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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两学一做”争做合格党员践行“两学一做”争做合格党员

两位老太太关于光伏电站的对话
目前，光伏电站趋热，分布式光伏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引领当下时尚风潮。光伏发电有多火？且看看以下两位老太太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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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电池板袁可以随时随地为身上的数码设备充电袁确保手
边设备的电量随时满格遥 电池板配备了 USB 接口袁可以为几
乎所有的智能设备进行充电袁包的重量仅为 1.13kg袁背包采
用了高品质的织物手工制作完成袁内置羊毛质地的电脑保护
套袁笔记本电脑尧数码相机尧手机等各种不同的移动设备都可
妥善放置遥

渊上接第 96 期冤

一尧主要环境污染类型
1.大气污染来源及其危害
a.烟尘与粉尘院主要来源燃烧及破碎尧

筛分尧碾磨尧加料尧运输过程等遥 除直接影
响人体健康外袁浓度较高时袁可导致能见
度下降及太阳辐射损失的显著增加遥

b.硫化物院主要来自于含硫煤和石油
燃烧尧石油炼制及有色金属冶炼和硫酸制
造等遥 酸雨尧光化学烟雾遥

c.碳氧化合物渊CO.CO2冤院CO 主要
来自含碳物质的不完全燃烧袁CO2 来源
于生物的呼吸作用和石化燃料等的燃烧遥
CO 对植物造成危害袁高浓度时对人体造
成致命威胁曰CO2 导致温室效应的重要
气体遥

d.氮氧化合物 NOx:来自化石燃料的
燃烧过程和生产使用硝酸的过程遥 酸雨尧
光化学烟雾尧消耗臭氧的一个重要因子遥

e.碳氢化合物院主要来源于石油的不
充分燃烧和石油类的蒸发过程遥光化学烟
雾袁多环芳烃化合物有致癌作用遥

f.卤代化合物院典型的破坏臭氧层物质遥
危害院通过各种途径降到水体尧土壤

和作物中影响环境并通过呼吸尧 皮肤接
触尧食物等危害人体健康袁污染环境遥

全球大气环境问题院酸雨尧温室效应尧
臭氧层破坏

a.野室内空气污染冶要要要继 野煤烟型冶尧
野光学烟雾型冶污染之后袁现代人正进入以
野室内空气污染冶为标志的第三污染时期遥

b.通风空调系统尧建筑及装饰材料尧
办公设备和家用电器等是室内空气质量
最重要的野隐性杀手冶.

c.现代人越来越离不开空调了袁由于
人体尧房间和空调机最后在室内形成了一

个封闭的循环系统袁容易使细菌尧病毒遥 霉
菌等微生物繁衍曰油漆尧胶合板尧创花板尧
泡沫填料尧内墙涂料尧塑料贴面等材料均
含有甲醛尧苯曰建筑施工混泥土尧沙子灰里
添加旱强剂野尿素冶造成的野氨气冶袁石材
渊大理石尧花岗岩冤尧瓷砖等生产野放射性物
质要要要氧气冶院电器密集造成的野电磁波及
静电干扰冶等袁对人体健康造成了极大危
害遥

d. 从 2001 年 1 月开始袁叶民用建筑工
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曳 正式实施曰由
国家环保总局尧卫生部制定的叶室内环境
质量评价标准曳即将出台袁控制项目有可
吸入颗粒物尧甲醛尧二氧化碳尧二氧化硫尧
氦氧化物尧苯尧氨尧温度尧相对湿度尧空气流
速尧细菌总数尧噪声尧新风量等曰一级指高
档尧舒适尧良好的室内空气环境袁二级指能
保护大众健康渊包括老人和儿童冤的室内
环境袁三级指能保护员工的健康袁基本能
居住和办公的室内环境遥

