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袁英国宣布将在英格兰东部开
放首个没有政府资助的太阳能发电场遥
由于成本急剧下降袁使得可再生能源更
加经济实惠袁因此该太阳能农场不需要
政府补贴遥

英国官方表示袁需要投资新能源来
替代 2020 年代末即将关闭的老化煤炭
厂和核电厂遥 同时袁政府也将减少对可
再生能源的补贴遥
英国设定 2020 年目标院 从可再生能源
中获得 15%的能源需求袁 比 2015 年上
升 8%遥

英国气候变化与工业部部长表示袁野过
去几年以来袁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的成
本大幅下降袁因此首次无补贴的太阳能
农场项目也是英国发展清洁能源的重
要案例遥 冶

该太阳能农场可以生产出足够的
电力袁满足 2500 个家庭的用电需求遥 同
时袁农场还拥有一个 6 兆瓦的电池存储
设施遥 为了遏制可再生补贴费用的上
升袁英国政府已经在过去几年中废除了
太阳能项目和陆上风电的新能源补贴遥
来自院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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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袁8 月份袁我国
发电量 5945.5 亿千瓦时袁同比增长 4.8%袁虽然增速比 7
月份回落 3.8 个百分点袁但发电量仍处高位遥 在 2017 年
1 月份-8 月份我国总发电量中袁太阳能发电量虽然占比
仍然较小袁但其却始终保持着快速发展袁同比增长达到
34%遥

而与之相呼应袁根据相关报道袁8 月份袁我国光伏新

增并网容量超 3.3 吉瓦袁另根据中电联近日发布的叶2017
年 1 月份-8 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曳 统计数据显示袁1
月份-8 月份袁全国新增光伏发电 38.28 吉瓦袁比上年同
期多投产 16.49 吉瓦;8 月份全国光伏并网容量为 3.36 吉
瓦遥

保持高速增长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报告显示袁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袁我国光伏电站新增装机量再创新高袁累计装机突
破 100 吉瓦袁上半年新增装机 24 吉瓦左右袁其中分布式超
过 7 吉瓦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 倍左右遥 国家能源局相关人
士预计袁 分布式全年将突破 10 吉瓦袁2017 年是真正意义上
的居民分布式光伏爆发元年遥

而在此基础上袁根据相关报道袁仅 8 月份袁我过新增
分布式光伏装机就达到了 1.4 吉瓦遥 相对于此袁地面电站
项目达到 1.9 吉瓦遥
在业界看来袁得到这一成绩袁是综合因素促成的遥 例如袁
在光伏装机只增不减的情况下袁 今年上半年弃光率由
12%下降至 7%左右袁新疆尧甘肃弃光重灾区袁和去年同期
的 32.4%与 32.1%相比袁分别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以上袁青
海尧宁夏则降至 10%以下遥

与此同时袁光伏行业技术进步加快袁世界纪录不断
被推进遥 日本 HBC 电池达到 26.3%;德国 Topcon 技术研
制的 N 型多晶电池转换效率达到 21.9%; 天合光能 6 英
寸全背电极太阳电池(IBC)效率达到 24.13%;斯坦福研究
组钙钛矿要硅基叠层电池转换效率达到 23.6%遥

在技术方面袁黑硅技术尧PERC 技术成为当前电池片企业
技改的主流;各大企业加速布局 N 型电池领域;HIT 电池
加速产业化;组件环节自动化尧智能化改造也在加速遥 总
体看袁国内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低于全球领先水平袁且彼此
间差距不大遥

户用光伏爆发

根据现有数据统计袁光伏野十三五冶规划在今年就可
完成遥 过去几年袁由于指标尧电价下调等多方面因素导致
野630冶抢装遥 未来三年光伏新增规模应控制在 45 吉瓦左
右袁年装机 15 吉瓦左右遥

下一步袁国家能源局将严格按照各省上报的野十三
五冶规划中的光伏发展指标袁对未来指标的发放予以严格
控制和规划袁分解到年和省份袁参照风电预警机制袁对各
省光伏装机量予以公示袁对热点地区光伏投资予以预警袁
让各个市场主体有明确的预期遥

