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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成数十亿损失的同时，完美的“
固有思维”测试了Icosolar AAA背
板，130°C的RTI令人印象深刻，为组
件制造商带来了永恒的寿命。
在我们去年的PES出版物中，我们展
示了Icosolar AAA的长期稳定性不
是130°C，而是大约65°C，与今天
众所周知的灾难表现一致。 如何得出
这个“65°C ”值？ 我们要突破固有
思维定式，必须开发可靠的新材料！
在我们的文章中，我们将提供新的“
突破固有思维定式”的测试结果，显
示RefleXolar聚烯烃背板的设计有多
强大，允许：
 - 降低水面光伏和沙漠应用等挑战性
市场的风险。
 - 增加组件发电输出。
为满足25年使用寿命（图1），我们在
设计RefleXolar聚烯烃背板时考虑了
以下聚合物失效机理：
 - 环境（湿度，过氧化物，交叉迁移）
应力开裂，以层压件形式出现（“玻
璃/ EVA /电池和焊带/ EVA /背板”
）。

突破固定思维：比玻璃更
好的聚合物背板!

争论点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习惯。“相对热指数”，“湿热”，“2000小时”是光伏测试和改为：鉴定
的基石。但是这些“短期压力测试”能够反映聚合物真实的现场失效并预测背板甚至光伏组
件的耐用性吗？

图一：跳出固有思维定式，设计RefleXolar聚烯烃背板保证25+年安全和光伏电力高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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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从防水膜中学习：

这里的3张照片前2张，需要调整下顺序。要与原文一致！！

图3a：70°C（白色区域）与85°C（电池区域）（正面照射-62788-2-A3）6000小时紫外后Icosolar AAA背
板开裂。

左图：层压件背面的视图。

右图：层压件正面的视图（面向氙灯）。

开裂符合50kJ/mole的活化能。

 - 水汽造成的渗透脱粘和分层。
 - 与EVA的相互作用（背板乙酸输
出，EVA过氧化物稳定性）以及热斑
降解。
 -  O2扩散和好氧紫外漂白。
 - ...
其他行业带来的灵感：

从现场失效中学习是实现良好设计的
最佳方式。
共挤RefleXolar聚烯烃背板以及一些
光伏应用（如水面光伏改为：等）因太
年轻而无法提供有关长期现场失效机
制的信息，但预计长期现场失效无论
如何都可以通过寻找其他类似行业来
解决，尤其是防水膜应用。
图2显示了防水膜的几个现场失效，这
些失效肯定与光伏聚合物背板有关：
应力开裂：
防水膜胶粘在绝缘板上。通过从绝
缘板转移到防水膜上的永久应力，膜
开始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在现场5年
后）。 这种现象与Icosolar AAA背
板的情况相比非常接近。这种现象的
典型活化能为60至100kJ/mol。
在环境应力开裂的情况下，涉及溶剂
增塑作用（水对于聚酰胺）或迁移效
应（残余过氧化物......），应力开裂的
活化能处于较低范围内并且通常达到
50kJ/mol。
不能通过在干燥炉中进行“RTI”测试
来评估抗应力开裂性。 需要在应用中
进行测试：比如说光伏组件或层压件
（“玻璃/ EVA /电池-焊带/背板”），
以在层与层之间引起应力和迁移效应
（例如残留的过氧化物迁移）。
- 水泡：在纳米孔内迁移的水包含水溶
性分子（乙二醇，酸酐，盐等），导致
渗透压积聚和随后的渗透分层，随后

是水间隙凝结和大水疱形成。 当积
聚活动产生水时会发生这种现象。 与
水面光伏应用并行是相对明显的。 这
种现象的典型活化能为65kJ/mol左
右。 无论如何，没有人会想到通过“
湿热”来检查分层。 需要水浸以增加
压力。
- 紫外降解：紫外降解或更好的紫外
线老化是防水膜业务的基石测试。 
没人会想到将老化试验限制在2000
小时。 最好的办法是，需要1000小时
来模拟1年的恶劣气候（25000小时对
应25年）。 由于UV热活化能低且约
40kJ / mol，热活化几乎没有帮助。 
耐久性背板的设计需要考虑到活化能

失效模式
聚合物的低活化能失效模式的第一
个例子是环境应力开裂。环境因素（
湿度，残余过氧化物从EVA迁移到背
板......），通过永久性低应力（通过
电池和焊带的热膨胀......）来缓解裂
缝。
图3a显示了在层压件“玻璃/ EVA /
电池-焊带/ EVA / Icosolar AAA”中
Icosolar AAA的应力开裂。根据IEC 
TS 62887-2（A3-黑板温度= 90°C，
湿度相当于35°C时的饱和度），将试
样（紫外光源对着玻璃面）进行6000
小时紫外老化。
在电池区域，Icosolar AAA背板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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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约为85°C，在电池区域外，约为
70°C。 “约80°C”区域在4000和
6000小时之间可以观察到开裂。
为了理解测试失效（在<6000小时开
裂）和现场失效（在+/- 5年开裂）之
间的相互关系，值得来看图3b，设计
直方图显示了“光伏组件在炎热气候
中度过一整年将达到的温度”：
 - 黄色曲线：两侧通风=开架。
 - 蓝色曲线：限制背部通风=屋顶安
装/ BIPV。