2.水环境污染来源及其危害
a.重金属院主要指汞尧镉尧铅尧铬尧锌尧

铜尧锰及类金属砷等袁汞尧镉尧铅尧铬尧锌被
称为野五毒冶曰采矿和冶炼是最主要的污染
源遥 通过生物的富集作用在人体的某些器
官中积累造成慢性中毒袁如野骨痛病冶袁镉
的积累导致肾脏功能失调袁骨中钙被镉取
代袁骨骼软化曰某些重金属在微生物作用
下转化为毒性更强的金属化合物袁如野水
俣病冶就是汞的甲基化曰拿破仑之死遥

b.非金属无机毒物院主要有氰化物尧氟
化物等袁来自化学尧电镀尧煤气尧炼焦等工
业遥 氰化物有剧毒遥

c.有机有毒物院酚类化合物尧有机农
药尧多氯联苯尧多环芳烃类遥

d.无毒有机物院主要为耗氧有机物袁如
碳水化合物尧蛋白质尧脂等曰主要指标为化
学需氧量渊COD冤尧生化需氧量渊BOD冤尧总
有机碳渊TOC冤曰消耗水中的溶解氧遥

e.植物营养物院主要为氮尧磷尧钾尧硫及
其化合物遥 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袁藻类大量
繁殖袁消耗水中溶解氧袁导致鱼类窒息和
死亡袁其次水中大量的有机化合物有致癌
作用遥

f.酸尧碱及一般无机盐院破坏水体的自
然缓冲作用袁消灭或抑制细菌及微生物的
生长袁妨碍水体和自净功能袁腐蚀管道和
船舶遥

g.放射性物质院致癌作用遥
h.油污染院有害水的利用袁影响氧气进

入水体袁破坏海滩休养地尧风景区的景观
及鸟类的生存遥

i.热污染院热电厂尧冶金尧化工等冷却
水的排放遥 水温升高袁溶氧减少袁增加水中
某些毒物的毒性遥

j.病原微生物院来自生活污水尧医院废
水尧制革尧屠宰尧洗毛等工业及牧畜污水遥

危害院污染水体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人体健康遥

3.噪声来源及其危害
a.工业噪声院如鼓风机尧汽轮机尧冲床尧

冷却塔等遥
b.交通噪声院汽车尧火车尧飞机
c.建筑噪声院打桩机尧挖土机尧搅拌

机遥
渊未完待续冤

据说你爱的
口味决定性格

中秋节已过袁 相信大家都吃过多种口味月
饼袁那就让我们透过你的口味看看你的内心吧浴

1.伍仁月饼爱好者遥 表面看起来有点害羞袁
性格温和袁但其实内心耿直袁有正义感袁有非常
高的人生底线遥 你们是重视家庭袁重视传统的
真善美捍卫者遥

2.莲蓉/豆沙月饼爱好者遥 朋友口中的好好先
生袁走到哪里都人缘很好的一位遥总是用真正的一
腔热情袁做好自己的事情袁也不吝惜去帮助别人遥

3.奶黄月饼爱好者遥 你的内心住着一个小
孩子袁无论表面上给人留下多么成熟或优雅的
印象袁内心的儿童依然向往毫无压力袁甚至可
以调皮捣蛋的生活遥

4.咸蛋黄月饼爱好者遥 这样的你性格鲜明袁
人格强烈袁爱憎分明袁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袁都
是干劲十足遥 并且你是目的性非常强的人袁不
会纠结于小节袁也不在乎为了实现生活目标经
历多少挫败遥

5.云腿月饼爱好者遥 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你袁
其实内心对自己的要求很高遥 对你来说袁梦想
不是一蹴而就的袁而是靠长年累月的努力和别
人注意不到的奋斗而实现的遥 这样的人无论对
生活还是对事业袁都有非常高的目标袁但绝不
会挂在嘴上给自己不切实际的想象袁而是脚踏
实地去实现遥

6.鲜肉月饼爱好者遥 性格大大咧咧袁愿意为
很多事很多人付出袁 对朋友对亲人很少挑剔袁
不太计较得失但又喜欢最大程度地享受生活遥

7.苏式甜月饼爱好者遥 你的性格温暖又细
腻袁像是江南浸润了水气的阳光一般袁不会灼
人又让人心头暖融融遥 在社交场上你绝对是天
生的高手袁每个人都会被你的魅力和贴心所感
染袁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遥

8.西式月饼爱好者遥西式月饼爱好者大都性
格开放袁宽容度高袁口味也不刁钻遥 跟他们相处袁
人生一路都可以是绿灯袁一切想象皆有可能遥

9.冰皮月饼爱好者遥 喜欢晶莹无瑕的冰皮
月饼的人袁大多内心有一个傲娇的小公主遥 他
们坚信袁不是我不注重内在美袁而是外在美应
该是内在美的第一层体现遥

在光伏行业袁我们常听到野平价上网冶袁那
么什么是野平价上网冶钥 为何野平价上网冶又是
大势所趋遥

先说一下何为野平价上网冶遥 光伏电站中
的平价上网是指电网供电的峰平电价袁工尧商
业用电结构分为峰尖尧峰平尧峰谷遥 就是光伏
电站传输给电网时袁价格与火电尧水电价格持
平袁此为平价上网遥

