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太阳能电池板遭到破坏时院渊1冤即
使已破坏袁仍然有触电的危险袁切勿触
碰曰渊2冤处理受损的电池板袁要联系销售
施工商采取相应的对策遥 以下 6 点为受
损太阳能电池板处理时要注意的事项遥

渊1冤不要光着手触碰遥
渊2冤在抢救和恢复工作等的过程中

要接触受损太阳能电池板时袁佩戴干的

线手套或橡胶手套等绝缘性手套遥
渊3冤当多张太阳能电池板以电缆相

连时袁要拔掉或切断连接的电缆遥 可能
的话袁用蓝色篷布或硬纸板等盖住电池
板袁或者使正面朝下袁以避免照射到阳
光遥

渊4冤可能的话袁用塑料胶带等缠住电
缆断面中裸露在外的铜线遥

渊5冤 将太阳能电池板运到废弃场所
时袁慎重起见袁用锤子等将玻璃砸碎遥 另
外袁电池板的构成零部件如下院半强化
玻璃渊厚度约 3mm冤尧电池单元渊硅板院
10耀15cm 见方尧厚 0.2耀0.4mm袁银电极袁
焊锡袁铜箔等冤尧透明树脂尧白树脂板尧金
属框渊主要是铝冤尧布线材料尧树脂箱等遥

渊6冤夜间和日落后没有太阳时袁虽然
太阳能电池板基本不发电袁但要与有太
阳照射时一样作业遥

这是一款智能隐形眼镜可通过太
阳能供电袁也可以追踪佩戴者的体温或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袁同时还包括空气中

的过敏原和产品价格标签识别等功能遥
另外袁这款智能隐形眼镜还可以像智能手
机发送信息袁同时通过内置的太阳能电池
以及光电探测器可以从周围的阳光吸收
能量遥另外袁除了太阳光之外袁普通的人造
光源也可以被利用遥智能隐形眼镜对于糖
尿病患者的血糖监测也能起到不错的作
用袁据说谷歌将会把这款产品打造成一款
健康科技产品袁并且将无线充电技术整合
在内遥你是否也想拥有这款霸气的隐形眼
镜呢袁让我们一同期待吧浴

问院 李某在被公司解职时还有部分工资
未领到袁李某认为我作为人事经理有责任袁便
在单位员工微信群里野骂我冶袁而且话很难听遥
我认为李某的侮辱性言论对本人的名誉权尧
夫妻感情造成极大影响袁请问袁这种情形下能
否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
损失费钥 法院会支持我的主张么钥

答院你好袁可以的袁如有相应证据予以证
明袁法院一般会支持你的诉讼请求遥 李某在特

定群体袁发布侮辱尧诽谤的言语袁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你的社会评价袁 有侵害名誉权的事
实遥 如若李某与原任职单位存在劳资纠纷袁应
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权袁 而李某借网络辱
骂他人袁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袁反而引发新的矛
盾袁并不可取袁且侵害了你的名誉权遥 你要求
李某公开赔礼道歉袁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袁符
合法律规定袁法院会予以支持遥

来源院中国法律网

种子的奇迹

上班族看这里，实用颈椎腰椎保健操
坐久了颈椎腰椎实在疼，

这套颈椎腰椎操可以解决大家的困扰，

每隔一小时做一次，解放颈椎腰椎哟！

有一个男的袁没考上大学袁父母就给他找
了个老婆结婚了袁 结婚后就在本村的小学教
书遥 由于没有经验袁不到一周就被学生轰下了
台遥

回到家后袁 老婆为他擦了擦眼泪袁 安慰
说袁满肚子的东西袁有人倒得出来袁有人倒不
出来袁没必要为这个伤心袁也许有更适合你的
事情等着你去做遥

后来袁他外出打工袁又被老板轰了回来袁
因为动作太慢遥 这时老婆对他说袁手脚总是有
快有慢袁别人已经干很多年了袁而你一直在念
书袁怎么快得了钥

他又干过很多工作袁但无一例外袁都半途
而废遥 然而袁每次他沮丧地回来时袁他老婆总
安慰他袁从没有抱怨遥

三十多岁时袁他凭着一点语言天赋袁做了
聋哑学校的辅导员遥 后来袁他又开办了一家残
障学校遥 再后来袁他在许多城市开办了残障人
用品连锁店袁 他已经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

的老板了遥
有一天袁功成名就的他问自己的老婆袁自

己都觉得前途渺茫的时候袁 是什么原因让你
对我那么有信心呢钥 他老婆的回答朴素而简
单遥 她说袁一块地袁不适合种麦子袁可以试试种
豆子袁豆子也长不好的话袁可以种瓜果曰如果
瓜果也不济的话袁 撒上一些荞麦种子一定能
够开花遥 因为一块地袁总有一粒种子适合它袁
也终会有属于它的一片收成遥

听完老婆的话袁他落泪了浴 老婆恒久而不
绝的信念和爱袁就像是一粒坚韧的种子曰他的奇
迹袁就是这粒种子执著而生长出的奇迹浴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是废物袁只不过没有放对位置浴

