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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系统概括了温度对太阳电池及光伏组件的影响，并介绍了光伏系统的几种冷却技术。首先，
总结了单晶硅、多晶硅及非晶硅等不同材料太阳电池的温度系数，对其性能进行了比较；其次，
讨论了组件内部温度分布的均匀性对其性能造成的影响，光伏组件表面温度差异及上下表面
温差不甚明显，但温差加剧则会对其电学性能造成影响；然后，从影响组件温度的环境及组
件自身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总结；最后，介绍了几种用于冷却光伏系统的技术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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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电转换效率是决定光伏发电效率的主要因素。光

太阳能是绿色环保的可再生能源，光伏发电

伏组件主要由玻璃盖板、太阳电池片、EVA 及

在未来能源供给中将占有重要地位。据国际能源

背板等构成。以晶体硅组件为例，虽然理论上晶

署预测，到 2050 年，全球光伏系统输出功率约

体硅太阳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极限接近 30%，但

4.68 TW p，预计产能 6.5 PWh/ 年，约占全球电

实际上晶体硅组件的转换效率只有 20% 左右。

力能源的 16%；2050 年以后光伏系统规模将达

也就是说，组件仅将吸收的太阳能的少部分转化

到 23 TWp，预计产能 30 PWh/ 年；到 2070 年达

为电能加以利用，而其余大部分的能量则转化为

到 31 TW p，产能约为 41 PWh/ 年，将解决全球

热能被浪费，且热能不能完全散失，反而会导致

28% 的基础用电。为提高光伏发电的效率，一方

光伏组件的温度升高，对组件的发电效率产生不

面应从基础的材料特性优化、新的光电转换材

利影响。对于其他材料的太阳电池或光伏组件也

料、器件结构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

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5-8]。本文对比分析了不同类

研究太阳电池在实际应用环境中的特性也非常重

型太阳电池和光伏组件的温度特性、温度性能的

要。后者的结论可用于指导改进太阳电池的制造

判定方式和测量标准，可为电池工艺优化、光伏

工艺，以及用于光伏组件的结构优化等，从而改

发电的发电量计算等提供参考；并分析了几种可

善实际环境中光伏发电的效率

[1-4]

。光伏组件是

用于光伏系统的降温冷却技术，从应用的角度

光伏发电系统中把光能转换为电能的部件，其光

讨论如何降低热学因素给光伏组件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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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温度对发电性能的影响

1.1 多种太阳电池的温度系数

各种太阳电池在温度特性方面的总体变化

文献 [5, 8] 在 STC 标准下测定了太阳电池的

趋势相同，电池的开路电压、填充因子随温度

温度系数，该标准中规定测试电池时的参考太阳

升高明显下降；短路电流随温度升高有所上升；

辐照度为 1000 W/m2，大气质量为 AM 1.5，环境

而发电效率受开路电压影响较大，总体呈下降

温度为 25 ℃；文献 [6] 采用 NOCT 测试环境，即

的趋势。

光照强度为 800 W/m2，环境温度 20 ℃，测试结果

衡量温度与太阳电池各个电学参数之间的

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晶体硅电池和非晶硅

联系主要用温度系数来表示。在 ASTM E 1036-

电池在特定环境下所表现出的差异十分明显。如

2002《使用标准电池的非聚能地面光电模件和阵

文献 [9] 所述，温度变化范围在 -3.15～66.85 ℃时，

列电气性能的标准试验方法》中规定了温度系数

单晶硅太阳电池和非晶硅太阳电池的转换效率温

的测量方式。通过研究太阳电池的温度系数可定

度变化率分别为 -0.176 %/℃和 -0.08%/℃。

量分析不同材质电池受温度变化而表现出的性能

1.2 温度特性的原理分析

差异。

从微观角度分析，温度升高时，带隙宽度降
表 1 不同种类太阳电池的温度特性总结
电池类别

测试环境

输出功率

输出功率极值

开路电压

短路电流

填充因子

温度系数

温度系数

温度系数

温度系数

温度系数

-1

-1

-1

ηFF/%•℃ -1

ηp/%•℃

ηpm/%•℃

ηV /%•℃

-1

OC

ηI /%•℃
SC

单晶硅电池 (2008)[8]