而值得一提的是袁尽管户用光伏产品尧安装尧并网标
准缺失袁发展良莠不齐等问题仍然存在袁但户用市场爆
发袁必然会为中国光伏注入了新的活力遥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首届户用光伏大会上袁美国数据
调研公司 IHS Markit 高级分析师谢锋表示袁2016 年-
2020 年袁 户用市场将逐步由欧洲转向美洲和亚太地区袁
由纯补贴模式转向自发自用遥 据分析袁中国户用光伏规
模在 2017 年将达到 2 吉瓦袁 这意味着在户用光伏领域袁
中国将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遥

来自院中证网

设备维修小知识
设备设施部 罗玉环

一尧维修原则

先软后硬院在机台出现问题后袁第一时间应该是看报警信息袁查看
Alarm 选项,Emlo Manual Axis 选项袁Input/Output 选项等等确定是哪里在
报警袁报的是什么警袁结合具体的硬件再进行判断袁做到心里有底袁不能
糊里糊涂的先动手拆装渊如怀疑 EMLO 卡有问题时袁可先 DOWNLOAD
程序袁无效后再更换 EMLO 卡袁以免耽误时间袁或者在拆装过程中造成更
大的损失 遥

大胆假设袁小心求证院在无法准确确认问题所在的情况下袁可以大胆
假设机台出现该故障的原因袁但不能操之过急遥 要小心求证袁一一排除不
对的假设袁有助于快速知道真相遥

缩小范围院通常情况下通过表象大致确认故障的范围袁然后在该范
围之内袁再次分解目标袁通过验证袁将故障部位锁定在更小的范围内遥

顺藤摸瓜院 有时故障点并不在报警信息显示处或是由另外的故障引发
的连锁反应袁所以并不能单纯的头疼就医头袁脚疼就医脚袁而需要将一系列
相关的部件进行综合验证排除袁顺藤摸瓜找出真相袁达到治标治本的效果遥

二尧简易维修方法

关机法院有一些问题袁是由机器在运行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冲突而偶尔
引发的袁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袁属于是疑难杂症袁这时断电关机重启袁不失
为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渊除了断电外袁重启程序袁重启电脑也属于此类冤遥

对比法院很多时候并不是机械或电气部分出现故障袁而是由于操作
者不小心或不明所以的改了个别参数后而引起的袁这种情况下袁就需要
一好一坏两台同型号袁同方向的机器的相关参数进行对比袁找出其中的
不同袁将参数更改正常机台的参数袁即可解决遥

测量法院熟悉万用表的使用方法袁结合图纸袁测量电路通断袁电压的
有无袁大小袁电阻变化等等袁从而判断好坏 遥

替换法院在维修时袁有些参数并不好测或是根本没有评判标准袁无法
判断好坏袁在这种情况下袁最有效袁最简便的方法便是替换上好的零部
件袁进行测试袁从而判断是哪个部件有问题遥

三尧小结

有很多东西袁只有自己经历过后袁才能体会得到的袁所以袁一定要动手袁
从拆螺丝开始袁动手干袁少有看一看就能会的袁眼看千遍袁不如手动一遍遥

对自己要有信心袁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袁不等袁不靠袁不急袁不慌袁多
动脑子袁多问自己几遍为什么袁日积月累袁就有了丰富的经验遥 但也不能
太过自信袁三人行袁必有我师袁暂时不会不要紧袁但不会的同时还死要面
子袁拉不下架子学习袁那就要命了遥

对于资料袁要边看边干袁干后再看袁不要一味的抱着图纸手册啃袁光
啃书是没用的袁最好是在有一定动手能力的基础上再系统的把图纸理解
一遍袁会事半功倍 遥

叶一分钟经理人曳这本书被众多知名企业尧机构奉为圭臬
的管理培训读本袁 它主要阐述了三个管理决窍院野一分钟目
标冶尧野一分钟称赞冶和野一分钟批评冶遥

一分钟目标

目标是一个人尧一个团队所期望达到的一个成果袁例如
组件质量系统的目标就是能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 A 级组件
的出货遥 为了这个目标能顺利完成袁需要团队每个人制定好
自己的个人目标袁为我们指引方向袁提供动力遥 由于人的本性
是自主独立袁不愿意被支配的袁如何正确的引导下面的员工
制定出一个简单明确的目标是很重要的遥