那为何野平价上网冶又是大势所趋钥 这可
以通过技术尧成本尧市场等方面去分析遥

先说技术层面袁从硅料尧硅片尧电池片袁到
组件遥 随着生产越来越自动化袁我们可以看
到这中间每一个环节技术都在不断的革新遥
而每一个技术的革新都代表着成本的降低及

效率的提高遥 拿硅片举例院2015 年以来袁单晶
由于硅片金刚线切片的导入就实现了成本的
快速下降袁成本的快速下降的结果就是单晶
市场渗透率的不断攀升遥 如果金刚线切片技
术+黑硅技术运用于多晶袁 那么组件成本也
将下降袁这将缩短平价上网的时间周期曰在电
池片方面袁全球 P 型多晶和单晶太阳电池产
能正在向 PERC 技术转移袁预计 PERC 将在
不久的将来成为 P 型晶硅太阳电池的常规
工艺袁而这将带动电池片效率的提升曰同样袁
在组件方面也有各种新技术袁如组件玻璃镀
膜技术遥

在成本方面袁以上技术的提升其中很多
跟成本的下降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袁如院硅

片金刚线切片袁它就直接带动单位时间内产
能的提升袁产能的提升可以摊薄切片的折旧尧
电费和人工成本袁带来硅片非硅成本的下降遥
另外袁金刚线切片带来单位产能耗硅量的减
少遥 这些都将减少总体成本的下降从而更快
推动野平价上网冶的到来曰随着生产的自动化袁
减少了人工成本的同时还带来了效率的提
升袁以及慢慢导入的工业 4.0 渊旨在提升制造
业的智能化水平袁建立具有适应性尧资源效率
及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袁在商业流程及价
值流程中整合客户及商业伙伴遥 其技术基础
是网络实体系统及物联网冤袁这些都将降低生
产尧销售等过程中的中间环节及成本袁工业
4.0 是未来的趋势遥

在市场方面袁我们可以看到袁分布式电站
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遥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院
一是政府政策的支持曰 二是国家与地方对绿
色能源袁环境的需求曰三是光伏产业技术的提
升袁成本的下降曰四是储能技术的发展等等遥
当绿色能源的使用成本跟传统能源的成本相
当或者还更低时袁那么袁它将具有广阔的市场
前景遥市场是推动技术革新袁成本下降强有力
的助推器遥

以上仅仅列举了支撑野平价上网冶的部分
原因遥 我们有理由相信袁随着新技术的导入尧
生产和使用成本的下降尧 以及大众对绿色能
源和环境的需求尧 加上政府政策的鼓励与支
持袁野平价上网冶将是大势所趋浴

光伏背板的检测
技术研发中心 高慧慧

光伏背板是指用于光伏组件背面最外层的一种材
料袁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组件的使用寿命袁这类材
料需具有优良的绝缘性能尧防水性能和耐老化性能遥 但
是袁近年由于光伏产业的激烈竞争袁引发了产业的快速
降本袁最终导致部分产品不能保持其原有的性能遥 那么
作为企业袁又如何在这光伏"乱世"中选出优质背板呢钥

一尧抗划伤测试渊裸测冤
首先水平放置待测背板袁将切割小车放置在待测的

背板表面 1min 处袁 采用 150mm/s 的速度牵引小车划过
组件背板的空气面袁然后进行外观检查袁背板外观不能
有明显划痕袁且没有 PET 基材漏出遥 若 PET 基材漏出袁
那么该处的氟膜已经破坏袁没有氟膜的保护袁里层 PET
将很快脆化失效袁组件的绝缘性能下降袁且水汽易从此
处进入进而侵蚀电池片遥

二尧局部放电测试渊裸测冤
第一步袁 将背板放在接地铜棒和高压铜棒之间曰第

二步袁给两根铜棒之间逐步施加电压袁直至电荷量超过
10pC袁此时的电压为局部放电的起始电压曰第三步袁继续
升高该电压 10%袁稳定局部放电曰第四步袁逐步降低电
压袁直至电荷量小于 1pC袁此时的电压为局部放电的灭
弧电压遥 重复上述四个步骤袁累计测试 10 块背板曰第五
步袁根据最大系统电压=1.414Uem/(1.2*1.25)袁计算出该
背板的最大系统电压遥 验证该背板的系统电压能否满足
组件的最大系统电压 1000V/1500V遥

