出可量产

化的全钙钛矿叠层电池制备方案，采用涂布印刷、真空沉积等制备技术替换实验室常用的旋涂成膜工

艺，通过组分工程和ALD-SnO2保形阻隔层设计，效阻隔了互连结构中钙钛矿与金属间的直接接触，

实现21.7%认证效率全钙钛矿叠层组件的可量产化制备。在柔性器件上，通过在氧化镍纳米晶空穴传

输层上构建混合分子桥接界面层（MB-NiO），显著降低了空穴传输层与钙钛矿吸光层界面处的非辐射

复合并促进了空穴载流子的抽取，结合叠层器件结构所制备的柔性全钙钛矿两端叠层太阳电池获得了

24.4%的认证效率，为目前柔性钙钛矿太阳电池的最高效率。最后，针对全钙钛矿叠层器件的稳定性

进行了研究，通过无机传输层E-NiO（醇系氧化镍）和ALD-SnO2分别替代不稳定的有机PEDOT:PSS和
BCP传输层，进一步构建ALD-SnO2/ITO NP/E-NiO隧穿复合层，实现了稳定铅锡窄带隙和全钙钛矿叠

层电池。针对宽带钙钛矿在光照下会发生潜在的相分离的问题，通过空间位阻调控，在双元混合阳离

子混合阴离子（FACs/IBr）组分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在A位引入二甲基铵阳离子（DMA）以及在X位

引入氯离子（Cl），可以协同调控带隙并将Br含量降低至25%，实现了光照稳定的高效率宽带隙钙钛矿

电池。 
关键词：全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隧穿复合结；宽窄带隙；组件；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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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TOPCon 电池技术 2022 年脱颖而出？ 
沈文忠 

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 

E-mail: wzshen@sjtu.edu.cn 

 

报告摘要 

2022 年被认为是太阳能光伏行业 n 型电池元年，特别是主流光伏企业的

TOPCon 扩产计划如火如荼，超过 100GWp。到 2022 年底预计 TOPCon 产能达

50GWp，产量超过 10GWp。本报告在总结 PERC 电池发展及现状基础上，分析

晶硅太阳电池产业化技术变化趋势，阐述载流子的选择性传输是太阳电池高效化

的必然选择；通过分析 TOPCon 电池技术产业化现状和 TOPCon 电池进一步发

展，结合 TOPCon 电池的优势，指出了 TOPCon 电池技术在 2022 年脱颖而出的

主要原因是：1. 主流 PERC 电池打下的坚实基础，2. 核心装备国产化已成熟，

3. 技术路线竞争促进 TOPCon 发展，4. TOPCon 技术已具有高性价比，5. 全产

业链 n 型 TOPCon 新生态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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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n型产业化技术及产品解析 
周艳方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zhouyf@jasolar.com 

 

报告摘要 

PERC 结构作为高效电池技术的代表已经成功产业化多年，目前电池效率提

升及成本下降已经达到了瓶颈阶段，进一步优化空间较小。2021 年开始，以

TOPCon 结构为代表的 n 型电池片逐渐走向规模化量产，效率提升显著，而成本

上升有限。本报告从硅片、电池、组件三个环节对 n 型产业化过程中的痛点及挑

战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晶澳高效组件产品的创新

逻辑，从功率、效率、可靠性及发电能力四个维度做了综合考量，助力客户价值

最大化。 

 

关键词：n 型；产业化技术；客户价值；功率效率；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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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Con高效电池工艺解决方案 
孙朋涛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E-mail: sunpengtao@naura.com 

 

报告摘要 

截至2022年8月，TOPCon高效电池技术路线中，LPCVD技术路线工艺相对

成熟，量产经验丰富，但绕镀问题无法根本性解决，PM维护相对繁琐，和PE POLY

技术路线相比CoO不占优势，随着LPCVD技术的持续优化，这些问题在大幅改善；

PE POLY技术路线工艺基础性能表现不占优势，尚缺大规模量产数据，随着2022

年底各PE POLY路线先发企业的批量投产，相信随着工艺持续优化，PE POLY的

镀膜速度快、饶镀问题小、CoO成本低、PM维护工作量相对较小的优势会被持续

释放，PE POLY技术路线有望迎来快速发展。 

北方华创始终秉持“精研客户需求，先进技术引领“的产品开发理念，在

TOPCon LPCVD和PE POLY技术路线上并行发力：LPCVD聚焦于提升产能、降

低CoO成本，改善工艺均匀性；PE POLY则是快速突破量产技术瓶颈，并尽快引

入各类提效降本技术，从而为客户和行业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借助本

次行业会议契机，北方华创将与业界分享公司在TOPCon工艺设备领域的成功经

验积累和提效降本技术开发进展，为客户扩产建线提供更多评估依据和选择，协

助客户提高所选设备和工艺的价值创造能力。 

 

关键词：TOPCon；LPCVD；PE POLY；低压硼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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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Con之PEPOLY设备量产进展 
李军阳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lijunyang@chinasc.com.cn 

 

报告摘要 

TOPCon规模化扩产阶段，Poly制备的途径是TOPCon路线选择的重要内容之

一，如何解决TOPCon传统设备制备poly过程中的高投入高耗材问题，如何实现

poly环节制备路径的多元化，PEPOLY设备在此背景下实现了TOPCon产业化关

键环节的突破。本报告阐述了PEPOLY设备研发背景、量产表现、未来发展。从

降低产线投资、降低COO、提效的角度出发表述现阶段以及未来所具备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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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型高效 TOPCon电池金属化技术进展

袁 波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evan.yuan@fusion-materials.com

报告摘要

2022年将是 TOPCon电池元年；年底预计 TOPCon产能近达 80GWp，2023

年达到 150GW；本报告根据调研数据进行 TOPCon产能趋势预估，同时对电池

TOPCon对比 PERC从使用银浆耗量、成本进行对比分析；TOPCon金属化方面

浆料解决方案从开发设计原理&聚和产品方案进行相应的介绍：①银铝浆设计理

念，B扩高方阻&细线印刷开发方向；②背面细栅设计理念，匹配薄 poly、窄线

宽印刷、低固含设计、降本材料设计；③TOPCon正背面主栅的差异化设计，达

到更佳性能；④可靠性-TOPCon电池/组件老化原因分析及一些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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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Con电池用封装方案 
李新军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lixj@cybrid.net.cn 

 

报告摘要 

目前众多高效组件技术中，TOPCon电池是近几年最受行业关注，也是量产

速度最快的一种技术。相比于PERC电池片，TOPCon电池片正面栅线浆料采用

银铝浆，对酸性及湿热环境更为敏感，极易引起电池片功率衰减甚至失效。故

此TOPCon电池对封装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介绍了传统封装材料在TOPCon电池封装过程遇到的问题，提出了封装

用EVA/POE/EPE胶膜、背板、硅胶等材料的性能要求、及老化表征方法、及测

试结果展示。 

 

关键词：TOPCon 电池；封装技术；阻水；低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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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n型组件串焊设备助力光伏降本增效 

许  红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xuh@wxautowell.com 

 

报告摘要 

为了使光伏发电能成为最具性价比的技术，光伏各个产业链一直围绕着“降

本”和“增效”两个主要方向进行着创迭代和创新。加上近年来光伏组件应用领

域不断扩展和丰富，导致组件技术多样化趋势明显，这对新组件工艺下的封装互

联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详细介绍了目前业界主流电池组件的互联技术，

对其实现、落地和量产的核心技术点进行剖析，同时还对行业更多新兴技术对互

联技术的影响和变革进行探讨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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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型高效组件技术特性与客户价值分析 
孙  杰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guolida@jasolar.com 

 

报告摘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 n 型产品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并重点介绍了晶澳高效 n 型

组件 DeepBlue 4.0 X 技术特性。 

DeepBlue4.0 X 组件采用了基于市场主流的 182mm 硅片的 n 型高效钝化接

触电池 Bycium+，电池量产效率可达到 24.8%以上，同时采用了晶澳自主知识产

权的零间距柔性互连技术（GFI），通过圆形焊带结合特殊的缓冲设计，消除了常

规高密度组件电池连接处的隐裂风险，实现电池零间距无隐裂连接，提高组件功

率和效率的同时，确保组件稳定可靠。对于客户最为关心的发电性能方面，晶澳

联合 TÜV 北德在 CPVT 银川国家光伏户外实证基地进行了一年期的实证测试，

结果显示搭配Bycium+电池技术的 n型组件比 p型PERC组件单瓦发电量高 3.9%

左右，这主要得益于 n 型组件更为出色的衰减特性、高温发电性能、双面发电性

能、弱光发电性能等优势。同时经测算在全球不同地区 LCOE 可降低 3.5%-5%左

右，完美诠释了“为客户价值而生”的产品设计理念。 

 

关键词：Bycium+电池；零间距柔性互连技术（GFI）；实证测试；L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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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型高效光伏组件的特性评估 
缪存星 

杭州汉德质量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TÜV NORD (Hangzhou) Co., Ltd. 

