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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石墨烯镀膜玻璃拥有卓越的超亲水效

及生产制程等多方面进行创新，电流在细栅上

果，它可以让玻璃表面的积灰快速被雨水带走，

传导距离缩短，降低了串联电阻、隐裂热阻及

且没有污水水渍残留，并让玻璃表面保持长久的

效率衰减，增加了组件功率和寿命，但综合生

清洁效果，以此大幅提升了光伏组件的发电水平。

产成本基本未增加。

不同于社会上大部分以石墨烯为时髦概念但

因此，基于以上石墨烯镀膜玻璃技术和多主栅

并未产业化应用的一些公司，目前，正信光电石

技术的叠加效应，相较于常规组件产品，正信光电

墨烯镀膜玻璃初步具备了 500 MW 组件的配套

石墨烯高效光伏组件的输出功率可有效增加 2.5%～

生产能力，计划到今年年底产能进一步扩大到 2

3% 左右，并且寿命增加，在生产成本基本不变的

GW，到 2019 年底，产能将扩大到 5 GW 左右，

情况下，为降低光伏发电度电成本奠定了基础。

具有规模化成本优势。

据王栋介绍，在传统单、双玻组件生产工艺

多主栅技术是行业公认的一种性价比很高

基础上，正信光电石墨烯多主栅组件将现有多主

的技术，它不但能提高组件功率，同时还能大

栅电池技术、石墨烯应用技术、PERC、n 型双面、

幅减少银浆用量、降低隐裂带来的损失。正信

黑硅电池工艺等现行前沿技术相融合，为产业加

光电 12 主栅技术在电池图形设计、组件封装

速实现降本增效再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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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推动光伏行业变革
——正信光电重磅推出石墨烯光伏新品
本刊记者

■ 李鹏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扶持的外力驱动下，我

及独特的自清洁能力等众多差异化核心竞争力成

国光伏市场爆发，光伏发电成本快速下降，用户

为业内关注的焦点。正信光电总裁王迎春、营销

侧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的目标即将实现，光伏产业

总裁李倩、技术质量总经理王栋和运营中心副总

技术创新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内生动力。日

裁章伟等一众领导共同为这一创新技术揭幕。

前，正信光电重磅推出石墨烯光伏新品，成为技

在本次发布会上，王迎春表示：
“历经十余

术创新推动光伏行业变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年发展，我国光伏产业已经在技术、规模、成本
等多方面占据全球领先优势，而在产业加速转型

正信光电石墨烯系列光伏产品重磅发布

升级的大趋势下，业内始终涌动着一场‘着力于
技术研发、加速核心技术迭代’的汹涌浪潮，以
期尽快推进光伏发电度电成本下降。作为新三板
挂牌上市的最大的光伏发电企业，正信光电始终
秉承‘以技术创新为先导’的理念，在技术创新
上敢于探索，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依托
于强大坚实的技术创新实力培育出了石墨烯系列
高效光伏组件，为尽早实现光伏发电平价上网再
添助力。我们相信，随着正信石墨烯光伏产品的

图 1 正信光电石墨烯系列光伏产品发布会

推出，之后将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到对石墨烯技术
在光伏行业的应用研究中去，这必将加速推动石

3 月 26 日，以“G12 变革时代”为主题的

墨烯和光伏技术的发展。”

正信光电石墨烯系列光伏产品发布会在北京召
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王栋指出：
“2018 年，我国光伏产业会继续