STC

-0.075

-

-0.230

0.121

-0.162

[5]

STC

-0.2 00

-0.200

-0.250～-0.220

0.200

-0.130

NOCT

-

-0.130

-0.330

0.120

-0.100

NOCT

-

-0.210

-0.240

0.040

-0.010

NOCT

-

-0.360

-0.370

0.050

-0.040

NOCT

-

-0.360

-0.310

0.020

-0.080

NOCT

-

-0.450

-0.330

0.060

-0.190

单晶硅电池 (2016)[7]

特定

-

-0.394

-0.074

0.018

-0.043

[7]

特定

-

-0.649

-0.046

0.004

-0.119

特定

-

-0.386

-0.152

0.002

-0.107

单晶硅电池 (2015)

单节非晶硅电池 (2010)[6]
碲化镉电池 (2010)

[6]

微晶硅电池 ( 包括非晶硅
或纳米硅 )(2010)[6]
铜铟镓硒电池 (2010)[6]
硅薄膜电池 (2010)

多晶硅电池 (2016)

[6]

铜铟硒电池 (2016)[7]
2

注：特定环境指光强 950 W/m ±4%、温度范围约 30～65 ℃

低，使得更多的光子可以激发电子跃迁，从而短

定的，短路电流密度的增大弥补不了开路电压和

路电流提高。此外，声子能量随温度升高增加，

填充因子的减小对转换效率的影响。温度对开路

促进了光子的二级吸收

[10]

，也对短路电流的增

电压和填充因子的影响大于其对短路电流密度的

加有一定贡献。而开路电压和填充因子与复合载

影响。因此，随着温度的升高，太阳电池转换效

流子迁移率等有关，随着温度的升高，载流子迁

率降低 [8,10]。

移率减小，复合系数增大，这些因素导致电池短

对于晶体硅电池而言，单晶硅和多晶硅材料

路电流和填充因子随温度升高而减小。转换效率

的太阳电池随温度变化规律大致相似，但数值

是由短路电流密度、开路电压和填充因子共同决

有所差别，特别是短路电流差别明显。相对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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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硅材料，多晶硅材料本身具有更多的晶界

阻碍了该遮挡面积下的电池片散热而导致局部温

和位错等缺陷，复合中心的数目大量增加，光

度升高，造成“热斑效应”。热斑效应不仅影响

生载流子复合损失加重，暗电流增大。这使多

受遮挡部分电池的温度，同样也会使该片电池所

晶硅电池的短路电流密度明显降低。同时，多

在支路的其他电池片受到同样的损害。通过改善

晶硅电池的反向饱和电流随温度变化较为明显，

电池的排布，增加支路二极管数量可有效改善热

开路电压受温度影响较大。改善多晶硅的纯度，

斑效应对于整个组件的影响，提高其使用寿命。

可以提高多晶硅太阳电池的性能，降低温度变

2) 由于组件自身遭到破坏或存在缺陷而出现

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1]

。

孔洞，继而产生了边缘分流，以及非晶硅电池特

硅薄膜太阳电池的光学特性受温度影响主

有的传导侵入等现象 [16]。边缘分流是由于电池

要归因于半导体的介电常数与窄带效应的相互作

片边缘未能做到良好的绝缘，与其他区域接触造

用。此种电池的电学特性受温度影响的原因与晶

成了边缘短路，这一现象使得接触其他区域的边

体硅电池相似

[12]

。文献 [12] 从光学角度和电学

缘产生局部过热；而孔洞的出现会使电池片在孔

角度分别作了实验，结果显示：1) 从光学角度分

洞周围形成热斑。传导侵入现象来自于接触装置，

析，当波长 λ<800 nm 时，温度对吸收光谱的影

导电材料的穿透结构可能会发生薄膜层内不同位

响很小；当波长 λ>800 nm 时，吸收光谱随着温

置的直接接触。如果这种直接接触停留在电池电

度的增加而增加。2) 从电学角度分析，电池的短

极之间，就会短路。如文献 [16] 中，多晶硅电池

路电流密度随温度的升高而略有增强，开路电压、

表面孔洞区域与周围区域的温差约为 1.5 ℃。温

填充因子和转换效率均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度分布如图 1 所示，红色中心区域为发生边缘短