E-mail: rmiao@tuv-nord.com 

 

报告摘要 

随着光伏产业链生产成本的下降趋势放缓，光伏行业仅靠原材料降本已很

难满足平价上网的需求。n型产品具有更高的发电效率，优异的温度系数和低辐

照度性能，选用n型高效光伏组件，能够有效提高组件生命周期发电量，提升电

站发电效率，降低度电成本。 

在叠加大尺寸技术的n型组件市场占比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组件的可靠性担

忧及争议也随之而来。从机械性能方面，组件的面积和重量大幅度增加。另一

方面，组件和零部件需要具备更高的电流承载能力，以确保高效组件的电气性

能可靠性。 

欧盟ECOLABEL法令出台后，会对光伏组件发电能效及度电碳排放有强制

要求，针对n型高效组件的发电量模拟及户外实证数据表明其具备更高的发电能

力和更低的碳排放。 

 

关键词：n型组件；大尺寸组件；可靠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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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建设、运营分析与展望 

徐刚刚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E-mail: tingshuderen12138@163.com 

报告摘要 

光伏发电作为无污染安全可靠供电系统，不遭受能源危机和燃料市场不稳定

的冲击，太阳能发电可就近供电，不必长距离输送，维护简单，无噪声污染，装

机容量占比越来越大，本报告从华电山西公司装机价格、效率、发电性能、运维

成本展开，对光伏组件的选型、度电成本、效率衰减和实际运行情况进行阐述和

分析，目前公司所装均为 p 型单晶硅组件，另有在建机组尚未选型，对新型 n 型

组件的成本和发电效率等，p 型和 n 型的各方面对比较为期待，期待下一步为实

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光伏发电前景。 

 

关键词：组件选型；度电成本；n 型组件；p 型和 n 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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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技术推动光伏系统高效、稳定、安全运行 

卢  欢 

固德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huan.lu@goodwe.com 

 

报告摘要 

2022 年，离“双碳”目标的提出，已经过去整整 2 年。随着光伏发电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并投身其中。国家能源局发布《2022 年上半年光伏发

电建设运行情况》，2022 年 1-7 月总装机 37.73GW，同比增长 110.3%。今年海外

受疫情抑制的需求逐渐释放部分国家强势修复，更是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光伏

需求量大增。在如此巨大的增量市场下，作为光伏系统的主要设备：组件、逆变

器，应主动进行技术更新，不断提升产品的效率，保障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本报告重点介绍 N 型高效组件的技术突破，关键参数解析以及与逆变器的适配

情况；在不断开发高效产品的同时，如何保证光伏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光伏逆变

器的主要安全解决方案，例如 AFCI 和 RS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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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支架在风光大基地项目应用上的可靠性探索 

孙四春 

苏州聚晟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scsun@jsolarinc.com 

 

报告摘要 

在“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支持下， 风光大基地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跟

踪支架作为光伏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大基地大多集中在沙漠、荒漠、戈壁

等区域的特点，对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阐述可靠性的

探索路径：1）较高的防风沙、防腐蚀等级；2）执行机构的差异化选型；3）“电

气同步+多重保护”机制；4）快装方案的设计，提高安装效率；5）智能化运维。 

 

关键词：可靠性；防风沙防腐蚀；快速安装；智能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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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形势下高效组件封装材料及增效方案 

黄宝玉, 季志超, 张刚 

常州斯威克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 

E-mail: huangby@sveck.com.cn 

 

报告摘要 

为满足新能源碳减排 30/60 发展需求，光伏发电技术不断进步，电池效率不

断提升，电池由 p 型向 n 型转变，材料不断变革，新型电池的封装材料也随之改

变，TOPCon、HJT、XBC 电池对胶膜的要求各不相同，TOPCon 电池正面浆料

怕水汽；异质结电池副栅线怕水汽、粘接惰性且怕紫外光；XBC 急需降本方案，

薄硅片，新型互联技术等；本报告将介绍不同类型电池用封装胶膜材料与方案，

针对不同类型电池的结构特点，满足不同的封装需求，多样化的封装搭配组合应

运而生，正确选择合适的封装方案不仅能解决光伏组件可靠性问题，延长使用寿

命，同时对光电转换效率提升起到帮助作用。在硅片尺寸统一的当下，封装材料

之外，带来新型间隙反光增效方案以及相关机理解释，助力降本增效。 

 

关键词：PID-p；极化衰减；TOPCon；水汽腐蚀；异质结胶膜；间隙贴膜；红外

高反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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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端组件功率测量的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案 

周学伟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mail: allen.zhou@tuv.com 
 

报告摘要 

随着光伏技术的发展，新型高效光伏组件不断涌现，从 PERC 到 Topcon，

以及 HJT 等等；同时组件的设计、尺寸、电性能参数也在持续的更新。这些都

给组件的功率测量带来了不少的挑战，比如高容性、大尺寸、光谱失配等等。除

了高效组件对功率测量的挑战，在工厂端还有一些潜在的影响组件精确测量的因

素。本报告将归纳功率测试系统中影响功率测量的因素，并对主要的一些影响因

素进行详细介绍和提出改进建议。特别是高效组件 I-V 测试中迟滞效应的影响；

同时，分析光谱失配对高效光伏组件的电能参数的影响；此外，针对工厂在实际

测量中很难精准控制到 STC 条件，提出系统自动修正方法，并介绍修正系数的

确定方法。 

关键词：高效光伏组件；光谱失配；迟滞效应；修正系数 

 



 

 

背板相关国际标准新进展和老化测试 

陈姗姗，胡红杰，付波 

杜邦（中国）研发管理有限公司 

E-mail: stella.chen@dupont.com 

 

报告摘要 

光伏行业的快速发展对光伏发电系统的寿命、可靠性、安全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组

件以及所使用的光伏材料相关的可靠性测试相关标准也与日俱进，不断发展和提升，以更

好地预测并规避户外不断出现的各种失效。其中，IEC 61730，IEC 63209 以及 IEC 62788

等国际标准系列均加入更多、更严格的可靠性测试要求，测试方法也不断优化，从单项测

试为主向序列和综合老化测试相结合发展，同时，组件标准也同步引用材料标准的相关条

款，使两者更为协调统一。 

基于户外实地考察发现的各种不同种类背板的失效案例，以及最新版的已发布和即将

发布的 IEC国际标准（包括光伏组件标准以及光伏材料标准），针对其中面向光伏组件用

背板的特定条款要求，本报告重点着眼于光伏组件及背板的实验室加速老化测试方案与户

外失效的对比，对于不同类型背板的耐候性和失效机制进行了评估与探讨，并进一步对不

同气候条件下合适的背板选型原则给出了推荐方案。 

 

关键词：国际标准；光伏背板；可靠性 

邀请报告 

mailto:Stella.chen@dupont.com


 
 

Uniqueness of hot-wi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techniqu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igh efficiency silicon solar cell manufacturing 
Kaining Ding 

IEK-5 Photovoltaik, Forschungszentrum Jülich GmbH, Germany 

E-mail: k.ding@fz-juelich.de 

 

Abstract 

In this contribution we will review the usage of hot-wi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also 

called catalyt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in 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cell manufacturing and 

introduce new approaches how to use this techniqu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high 

efficiency silicon heterojunction solar cells. Hot-wi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is a plasma-

fre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process, which differs from plasma-enhance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the current mainstream technology to grow silicon thin-films. This difference allows 

for a larger extend of decoupling of gas dissociation and film growth, which opens additional 

possibilities. For example, the deposition rate can be very high without the risk of plasma 

damage to the surface. Also, material compositions like highly stoichiometric nanocrystalline 

silicon carbide can be grown. In this contribution we will discuss the growth mechanisms, 

innovative processes, and industry application of hot-wi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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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型高效硅异质结太阳电池技术进展 

汝小宁 1,*，杨苗 1，殷实 1，洪承健 1，彭福国 1，曲铭浩 1，王一淳 2， 

卢俊雄 1，方亮 1，谢天 2，徐希翔 1,* 
1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 
2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硅片事业部 

*E-mail: ruxiaoning@longi.com; xuxixiang@longi.com 

 

报告摘要 

目前 P 型单晶 PERC 电池是光伏行业的主流技术，业内 PERC 电池量产效率已经普遍超

过 23%，但受制于其技术特点，越来越接近 24.5%左右的理论极限。提高电池效率和降低成

本成为了光伏电池厂商的一致选择。现在产业界普遍认为 TOPCon 和异质结等 N 型电池将逐

渐取代 P 型 PERC 电池。但在原材料（BOM）成本中硅片占比最大，相同厚度的硅片，N 型

比 P 型高 8%左右。而除了高效 N 型电池外，开发低成本高效率 P 型电池也是后 PERC 技术的

有力竞争者。 

本团队通过硅片质量的改善以及钝化膜层工艺的提升等手段，完全利用可量产工艺在全

尺寸(M6 尺寸，面积 274.3 cm2) 掺镓 p 型单晶硅片上，效率从 25.47%提升到 26.12%。此效率

为 p 型硅基太阳电池的世界最高效率，进一步验证了低成本高效率 P 型异质结量产技术的可

行性。 

 

