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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市场上出现新的电池尺寸，标准太阳
能电池组件尺寸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切
背后的原因既有单位组件功率提升方面
不断增加的客户需求，又有保持每瓦价格
处于低水平这一难题。若使用 M6 尺寸的
电池，制造商将不得不更换其现有生产工
具，因为他们无法仅通过升级现有工具来
处理更大尺寸的组件。

但 MBJ Solutions 的 LED 太阳模拟器却
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供用于更大尺寸的组
件、双面组件以及新型材料制成的电池，
如钝化发射极背面接触 (PERC) 电池和
异质结电池技术 (HJT) 电池。MBJ 将致

力于开发升级套件和全新检测解决方案
来满足客户需求，确保以始终如一的高精
度测量每个组件，使工厂保持现有产量乃
至进一步提高产量。

MBJ Solutions 涉足该业务领域已达 10 
年之久，如今，它不仅是非常成熟的 LED 
太阳模拟器和电致发光测试仪品牌，还
是太阳能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MBJ 
已成为质量、可靠性、服务和创新的代名
词。在将全球在售的 MBJ 系统增至 450 
个以上的过程中，MBJ 一如既往地践行
着其主要目标，即，基于客户对质量的高
标准及瞬息万变的市场新动态，开发颇具
成本效益的创新技术。

准备就绪，测试新一
代太阳能电池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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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J 总是用心聆听客户需求。尤其是在实
施新功能以满足客户不断提升产量的需
求方面，MBJ 做得格外好。
在不久的将来，组件整体尺寸变化将成为
最大的变化之一，而这一变化又将取决于
所用的电池尺寸。许多组件制造商将借此
机会在其组件上使用更多的光捕获材料，
以期提高功率输出。届时，我们今天熟知
的、市场上的标准尺寸组件将在使用上受
到限制。
电池尺寸越大，其所需的布局空间就越
多，故而相应的组件尺寸也需随之发生变
化。于制造商而言，这将是一大挑战：尽

管电池尺寸的小幅度变化意味着制造商
仅需对生产线作少许调整或升级即可，但
从长远来看，制造商将不得不引进新的生
产设备。
电池尺寸的设计变化

长期以来，太阳能电池的尺寸一直为边长 
156 x 156mm。在 15mm 成为行业标准
之前，甚至还有一个更小的电池尺寸普遍
存在，那便是边长 125mm，但是该尺寸
现已完全不再使用。在首次尺寸变化出现
之前，156 x 156mm 的电池尺寸已充当了
将近十年的标准。该尺寸被命名为 M0，
在一系列不同尺寸中排第一位。到今天为

止，这一系列不同尺寸已增加至 M12，详
情请参见图 1。
多年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关于提升单
位组件功率输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但
是，仅通过电池化学和电池材料方面的努
力很难实现提升单位组件功率输出这一
目标。而要想短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则更
是难上加难。因此，寻找其他方案势在必
行。转向半切割电池组件、开发双面电池
以及更改电池尺寸均是可选的最佳方案。
半切割电池在业内已经得到广泛采用，其
优势在于能够使得单位电池电流减半，从
而在组件部分背阳时减少电阻损耗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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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池尺寸：M0 到 M6。M12 目前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电池尺寸。



PES:3 中国版

微提升单位电池功率输出，进而减少热点
并提升性能。
此外，越来越多的双面组件开始进入市
场。双面组件的优势在于，其可从组件背
面收集能量，从而将功率提升约 3-15%。
双面组件不易受到 PID（电位诱发衰减）
效应的影响，因为它们大多不具有框架，
且在销售时通常附有约 30 年的延长保修
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双面组件采用了
一种类似三明治的结构，其中，电池处于
中间层，而上下两层均为玻璃。这种结构
能够更好地保护电池，防止电池发生机械
破损。双面组件的市场份额预计将在未来 
10 年超过 50%，详情请参见图 2。
如今，随着 M6 乃至 M12 尺寸的电池
问世，电池尺寸变化上升到一个新水
平。2016 年，也就是基于完整 M0 电池
尺寸引入半切割电池布局后约两年，一
种新尺寸的完整电池进入大规模生产：
即 M2 电池，该电池在尺寸上仅作了微
小变化，从边长 156mm 变为 156.75 x 
156.75mm。但是，这一微小的尺寸变化
使得整个组件的功率提高了 ~ 5 Wp，从
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极大地推动了每
瓦成本的降低，因此，M2 尺寸迅速成为
主流尺寸。
几乎与此同时，电池生产商们在电池尺
寸方面又进行了多次尝试并成功引入 M3
、M4 和 M5 尺寸。这给生产线所有者和
设备制造商带来某些不确定性，使他们不
得不就究竟基于何种尺寸开发设备最为 图 3  M0 电池与 M6 电池的尺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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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根据最新的国际光伏技术发展路线图 (ITRPV) 调查，在未来十年中，双面组件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 50% 以上。资料来源：ITRPV