通过对不同类型太阳电池温度系数的比较

路的部分。单晶硅电池受这种影响更甚，温度差

可以发现，非硅薄膜电池的温度特性明显优于晶

异更大。而非晶硅电池的传导侵入现象却使孔洞

体硅电池。主要是因为温度升高时，非晶硅材料

与周围区域温差约为 1.4 ℃，低于晶体硅电池，

的禁带宽度降低，电池吸收光谱的峰值发生红

温度分布如图 2 所示。

移，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电池转换效率的不利影

0.05

[9]

响 。另一方面，在制备时的热退火处理方式使

0

非晶硅电池在一定的高温下具有较好的输出特性

-0.05

，温度系数约为晶体硅电池的 2/3[14]。Makrides

420

[13]

0.05

等 [15] 在赛欧鲁斯地区对非晶硅电池这一特性进
z
y x

行了为期 4 年的测试，结果显示，由于热退火效应，
非晶硅太阳电池的产能甚至可以提高 8.4%。

0
-0.05

图 1 边缘分流作用下多晶硅电池的温度分布 [16]
0.05

2 温度均匀性对光伏组件性能的影响

0

2.1 光伏组件表面温度差异
同种材料的太阳电池在不同环境因素下也表

420

-0.05

现出性能差异，即使同一光伏组件中的太阳电池

0.05

片的温度也具有一定的差异，组件表面温度差异
y

的原因有很多种。
1) 由于灰尘、树叶等杂质对组件的局部遮挡

z

x

0
-0.05

图 2 非晶硅电池受传导侵入影响的温度分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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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原因之外，电池本身在正常工作环

由于光伏组件自身正常工作所产生的温度

境下也存在温度不均的现象，但电池自身各个区

差异较小，因此，通常在研究温度对组件性能的

域的温差较环境影响下的温度变化而言并不明显

影响时，可忽略该温度差异对结果的作用。而由

[17]

