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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市场成绩斐然 平价上网为期不远
——记光伏行业 2017 年发展回顾与 2018 年展望研讨会
本刊记者

■ 徐亦潇

2018 年 1 月 24 日，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 以

场春天。作为可再生能源中的主力军，光伏市场

下简称“协会”) 主办的“光伏行业 2017 年发展

更是在 2017 年强劲增长：2017 年全球光伏市场

回顾与 2018 年展望研讨会”( 以下简称“回顾展

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102 GW，同比增长 37%，累

望会”) 在北京万寿宾馆隆重召开。该会议是协

计光伏容量达到 405 GW，其中，中国、美国 ( 新

会主办的第 7 次回顾展望系列会议，旨在“总结

增装机量 12.5 GW)、印度 ( 新增装机量 9 GW)、

过去，展望未来”。行业主管领导及业内重要研

欧洲 ( 新增装机量 8.8 GW)、日本 ( 新增装机量 6.8

究机构专家共同出席此次会议，全面盘点 2017

GW) 成为全球光伏行业的主要市场。

年全年光伏产业政策、市场、技术、金融、外贸

虽然，全球光伏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

等发展情况和特点，多项权威行业数据的发布对

但是从产业的地域分布情况来看，2017 年却呈现

2018 年光伏行业走势给出预判依据。

出“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欧
洲最大的光伏企业 SolarWorld、美国最大的组件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吴
胜武、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程晨璐、

企业之一 Suniva 相继宣告破产，SunPower 裁员并

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一局处长刘宏波等领导出席会

关停部分菲律宾生产线，松下也关闭了部分电池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

片生产线并重整光伏业务；与之相反，我国的光

机构与节能司副处长刘子亮、财政部经建司史科

伏企业却一路高歌猛进，在《能源发展“十三五”

路、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刘德宇、国家发展

规划》的政策催化下，天合、隆基、晶科、晶澳等

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建东、电

主要企业普遍扩产，不少中小型光伏企业正在加

力规划设计总院李振杰博士、国家可再生能源信

速 IPO，部分外围企业也开始布局光伏产品制造。

息管理中心副处长徐国新、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
源与统计研究所所长李琼慧，以及协会会员单位、
相关行业组织、科研院所、资讯机构、金融领域
等 270 家单位近 600 人参加了会议。

回顾 2017：光伏国内市场成绩斐然
在气候问题的严峻形势下，全球各国越来越
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可再生能源行业迎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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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呈现出产能规

产成本已降至不足 9 美元 /kg。金刚线等先进技

模持续扩大、制造技术不断升级、产业链加速整

术的普及应用和电池效率的提升，添加剂的规模

合等多个重要特征。

化使用，也解决了金刚线在切割硅片时造成的绒

首先，光伏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17 年全

面问题，推动了我国硅片和电池片制造成本的大

年国内市场新增装机量约 53 GW，同比增长超

幅下降。此外，在产能扩大和技术升级的双重作

过 53.6%，连续 5 年位居全球首位，累计装机量

用下，光伏组件成本下降近 0.3 美元 /W，逆变

约 130 GW，连续 3 年位居全球第一；国内多晶硅

器成本下降至近 0.2 元 /W。

产量达 24.2 万 t，同比增长 24.7%，约占全球总产

总的来说，2017 年是我国光伏产业飞速发

量的 56%；国内硅片产量达到 87 GW，同比增长

展的一年，期间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光伏制造技

39%，约占全球硅片产量的 83%；国内电池片产

术不断升级，产业链整合步伐进一步加快，促使

量达到 68 GW，同比增长 33.33%，约占全球电池

光伏制造成本持续大幅下降。

片产量的 68%，产能 GW 级以上的企业达到 21 家；
国内组件产量达到 76 GW，同比增长 43.3%，占

展望 2018：全球光伏市场增速或放缓

全球组件产量的 71%，产量 2 GW 以上的企业达

虽然去年我国光伏产业“风光无限”，但是

到 12 家；国内逆变器产量达到 62 GW，同比增长

光伏产业的未来也并非一片坦途，仍有诸多掣肘

55%，产能 3 GW 以上的企业达到 9 家。

因素不容忽视——产能恢复和新增产能将加剧行

其次，光伏制造业技术不断升级。在硅片

业内的竞争，美国“201”、印度及土耳其“双反”

生产制造方面，金刚线技术的使用有利于大幅降

等国外市场频频遭遇的贸易保护主义致使供需失

低硅耗，因此在行业内迅速铺开，该技术首先是

衡，补贴缺口短缺尚无有效解决机制，西北部地

在单晶硅领域全面普及，自 2017 年下半年起开

区弃光限电问题依然严峻，不少光伏企业业务单

始在多晶硅领域得到广泛使用。电池片对于光伏

一，以及光伏市场波动等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

系统的作用不言而喻，2017 年电池片制造技术

响光伏产业的健康发展。
2017 年 1 ～ 7 月，国内装机已超过“十三五”