家里鞋子太多不够放？
教你用一根管子搞定

荫圆园16 年 5 月 1 日 星期日
荫本版编辑院崔燕燕

RUIJING BAO 3

学习园地

野十三五冶时期袁太阳能发电产业规模有望
得到大幅提升遥 根据国家能源局提供的规模发
展指标袁到 2020 年底袁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有
望达到 1.6 亿千瓦袁年发电量达到 1700 亿千瓦
时袁 同时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在电力结构中的
比重约 7%袁 在新增电力装机结构中的比重约
15%袁在全国总发电量结构中的比重约 2.5%遥

此前袁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窑白克力在第

九届亚洲太阳能论坛上表示袁 近年来我国光
伏发电快速发展袁 成为能源生产以及消费方
式变革的一大亮点遥 野耶十三五爷时期袁中国每
年将新增 1500 万千瓦至 2000 万千瓦的光伏
发电袁继续保持全球最强劲增长遥 冶他的这段
表述袁为行业发展吃下了野定心丸冶遥

数据显示袁截至 2015 年底袁我国光伏发
电累计装机容量 4318 万千瓦袁成为全球光伏

发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遥去年袁全国新增装
机容量 1513 万千瓦袁占全球新增装机的四分
之一以上遥不仅如此袁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
的报告预计袁我国新增光伏装机容量于 2016
年将可望达到 2000 万千瓦以上遥

国务院参事尧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
长石定寰认为袁在野十三五冶期间袁我国光伏产
业不仅要在产业规模上有所发展袁 更要在全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提升竞争力袁 特别是要
掌握核心技术袁使产业不断升级换代袁同时要
进一步加大市场的开拓和应用袁 创造各种适
合中国实际条件的商业模式遥

近年来袁在国家新能源战略下袁政府加大
对光伏产业的补贴力度袁同时袁资本市场也开
始瞄准光伏产业袁且国内用电成本下降袁这成
为我国光伏产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遥 自
2008 年起袁我国的光伏电池产量便已连续八
年位居全球之首袁 为全球提供的光伏电池产
品累计达 70%以上遥 自 2013 年起袁中国连续
3 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超过 1000 万千瓦袁是
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市场遥野十二五冶以来袁光
伏发电已成为我国能源发展的一大亮点遥

野十三五冶时期袁太阳能发电产业规模有
望得到大幅提升遥 根据国家能源局提供的规
模发展指标袁到 2020 年底袁太阳能发电装机
容量有望达到 1.6 亿千瓦袁 年发电量达到
1700 亿千瓦时袁同时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在
电力结构中的比重约 7%袁在新增电力装机结
构中的比重约 15%袁 在全国总发电量结构中
的比重约 2.5%遥 其中袁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
达到 1.5 亿千瓦袁 太阳能光热发电总装机容
量达到 1000 万千瓦遥太阳能光热利用集热面
积保有量达到 8 亿平方米遥

目前袁我国光伏发电已形成多元化格局袁
还将光伏发电与扶贫相结合袁开辟了各种野光
伏冶应用新模式遥 未来 5 年袁我国光伏行业将
获多重政策支持袁迎来高速增长期遥

双玻组件的优缺点分析
技术研发中心 高慧慧

采用一块钢化玻璃代替常规背板而制作的组件即
为双玻组件袁 目前双玻组件大多采用分体式接线盒袁无
边框设计遥 近年袁这类组件的产量有所增加袁但总体产量
仍无法与常规组件相匹敌袁主要是这类组件有优点的同
时也有一些不足袁下面是我们对双玻组件优缺点的对比
分析结果院

双玻组件的主要优点院
1.有优良的抗腐蚀性尧耐风沙性能耐曰
2.优良的防火性能曰
3.几乎不透水袁耐候性好曰
4.功率衰减率低渊约 0.5%/年冤袁生命周期发电量较

一般组件高 20%左右曰
5.平均寿命可达 30 年袁比一般组件的 25 年更长曰
6. 蜗牛纹现象发生的概率低曰
7. PID 衰减率低 渊几乎不衰减袁 因双玻组件不接

地冤曰
8.可接受更高的系统电压袁降低光伏电站的整体建

设成本曰
双玻组件的主要缺点院
1.层压工艺要求高袁易出现气泡尧电池串偏移尧四周

缺胶等问题曰
2.同条件下袁双玻组件的功率略低于常规组件袁因为

双玻组件损失了普通背板在电池片间隙的反射光曰
3.无法返修袁导致报废率高曰
4.没有边框支撑袁抗风雪能力低曰
5.没有边框保护袁在搬运过程更容易被撞碎曰
6.隐裂率高袁在搬运过程中和户外使用过程中袁由于

