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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国家能源局尧工信部以及国家认监委
三部门联合发布 叶关于提高主要光伏产品技术
指标并加强监管工作的通知曳(简称 叶通知曳)袁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袁 提高光伏组件的市场准入
门槛和野领跑者冶技术指标遥 业内认为袁国家此次
适当提高光伏技术标准袁 将有助于支持先进技
术产品扩大市场袁促进野领跑者冶计划的实施袁推
动光伏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遥

叶通知曳提出袁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袁多晶
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
市场准入门槛分别提高至 16%和 16.8%袁野领跑
者冶技术指标分别提高到 17%和 17.8%遥同时袁多
晶组件一年内衰减率不高于 2.5%袁 单晶组件不
高于 3%遥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袁 国家此次提高行业准
入门槛袁有利于倒逼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尧加快技
术进步袁同时有利于淘汰部分落后产能袁将利好
整个行业发展遥 随着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和技术
不断进步袁逐步提高标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遥

据了解袁三部门于 2015 年 6 月发布叶关于
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
见曳(国能新能揖2015铱194 号袁简称叶意见曳)袁提出
建立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的循环递进机制袁
严格执行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袁 实施 野领跑
者冶计划遥 叶意见曳规定袁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
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低于 15.5%
和 16%袁野领跑者冶 项目采用的技术指标应分别
达到 16.5%和 17%以上遥

新标准在叶意见曳基础上适度提高袁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光伏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现状遥 近年来袁随着我国光伏产业迅速发展袁技
术加快进步袁多家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和创新袁不

断刷新光伏转换效率世界纪录遥 2016 年 12 月袁
天合光能研发的高效 P 型单晶发射极及背表面
钝化 (PERC) 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高达
22.61%袁再创新的世界纪录;今年 5 月袁该公司自
主研发的大面积 6 英寸全背电极太阳电池(IBC)
效率达到 24.13%袁 其高效电池的研发创造全球
业内新纪录遥 此外袁协鑫集成自主研发的多晶干
法 黑 硅 PERC 电 池 平 均 量 产 效 率 已 达 到
20.1%袁最高效率达到 20.6%袁再次实现了产业化
多晶电池平均效率的突破遥 隆基乐叶单晶
PERC 电池转换效率达到 22.17%袁 在行业内处
于领先水平遥

根据业内专家测算袁符合最新标准的 60 片
组件应该达到多晶组件 278W 和单晶 291W袁最
终可能执行 280W 的多晶和 295W 的单晶标
准遥 以目前普遍的技术水平袁单多晶均需要引入
PERC 电池技术遥 多晶企业在原有高指标的压
力下整体技术进步加快袁 基于明确的黑硅技术
路线尧叠加组件工艺袁多晶电池效率提升优势明
显袁面对 17%的效率标准没有压力袁估计国内现
有近 60 吉瓦的多晶产能中有 30 吉瓦以上达到
或超过标准遥

与此同时袁17.8%与 17%的单尧 多晶组件技
术标准将成为我国第三批光伏野领跑者冶计划组
件转换效率门槛遥 自 2015 年我国启动光伏野领
跑者冶计划以来袁通过鼓励建设先进光伏发电技
术示范基地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等袁促进先进
光伏技术和产品的应用袁 为推动光伏产业技术
进步尧 成本下降和产业转型升级等起到了积极
作用遥 到目前为止袁我国共实施了两批光伏野领
跑者冶计划遥 第二批光伏野领跑者冶项目即将在 9
月 30 日前陆续并网袁 各地将激烈角逐第三批
野领跑者冶项目指标遥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邢翼腾
日前透露袁第三批野领跑者冶计划将继续鼓励竞
争机制袁并推出 HIT(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尧IBC
等野超级领跑者冶袁让高新技术也有应用空间遥 此
次技术标准的提高袁 意味着对企业的产品要求
将更加严苛袁这符合第三批野领跑者冶计划的需
要遥 野政府政策性的倒逼袁包括耶领跑者爷计划袁都
是希望行业整体升级换代袁把过剩尧效率低的落

后产能全部淘汰袁 由此体现大企业技术领先的
优势遥 冶海润光伏副总裁邱新说遥

业内人士指出袁以现行产品来看袁新标准意
味着单尧多晶都须进入 PERC 阶段才能满足野领
跑者冶计划要求袁而相对于性价比之间的竞争袁
PERC 产线是否成熟到足以供应野领跑者冶计划
所需袁将成为单多晶业者抢攻第三批野领跑者冶
占有率的关键遥 来源院新华社

除对火车站开发大规模太阳能项目和屋顶太阳能
系统外袁印度铁路公司现计划在其火车顶部安装太阳能
电池板遥

据当地报告显示袁 印度铁路将安装灵活的太阳能电
池板和储能电池用来发电袁并为 250 列火车安装风扇遥
媒体报道显示袁 政府官员表示全球第四大铁路网已经发
布对在火车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招标袁 要求中标企业
同时负责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和储能电池遥 中标企业还将
在六列火车上安装柔性太阳能电池板和储能电池系统袁