三尧热稳定性测试渊裸测冤
将背板裁切成 200mm*100mm 的大小袁然后将背板

放置在 150益的环境箱中袁恒温 30min袁检测背板前后的
尺寸变化袁要求背板的横向收缩率小于 1%曰纵向收缩率
小于 1.5%遥

四尧水汽透过率测试渊裸测冤
将背板夹紧于测试腔之间袁 温度 38益, 氮气携带

90%RH 水汽在薄膜的一侧流动袁 干燥氮气在薄膜的另
一侧流动曰由于湿度梯度的存在袁水蒸气会从高湿侧穿
过背板扩散到低湿侧曰在低湿侧袁透过的水蒸气被流动
的干燥氮气携带至红外传感器袁进而产生同比例的电信
号袁通过对传感器电信号的分析计算袁从而得出试样的
水蒸气透过率遥 背板水蒸气透过率要求小于 1.5g/m2/
day遥

五尧PCT测试渊裸测/层压小样品冤
首先裁切一块 200mm*200mm 的背板袁然后将切好

的背板放置在 PCT 试验机内袁设置温度 121益袁一个大
气压袁运行 48h 后取出袁检查背板外观是否存在发黄尧开
裂尧脆化等不良遥

六尧粘结强度测试渊裸测 &层压小样品冤
1. 背板自身粘结力检测院 将背板切割成 1cm 的小

条袁然后检测表层氟膜和 PET 之间的拉力袁要求拉力不
低于 4N/cm曰2.硅胶与背板的粘结力测试院将硅胶涂在
背板的空气面袁宽度 5mm耀10mm 左右袁待硅胶固化后袁
测试硅胶与背板的剥离力袁要求硅胶内聚性破坏曰3.背板
与 EVA 的粘结力测试院按照玻璃尧EVA尧背板的结构层压
小样品袁然后将背板划隔成宽度 1cm 的小条袁测试背板
与 EVA 之间的拉力袁要求拉力大于 40N/cm曰

七尧反射率测试-组件功率测试渊组件测试冤
测试方法是采用待测背板和电池片尧EVA尧焊带尧边

框尧接线盒等完成组件制作袁然后袁在光照 1000 W/m2袁
温度 25益尧AM1.5 的条件下测试该组件的功率遥 反射率
较高的背板袁会将电池片片间的光反射到玻璃上袁再经
过玻璃反射到电池片表面袁可以提升组件功率遥

八尧耐压绝缘测试渊组件测试冤
在环境湿度小于 75%RH 时袁 将组件的正负极短路

连接直流电源正极袁边框连接直流电源负极袁给组件施
加 1000V+2 倍的最大系统电压袁保持 1min袁要求漏电流
不超过 50滋A曰给组件施加最大系统电压袁保持 2min袁要
求组件面积乘以绝缘电阻值大于 40M赘*㎡遥

九尧湿热测试渊组件测试冤
将待测组件放入 85益尧85%RH 的环境箱中 1000h袁

然后取出再次测试组件功率尧组件外观尧组件的绝缘性
能等袁确认组件不会因背板性能的下降袁导致组件失效
和严重的功率衰减遥

十尧UV+TC50+HF10渊组件测试冤
首先将组件放置在紫外试验箱中袁让组件承受波长

在 280nm 至 385nm 范围内袁紫外强度 15kWh/m2袁波长
在 280nm 至 320nm 的紫外强度至少 5kWh/m2遥 于此同
时袁维持组件的温度在 60依5益遥 其次将组件放置在环境
箱中袁温度由-40益到 85益循环 50 次曰其中最高温和最
低温至少恒定 10min袁单次循环不超过 6h遥 然后将组件
放置在温度在-40益到 85益的环境中袁循环 10 次遥 其中
85益至少恒定 20h袁-40益最多恒定 4h袁并且在 25益以上
要求环境箱的湿度为 85%RH遥 最后对上述组件进行外
观检查尧功率测试和绝缘测试遥 判定标准院不允许出现明
显黄变尧气泡尧鼓包等严重外观缺陷曰功率衰减不允许超
过 5%曰组件面积乘以测试的绝缘电阻大于 40M赘*㎡遥