全面提升——电池片实验室效率屡创新高；普
通多晶硅太阳电池效率达到 18.7%，高效多晶硅

目标下限，国内市场增长后继乏力。且在去年

太阳电池达 19.2%；普通单晶硅太阳电池效率达

年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 2018

20.2%，高效单晶硅太阳电池达 21.3%；而 PERC

年光伏发电项目价格政策的通知》，光伏电价持

电池效率的提升，也为单晶硅太阳电池片的非硅

续退坡对于全额上网项目产生了一定影响。根

成本带来了非常可观的下降幅度。2017 年，双

据目前行业中呈现出的特征和种种迹象，预计

玻双面、半片、多主栅等先进的光伏组件技术开

2018 年我国光伏市场约有 30 ～ 45 GW 的新增装

始进入规模化应用，组件制造过程中，生产自动

机容量。虽然行业仍将保持一定市场体量的增长，

化、数字化、网格化成为常态。逆变器技术方面，

但是相较去年增速明显放缓。
2015 ～ 2017 年，全球光伏市场在中国、美

针对户用市场的小型逆变器得到了快速发展。
最重要的是，我国光伏行业成本持续大幅下

国两大市场的引领下历经了爆发式的增长。然而

降。此前因受产能制约，2016 年多晶硅的平均

2018 年，受中、美、日等市场增速放缓、欧洲

售价超过 16 美元 /kg；而 2017 年我国产能超过

市场趋于饱和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全球光伏市场

1 万 t 的在产多晶硅企业达到 8 家，产能放量形

前景并不明朗，若印度等新兴市场不能及时弥补，

成的规模效应反映在产品价格上，部分企业的生

全球光伏市场增速或将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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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上网一直是我国光伏从业者致力于实现

长兼秘书长王勃华指出：
“回顾 2017 年，我国户

的目标，近年来平价上网的呼声越来越高。业内

用光伏爆发式增长，分布式光伏发电成为光伏产

人士普遍认为，经过多年的努力，光伏发电平价

业新一轮增长点。”

上网已为期不远：一方面，光伏投资成本持续下

自 2017 年起，“自发自用”项目比例在光

降，目前的组件价格约在 2.7 元 /W，明后年有

伏市场中的占比逐渐提高。分布式光伏前期高速

望下降至 2 ～ 2.2 元 /W，系统投资成本有望由当

增长，激发了市场活力，并培育起相对成熟的市

前的 6 元 /W 下降 1 元 /W；另一方面，发电量

场模式，未来主流市场投资主体将更加成熟，开

持续提升，由于组件、逆变器等核心部件寿命提

发投资也会更加理性。全国家庭户用光伏理论安

升、双面组件的广泛使用使设备性能得到较大提

装潜力在 1800 万户以上，装机容量可达百 GW

升，此外电站设计水平和运维水平的提升也对光

级，预计 2018 年户用规模约在 80 万套以上，总

伏系统发电量的持续提升作出了不少贡献。

体市场容量约为 6 GW。

然而，平价上网不能一蹴而就，仍存在一些

《关于下达“十三五”第一批光伏扶贫项目

问题亟待解决。硅料价格居高不下成为制约平价

计划的通知》中指出，涉及 14 个省 ( 自治区 )、

上网的重要原因之一。2017 年由于市场供应的

236 个光伏扶贫重点县的总规模为 4186.237852

局部紧张化引发了国内外产品存在一定价差，而

MW 的光伏扶贫项目获得批准，面向的扶贫对象

未来国内外的供需将呈现宽松走势，具有生产要

为 14556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 71.0751 万户建档

素优势并能生产高品质硅料的企业将更具优势。

立卡贫困户；并且在去年底的《关于 2018 年光

对硅片生产企业而言，2018 年规模优势将

伏发电项目价格政策的通知》中，扶贫项目的电

成竞争焦点。单晶、多晶硅片生产企业即将进入

价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些政策对于扶贫项目

寡头阶段，领先企业通过技术和规模经济效益将

均属利好，将促进 2018 年光伏扶贫项目进一步

具备更强的竞争优势，新一轮产业整合或将开始。

开发。

总体来说，2018 年国内光伏市场将呈现出 4

3) 电站布局梯度正在转移。2017 年西北地

大特点：

区仍是光伏产业发展重点，但是中部地区和东

1) 集中电站热度不减。15 个省共计 37 个市

部地区的关注度正在逐渐走高。2018 年电站布

县提交了 2017 年领跑者基地项目申报材料，总

局将向中东部地区逐渐转移，尤其是在分布式

规划容量近 30 GW。2018 年集中电站装机热度

光伏的带动下，部分企业正在加速东部省份的

仍将延续。

市场布局。

2) 分布式光伏电站热情空前高涨。2017 年

4) 光伏的非技术成本进一步下降。土地税费

分布式全面发力，装机量超过 19 GW，同比增长

和接网费用的降低，使部分基地的竞标电价进入

超过 350%，其中，扶贫、户用等细分市场正在

0.4～0.5 元 /kWh 的区间，与风电价格已基本相近。
2018 年光伏非技术成本有望在多方共同努

加速崛起。
在回顾展望会上，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

力下继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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