作为一项试点计划的一部分遥
随后袁这些列车将投入商业运营袁而在决定大规模实

施之前袁将对电池板和蓄电池将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测试遥
能源尧环境和水资源委员会发现通过近 36 亿美元的

投资袁 印度铁路公司可以安装多达 390 万千瓦的公用事
业规模项目和 110 万千瓦的屋顶太阳能项目遥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研究袁 到 2025 年袁可
再生能源将满足铁路网络总能源需求的 25%遥

来源院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

电池片隐裂是晶硅组件
一种较为常见的缺陷袁通俗的
讲袁就是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细
微破裂遥 由于晶硅电池片自身
的晶体结构特性袁电池片十分
容易发生破裂遥 晶体硅组件生
产的工艺流程长袁各个工艺环
节都可能造成电池片隐裂遥 隐
裂产生的本质原因袁可归纳为
在电池片上产生了机械应力
或热应力遥

以下就组件的生产过程尧
存储运输过程及安装施工过
程中产生的隐裂原因进行了
简要分析遥

1. 生产过程中的隐裂因
素

人为因素院分选电池片的
速度过快袁层压前抬放组件手
法不当袁清洗组件的力度过大
等均会导致电池片隐裂遥

设备因素院在组件生产过
程中串焊机尧排版机尧层压机尧
装框机对电池片渊组件冤都直
接施加作用力袁参数设置不当
或设备出现故障都会造成电
池片的隐裂遥

原材料因素院原材料的好
坏直接影响着组件的质量袁原
材料缺陷也是导致组件产生
隐裂的主要原因遥 如院电池片尧
焊带遥

工艺参数因素院 在组件生
产中使用不匹配的工艺参数袁同
样会诱发电池片的隐裂曰如焊接
温度过高袁就很容易使电池片产
生隐裂曰 层压参数设置不合理袁
抽真空过快尧压力过大也会导致
组件产生隐裂的产生遥

2. 存储运输中的隐裂因
素

组件包装箱出现变形袁组
件来回运输等造成箱体歪斜曰
包装箱体内空间过大袁单块组件具有活动空
间袁运输搬运过程中组件晃动导致电池片产
生对角式隐裂遥
组件托盘强度不够袁在组件搬运过程中托盘
变形袁使得组件表面产生受力袁导致电池片
产生网状隐裂遥

3.安装施工中的隐裂因素
工人安装尧清洗过程中操作不规范造成

组件隐裂也时有发生袁如施工人员踩在组件
上安装袁运维人员站在组件上清理组件等不
规范的操作都会导致组件隐裂遥

阅读了 Paypal
创始人彼得. 蒂尔
写的 叶从 0 到 1曳袁
书中提到当今的发
展有两种方式院
第一袁水平进步袁也
称广泛进步袁 意思
是照搬已取得成就
的经验要要要直接从
1 跨越到 N遥 水平
进步很容易想象袁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了它是什么样遥

第二袁 垂直进
步袁也称深入进步袁
意思是要探索新的
道路要要要从 0 到 1
的进步遥 垂直进步
较难想象袁 人们需
要尝试从未做过的
事遥

书中一个核心
点在于袁 创新的本
质就是与众不同袁
找出差异化遥 而不是纯粹的模仿和竞争遥 这里作者
提出了从野0 到 1冶和从野1 到 n冶的区别院简单讲袁从
野0 到 1冶是从无到有袁是垂直升级袁是创新和质变袁
需要的是发现和尝试曰而从野1 到 n冶是从有到无
穷袁是水平普及袁是复制和量变袁需要的是协调和
耐力遥

创新是企业做实尧做强尧做大之道袁没有创新
的企业就会被淘汰遥 而书中从 0 到 1 的思想就是
告诉大家要做垄断性企业袁避开竞争袁强调创新袁
从 0 到 1袁而不是从 1 到 n遥 在创新的路上要获得
成功袁不仅仅需要扎实的知识基础袁更需要有质疑
的胆量和勇气袁从 0 开始审视自己所从事的业务遥
对于处在激烈市场竞争的现代企业而言袁 创新是
决定企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遥 如果一个企业因循
守旧袁满足现状袁不图创新袁那么等待它的必然是
衰败与危亡遥 特别是在企业面临危机时袁创新更是
企业摆脱困境起死回生的力量遥

如果说创新能使企业做实尧做强尧做大袁那么
我认为团队精神是创新的先决条件遥 团队精神是

指建立互信尧增强沟通袁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
感袁乐于奉献尧敢于承担责任遥

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尧 技术的创新尧 管理的创
新袁都必须在团队的精诚合作下才能更好的完成遥
我们要坚决反对本位主义袁打破部门界限袁树立协
同作战的全局观念袁发挥集体的智慧袁积极思考如
何为公司创收节支袁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遥

企业要有创新袁而创新离不开团队袁高效的团
队应做到野言必行尧行必果冶袁就必须以严明的纪律
来确保目标的实现遥 韩非子说过院野悬衡而知平袁设
规而知圆遥 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遥 企业的发展更离
不开严格的纪律袁因为纪律是成功的保障袁我们每
个人作为公司大家庭的一员袁必须以身作则袁从管
理自己开始袁遵守公司各项管理制度袁做到野业务
谁主导谁算账袁先算账后花钱冶袁严控成本费用袁杜
绝超标情况的发生袁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遥