自身重力导致组件弯曲度较大袁组件中间的电池片容易
产生隐裂曰

7.无法向更大面积的组件发展袁因为更大面积的组
件在搬运过程中和户外发电过程中袁 双玻组件会弯曲袁
最终导致组件中部电池片隐裂严重遥

家门口的鞋子越堆越多袁鞋柜塞爆了鞋子还容易变
形袁怎么办钥 一根管子解决问题浴

看出来了吗袁其实就是普通的 pvc 管袁没想到还能做
成鞋架吧浴

制作方法院将一根 pvc 管截成长短相同的小段袁洗净
后用塑料专用胶水粘贴在一起即可袁 想垒多高就垒多
高袁 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袁 还能利用喷漆美化一番遥
pvc 做成的鞋架不仅比普通鞋架更美观更价廉袁 还能避
免鞋子相互挤压导致变形袁而且能轻松找到自己要穿的
鞋袁省去了出门翻箱倒柜的时间遥 除了做成鞋架袁pvc 管
还能用在家居的方方面面袁比如杂物架尧玩具架尧笔筒尧
红酒架噎噎亲们袁看明白了吗钥

光伏业获多重政策支持 将加速产业升级换代

生病吃药后袁除了药物能否及时见
效之外袁 恐怕还有不少人担心药物是
否会出现副作用遥 什么样的药副作用
比较大钥 购买时如何挑选药品才能避
开副作用钥 叶生命时报曳采访专家教你
从药名上看出药品禁忌遥

药名上如果出现野扑冶尧野敏冶尧野苯冶尧
野啉冶尧野麻冶尧野美冶尧野氨冶尧野酚冶尧野疏风冶这
10 个字袁请你一定要谨慎购买遥

野扑冶尧野敏冶尧野苯冶袁司机别吃氯苯
那敏(扑尔敏)尧苯海拉明均为常见的抗
过敏药物袁 但是这些药具有一定的中
枢神经抑制性袁可能引起嗜睡尧困倦等
症状袁所以服药期间不要驾车袁从事高
空作业尧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袁司
机最好别吃遥

一般情况下袁 此类药物连续使用
不宜超过 1 个月袁否则会有耐药风险遥
应用一种抗过敏药物治疗袁 若症状未
明显改善袁 可遵医嘱换用作用机制不
同的其他药遥

心脏病者慎用野啉冶
心脏病患者慎用遥 常见促胃动力

药袁如吗丁啉尧路得啉等袁其中主要有
效成分为多潘立酮遥

2011 年欧洲药物管理局曾发布提
醒袁 多潘立酮可能引起严重室性心律
失常等症状袁 建议心脏不好的患者慎
用遥

另外袁 吗丁啉仅适用于胃动力不
足引起的消化不良袁 常表现为上腹疼
痛尧嗳气等遥 一般情况下袁若连续服用 7
天症状还未缓解袁应当就医遥

高血压不宜用野麻冶
高血压不宜用遥 美扑伪麻片尧伪麻

那敏片中的野麻冶袁是指其中含伪麻黄
碱遥 它可收缩血管袁因此高血压尧眼压
高的患者不宜用遥 此外袁它还可对神经

产生影响袁加重前列腺患者排尿困难遥
痰多患者慎服野美冶
痰多患者慎服遥 右美沙芬是临床

常用的中枢性镇咳药,含此成分的复方
药物通用名大多含有野美冶字遥

慢性支气管炎尧 肺炎患者痰多时
应慎用该药或含该成分的复方感冒药,
因为它具有的镇咳作用可能影响痰液
排出尧堵塞呼吸道袁或使用右美沙芬时
应同时服祛痰药遥

除此之外,孕妇也要慎用右美沙芬
类药物, 以免影响胎儿发育遥 野右美沙
芬冶与止咳药里的野可待因冶相似,过量
服用也会成瘾遥

消化道溃疡者慎用野氨冶和野酚冶
消化道溃疡密切观察遥 对乙酰氨基

酚渊扑热息痛冤是常用退热药袁但它对胃
黏膜有一定刺激作用遥 某些消化道溃疡
患者服用时袁存在出血风险遥这类患者用
药期间应注意观察,发现异常及时停药遥

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很多都含扑
热息痛袁若多种一起吃袁很易过量,扑热
息痛成人一天不能超过 4 克袁 否则存
在肝毒性风险遥 服此类药期间还应避
免饮酒及含酒精饮料袁 以免使其生成
的一些代谢物与肾细胞结合而伤肾遥

风寒感冒慎服野疏风冶
风寒感冒慎服遥 治疗感冒的中成药

中,有很多有野疏风冶字样,如感冒疏风颗
粒尧疏风清热胶囊遥 一般情况下袁这类药
多用于风热感冒即出现咽喉疼痛尧痰液
发黄尧口干等症状遥 风寒感冒患者袁即出
现怕冷尧咳嗽吐稀白痰等症状时应慎用遥

还需注意的是袁 虽然上述方式可
大致初步判断药物禁忌遥 但药物具体
用法尧用量应遵循医嘱袁服药期间出现
不良反应袁要停药就医遥

来源院 华龙网综合

请擦亮眼睛！药盒上有这 10个字慎买

微信群里骂人，能否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

使用太阳能充电的谷歌智能隐形眼镜

注意啦！这有受损太阳能电池板的处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