除上述检测项目外袁IEC61215院2005 的重测导则中
还规定袁如果背板的硬度发生变化袁需要进行组件的冰
雹测试曰如果组件没有边框袁且组件安装时需要背板的
支撑袁则需要进行组件的机械载荷测试遥

荫圆园16 年 10 月 1日 星期六
荫本版编辑院崔燕燕

RUIJING BAO 3
学习园地

“两学一做”：练好五项基本功
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袁不仅是党员的行动指

南袁更是党员领导干部锤炼党性的必修课程遥面对
历史性重任袁 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学习与实践中锻
炼自己尧提高自己袁努力练好五个方面的基本功遥

一尧在政治意识上下功夫遥 党员领导干部要
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观念袁正确认识问题尧分析问
题尧解决问题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尧基本路线尧
基本纲领尧基本经验和方针政策袁时刻保持头脑清
醒曰增强大局意识袁在大局下思问题尧谋划工作遥

二尧在学用一致上下功夫遥 党员领导干部
要加强学习袁夯实自身基础袁以学为荣袁以学为
乐袁自觉向书本学袁向群众学袁向实践学袁向基
层学袁 要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结合起来袁做
到学以致用袁用以促学尧学用结合袁要把大胆探
索的勇气和科学求实的精神结合起来袁不断研
究新情况袁解决新问题袁创造性开展工作遥 在学
习中丰富自己的知识袁增长自己的才干遥

三尧在恪尽职守上下功夫遥 党员领导干部
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袁 要干一行爱一
行尧干一行专一行尧干一行成一行遥 干部要敢于
面对困难袁野艰难困苦袁玉汝于成冶袁年轻干部要
乐于奉献袁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袁认大体袁讲大
局袁处处讲奉献袁不以个人进退得失遥 发扬吃苦
耐劳精神袁尽职尽责袁扎实工作袁把追求融入具
体工作中去袁把奉献体现在为民服务中去遥

四尧在求真务实上下功夫遥 党员领导干部
要到第一线去袁到基层去袁去经风雨袁见世面袁
在实践锻炼中掌握新知识袁积累新经验袁增长
新本领遥 干部要把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袁实干尧
肯干尧巧干尧坚韧不拔尧持之以恒尧顽强拼搏遥 敢
于讲真话袁干实事袁求实效遥 干工作坚持高标
准尧严要求袁不断提高工作水平遥

五尧在拒腐防变上下功夫遥 党员领导干部要
常修为政之德袁常思贪欲之害袁常怀律己之心遥筑
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袁守住廉法自律的底线遥 要始
终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敬畏之心遥真正把权力用在
为民谋利袁造福群众上遥干部要正确识野做冶袁高度
警惕野小节冶问题袁防止微恙成大疾袁避免小错酿
成大错遥要择善而交袁多同群众交朋友袁多同基层
干部交朋友袁多向先进模范交朋友袁始终保持清
正廉洁的良好形象遥 来源院党建网

为何“平价上网”是大势所趋
营销部 彭 华

背上这个太阳能背包 可以玩嗨了

来源院全民光伏

节约粮食倡议书
公司各位员工院

勤俭节约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民族的传
统美德袁尤其是节约粮食更是凸显一个人的
优良品德袁更加体现一个人的良好社会责任
感遥 锄禾日当午袁汗滴禾下土遥 谁知盘中餐袁
粒粒皆辛苦遥 早在一千多年前袁我们的先人
就深刻体会到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袁对于
新时代的我们更要崇尚节约粮食的传统美
德遥

作为公司的一员袁 我们要把爱惜粮食尧
节约粮食活动开展起来袁从我做起袁从现在
做起袁为建设文明尧和谐的社会做出应有的
贡献浴 为此袁我们倡议院

1.珍惜粮食袁避免剩餐袁减少浪费遥

2.不攀比袁以节约为荣袁浪费可耻遥
3.以吃完为原则袁不扔剩饭剩菜遥
4.看到浪费现象要勇于劝说和制止袁坚

决反对浪费粮食的行为遥
5.做勤俭节约的倡导者遥
即日起袁 让我们行动起来并相互监督袁

凡是浪费粮食者袁 每次从工资里拿出 20 元
作为爱心基金袁由公司工会统一捐赠给受饥
饿和贫困地区的人们遥

江西瑞晶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