加强团队协作袁提升创新意识袁为了我们共同
的目标尧共同的责任袁应有组织尧讲效率袁互相配合
形成合力袁实现销量尧产量尧质量的同步提升袁为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而努力浴

稻盛和夫在叶干法曳一书中袁告诉大家怎么对待工作袁为什么要热爱
工作袁对我们如何干好自己的工作给了很大的启发遥 叶活法曳这本书他
想与我们探讨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生活袁并积极思考人生的意义遥

由于这本书涉及到人生观袁价值观以及佛教和哲学理论袁内容博
大精深袁以自己的浅薄认识不能一次性全部理解与感悟袁因此选取几
个章节作为重点学习遥 我从这本书中主要思考了两个方面的问题袁野改
变思维方式袁人生将发生 180 度转变冶和野严格自律的王道人生观冶遥
改变思维方式袁人生会被加速遥 人生幸福方程式院

人生渊工作冤的结果=思维方式 * 热情 * 能力袁人生和工作的结果
是由上述三要素的乘积而不是相加决定的遥 人的能力有一部分与天分
有关袁比如说智商袁但绝大部分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习得的袁比如说你
的学习能力尧沟通能力尧演讲能力尧写作能力尧专业技能尧英语能力等
等遥 有句老话袁人笨一点袁但是肯学就不会差到哪里去袁说的就是这个
道理遥 毕竟智商这个东西是正态分布的袁聪明绝顶的人不会很多袁太笨
的人也不会很多袁基本上大家都是平均人遥 热情是人生成功的助推器袁
如果不热爱工作袁不热爱生活袁那就会没有动力去把事情做好遥 你只有
热爱袁才能去追求完美袁追求极致袁所以要干一行爱一行遥 因为是乘积
的关系袁有能力却缺乏热情的人袁分数不高袁结果不好曰相反能力相对
不强袁但因为喜欢而充满热情袁努力钻研袁努力学习充分发挥意识的能
动性袁弥补能力不足的缺陷袁最后的效果也不会差遥 这些人取得的成绩
远远领先于那些有能力的懒人遥 我常想袁能力是什么钥 该如何定义能力
这个概念钥 我的理解是院能力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干得漂亮袁把看似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干出超预期的结果遥 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袁甚至可以说袁
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生的结果遥 思维方式也就是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方
法袁对待人生的一己态度遥 那么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钥 总是积极向
上袁有建设性袁有感恩心袁有协调性袁善于与人共事曰性格开朗袁对事物
持肯定态度曰充满善意袁有同情心袁关爱心袁勤奋袁知足袁不自私袁无贪
欲遥 深切的体会这些老生常谈的词语袁不仅要用头脑去理解袁还要内化
成自己的一部分遥 做对的事袁不断学习袁充满热情袁这是活出好的人生
的基本条件遥

自律是人实现终极自由的前提遥 现代人依靠科技进步袁经济发展袁
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袁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便利遥 但反过来带来的
坏处是人心贫乏袁精神空虚遥 现在你可以打开手机想看什么电视剧袁娱
乐节目都可以袁选择多到你出现选择困难遥 你从网上可以买到任何你
想要的商品袁大家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淘宝上挑选商品袁比较价格遥 有成
千上万家饭店供你挑选袁你在犹豫到底该去哪家吃饭遥 就是这样袁每天
都在纠结袁我该怎么选袁这样真的是自由吗钥 我们已经成为娱乐节目袁

各种商品和美食的奴隶遥 你是否有这样的体验袁当看完一个娱乐节目
后袁哈哈大笑过后什么都没有留下袁唯有空虚和焦虑遥 我们每天都浪费
大量的注意力在这些事情上袁注意力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袁然而选择
太多了袁诱惑也太多了袁人们总是想要更多袁哪里还有时间静下心来思
考遥 禅修里说的袁野戒袁止袁慧冶袁也是说这个道理遥 人必须要先戒和止袁舍
弃掉一部分东西袁舍弃掉一部分欲望袁人的内心才会得到平静袁才会有
空间和时间去悟道袁心灵得到慰藉袁最后得到大智慧遥 对自己要有严格
的自律精神袁待人接物要诚实袁正直袁以己为非袁向内反求诸己而不是
向外追逐妄念遥 不铺张浪费袁不暴饮暴食袁不武断专行袁不破坏环境袁不
损害别人的正当利益袁不给别人添不必要的麻烦袁抑制过度的欲望袁做
一个严格自律的人遥 越自律袁越自由遥

最后袁稻盛和夫告诉我们袁只要坚持心智的磨练袁坚持努力付出袁
以积极的心态生活袁学习和工作袁就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袁因为因果必
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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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品技术指标提高将加速产业升级

“从 0 到 1”读后感
财务部 钱宏伟

读稻盛和夫《活法》心得
孙 杰

印度 250 列火车将安装
太阳能电池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