如书中所说袁把目标写在一张纸上袁目标以及过程步骤
不能超过 250 个字袁 应该在一分钟内把这个目标读上一遍袁
另外还需要反复读目标袁每天审查是否一致等等遥

制定好了目标袁明确其过程和步骤后袁就需要去执行袁我
们经常会说袁下属的执行力不强袁这其实员工的一种抵触情
绪袁究其原因还是目标不够简单清晰遥

一分钟称赞

这是让我感触尧领悟颇深的一条遥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
例子院 一位教授在黑板上做了四道题院2+2=4曰4+4=8曰8+8=
16曰9+9=19袁学生们纷纷说道院野你算错了一题遥 冶教授转过身
来袁慢慢地说道院野是的袁大家看得很清楚袁这道题是算错了遥
可是前面我算对了三道题袁为什么没人夸奖我袁而只是看到
我算错的一道呢浴 冶

这就是所谓的 100-1=0 的人性道理袁每个人都希望自己
的工作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袁受到大家的称赞遥 但是扪心自问袁
下属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袁做好了是应该的袁可万一做错了
一点袁就会得到批评遥 长此以往袁下属就会与管理者产生隔
阂袁心生惧意袁甚至产生消极情绪袁继而导致整个团队的工作
效率事倍功半袁而这与我们管理者的目的是相悖的遥

高明的管理者不吝啬赞扬袁多赞扬袁哪怕是很简单的事袁
或者只做好了其中的一点袁 比如下属按时发送过来了报表袁
报表里的数据没有出错尧 比如产线员工严格按照 SOP 要求
进行操作尧 比如设备设施人员发现机器故障有及时达到现
场袁都可以说上一句院干得不错袁继续加油遥 这样才能让下属
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有成就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并且
被重视袁也更能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与才能遥

一分钟批评

中国有句古话院野良药苦口冶遥 人的骨子里是排斥别人批
评的袁本书中特意强调了一分钟批评的使用条件野如果下属
有能力做好某事袁却没能做好袁就应该对他们进行一分钟批
评冶遥 每个人都会有精神状态差袁放松警惕袁怠倦的时候袁这个
时候就需要管理者及时的去引导和提醒他们袁否则容易造成
系列的尧批量的问题遥

这个批评应该是真诚的院 切记批评中是对事不对人袁不

能因为一个错误袁 哪怕是严重错误而去批评员工的性格袁管
理管理袁其实管得不是人袁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野关系冶遥

批评应该是及时的院 发生了问题要及时找到下属暴露尧
宣泄出来袁而不能一直累积着袁导致到后面集中爆发遥 如果真
到了秋后算总账时袁 下属往往会因为被批评的太多而麻木袁
无所谓袁甚至与管理者产生积怨遥

批评应该讲究技巧的院 当我们要对下属进行批评时袁应
该清楚的让他们知道问题点在哪袁是怎么导致的袁告诉他们
你对这个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团队造成了什么影响遥 而且聪明
的管理批评人时应该是很真诚的袁而不是一副我占着人间大
义袁咄咄逼人的刻薄形象遥 而且批评其实也是变相的鼓励袁让
员工觉得袁虽然你这次犯了错袁但我相信你的能力袁下次一定
会改善做好遥 这样才能在纠正问题的同时袁给予下属充足的
信心遥

叶金字塔原理曳是一本致力于野思考尧写作和解决问题
的逻辑冶的书遥 对于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弱的读者袁这本书可
以算是一部入门读物袁能够帮助梳理概念袁理清思路流程袁
学习一些通用的方法遥 本书列举了大量的例子阐明一个道
理院如何使你写的文章结构合理袁层次分明袁条理清晰袁让
读者顺着引言有兴趣的读下去遥 而这个逻辑正是职业素质
养成的最基本体现遥