图 1.  经 ISFH 测试机构认证的 p型 SHJ太阳电池 I-V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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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rphous/crystalline silicon heterojunction solar cell toward  

the high reliability 
Fanying Meng1,2*,  Anjun Han1,2, Hongyuan Chen1, Jianhua Shi1,2, Haoxin Fu1, Bin Fan1,  

Guoqiang Xing1, Yi Xie1, Zhengxin Liu1,2 
1Tongwei Solar (Chengdu) Co. Ltd 

2 Shanghai Institute of Microsyste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IMI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E-mail: fymeng@mail.sim.ac.cn 

Abstract 
Amorphous/crystalline silicon heterojunction (HJT) solar cell is very attractive in recent years. Thanks to the excellent 

hydrogenated-amorphous silicon passivation and advanced transparent conductive oxide film, the world champion efficiency 

of 26.50% with indium-based transparent electrodes was reported in 2021, following the 25.40% with free-indium materials, 

which is leading HJT solar cell to over 25% efficiency on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HJT solar cell is characterized with its 

higher efficiency and lower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it is expected that HJT module has higher output power and longer 

lifetime, which require the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HJT cell and module. Tongwei Solar start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JT solar cell on 200 MW pilot line in 2018, and expand to 1 GW in 2021, various types of HJT cells, including 5BB, 

9BB, 12BB, shingle and NBB, are designed and developed with the conversion efficiency over 24% based on the wafer size 

of M2, M6 and half-G12. Meanwhile, the reliability of HJT module with Tongwei cells are explored, and especially, the tests 

of DH, TC, and UV are paid more at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enhanced IEC standard. Fortunately, the maximum output-power 

retention rate of the HJT module with the backsheet was kept at 95.5% even after DH3000 test according to the enhanced IEC 

standard, which is exciting news from our overseas customer.  Furthermore, when Tongwei HJT solar cells are encapsulated 

to the modules with the double glass, the Pmax retention rate is still up to 96.15% after DH3000 and 97.22% after UV100 

tests as illustrated in Figure 1. 

       
 
 
 

Figure 1: DH3000, TC600 and UV100 tests of HJT 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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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结太阳电池用热丝 CVD 装备技术进展 
黄海宾 

江西汉可泛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南昌大学 

E-mail: hbhuang@hactech.cn 

 

报告摘要 

热丝 CVD 法是一种优秀的异质结太阳电池用镀膜技术，具有无等离子损伤、

镀膜速度快、无粉尘产生和无绕镀等优点。随着异质结太阳电池技术的发展，对

设备的镀膜性能、产能、稼动率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次报告将重点报告

江西汉可泛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在大规模量产用热丝 CVD 装备技术方面的最新

研发进展，主要包括： 

1. 热丝 CVD 法镀膜无粉尘产生、无绕镀等机理解析； 

2. 主机台方面提产能降本增效的措施：包括 12000 片/小时甚至更高产能设计、

大面积高均匀性镀膜不锈钢工艺腔体及金属载板设计、极少特气量的微晶工

艺的设计及机理解析，以及热丝的国产化方案介绍； 

3. 上下料自动化方面：大产能高稼动率的设计方案、消除吸盘印的硅片的抓取

方式、自动化与主机台的对接方案改进等。 

 

关键词：热丝 CVD；自动化；异质结电池；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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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低铟、低银的双面 SHJ 电池技术开发 

韩  灿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E-mail: c.han-1@tudelft.nl 

报告摘要 

为满足未来TW级光伏产能的需求，光伏材料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对高效硅异质结

（SHJ）太阳电池而言，透明导电氧化物（TCO）所用铟（In）元素和金属电极所用银（Ag）元素，

均面临储量有限的发展现状。如何降低In、Ag消耗，成为量产SHJ电池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技术角度

而言，取消TCO的使用可能会带来载流子输运方面的问题，而若采用铜（Cu）电极取代Ag电极，TCO
还具有作为Cu元素扩散阻挡层的功能。为此，我们提出“低铟、低银”解决方案。此外，从材料消耗角

度而言，传统单面电池中，电池背面的金属元素消耗量远大于正面。采用背面参与陷光的双面电池设

计，有望提供最有效降低In、Ag消耗量的方法。我们选取ITO（tin-doped In2O3）、IWO（tungsten-doped 
In2O3）、IFO（fluoride-doped In2O3）为研究对象，通过光学模拟、电学表征及分析，对不同种类、不

同厚度TCO应用体系下的双面SHJ电池性能进行了评估。此外，结合金属栅线的优化设计，我们开发

了可控性高的双面铜电镀技术，用以降低Ag的使用。结果表明：（1）采用较薄厚度的TCO时，电池

的光学响应可以更高；（2）不同种类的TCO，在不同厚度时，与硅薄膜间的接触电阻差异较大，这

可能与TCO能带结构、TCO/硅薄膜界面属性有较大关联；（3）采用正面25 nm ITO、背面25 nm IWO
的优化设计，实验室双面铜电镀SHJ的单面电池效率可稳定实现>22%，双面率0.99，这代表了与标准

双面SHJ相比67%的铟使用量下降。 
 

Towards bifacial silicon heterojunction solar cells with reduced TCO use 
Towards terawatt-scale photovoltaic capacity in the next decade, key challenges such as cost and material scarcity needs to 

be addressed. For silicon heterojunction (SHJ) solar cells, the utilizations of In2O3-based transparent conductive oxide (TCO) 
and silver metal electrode could be problematic. To reduce the indium consumption in SHJ solar cells, different strategies 
have been reported. Here, we propose a TCO-reduced SHJ option deploying two TCO types of tin- and tungsten-doped In2O3 
(i.e., ITO and IWO). From optical simulations, by utilizing a double layer anti-reflection coating (DLARC) formed by 
TCO/SiOx layer stacks on illumination side(s) of our SHJ cell structure, TCO-reduced option could yield larger current in 
devices.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monofacial (MF) cells, bifacial (BF) cell design provide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for 
TCO thickness reduction. Electrically, thickness-dependent properties of TCO and corresponding contact resistivities are 
finely addressed. At device level, with respect to the standard TCO utilization of 75 nm and 150 nm on the front and back 
sides of MF SHJ devices, we get improved MF cell efficiencies with deploying TCO-reduced solutions on front side. For BF 
cells, we obtain promising lab-scale BF cell efficiencies > 22% (n-side illumination) by applying 25 nm-thick IWO and ITO 
for n- and p- contact, respectively. The bifaciality factor is 0.99. This represents a 67% reduction in TCO use as compared to 
the standard BF cell with double-side 75 nm TCO use.  
 

 

作者简介：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博士后（现任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高

效晶体硅太阳电池的电极优化，包括高迁移率透明导电氧化物的开发与应用，双

面铜电镀技术开发，以及面向可持续光伏技术发展的高效电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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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烯烃材料在新型电池技术中的应用 

方  艳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anna.fang@mg-crown.com 

 

报告摘要 

随着光伏电池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异质结/IBC等电池由于其发电效率高、

性能优异、工艺流程短、降本空间大，成为了行业公认的未来电池技术最具性价

比的解决方案之一。 

但由于异质结电池的特性，如：电池表面 TCO 薄膜的低温工艺性和异质结电

池对水汽的敏感性，以及与常规胶膜的粘结性低等特点，对常规组件的封装工艺、

封装材料都带来了一些挑战。 

明冠针对异质结/IBC 电池特性，研发了一套完善的应用于异质结电池封装所

需的膜材料解决方案。聚烯烃材料制成的电池“皮肤”膜，完美响应了 TCO 膜

在低温下粘结组件内部“骨骼”要求；异质结专用的聚烯烃封装胶膜解决了异质

结/IBC 电池的粘结性；超低水透的聚烯烃背板解决了异质结对电池对水汽的敏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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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异质结电池组件的可靠性研究 
沈志敏，段爱莲，黄信二，张金剑 

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mail: shenzhimin@akcome.com 

报告摘要 
异质结电池近年来一直是行业热点话题，在各公司争相发布打破异质结电池效率世界纪录的同

时，对异质结电池组件的可靠性关心及研究却寥寥无几。本文重点对异质结电池封装组件的可靠性进

行深入的研究及分析。在进行了全方位的可靠性测试摸排之后，发现异质结组件在湿热老化测试

（Damp heat test）和紫外老化测试（UV test）两个项目上仍有进步的空间。 
继而，从低温银浆、TCO 工艺、封装胶膜、助焊剂等角度进行研究分析，最终明确了异质结组

件湿热老化测试失效的机理及改善方向。从 PECVD 工艺、封装胶膜等角度进行研究分析明确了异质

结组件紫外老化测试失效的机理及改善方向。改善后的异质结组件成功通过 3 倍 IEC 测试。 
    本文对异质结领域研究人员提升产品可靠性提供了一些参考。 
关键词：异质结电池；可靠性；湿热老化测试 

Abstract 
HJT has been an industrial hot topic in recent years. While many companies are competing for the world 

level record efficiency, we found limited concern and study for its reliabil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JT 
photovoltaic module reliability study and analysis. Post conducting a comprehensive reliability test, we 
found some failure indications under Damp heat test and UV test. 