。文献 [18] 利用 ANSYS 软件对光伏组件温度

外界因素或电池本身存在缺陷造成的组件温度不

扩散进行仿真 ( 电池层依次为：玻璃 -EVA- 硅薄

均通常十分严重，明显的温度差异会对组件造成

膜 - TPT)，结果显示，光伏组件呈现出温度由中

损害，并影响其工作性能。除了提高组件自身抗

心位置 ( 温度最高 ) 逐渐向四周扩散的分布方式，

氧化、抗腐蚀的性能外，亦可通过电池排布的改

且同平面的等温线为圆形，不受光伏组件本身的

进及传输电路的优化来改善“热斑效应”和 PID

形状影响。在太阳辐照度为 1000 W/m2、风速为

对组件性能的影响。

1 m/s、环境温度为 20 ℃时，光伏组件中心温度
为 58.61 ℃。光伏组件中央温度最高，与边界最

3 影响组件温度的因素分析

低温差为 0.68 ℃，与顶角的最高温差为 1.2 ℃。

3.1 环境条件的影响

2.2 光伏组件顶层与背板温度差异

光伏系统中，光伏组件的产能与组件温度联

光伏组件受环境温度、风速及太阳辐照度的

系十分密切 [24]，组件温度作为变量可以计算出

影响，组件内部层与层之间存在一定的温度差。

光伏组件的发电效率 [25]。影响组件温度的因素

文献 [19-21] 对此进行研究和测量后发现，该温

主要有环境温度、光照强度、风速及光入射角

差值约为 2.7 ～ 5.4 ℃。文献 [22] 在标准测试环

等 [26]。现有光伏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较低，约

境下测得光伏组件顶层玻璃盖板与底层背板之间

80% 的光能转化为热能，并导致组件发热。光

的温差不到 1 ℃。但相较环境温度等其他因素对

伏组件内部产生的热量体现在组件温度的变化，

电池性能的影响而言，光伏组件内部的温度差

其数值通常要高于环境温度 [27]。而环境温度与

异并不能明显改变电池的各个电学参数。因此，

光照强度呈现出线性关系 [28]，通常若该地区的

在研究组件温度对其性能的影响时，可忽略这

光照越强往往环境温度也就越高。在晴天等天空

种差异造成的变化 [17]。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组

遮蔽物较少的情况下，太阳光照射到该地区的光

件内部的这种温度差值增加会降低电池的短路

能较多，地面吸收光能转变为热能，使环境温度

电流密度和填充因子，而开路电压和转换效率会

升高。虽然环境温度的升高会导致光伏组件的发

有所提高

[17]

。

电性能降低，但通常日平均气温升高意味着光照

文献 [23] 根据从热带地区小型光伏电站采

变强，光伏发电功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文献 [29]

集到的数据，测算了光伏组件玻璃盖板和组件背

研究了不同类型太阳电池随环境温度不断变化的

板表面的温度，结果显示，组件顶层的温度变化

产能效率。结果显示，产能总体随环境温度升高

为 42.4～52.6 ℃，背板的温度变化为 43.7～57.9 ℃，

而呈上升趋势。

组件前后表面的温差为 1.3 ～5.6 ℃。此外，文献
还给出了两个界面的温度预测公式

[23]

因此，增加光伏组件表面的空气流动可提

：

高其散热，有助于提高光伏组件的发电效率。文

Tcs(t)=Ta(t)+0.016G(t)

(1)

献 [30] 探讨了地中海气候区的屋顶光伏组件支

Tcb(t)=Ta(t)+0.02G(t)

(2)

架的高度对发电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式中，t 为时间；Tcs 为组件顶层表面温度；

光伏组件与屋顶之间的距离增大有助于增加组件

Tcb 为组件背板温度；Ta 为环境温度，℃；G 为

背面的空气流通，使组件散热快并可提升其发电

太阳辐照度，W/m2。

效率。当组件与屋顶的距离为 0.04 m 时，与紧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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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屋顶的组件相比，其表面温度降低了 20 ℃左

mm，组件温度极值呈线性增长，增长率为 1.476

右。此外，风速会影响组件表面的灰尘附着情况，

℃ /mm。

而灰尘对发电效率的影响是明显的。对于离地较

组件封装材料也会对组件温度造成影响。

低的组件而言，较高的风速会扬起地面及周围的

为减少电池对光的反射，一般可将电池表面做

灰尘附着于组件表面，但研究显示，高风速条件

织构化处理或在表面沉积一层减反射膜。如文

下产生的附着层透光性好于低风速条件下产生的

献 [36]，用 HF/HNO3 溶液化学腐蚀的方式在电

附着层 [27]。因此，风速越大，组件可吸收的光

池表面制备多孔硅膜，大幅降低了硅表面在可见

能越多，产生的电能也越多。

光谱区的反射率。通过改进组件封装材料可增加

从影响组件温度的各个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

电池对光的吸收，减少反射率，进而提高电池效

来看，光照强度对组件温度的影响最大。文献 [31]