该书主要分为四大部分院
第一篇写作的逻辑院主要对金字塔原理的概念进行解

释袁并介绍了如何利用这一原理构建基本的金字塔结构遥
第二篇思考的逻辑院介绍了如何深入细致地把握思维

的细节袁以保证你使用的语句能真实地反映你希望表达的
思想要点遥

第三篇解决问题的逻辑院是全新的内容袁主要针对的
对象是需要写研究分析报告的人士袁以及需要对复杂的问
题进行分析尧提供结论供决策使用的人士遥 介绍了如何在
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使用多种框架组织你的分析
过程袁使你的思维实际上进行了预先组织袁从而更方便地
应用金字塔原理遥

第四篇演示的逻辑院介绍了一些演示技巧袁能帮助你
在以幻灯片等书面形式演示具有金字塔结构的思想时袁使
读者或观众感受到金字塔机构的存在遥

利用归纳的方法袁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本书是介绍逻
辑学在一些实际问题上的应用遥 金字塔原则一直在阐述着
一个道理院做任何事情之前应该要经过思考袁形成结构化
的结论袁使得我们对问题有清晰的认识袁和条理的分析遥 从
宏观角度说袁金字塔原理可以对整个写作尧思考和分析问
题的过程进行指导遥

搭建金字塔结构的主要思想分为两大类院 演绎推理
渊自上而下冤与归纳推理渊自下而上冤遥

演绎推理即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袁运用这种方法首先
要明确金字塔的塔尖部分袁也就是首先应当明确最终的结
论袁然后根据结论演绎金字塔结构的第二层即院为什么袁怎
么办袁 你怎么知道的袁 进而一步一步向下扩展金字塔结
构遥

归纳推理是自下而上的思维方式袁这种方法要求我们
首先列出所有你想要表达的思想袁其次找出各要点之间的
逻辑关系袁最后得出结论遥 叶金字塔原理曳中野自上而下冶的
文章结构袁告诉我们的是袁如何通过对事项的表述袁使读者
能够更容易地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思想遥

书面文章要有野金字塔结构冶袁最顶部就是文章想表
达的思想袁最底层的就是由句子组成的段落袁每个段落只
包含一个思想袁几个段落形成一个章节袁若干个章节就形
成一篇文章遥 文章中的思想表达袁应符合以下规则院1尧文
章结构中任一层次上的思想都必须是下一层次思想的概
括曰2尧每一组中的思想都必须属于同一范畴曰3尧每一组中

的思想都必须按逻辑顺序组织遥 组织思想的四种逻辑顺
序院1尧演绎顺序渊大前提尧小前提尧结论冤曰2尧时间顺序渊第
一尧第二尧第三冤曰3尧结构顺序渊树干尧树枝尧树叶冤曰4 重要性
顺序渊最重要尧次重要等冤遥 如果思想的组织方式是演绎推
理袁那么这些思想的逻辑顺序就是论证顺序曰如果思想按
因果关系组织袁那么就是时间顺序曰如果是对现有结论进
行评论袁那就是结构顺序曰如果按类别组织思想袁就是重
要性顺序遥

每个人都有过不同的经历袁学生时代的作文袁工作中
的各种总结袁参加不同会议的发言袁甚至与同事好友的聊
天等都有组织语言的过程袁如何使你的发言精彩袁使与会
者记住你的讲话内容袁完全在于个人的口才和你所要表达
的中心思想是否清晰袁也就是叶金字塔原理曳所告诉我们的
野自上而下冶结构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遥

这本书并没有给我们讲述十分具体的操作袁而是在进
行这些活动时大脑思维的方法遥 这些方法中袁有要归纳总
结的袁有要演绎推理的袁都是千百年来智者思维的主要方
式袁也是对我们一生都会大有益处的思维方式遥

630 后光伏装机势头不减 户用光伏领域或超美国成第一

成本急剧下降！英国开设
首个无补贴太阳能农场

“一分钟经理人”读后感
组件质量部 吴 平

学习思考、写作和解决问题的逻辑
———《金字塔原理》读后感

物流推进部 黄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