To further analyze its low temperature silver slurry, TCO process, packaging film, flux and other aspects, 
the Damp heat test failure mechanism is found and improvement direction justified. We also figured out the 
HJT module UV test failure reason and improvement direction when deep diving its PECVD process and 
packing film, etc. perspectives. Post improvement, the HJT module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triple times of 
IEC test.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to improve the product reliability and hope is helpful for the personal 
in this field.  
 

作者简介： 
沈志敏，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专业，曾就职于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江阴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现就职于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任组件技术总监，负责光伏组件新产

品开发、新材料导入、产品可靠性研究及认证等相关工作。近年来，依托公司全力发展异质结项目的

基础，在异质结产品设计、可靠性保障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Shen Zhimin graduated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majoring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has served companies for years in Wuxi Suntech Solar Power Co., LT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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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晶硅/晶体硅异质结（HAC）太阳电池的电热增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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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qingguo.zeng@qq.com 

 

报告摘要 

HAC 太阳电池经过光热处理后，已可获得较为可观的增效效果，研究结果

表明其增效机理与光生载流子有关，且足够的热量在整个过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本文针对光热增效的研究进行延伸，对 HAC 太阳电池的电热增效进行了实验研

究，包括电流、时间、正/反偏压等工艺优化，获得绝对效率最大提升 0.73%，平

均增效 0.60% 的实验结果（平均基础效率 22.54%）。经过与光热增效行为进行对

比分析，发现其增效表现的特征与光热增效极为相似，通过初步的实验探索与讨

论，为 HAC 太阳电池的后处理增效机理的研究增加了新的认识。 

 

关键词：硅基异质结太阳电池；电热; 电热；增效 

Keywords: Silicon heterojunction solar cell; Electric-thermal; Light-thermal;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瞬态电容法表征异质结太阳电池中界面态 
杨磊，原帅，余学功，杨德仁* 

浙江大学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E-mail: mseyang@zju.edu.cn 

 

报告摘要 

界面是太阳电池中载流子发生复合的主要位置之一。异质结太阳电池利用本

征非晶硅作为钝化层以减少界面态密度，提高电池开压。大部分研究通常采用表

面复合速率来表征界面钝化效果。但是，界面通常包含一系列施主及受主能级，

分布在禁带内。表面复合速率无法提供界面相关详细的电学信息。本文开发了 n

型硅异质结太阳电池中非晶硅/晶硅界面态测试的信息瞬态电容法，通过测试及

计算结果表明，非晶硅/晶硅引入的界面态能级位于 Ec-(0.16–0.34) eV，态密度范

围在(4-9) x1012 cm-2eV-1，越靠近导带态密度越高，呈“U”型分布。研究结果对

于理解高效晶体硅太阳电池表面缺陷态的电学性质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同时可

以为有效控制缺陷态的复合行为提供理论指导。相关研究获得了浙江省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LD22E020001)、浙江省领雁计划 (2022C01215)和中央高效基本业

务费 (226-2022-00200)的资金资助。 

 

关键词：异质结太阳电池；瞬态电容；界面态 

 



电子束蒸镀非晶碳化硅薄膜组分与光电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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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电子束蒸镀因低温加工和无离子轰击的特点，制备的碳化硅薄膜在太阳电池

中表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在这项工作中，成功得到一系列均匀平整的碳化硅薄

膜，并研究了电子束电流对薄膜特性的影响。红外，拉曼及 X 射线光电子能谱结

果显示，通过蒸发单一的碳化硅靶材，能够得到 Si-C，Si-O 及 C-C 复合薄膜。

具体表现为，改变电子束电流从 38 mA 到 78 mA，Si-C 的组分比可以从 42.5%

调整到 90.0%。更低的电子束电流利于大量的 Si-O 沉积生长，而 C-C 倾向于在

电子束电流超过 58 mA 时形成。进一步发现 Si-O 益于薄膜的光学性能而抑制电

学性能，C-C 则相反。通过调整 Si-O 和 C-C 成分，可获得光带隙为 1.3 - 2.3 eV、

电导率为 10-6 - 10-3 S/cm 的非晶碳化硅薄膜，在太阳电池中具备广泛的应用场景。 

关键词: 碳化硅；电子束蒸发法；非晶；光学带隙；电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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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别在 Ie = 38、58 和 78 mA 下沉积的碳化硅薄膜的 XPS 光谱图，对应 Si 2p、C 1s 和

O 1s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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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晶硅/晶体硅异质结（HAC）电池中各层硅薄膜 

优化方向与生长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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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HAC 太阳电池技术的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其能量转化效

率必须要比TOPCON电池绝对提高 0.5%。HAC电池中的四层非晶硅/微晶硅膜，

包括每层中可能的亚层，的结构与成分的优化应该遵从什么逻辑？优化的具体标

的或方向是什么？大量实验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用怎样的生长技术或技术

组合可以经济地实现这些优化？热丝CVD掺杂微晶硅膜 PECVD 与热丝CVD是

否是在不同膜层生长上各有所长 ？本报告基于现有理论和实践知识就此进行了

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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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硅异质结电池金属化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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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目前光伏市场的主流电池产品是基于高温掺杂的同质结单晶 PERC 电池，其

平均量产效率在 23.0%~23.5%范围内，进一步的效率提升已遇到瓶颈。异质结

（HJT）电池被认为是继 PERC 电池之后下一代高效晶硅电池最具潜力的技术路

线之一。虽然技术优势明显，但目前 HJT 电池的市场份额仍然相对较低，主要

受制于较高的制造成本。其中，高金属化成本是阻碍 HJT 电池产业规模扩张的

主要挑战之一。作为一种成熟的金属化技术，丝网印刷低温银浆技术仍是目前

HJT 电池制造中最常用的金属化方法。低温银浆约占 HJT 电池非硅成本的 50%，

但由于受到白银储备和价格的限制，其成本下降空间有限。为了突破金属化成本

的限制，诸多有潜力的金属化技术成为了行业关注的焦点。本报告将首先介绍目

前 HJT 电池金属化技术发展现状，总结几种潜在的金属化技术，如：银包铜低

温浆料、SWCT（SmartWire Contacting）技术、图案转移印刷（PTP）技术、喷

墨打印技术以及铜电镀技术。另外，本报告还将介绍本课题组在银包铜粉制备技

术以及电镀铜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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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腔室 PECVD 对异质结（HJT）产业化的重要意义 
庄辉虎 

福建金石能源有限公司 

E-mail: huihu.zhuang@gs-solar.com 

 

报告摘要 

产能的快速提升是异质结（HJT）产业化的基础，异质结电池产线的腔体不

可能无限串联，多腔室串联+大腔室是做 GW 级的单线产能必经之路。PECVD

（等离子体增强化学的气相沉积法）设备是产能提升、效率提高的重中之重。本

报告致力于大腔室 PECVD 设备的研究，通过腔体技术来增加腔室面积，降低机

械传动时间，降低节拍，研发出单机 1GW 产能大腔体设备，验证了大腔室 PECVD

对于异质结产业化产能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13.56MHz 射频等离子体辉光放

电技术在大腔室中的应用，验证了大腔室 PECVD 设备可实现高效微晶异质结太

阳电池产能和效率提升的双提升。同时报告中还介绍了金石能源在推进 HJT 产

业化的一些降本提效技术。 

本报告从产线运营中验证了大腔室 PECVD 设备对于异质结产业化的产能

提升、效率提高、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腔室 PECVD；异质结；HJT；产能提升；高效微晶异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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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能科技 HJT 量产进展和可靠性分析 

杨立友，王继磊，黄金，鲍少娟 

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 

E-mail: shaojuan.bao@jinergy.com 

 

报告摘要 

异质结产品因为具有转换效率高、双面率高、温度系数低等优势可以大幅度

提升光伏电站的发电量，快速降低度电成本，在行业内备受青睐。随着异质结组

件功率提升、材料成本下降以及设备投入降低，异质结技术的经济性逐渐显现，

即将进入加速量产阶段。晋能科技聚焦异质结电池技术优化、关键环节与设备降

本、产品质量与可靠性等工作，设计更具成本竞争力的异质结量产方案，提供质

量更加可靠的产品。本报告主要介绍晋能科技在异质结 M6-9BB 电池技术上的

进展，目前的银浆耗量已控制在 17.5mg/W 以下，正在通过技术优化加速降低银

浆、靶材、硅片、设备等量产成本；晋能科技以产品长期可靠性为导向，重点展

示了异质结电池、组件的可靠性测试性能，为异质结技术的进一步优化、材料匹

配提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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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材等原材料在新型太阳电池中的应用 

唐武强 

先导薄膜材料（广东）有限公司 

E-mail: kevin.tang@vitalchem.com 

 

报告摘要 

当前光伏行业进入平价时代，提效降本仍是行业发展主题，而提效降本的关

键还在于电池环节。以钙钛矿组件成本为例，靶材占比 37.2%，玻璃及其他封装

材料占比仅 31.9%。异质结同样作为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下一代潜力技术，转换

效率可以达到 25%以上，具有良好的市场应用前景。靶材和银浆作为其关键原材

料，国产化替代是实现降本最有效的途径。 

先导薄膜作为国内靶材生产技术最成熟的企业之一，全年 ITO 出货量已达

到全球第一。其他关键材料如银粉等也进入了光伏电池供应链中。未来先导薄膜

愿意和光伏厂商一起为新一代太阳电池的规模化量产和降本提效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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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光伏电池精确测量的挑战和解决方案 