恰当展开讨论，因为要想将组件生产线更
改为适合生产长度在 2 米以上的组件绝
非易事。

目前最新的电池尺寸是 M6，边长为 166 
x 166mm，详情请参见图 3。在该尺寸之
下，电池的光捕获面积可增加 ~ 12.2%，
故而单位组件功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据 VDMA（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
会）提供的 ITRPV（国际光伏技术发展路
线图）估计，到 2026 年，M6 电池将在电
池总体使用量中占到 15% 的份额，详情
请参见图 4。

这对组件尺寸而言意味着什么？

由 60 个 M0 全尺寸电池（边长为 
156mm）构成的组件尺寸约为 990 x 
1650mm，而 70 个该等电池构成的组件
尺寸则约为 990 x 1960mm。长期以来，
这一直是电池组件的行业标准。

若改用边长为 156.75mm 的 M2 电池来
构建组件，则带来的变化极小，并不会影
响组件总体尺寸。在此情况下，制造商仅
需稍微改动其生产设备便可实现组件的
生产。

但是，经过计算，若使用 124 块由原

尺寸 M4 的电池制成的半切割电池来
构建组件，则所需的组件尺寸将达到 
2000mm。而若是改用边长 166mm 的
新一代 M6 电池（该等电池已进入市场）
，则 144 个半切割电池构成的组件所需
尺寸将达到 2 米以上：即达到 2115mm。

在大多数情况下，组件长度超过 
2000mm 均意味着需使用新一代生产工
具。某些制造商也许能够通过改造生产工
具来实现生产，但大多数情况下，处理长
度在 2000mm 以上的组件都意味着需以
能够处理未来组件之额外长度的新生产
工具替换旧生产工具，详情请参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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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根据最新的 ITRPV 调查，更大尺寸的电池预期将实现大规模生产，包括 166mm x 166mm 尺寸的电池，该尺寸电池在未来 10 年内预计将占据 15% 的市场份
额。资料来源：ITR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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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关于提升单位组件功率输出的要

求也越来越强烈。但是，仅通过电池化学和电池材料方面的努

力很难实现提升单位组件功率输出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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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J Solutions 已针对新一代组件做好
准备

MBJ Solutions 的 LED 太阳模拟器 4.0 
在设计时便已将未来的生产要求纳入考
虑。该机器现可处理高达 2250mm 的
组件长度。而其可处理的组件宽度为 
1060mm 或 1400mm。通过使用该机
器，A + 级别的均匀性区域（A + 表示均
匀性区域的偏差小于 1%）可增加到 1040 
x 2160mm，而对于更宽的组件，A + 级
别的均匀性区域还能进一步增加到 1360 
x 2160mm。
得益于所用 LED 板的组件化设计，该太
阳模拟器不仅可以覆盖更大的组件尺寸，
而且还可以实现自身尺寸的定制，详情请
参见图 6。
自 2017 年起，MBJ LED 太阳模拟器提
供了“增加第二个 LED 单元以测量双面
组件和处理双玻组件”这一选项。该选项
允许在一系列强度范围内实施单次、多次
或组合测量，从而得到组件背面的精确测
量结果。
自 MBJ 于 2011 年开始为移动实验室
（Mobile Lab）开发 LED 太阳模拟器
以来，该技术已取得巨大进步，包括：开
发出允许测量更多种组件（包括薄膜组
件、PERC 组件、HJT 组件）的电子负载，
设计出一种可改善均匀性的新型 LED 
板，以及极大改善了与 AM1.5 的太阳光
谱的匹配性。
MBJ Solutions 的产品不仅符合 IEC 
60904-9 第 3 版的规定，而且还在设计上
着重于确保以始终如一的高精度测量每
个组件，从而使工厂保持现有产量乃至进
一步提高产量。
    www.mbj-solutions.com

图 5  最新 ITRPV 调查结果：新的电池尺寸对制造设备的影响。资料来源：ITRPV

图 6  MBJ LED 太阳模拟器 4.0 适用于长达 2250mm 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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