率，但同时也会提高组件温度。文献 [3] 对比了

利用数值模拟仿真的方式分析了太阳电池的热学

silicone 、Ionomere 和传统的 EVA 封装材料对组

模型，后又总结出可估算组件热学、结构学和电

件温度和发电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silicone

学性能的多物理场模型 [32]，并以此分析了 4 种

和 Ionomere 封装的组件发电效率比平均值高出

天气环境下，光伏组件在制冷和非制冷条件下的

2% ～ 3%，但用这两种材料封装的光伏组件温度

热学、结构学和电学性能的区别。结果显示，制

高于 EVA 材料封装的光伏组件 [37]。

冷效果更加依赖于太阳光照强度而非环境温度。

4 光伏系统冷却技术概述

从影响组件效率的内因和外因分析可知，组
件自身的温度对发电效率的影响更甚于光照强度

光伏组件吸收的阳光越多，产能越高，但自

对组件产生的影响。文献 [33] 研究了实际工作

身的温升也会影响整个组件的性能。光伏系统的

环境下光伏组件的效率，研究显示，组件效率并

冷却技术可减少温度的副作用，延长整个系统的

未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而持续提高，而是在光照

寿命；系统多余的热量亦可转化为电能，可提高

强度达到一定值时开始下降。这表明在一定条件

太阳能的利用率。

下，温度对组件效率的影响力度高于光照强度的

4.1 光伏系统被动冷却技术

影响。

光伏系统的被动冷却技术不需要附加冷却装

3.2 组件结构的影响

置，也可免去额外的能源消耗，但大部分的技术

将单个电池片同光伏组件的短路电压和开

冷却效率并不高，冷却效果存在延时。如，利用

路电流受温度影响的变化率做对比可发现，组件

自然风加速带走组件表面温度的方式对环境要求

的开路电压随温度升高下降的更为明显，而二者

较高，需要组件安装在离地较高的位置或风速快

的短路电流随温度升高都有略微上升，但单个电

的区域。
2014 年斯坦福大学的太阳能研究小组发明

池片的短路电流上升的更为明显。相较于单个电
池片，组件电学性能受温度影响更为严重 [34]。

了一种无色透明的硅涂层，该涂层可将热量收集

组件背板的厚度及材料会影响电池的散热，

起来直接辐射到太空，从而有效降低组件温度，

从而影响组件温度。薄的 TPT 背板有助于降低

提高发电效率 [38]。这种技术可有效利用太空作

组件温度并提高输出功率。文献 [35] 研究了多

为能源冷却技术的散热体，通过红外电磁波辐射

晶硅电池的温度分布及背板在整个组件中的作

的热量可顺利通过大气层直至太空，不会妨碍光

用，发现随着 TPT 背板厚度的增加，组件热阻

子的吸收，也不会影响电池吸收光能。实验表明，

也随之增加；当 TPT 背板厚度从 0.1 mm 增至 0.7

该涂层使位于下面的光吸收层温度降低至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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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效果十分明显。2015 年 Ebrahimi 等 [39] 提出

及效率分别为 16.3% 和 14.1%。Mehrotra 等 [44]

了另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被动冷却技术，该技术以

系统地研究了水浴冷却技术，将整个电池板浸入

自然界的水蒸气作为热量传输的载体，加速电池

水中，并测试在不同浸入深度下的效率。测试

片背面的蒸汽流动速度，降低温度。实验装置如

结果显示，浸入深度每增加 1 cm，效率可提高

图 3 所示，蒸汽流动可使被测电池温度从 48.3

17.8%。风可加速电池板热能的扩散，将风能和

℃降至 39.3 ℃，使产能提高 7.3%。此外，以蒸

太阳电池结合起来，既可降低电池的温度，同时

汽作为散热媒介的技术还有蒸发制冷技术，可使

又能收集来自于风能转换的电能。Rahimi 等 [45]

电池片产能提高 19.1% [40]。借鉴树的水分传输机

创造性的将自适应喷流系统应用于电池的冷却装

制发明的仿生学微孔蒸发薄膜制冷技术使实验所

置中，如图 4 所示，虽然电池温度降低的幅度不

用电池片温度降低了 11.7 ℃

[41]

大 ( 仅为 3 ℃ )，但该系统整体的产能较未安装

。在组件背部安

装散热片和棉芯的散热系统 [42] 可使组件温度从

冷却装置的系统高出近 21%。

49.2 ℃降至 43.3 ℃，产能提高 14%。

散热器

散热器
金属卤素灯源

金属卤素灯源

准直透镜

温度计

太阳电池
自调整风叶
电压 / 电流表

太阳电池

蒸汽模拟器

流量

通风口

锥形管

图 4 自适应喷流系统冷却装置示意图 [45]
热电偶

5 结论
电压 / 电流表

温度计

本文对比分析了不同材料太阳电池和光伏组

图 3 蒸汽被动冷却技术实验装置 [39]