周学伟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mail: allen.zhou@tuv.com 
 

报告摘要 

随着光伏电池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型高效电池不断涌现。从之前

的铝背场 BSF 电池和 PERC 电池，到近年比较火的 PERC+/TOPCon 电池和 HJT 

电池，以及潜在的 HBC 电池和钙钛矿叠层电池等，不仅在技术路线上不断更迭，

而且在电池结构设计上不断更新，比如尺寸、栅线、切片等等。由于电池技术的

不断变化，对电池的精确测量也是提出了诸多挑战：电池的高容性导致的迟滞效

应、双面电池测试中背面的影响、栅线数量增加引起的探针排遮挡、电池尺寸的

多样性，等等。这些对测试设备和测试方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TÜV 莱茵通过

电池测试设备的升级、新测试方法的开发、测试流程的优化等有效解决新型高效

电池所带来的测试问题。本次展示将围绕高效光伏电池测试难点和解决方案展开，

同时也会介绍 TÜV 莱茵针对光伏电池所提供的测试服务。 

 



Solamet high performance metallization solutions for ultra 

fine-line screen printing 

索特高性能超细线金属化解决方案 

张子男 

江苏索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E-mail: zinan.zhang@solamet.com 

Abstract 

Photovoltaic metallization pastes are screen printed to collect electricity produced by the cell and 

transport it out. To further improve cell efficiency and lower the non-silicon cost,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the screen printing metallization paste technology is required. Solamet continuous 

to drive further innovations in high performance screen printing metallization technology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Solamet metallization products delivers a step improvement 

in efficiency and laydown saving by developing novel vehicle system for superior fine-line and thin 

thickness screen printing performance. 

Fine-line printing with narrower finger opening and low mesh/emulsion thickness screen on 

PERC SE has been adopted to pursuit higher efficiency with lower cost while maintaining 

exceptional yield. The dimensions and quality of the screen printed lines are determined by the 

screen specifications, the printing machine parameters, the cell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aste 

characteristics. Solamet’s new generation of finger pastes are suitable for different fine-line printing 

applications by utilizing innovative organic vehicle designs that can deliver superior printing 

performance. Using fine-line mesh-cross-free screen (eg. <13um screen open), significant efficiency 

gain together with ~10% laydown saving can be achieved. Moreover, the new generation of Solamet 

metallization pastes incorporates upgraded inorganic package specially designed for narrower finger 

widths to reduce recombination loss while maintaining excellent ohmic contact performance on 

higher Rsheet or lower Jo,e emitters. The upgraded inorganic package further provides wider firing 

window to ensure high production yield on larger wafers. 

 



Damp-heat stable silicon heterojunction solar modules with low water vapor 

transmission rate encapsulants 

Yu Bai1, Yilin Zhao2, Tao Chen1, Kaining Ding2, Jian Yu1,2* 

1Institute of Photovoltaics,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2IEK-5 Photovoltaik, Forschungszentrum Jülich GmbH, Germany 

*E-mail: jianyu@swpu.edu.cn 

Abstract 
The damp heat (DH) degradation of silicon heterojunction (SHJ) solar modules leads to severe loss in 

generated power due to the water vapor sensitivity of SHJ solar cells, which mean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encapsulation materials. In this work, the materials properties of mechanical, thermal and optical properties 
of ethylene vinyl acetate (EVA), polyolefin elastomer (POE) and thermoplastic polyolefin (TPO) 
encapsulants are investigated. The TPO material shows the lowest water vapor transmission rate of only 3.14 
g/(m2·day), which is nearly 7 times lower than EVA material due to its polar group vinyl acetate (VA). The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results reveal the formation of acetic acid under DH stress owing to the loss of 
carbonyl group (C=O) in EVA, but POE and TPO do not show similar degradation. Notably, both glass/back 
sheet (G/BS) and glass/glass (G/G) modules show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encapsulant material on DH 
degradation evidenced by the Electroluminescence and current-voltage measurements. The maximum output 
power (Pmax) of G/TPO/G module maintains 96.6% of its initial value after 1000 h DH stress.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water passes through from the edges of either G/BS or G/G modules. After sealing the edge, 
the G/G module together with TPO encapsulant shows excellent DH reliability. The degradation of Pmax is 
less than 2.7% after 2000 h DH stress. Our proposed approach achieves damp-heat-stable SHJ solar modules 
and shows a great potential for high-efficiency and low-cost PV modules. 
Keywords: Damp-heat stable; SHJ solar module; Polyolefin encapsulants; Water vapor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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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ormalized IV parameters of bifacial glass/glass (G/G) 60-cell SHJ solar module encapsulated with TPO during 

2000 h DH test. 

mailto:jianyu@swpu.edu.cn
javascript:;
javascript:;


氧气占比对多元掺杂氧化铟透明导电薄膜的影响 

陈树怡 1,2，孟凡英 1,2*，石建华 1，闫主 1,2，刘奕阳 1,2，刘正新 1,2 

1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新能源中心 

2中国科学院大学 

*E-mail: fymeng@mail.sim.ac.cn 

 

报告摘要 

本文采用直流磁控溅射溅射制备了在不同氧气占比下 W，Mo，Ti，Zr，Ga

五种元素共同掺杂的 In2O3基透明导电薄膜（多元掺杂 In2O3基薄膜）。结果表明，

200°C退火后，氧气占比为2%时多元掺杂 In2O3薄膜的迁移率达到71.6 cm2V-1s-1，

是 ITO 薄膜的 3 倍（23.6 cm2V-1s-1）。与 ITO 薄膜(约 60%)相比，多元掺杂 In2O3

基薄膜在近红外区域的光学透过率显著提高 30%(> 80%)。此外，X 射线衍射结

果表明薄膜具有多晶结构，并沿<100>方向上择优生长。在近红外区，多元掺杂

In2O3 基薄膜具有优异的品质因子 5.02×10-3 Ω-1，比 ITO 薄膜(5.31×10-4 Ω-1)高一

个数量级。 

 

关键词：多元掺杂；In2O3；光电性能；迁移率 
 



光热过程中电场强度对 HJT 电池 a-Si:H(i)/c-Si 界面 

氢运动影响的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 
郭广兴，曾庆国，孟虹辰，吴小元，周浪 

南昌大学光伏研究院  

江西昌大高新能源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南昌大学共青城光氢储技术研究院 

E-mail: gxguo134@163.com 

 

报告摘要 

光热处理可以提高非晶硅/晶硅异质结（HJT）成品电池的性能，其绝对转换

效率提高达到 0.5~0.7%。这主要归因于其开路电压（Voc）和填充因子（FF）的

增加。HJT 电池的 Voc 与 a-Si：H (i)/c-Si 界面的钝化质量有关，氢原子在其中起

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氢原子在硅材料中的运动受外加电场和掺杂层的影响。本

报道中，我们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了光热过程中电场强度对 a-Si:H (i)/c-Si 中

氢原子运动的影响，同时讨论了电场强度的大小和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电场

强度的变化影响了氢原子的运动。由于 a-Si:H 和 c-Si 晶格的不同，界面区域在

较低电场强度（< 1 V/Å）下发现了氢原子的积累。界面积累的氢含量在界面附近

电场强度为 0.3 V/Å 时最高，对应于~1021 cm-3 附近的掺杂浓度。HJT 电池掺杂引

入的电场强度符合界面氢原子的积累条件，这很好地解释 HJT 电池光热处理后

的性能增强。 

 

关键词：异质结太阳电池；光热处理；性能增强；电场强度 

Keywords: Heterojunction solar cells; Light-thermal processes;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Electric filed intensity 



碳纳米管/硅异质结太阳电池研究及其产业化前景 

高青，陈静伟，张旭宁，陈兵兵，陈剑辉* 

河北大学 

*E-mail: chenjianhui@hbu.edu.cn 

报告摘要 

碳纳米管丰富的物理学特性使其在能源和电子器件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然

而，长期以来，碳纳米管光伏器件仅限于实验室层面的研究而未触及到产品开发。

问题主要在于大面积制备纳米管光伏器件的困难以及低能量转换效率的限制。电化

学铁电钝化技术的发现[1]和导电钝化接触(仅用单层薄膜同时实现界面缺陷钝化和载

流子传输)的器件设计[2]为这一领域提供了里程碑的突破：通过开发“有机钝化碳纳

米管”复合薄膜材料，仅用单层“低维-有机”导电钝化复合薄膜，可同时实现载流

子选择传输与钝化硅表面缺陷双重功能问题，应用于n-Si背面采取成膜后快速电极覆

盖的方法保持节特性的稳定，形成CNT/Si异质结太阳能电池，通过引入导电封装材

料，使得有机钝化在器件端发挥最佳效果，得到稳定的>22%的电池效率。这一结果

为碳纳米管应用于光伏发电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线，使得碳纳米管在能源器件领域

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变得可能。 

 

关键词：碳纳米管；晶硅太阳电池；有机导电钝化；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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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量子点下转换助力彩色晶硅异质结太阳电池 