原主任李俊峰研究员、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

呈现稳步上升的发展趋势，技术的更新速度会加

专委会秘书长吕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院长周兴

快，并向如何提高发电效率和降低成本等方向加

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吕鹏博士等政府领导及专

速靠拢。而石墨烯技术是符合产业技术持续迭代

家学者受邀出席，与近百位业内人士共同见证了

发展大势的先进技术。石墨烯最大的特点在于它

G12 变革时代的创新性技术——石墨烯 12 栅常

可以提高玻璃透光率与玻璃自清洁能力，从而达

规、石墨烯 12 栅双玻组件、石墨烯 5 栅常规与

到进一步提升光伏组件功率、提升光伏组件发电

双玻组件等系列新品的重磅问世。这些创新性技

量的目的。就自清洁能力而言，常见的光伏组件

术产品凭借超越同类产品的透光率、超强亲水性

技术往往只具备超亲水或者光触媒效果，而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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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作为太阳能行业专业科技媒体对此次发
布新品的相关技术格外关注，笔者以为，光伏技术
进步的最终目标归根到底在于降低光伏发电度电成
本。因此，带着对石墨烯的好奇和一个个“问号”，
在发布会上、在书面采访中，乃至在 3 月 27 日开
幕的“2018 中国国际太阳能发电应用展览会”正信
光电的展位上，笔者与王栋进行了多次探讨。
图 2 常规镀膜玻璃 ( 左 ) 与
正信石墨烯镀膜玻璃 ( 右 ) 的自清洁效果对比

两种技术完美融合在一起的只有石墨烯技术。”
随后，他还就石墨烯光伏组件自清洁能力进行了
现场演示，赢得在场嘉宾一致称赞。
李俊峰表示，目前我国光伏产业已经进入到理
性发展阶段，单靠“讲故事”的企业已经没有了生
存空间，企业无论规模大小，要在严峻的市场中生

图 3 正信光电新品展出

存发展下来，靠的是在核心技术上的创新实力。

正信光电这次推出的新品主要是基于石墨烯

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产学研的深度合作是

镀膜玻璃与多主栅技术叠加的新型光伏组件，其

先进技术快速产业化应用的关键，据吕鹏博士介

性价比自然是很关键的指标。

绍，石墨烯镀膜玻璃技术是正信光电与中国科技

积灰是影响到光伏电站发电量的一个主要因

大学合作开发的成果。石墨烯是一种神奇的材料，

素，光伏组件表面清洁是光伏电站运维的重要环

在太阳能领域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玻璃镀膜

节。按照业内人士的估计，一座装机容量为 50

技术只是其中的应用之一，也是石墨烯在光伏行

MW 的光伏电站，所需的清洁维护费用可能高达

业首个实现产业化应用的技术。今后双方还会在

约 100 万元 / 年。据了解，目前市场上也有光伏

双面组件背面玻璃、正面玻璃双面镀膜，以及高

玻璃自清洁技术，但并未得到普及化应用，究其

效电池等方面展开深化合作，开发出更多的以石

原因，主要在于这种技术自清洁以牺牲玻璃透光

墨烯为核心的高效光伏新产品。

率为代价，需要对常规玻璃的镀膜工艺进行较大
调整，工艺不成熟、品质不稳定，且成本过高。

“探秘”石墨烯高效光伏组件

正信光电的石墨烯镀膜工艺与常规镀膜玻璃并无

我国光伏产业经历了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

太大区别，并且采用了水相体系镀膜液，更加环

发展历程，大浪淘沙，早年创业的一些光伏企业

保，易于推广。正信光电的 300 mm×300 mm×3.2

如今已经破产重组或销声匿迹，而正信光电作为

mm 石墨烯镀膜玻璃透光率达到 94.3% 以上，板

创业 30 年的光伏企业，一路筚路蓝缕，默默耕耘。

面硬度大于 3H，耐老化、耐腐蚀、耐摩擦等性能

营销总裁李倩坦言，这些年正信光电做得多，说

通过第三方权威测试机构评估，通过超亲水性和

得少。笔者想，或许就是正信光电持续不断在做

光触媒效果双重保障了玻璃的自清洁效果。针对

创新的事情，才避免了那些简单模仿和盲目扩张

石墨烯镀膜玻璃的自清洁性能，正信光电研发团队

的光伏企业的多桀命运，行稳致远到如今。

也进行了专门的户外模拟测试。测试 ( 转第 3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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