图3c绘制了活化能与温度的关系图
（对于黄色开架和屋顶安装/ BIPV安
装），以6000小时模拟5年的现场老
化（典型的Icosolar AAA开裂时间）
。50kJ/mol是典型的造成环境应力
开裂的活化能，（这里涉及湿度和迁
移的过氧化物导致降解后的应力开
裂），在80℃下6000小时代表着现场
应用约5年。

Icosolar AAA的灾难告诉我们，由
于热活化工艺的不良，需要在中等（... 
80℃）温度下长时间测试材料以激活
这些过程。 高温测试只会导致高热
激活过程失效，并会掩盖许多低活化
能的真实失效模式。
值得提醒读者的是，我们已经在
2-SUNS加速紫外老化条件下测试了
我们的RefleXolar聚烯烃背板配方，
在24000小时内没有开裂。 在相同的
2-SUNS测试中，在6000小时后也观
察到Icosolar AAA的开裂（1）。

水面光伏：不适用于胶水复合

RefleXolar PO是一种E层共挤的
PP背板，采用独特的专利内层共挤
成“PE-PP”共聚物。 E层提供了众所

周知的EVA长期粘合力。 独特的内层
共聚物通过非极性大分子的共结晶连
接E层和PP层，非极性大分子是对渗
透水不敏感的粘附机制。
层间粘合不应通过DH测试来衡量，
而应通过水浸测试。 当覆盖环境涉及
水时，这种方法当然是必需的，例如
水面光伏应用。
图4a显示了几种类型背板在水温
85℃浸泡12周（2000小时）下的行
为：

 -  RefleXolar聚烯烃背板保持免受
渗透水效应和水解（即使测试延长至
18周）。

 - “普通的”和“标准内层”与E层共
挤出的PP背板遭受内部分层，在浸
水4周时可以观察到。 渗透水导致“
普通”PP背板中PP和EVA之间形成
水泡，同时E层和主PP层之间也形成
水泡。
 - 对于PET胶水复合背板，在8周后可

以观察到起泡和严重水解。 水解是
一种高度活化的热处理工艺，可以掩
盖分层过程，因为PET在水浸超过12
周后变得非常脆。
图4b-左侧显示了普通PP背板的表
面分层（微泡）和水泡（EVA和PP之
间）。
图4b-中间显示在浸水4周后的剥离测
试中背板内部分层：白色的“标准内
层”与主PP分层，并在EVA侧可见。
图4b-右侧显示了来自核心层PET的水
泡形成和分层/水解。 
图4c显示了非常潮湿的炎热气候下，
开放式支架，屋顶安装和屋顶安装
有遮挡电池（热斑）的设计温度直方
图。 在这些直方图的基础上，可以计
算（表1）相当于85°C水浸2000小时
的现场年数：
 - 活化能为65 kJ/mol，水浓度为1的
反应（典型的渗透分层）
 - 活化能为125kJ/mol，水浓度为1.5

图3b和图3c的位置对调一下！ 图3c： （6000小时对于现场5年）热加速老化下温度与活化能的关系

图4a：几个背板的剥离行为。 “普通的”和“标准内层”共挤出的PP背板在浸水4周时遭受内部分层，导致渗
透水泡形成。 8周后，对于胶水复合的PET背板，观察到水泡形成和严重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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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12周（2000小时）水浸85°C导致层间分层和水泡形成：（左）普通PP共挤背板，有水泡和微泡，（中间）标准内层共挤PP背板，（右）胶水复合背板。

图4c：潮湿应用/国家下背板的设计直方图  

表1：水浸85℃测试2000小时与户外暴露的关系

的反应（典型的PET水解）。
在25°C及以下，水浓度被认为是单位
（饱和度）。在较高温度下，水浓度设
定为遵循相对于25℃的水蒸气压（深
蓝色曲线）。
对于PET水解（通常为活化能125 
kJ/mole-k = 1.5），水浸（和湿
热）85°C的2000小时测试是非常严
苛的。对于较少的热活化过程，如渗
透效应分层（通常为65 kJ/mole-k 

2000小时水浸85°C测试复
制户外暴露年数

活化能65 kJ/mole 
k= 1
分层

活化能125 kJ/mole
k = 1.5
水解

开放支架 16.3 435

屋顶安装 11.9 144

屋顶安装/热斑 9.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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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这样的话2000小时似乎是最
少的，并提出了适用于水面光伏应
用的胶水复合背板的适用性问题。 
RefleXolar PO通过3000小时水浸
测试85°C：在EVA和RefleXolar PO
之间或层间没有观察到分层或气泡。
这个弱点显现EVA与玻璃的粘附。 
RefleXolar PO: 热斑安全