姜聪慧，王玉生，孙宝全 

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江苏省碳基功能材料与器件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E-mail: yushengwang@suda.edu.cn; bqsun@suda.edu.cn 

报告摘要 

当前主流的制作建筑光伏一体化的方法是使用各种结构色或者使用有色的封装材料进行封装。然

而，结构色和有色封装材料都会造成反射率的上升，导致电池效率的降低。本文使用高量子产率的光

致发光量子点作为下转换材料，在商业化的异质结太阳电池上实现了高效彩色图案化电池。量子点材

料可以将高能量的紫外光转化为低能量的可见光，可以缓解异质结电池前表面 ITO和非晶硅的寄生吸

收。此外，我们还提出一种适用于下转换电池的 EQE计算模型。最后，我们制作了效率超过 23.5%的

太阳电池，对比标件均有所提升，这是彩色图案化电池的一个破纪录值。 

关键词：硅异质结太阳电池；量子点；下转换；彩色图案；建筑光伏一体化 

 

 

Colorful silicon heterojunction solar cells exceeding 23.5% efficiency 
enabled by luminescent down-shift quantum dots 

Conghui Jiang, Yusheng Wang, Baoquan Sun 
Institute of Functional Nano and Soft Materials (FUNSOM), 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Negative 

Carbon Technologies, Soochow University 
E-mail: yushengwang@suda.edu.cn; bqsun@suda.edu.cn 

Abstract 
The present colorful solar panels realized by depositing various reflection layers or structures are emerging 

as the power for building and product integration with the visual aesthetics. However, the panels are suffering 
from deteriorated photocurrent due to the loss of light harvesting efficiency arising from visible light reflection 
spelling the degraded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PCE). Here, color-patterned silicon heterojunction solar 
cells were achieved by incorporating high quantum yields luminescent quantum dot (QD) as light converters 
to realize the asthenic appearance with high PCE. We found that large bandgap (blue) QD layers can convert 
ultraviolet light into visible one,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parasitic absorption of the front indium tin 
oxide and doped amorphous silicon. Additionally, a universal optical path model is proposed to figure out the 
light transmission process, which is suitable for luminescent down-shift (LDS) devices. Thus, solar cells with 
a PCE exceeding 23.5% were achieved via the combination of a blue QDs layer and a top low refractive index 
anti-reflection layer, which is a record value for the patterned colorful solar cell. Our results provide an 
enchanting strategy by incorporating luminescent QDs with optical path design for high-performance visual 
aesthetics of photovoltaic panels. 
Keywords: Silicon heterojunction solar cells; Quantum dots; Luminescent down-shift; Colorful pattern; BI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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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跟随着习总书记 3060 碳目标的脚步，新能源再次迎来崭新的篇章。本次

主要介绍山西省光伏发电的现况及发展规划，分析“十四五”及未来光伏发电发

展的主要趋势。基于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结合我国土地资源现状，研究光伏与

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拓展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多种发展模式。 

 

关键词：发展规划；未来趋势；不同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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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基地场景化解决方案——以沙漠光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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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cheng.xu02@trinasolar.com 

 

报告摘要 

    第一批以沙戈荒为重点的风光电大基地项目已全面开始建设，第二批大基地

项目也在陆续筹备之中。沙戈荒地区有着广阔的地理空间和充足的光照资源，是

我国未来光伏发展的主要场景。同时，沙戈荒地区同样面临着诸如高温、大风、

沙尘等不利环境因素，为光伏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带来挑战。本报告基于天合光能

完整的产品技术服务能力，针对沙戈荒地区的环境特征，提供包含光伏组件、支

架、储能系统、治沙措施等内容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并结合宁夏地区的实际项

目方案进行分析。 

 

关键词：大基地；沙戈荒；解决方案；光伏 
 
 
 



 

Vertex N 高效高可靠组件研究 
张舒，陈达明，陈雪，王乐，陈红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shu.zhang@trinasolar.com 
 

报告摘要 

TOPCon 电池采用钝化接触技术，理论极限效率可达 28.7%，可搭载 IBC、
叠层等电池结构，因此 TOPCon 技术目前已经成为 PERC 之后成为行业普遍关

注的高效电池热点技术。2019 年中旬，天合光能基于自主开发的 i-TOPCon 产业

化技术，实现了实验室最高转换效率 24.58%的大面积 TOPCon 电池效率的世界

纪录，并成为行业首家平均量产转换效率超过 23%的厂家；同年发布 i-TOPCon
双面双玻高效组件，在国内率先实现TOPCon组件产品的量产。天合光能的Vertex 
N组件产品，基于先进的210产品技术平台，搭载效率最高可达25.5%的 i-TOPCon
电池，升级了全新一代高效、高可靠组件产品，该组件相对同版型 PERC 组件功

率提升可达 20W，且具备更优的温度系数、更低的 LETID 衰减、更低的热斑温

度、更高的双面率，单瓦发电能力提升可达 3%以上，Vertex N 产品具备更优的

系统成本和增发价值。  
 

关键词：i-TOPCon；高效；高可靠；高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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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户外发电量实证 

冯轶洲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mail: victor.feng@tuv.com 

 

报告摘要 

长期以来，光伏行业以组件的铭牌功率，计算组件价格。然而不同技术路线

的组件，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发电量收益。 

如何评估不同技术路线组件在户外实际发电能力的优劣，TÜV 莱茵，为行

业提供户外实证的解决方案。 

 

 



 

大基地跟踪系统增效降本技术路线解析 
庞悦文 

天合光能 

E-mail: yuewen.pang@trinasolar.com 

 

报告摘要 

光伏 6.0时代，大基地模式正逐步向沙漠、近海、坡地和农渔光互补等多种

新场景应用拓展，电站单体规模也越来越大。复杂场景和环境对光伏设备与产品

乃至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天合跟踪结合先进风工程研究与加严

产品可靠性测试，因地制宜优化产品设计方案，全面保障典型环境下的结构可靠

性与稳定性。同时，天合跟踪融合新一代 210R 高功率组件、新一代智合智能跟

踪算法与天合智慧云平台，形成光伏大基地系统级解决方案，助力发电增益与数

字化运维，进一步提升大基地投资收益。 

 

关键词：光伏；跟踪支架；风工程；智能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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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系统在光伏电站中的应用 
李  明 

天合储能 

E-mail: ming.li07@trinasolar.com 

 

报告摘要 

    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稳步推进，新增光伏的发电能力也在逐步提高。《“十四

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具体提出，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要达到

39%左右。截至到 2022 年 8 月，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24.66 亿 KW，增幅在

8%左右，其中，前 8 个月光伏月均新增装机 500Wkw 左右,占整体新增容量的

54%，增量客观。 

    光伏装机量的大幅提高也引发了诸多问题。由于光伏发电功率的波动性以及

错峰发电的特性，光伏配储成为现在主流的技术解决方案方向。储能在光伏电站

的应用也趋向成熟，各地也提出了若干配储指标。本文着重讨论光伏配储的核心

逻辑以及痛点，着眼于电化学储能的优势和缺点，同时提出天合针对电化学储能

在光伏发电场景中的一些思考和现有的产品解决方案。 

 

关键词：光储联合；电化学储能；储能产品  

 

 

 



 

高功率组件系统降本分析 
薛  源 

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www.sungrowplant.com 

 

报告摘要 

    光伏组件不仅占了光伏系统的一半左右成本，还直接影响着光伏系统其他部

分成本，以及系统发电量。合理的组件选型，可降低土地、线缆、支架、桩基用

量，降低 BOS 成本，提高项目收益率。地面电站选用 600W+光伏组件，可节省

2%左右的土地，节省 10%左右的光伏电缆，节省 10%左右的支架桩基，带来组

件外的系统成本降低 3~5 分/瓦，降低 LOCE。 

 

关键词：系统成本；LCOE ；收益率 
 
 
 



 

 

新形势下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优化及主要设备选型 
董晓青 

晶阳（河北）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E-mail: dxq3935@126.com 

 

报告摘要 

   

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提出，整县推进工作的的开展等因素，国内的分布式

光伏，尤其是中小微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建设，在2022年，形成了又一个

热潮。课件详细介绍了不同地区今年的屋顶分布式电站的投资和收益率的测算

和要求；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优质屋顶资源逐渐稀缺的情况下，如何优化分

布式光伏电站建设中的难点和重点，最大可能性的提升发电量，降低度电成本

；并根据实际案例，详细分析了主要设备（组件、逆变器等）的优化选型及主

流的大功率组件在分布式电站中带来的增益及与逆变器的的适配性；主要设备

优化选型的原则和注意事项。 

 

关键词：度电成本；收益率；建设优化；组件；逆变器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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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R 组件在分布式场景的典型应用 
陈  栋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dong.chen@trinasolar.com 

 

报告摘要 

基于新一代 210 至尊产品技术平台，天合光能 210R 系列组件焕新而来，以

满足高速增长的分布式市场需求，契合更加面广量大客户群体的多样需求，打造

全球分布式立体产品地图。以客户价值为导向，至尊 210R 系列组件功率提升

20-30W、户用屋顶装机量提升 5.5％、工商业屋顶系统 BOS 降低 2.4 分钱/W、

物流装载量提升 4.5%，完美匹配各主流逆变器，更拥有极致的产品设计和全新

的包装设计，带来极致美学体验，成为 210 家族新势力。 

 