件的温度特性、温度性能的判定方式和测量标准，
并给出了几种晶体硅太阳电池和薄膜太阳电池的

4.2 光伏系统主动冷却技术

温度系数作为参考，还对光伏系统的降温冷却技

主动冷却技术具有灵活性和可控性，其最大

术进行了介绍。

的优势在于可充分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热能，产

1) 参考不同类型太阳电池的温度系数，并进

生的电能远多于仅直接利用光能转换的电能。相
较被动冷却技术而言，该技术依赖于散热叶片及

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晶体硅电池对温度最为敏感，

水等传输媒介，因此要求额外的电能消耗，还需

薄膜电池受温度影响较小，非晶硅电池的温度系

配置单独的冷却设备，这对光伏系统的安装环境

数低于晶体硅电池。这主要是由于非晶硅电池的

造成了限制。但其冷却效果十分显著，尤其是在

“热退火效应”使其在较高温度下反而具有更好

环境温度高于电池工作温度的条件下，主动冷却

的输出特性；再者，非硅薄膜电池的禁带宽度随

技术可有效改善整个系统的工作效率。

温度的升高而降低，温度升高时光子吸收率增加，

Nižetić 等

[43]

在 2016 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太阳电池的转换效率。

一种针对电池板的主动冷却技术。该技术利用水作

2) 组件自身存在的温度不均匀会导致组件发

为热能传输媒介，在电池板上下两端加装了输水装

电量的改变，过大的温差会损坏光伏组件，使产

置。经测试，电池板温度由 54 ℃降至 24 ℃，产能

能急剧下降。组件自身在正常工作环境下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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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 218.
[14] Kondo M, Nishio H, Kurata S, et al. Effective conversion
efficiency enhancement of amorphous silicon module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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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annealing effects on different photovoltaic technologies[J].
Renewable Energy, 2012, 43: 407 －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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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nalyze the Thermal Effect of Defects on Silicon-Based PV
Cells[J]. Industrial Electronics IEEE Transactions on, 2012,
59(59): 3860 － 3867.
[17] Lu X, Zhao Y, Wang Z, et al.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 and devic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on output parameters
of c-Si solar cells[J]. Solar Energy, 2016, 136: 333 － 341.
[18] Zhou J, Yi Q, Wang Y, et 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photovoltaic module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J]. Solar
Energy, 2015, 111: 97 － 103.
[19] Indartono Y S, Prakoso S D, Suwono A, et 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Effect of Phase Change Material Thickness
to Reduce Temperature of Photovoltaic Panel[A]. IOP Conference
Serie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C], Macau, China, 2015.
[20] Reza H, Naghmeh H, Khorasanizadeh H.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mbining a photovoltaic system with a heating
system[A]. World Renewable Energy Congress[C], Denver, USA,
2011.
[21] Armstrong S, Hurley W G. A thermal model for photovoltaic

温度差异及上下表面的温度差异对组件发电量的
影响不甚明显，但组件内部这种温差的增加，会
降低电池的短路电流密度和填充因子，改变组件
的电学性能。
3) 从影响组件温度的因素来看，组件温度受
环境及自身材料和结构的共同影响。随着辐照度
和环境温度的升高，组件温度呈线性增长；但风
速及组件距地高度这两个变量的增加则促使组件
散热加快，从而降低了组件温度。从组件采用的
电池片材料分析发现，多晶硅对温度的敏感性比
单晶硅要高。组件底部背板的材料和厚度也是决
定组件整体温度的重要变量，厚度的增加会阻碍
组件内部的散热；某些封装材料的应用也会改变
组件的温度。因此，为了降低组件温度，可将其
建立在通风处便于散热，同时通过优化组件结构
及提高电池的质量来抑制温度的变化。
4) 光伏系统主动和被动冷却技术的引入，
可减少温度变化对整个系统的副作用，延长系
统寿命，最终达到提高太阳电池产能的目的，
但会增加系统的安装难度和发电成本。
5) 光伏市场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新的电池工
艺和技术层出不穷。关注材料与器件的温度性能，
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可提高太阳电池在实际工
作环境中的性能，提高太阳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
降低光伏发电成本。同时也应从系统层面对光伏
系统和光伏电站进行热学分析和优化，降低组件
的工作环境温度，提高光伏系统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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