RefleXolar PO的设计考虑了阴影或
破碎电池造成热斑的出现，导致寿命
直方图上升到120°C。在这种情况
下，EVA会在RefleXolar背板损坏之
前棕变！
图5显示了在以下情况之后层压件“玻
璃/ EVA /电池/ EVA /背板”背面的相
对例子：
 - 左：Icosolar AAA在150°C下5
天，显示来自剥离条的裂纹扩展
 - 右：RefleXolar PO在150°C下5
周，没有来自剥离条的裂纹扩展
即使RefleXolar PO厚度为210µm（
用于1000 VDC市场 -  DTI），也能获
得这样的结果，而竞品PP背板在5天
后就已经失效了！
RefleXolar PO在主体中是紫外稳定

的，这意味着表面的侵蚀（即使超过
50µm，这是可能的）也不会影响其
紫外稳定性。凭借其卓越的热稳定性
和主体紫外防护，RefleXolar PO因
此成为设计光伏组件沙漠应用的解
决方案。
比玻璃更优异

极端耐久性（超过25或30年）将
受到通常胶膜降解的限制：EVA或
POE（VLDPE）
EVA和POE胶膜是具有三级弱碳（乙
酸酯或烯烃键）的聚烯烃。 它们具
有相同的稳定剂（HALS，紫外吸收
剂），它们在紫外老化时都变黄，在
某些阶段，当它们与氧气隔离时变成
棕色。
增加EVA和POE胶膜的紫外耐久性的
关键因素实际上是“在系统中”氧气（
有氧紫外老化）的可用性，能够漂白
负责黄化的分子（氧化发色团）。
但是系统中确实应该允许使用氧气，
这在玻璃/玻璃系统中是不可能的（除
了组件边缘外）！
图6显示当EVA（或POE）在2片玻璃
之间或玻璃/ RefleXolar PO结构中

老化时会发生什么：由于O2漂白（有
氧条件），在后一种情况下黄化和棕
变会延迟。
众所周知，EVA（或POE）漂白发生在
玻璃/聚合物体系中，但仅发生在电池
边缘，因为缺乏O2足够深地迁移到“
前玻璃–电池”间隙中。
在“玻璃/前胶膜/电池/后胶膜/聚合
物背板”组件中，关键是允许足够的
氧气通过底片迁移，然后在前玻璃和
电池之间的间隙内（由前胶膜填充）
。 这将延迟更深的间隙中前胶膜变
黄。
与PET基材背板相比，这是
RefleXolar PO的主要作用。 由于
RefleXolar有着远远超过（> 50）PET
的O2渗透性，因此RefleXolar通常允
许在前玻璃和电池的间隙内扩散的氧
气流量增加三倍。 效果是增加有氧
紫外老化面积。 根据电池宽度（越小
越好），胶膜不会开始棕变，也不会向
电池边缘传播。
特别是在半片和1/4片组件中，通过
使用RefleXolar PO背板可显着延迟
胶膜降解，从而显著延长最终使用寿
命。

这里增加一个“图5”



双面发电组件与E层共挤背板

根据Renolit对成功光伏行业的长
期承诺，我们正处于开发用于双面
组件的透明共挤聚烯烃背板的最后
阶段。 该背板解决方案受益于典型
的RefleXolar PO性能（长期层间
和EVA粘接力，增强的O2扩散以延
迟胶膜降解，紫外稳定性和主体稳
定性，热斑安全性......）并且是透明
的。

我们欢迎感兴趣的团体来测试该解
决方案！
总结

只有获得投资者的信任，才有可能将
可再生能源高度渗透到能源市场，特
别是光伏领域。
为了获得这种信任，只有一种方法：广
泛的相关测试。 RefleXolar PO是这
种过程的结果，它永远不会成为薄弱

环节。在可能的RefleXolar PO降解
之前，总是观察到组件其他材料（尤
其是胶膜）或基准背板（最佳胶水复
合背板）的降解，并且这在所有紫外，
热，水，热循环等测试中都是如此。
除此以外，凭借其渗透性，RefleXolar 
PO可以显著延长精心设计的光伏组
件的使用寿命，优于玻璃，同时降低
LCOE成本。
     www.renolit.com

图6：EVA的厌氧（玻璃/玻璃）和有氧（玻璃/ RefleXolar）老化。 在有氧条件下，EVA棕变会延迟。

图7：根据IEC TS 62788-2（A3）“玻璃/ EVA /电池/ EVA /聚合物背板”层压件的6000小时老化。

左图：PET基材背板层压件，展示前EVA降解。 右图：RefleXolar聚烯烃背板允许O2进入（和醋酸排出）并延迟EVA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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