关键词：210R；新一代 210 产品技术；分布式市场；客户价值 

 

 

 

 



 

 

阳光电源光伏业务进展报告 
从  伟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congwei@sungrowpower.com 

 

报告摘要 

1.光伏行业目前的现状，未来装机的趋势，区域的政策导向，以及未来发展的方

向等； 

2.阳光电源针对 210组件、182组件的解决方案，双版本的设计以及坚持 1路 MPPT

接入 2串的设计，无惧短路与反接风险； 

3.1+X 模块化逆变器的设计理念，更大的子阵，更多的 MPPT 路数，适应不同场

景，不同地形下的需求，提升发电量； 

4.产品应用案例以及我司目前业务能力的介绍 

 

关键词：光伏行业趋势；大组串；模块化逆变器 
 
 
 



海上应用中光伏组件面临的挑战及相关测量方法与质量认证 

徐文浩，高祺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mail: frank.xu@tuv.com 

 

报告摘要 

作为传统安装方式光伏系统的补充，水上光伏的装机量正承指数型增长。受中国政策影响，

大规模的水上光伏电站将会在海洋环境中建设，其中桩基式海上光伏应用在短期内将迎来快速

增长。相比于陆地安装的光伏组件，海上光伏组件将面临更高的湿度、盐度、载荷量与遮挡风

险。由于现在正处于海上光伏技术发展初期，海上环境下光伏组件的可靠性与失效数据缺乏，

导致没有相应的光伏组件标准与技术规范。这极可能为海上光伏应用留下性能衰减与安全性隐

患。本报告将基于海洋环境的实际参数与已知可靠性数据，参考相应的 IEC 标准，提出海上

应用光伏组件的测量方法与认证规范。 

 

关键词：海上光伏；盐雾；PID；机械载荷；认证 

 



 

正泰安能 600+W 系统应用 
彭海东 

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haidong.pengt@chintanneng.com 

 

报告摘要 

     正泰安能积极开拓下沉市场,专注于为广大农村用户提供屋顶光伏系统的

合作开发、销售、勘测设计、安装及售后运维的全解决方案。截止目前累计开发

用户数量突破 70 万户。其中 600W+系列为重要应用产品，在安能市场应用中拥

一席之地，在多种场景下运用。随市场对高效率组件需求增大及客户接受度提高，

相信会有更广阔市场！ 

关键词：运营、品牌、渠道；600+W 组件应用；展望； 
 
 
 



 

 

数字化助力分布式电站运维实践分享 
史志明 

绿能中环（西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mail: 13032900964@163.com 

 

报告摘要 

在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与地面电站建设并驾齐驱的形势下，各分布式光伏电

站投资商也是冲在行业前沿，做了很大努力与尝试，实践了多种投资模式，在整

个产业链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今天的成绩；作为产业链上的运营服务商，如何利

用数字化平台在高质量的设备（例如天合 600W+组件等设备）、高品质的电站建

设基础上、做好高效运维，为各位业主争取更高的收益、助力“双碳目标”的实

现，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关键词：分布式光伏电站运维；数字化运营平台；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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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防护光伏电缆 

Multifunctional protective PV cable 

常  勇 

Changyong 

上海金友金弘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Jinyou Jinhong Intelligent Electric Co., Ltd 

E-mail: 13761936684@163.com 

报告摘要 

本报告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光伏电缆常用标准（Common standards for photovoltaic cables）： 

2、设计思路（结构）（Design ideas (structure)） 

3、指标（index） 

 

4、常用产品型号（commonly used product model） 

5、小结（summary） 

关键词：多功能；防护；结构 

Keywords: Multifunctional; Protective; 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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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组件先进背板材料研究 

王  禹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yu.wang02@trinasolar.com 

 

报告摘要 

     背板材料是光伏组件材料的关键组成部分。背板和玻璃将电池片通过夹胶

的方式封装在一起，通过硅胶和边框与系统进行安装，背板是直接裸露在外侧，

经受着紫外、湿气、高低温、风沙、盐雾氨气等多重考验。210 系列高功率组件，

TOPCon n 型电池组件、IBC 电池组件等新型电池组件自身的电学性能特点不同，

对光伏组件背板的可靠性，先进测试方法有更高的要求。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

背板在不同的测试条件及应用条件下存在不同的失效模式，在综合紫外老化，综

合热循环等多交变实验中逐渐体现出不同结构的差异。 

 

关键词：高效组件特点；老化测试方法；失效模式；失效分析；背板结构；加严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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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背板技术发展及组件性能研究 

张军，万波，石孟可，孙卫雅，徐程伟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zhangjun@jasolar.com 

 

报告摘要 

光伏背板是光伏组件的重要封装材料。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种技术路线的

光伏背板在成本和可靠性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材料技术的进步结合多年户外

实证研究，光伏背板的结构与性能也发生了持续不断的迭代更新。随着光伏发电

应用领域的持续扩展，户外组件应用年限的不断增加，不同结构光伏背板产品在

户外电站也有不同的性能表现。本报告回顾了光伏背板材料的发展历史及概况。

对于实验室及户外电站背板不同失效模式进行了原因分析。针对不同结构光伏背

板的性能进行了对比研究，包括各种氟膜背板在耐磨性、耐腐蚀性、耐紫外性、

耐高低温性和耐高温高湿的性能等方面的差异，同时研究了 CPC 双面涂覆背板

和 PPF/PF 等结构非氟背板在耐热性、抗酸碱腐蚀性、抗紫外高温高湿和户外耐

磨性等方面的差异。通过严苛的试验方法，对比分析不同结构的光伏背板的性能

优势，研究如何选择性价比较高的光伏背板组件适用于户外不同的应用场景。最

后结合背板材料技术和 n 型大尺寸高效光伏组件技术，展望了未来光伏背板技术

发展方向。 

 

关键词：光伏背板；户外失效；技术路线；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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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氟背板的应用及可靠性研究 

宫鹏，李前，刘源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gongpeng@cybrid.net.cn  

 

报告摘要 

光伏背板含氟与不含氟因其各自优势在业内广泛应用，随着市场的差异化、

环境影响特征诉求逐渐明朗的情况下。无氟背板再次呼声渐高。赛伍公司在产品

研发及材料应用端积累了大量经验，将无氟涂层运用于 PET 结构背板上。本文

通过市场研究、产品研发、可靠性对比方面作出阐述。主要分析了无氟材料的绿

色环保属性、回收属性，着重讨论耐候 PET/无氟、耐候 PET/PET 无氟涂层结构

背板在绝缘、与白 EVA 粘接、耐热、耐水解、UV、UV+DH 等可靠性上满足屋

顶光伏的要求及应用。 

 

关键词：光伏背板；无氟；环境友好；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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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先进互联技术 
夏正月，苏晶晶，张皓，王秀鹏，邢国强 

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 

E-mail: xiazy01@tongwei.com 

报告摘要 

电池金属化是光伏电池片制作工艺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选择组件互

联技术的基础。在金属化设计方案发展历程中，目前较为普及的接触式金属化技

术为多主栅技术，随着主栅数量的进步发展，副栅银耗和电阻损耗在不断降低。

而作为当前市场热点的 SMBB 焊接法互联方案，可以有效优化电池、组件物料

成本，是进一步降低一体化成本的有效路线。 

在本报告中，我们将概述并分享目前通威现有的 SMBB 技术，对其技术路

线及技术优势进行阐述，同时展望下一代的发展方向。通威已建立技术集成平台，

全面挖掘新电池技术优势，通过技术串联，在设计 SMBB 增加电池主栅数量的

同时，匹配组件高精度串焊机的性能对金属化图形进行优化。电池端缩小 Pad 点

和主栅细线宽度，同时减少副栅线宽，实现电池银耗降低的可行性；组件端相应

匹配低直径焊丝和减薄胶膜。在成本分析上，SMBB 相较于传统的 MBB 在电池

组件一体化上有更低的成本，由于银耗、胶膜克重的降低，SMBB 组件较 MBB

组件成本低 1.0-2.0 分/W。SMBB 既可与主流 PERC 电池结合助力降本增效，也

可与 TOPCon、HJT 等双面银浆的 n 型高效电池上省银更多。展望未来，0BB 无

主栅技术，可彻底消除主栅遮光和复合影响，提升电池效率和组件功率，同时降

低银耗；但目前组件设备和工艺还不具备足够的量产成熟度，且组件端 BOM 降

本有一定的挑战。我们将在组件先进互联技术上持续深入研究，探索新路线的实

现性。 

关键词：光伏电池；光伏组件；技术串联；SMBB 技术；0BB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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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电池用封装方案 
戴建方，李新军，王磊，陈洪野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daijf@cybrid.net.cn 

 

报告摘要 

目前众多高效电池中，HJT电池综合了晶硅电池与薄膜电池的优势，具有转

换效率高，双面率高、温度系数低、弱光响应高等特点，但因存在电池低表面能、

易水解、对短波段敏感特性，对其组件的封装提出了挑战。 

本文介绍了传统封装材料在HJT电池封装过程遇到的失效问题，提出了封装

用EVA/POE/EPE胶膜、背板、硅胶等材料的性能要求、老化表征方法、及测试

结果展示。 

关键词：HJT 电池；封装技术；阻水；粘结力 
 



 

主栅数量对异质结組件功率及成本影响测算 

刘松民，朱强忠，蔡霞，倪志春 

浙江爱康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liusongmin@akcome.com 

 

报告摘要 

由于度电成本的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光伏这个领域。产品发电性能单

瓦发电量对度电成本影响更为明显，异质结由于其高功率、高双面率、低温度系

数及低辐照性能好等特性，使得其发电能力较其它产品有明显优势；从而使其倍

受关注。然而异质结由于成本较高，限制了其在电站端的应用。为了进一步提升

组件功率，降低组件成本。这篇文章从组件功率、成本角度分析了不同主栅数量

对组件功率及成本的影响。主要包括金属化成本优化、焊带成本优化、胶膜成本

优化等，以期望获得高效低成本的高效异质结电池及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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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背板最新技术要求及新标速递 

帖克清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mail: johnkq.tie@tuv.com 

 

报告摘要 

随着背板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户外实证使用的失效情况，国际标准委员会从2019

年开始研究制定了新的国际标准IEC FDIS 62788-2-1, 此标准基于德国莱茵TUV的光伏

背板标准2PfG 1793/11.17，做了测试方法和测试项目的更新。 

本文结合德国莱茵TUV的测试经验和对光伏背板产品的深度理解，针对最新的

背板标准IEC FDIS 62788-2-1做详细的介绍及测试方法解读。 

 



 

 

 

 

不同应用场景光伏产品选型评估方案及案例分享

刘毅，朱晓岗，马宁

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E-mail: liuyi@cpvt.org.cn

报告摘要

 

 

 

“碳中和、碳达峰”的国家战略要求下，光伏的应用场景越发多元化。分析

国内差异化应用的趋势，探索不同应用场景下光伏选型评估方案。利用实验室评

估与银川、海南户外实证基地探讨不同原材料、不同电池技术产品和不同修复技

术差异化应用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关键词：不同应用场景；综合老化；户外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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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结电池组件封装及无主栅互联方案的研究及探讨 

陈书亮，黄宝玉，季志超 

常州斯威克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 

E-mail: huangby@sveck.com.cn 

 

报告摘要 

异质结电池和 TOPCon 电池等新型高效电池规模化使用后，如何降低综合成本，进一步提

升发电功率，成为各个光伏组件厂商关注的焦点，立足电池片减薄趋势，无主栅化是下一步发

展方向。现有的封装胶膜方案在配合无主栅电池进行封装时无法实现层压焊接一体化，会遇到

焊丝脱落、滑移和虚接等问题，部分封装后的组件在经历湿热、高温老化后出现虚焊等严重问

题。新思路下，通过胶水、胶带、承载一体膜等新型互联技术的使用，可以实现无主栅电池组

件层压焊接一体化，再通过引入转光、增透等新型材料来提升组件的发电效率。 

本报告将针对异质结组件封装材料、无主栅电池组件互联技术中存在的难点进行分析和探

讨。通过在封装材料方面的技术积累，分析无主栅电池组件新型互联的可能性，开发胶水、胶

带和承载化一体膜等新型互联封装技术，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同时通过引入转光、增

透等材料于封装胶膜中，实现组件发电功率的提升。 

 

关键词：异质结；无主栅电池；层压焊接一体化；胶水；胶带；转光胶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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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电池技术下功能化与结构化的封装胶膜 

张传吉 ，陈永明，俞一帆，贾安 

浙江帝龙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E-mail: zcj@dilongpv.com 

 

报告摘要 

随着电池片技术由 PERC 向 TOPCon、异质结方向发展，后续的钙钛矿及叠

层电池技术也成为较清晰的电池技术未来方向，结合电池技术发展及配套组件技

术更新，封装胶膜也迎来了大范围的技术更新。从传统的性能升级到功能与结构

化的变化，封装胶膜的技术发展体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关键词：封装胶膜；电池技术；异质结；TOPCon；钙钛矿 
 
 



面向不同应用场景的透明面板 

魏家靖 

杭州福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weijiajing@fumotech.cn 

 

报告摘要 

从多个不同标准要求的角度分析了不同地区不同应用场景下对透明高分子

材料的耐老化要求和测试要求；对比分析了在市场流通的多种不同结构的透明面

板产品的功能性和可靠性差异；提出了应用于不同应用场景下透明面板的功能性

和可靠性测试要求的建议。 



 

 

 

浅析 IEC62979 二极管热失控测试标准及测试方法 
朱  伟 

上海质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mail: w.zhu@zealwe.cn 

 

报告摘要 

本文介绍了二极管热失控产生的原因，介绍了 IEC62979 二极管热失控测试

标准。对多个二极管进行了热失控测试，根据不同的测试结果，得到二极管热失

控与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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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光伏组件封装方案

王同心

苏州弘道新材料有限公司

E-mail: wtx@hondolmaterial.com

报告摘要

“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大势所趋，而光伏发电是实现“碳中和”的

主要途径。目前光伏发电的应用非常广泛，除了传统的集中式光伏发电，分布式

光伏发电也逐渐走向市场。另外随着光伏的大力发展，不同的应用领域（如无氟、

轻质）以及新的发电技术（异质结、TOPCon）都对封装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文从光伏组件发展及应用角度出发，结合封装材料的创新，对不同应用领域、

新型光伏组件封装，分享不同的封装解决方案。

一、大尺寸无氟封装解决方案；

二、轻质组件软玻璃封装解决方案；

三、透明氟膜可靠性解决方案；

四、HJT、TOPCon高阻水封装解决方案。

作者简介：

王同心，中科大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博士，弘道新材董事长兼总经理，主要从

事光伏封装材料的研发与产业化工作。荣誉情况：①2016年江苏省“双创人才”、
“三三三”人才；②2022年高新区“创业领军”、苏州市“姑苏人才”；任职情况：①

国际电工委（IEC）TC82 WG2标准组委员；②中国科大苏州高等研究院研究生

企业导师。



聚烯烃增强材料在光伏背板中的应用方案 

范云峰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E-mail:fanyf@luckyfilm.com 

 

报告摘要 

聚烯烃增强增韧以及耐候提升是材料改性常用的技术方式，通过多层共挤技

术将多种改性聚烯烃材料结合起来，能够赋予复合材料新的性能。本文以聚丙烯

为基础，通过综合应用多种改性手段，结合多层共挤技术，设计了两种聚烯烃复

合材料用于光伏背板。其一、全聚烯烃背板 MOw1 的设计思想在于实现背板整

体耐候，大幅增加背板性能可靠性，通过设计特殊的粘结层改性材料，在功能层

间形成共结晶作用，显著提升了 PP 材料于 PE 材料之间的粘结稳定性，通过耐

热改性，解决了聚烯烃材料高温开裂的问题。其二、以 PVDF 氟膜背板结构为参

考，设计了一种替代 PVDF 氟膜的耐候聚烯烃薄膜，通过氟烯烃树脂改性共挤将

刚性、耐磨损性、耐候性、胶粘剂匹配性、耐高低温性等多种性能结合在一起，

应用于常规 PET 背板，获得良好的应用效果。最后，不同于尼龙材料，聚烯烃增

强材料与封装胶膜匹配性良好，在多种复杂的序列老化条件下，均能保持良好的

外观状态和机械完整性。 



异质结电池组件最低 LCOE 封装方案 
熊唯诚*，冯学鹏，李元，周乐 

常州百佳年代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E-mail: jaisen_xiong@163.com 

 

报告摘要 

随着异质结电池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异质结在光电转换效率上达到

26.5%。在双玻/单玻组件上，分别有更高的双面化率，更低的温度系数，更好的

弱光效率，以及更黑的美学外观。 

相比较于 perc 电池组件成本尚高了 0.13 元/瓦，未来持续降低到 0.03-004 元

/瓦才可批量盈利。由于异质结电池采用 18-30BB 的焊丝连接电池片，电池对紫

外线比较敏感，电池表面的 TCO 层对水汽比较敏感，势必要求封装方案更加增

效提档，简化封装工序，选择多功能一体化的材料来提高 CTM，提高封装良率，

降低封装成本。 

百佳年代对异质结/IBC 电池特性，研发了综合完善的多环境，多场景，多

应用下的解决方案。百佳年代采用一体化胶膜，对圆焊丝的完美塑形效果和一步

法的链接/层压工艺，不仅可承受各种老化需求而且促进较高的焊带粘结力。转

光胶膜减少了电池的紫外衰减，同时提高可见光的发电效率。复合反光白膜和复

合反光黑膜，不仅有低的水汽透过率，也减少了 1.6mm 双玻组件翘曲带来的爆

玻现象。超低水透的高阻隔背板解决了异质结电池对水汽的敏感性。 

 

关键词：异质结电池；IBC 电池；封装胶膜；背板；提档增效；降低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