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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点

双面光伏 (BPV) 技术诞生已久，但直到 
2012 年首批实现成本效益的双面光伏板
进入市场后，这项技术才开始在市场上引
起关注。自 2019 年起，双面光伏技术更是
呈加速发展态势。尽管实现 BPV 技术全面
取代单面光伏的道路依然漫长，但 BPV 的
关键特性让人相信，不远的将来，它就将
取代传统的单面光伏技术。

Wood Mackenzie Power & 
Renewables (WoodMac) 于 2019 年
发布的一份市场调查报告预测，到 2024 
年，全球双面组件年产能将超过 21 千兆
瓦；而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VDMA 
发布的国际光伏技术发展路线图 (ITRPV) 
则预测，至 2031 年，双面光伏技术带来的
产能增长将占总产能的 80%。 

然而，尽管双面光伏技术发展迅猛，但太

阳能行业内的许多组织和个人仍没有把
握，依然对这项技术本身的可行性或潜在
的投资回报缺乏信心。许多业内人士还对
双面光伏如此迅速地席卷市场感到奇怪。

那么，BPV 具备哪些关键特性？是什么变
化导致它突然间如此受欢迎？规划者、工
程师、研究人员或投资者如何确定是否
要将经过试验和测试的单面光伏更换为 
BPV 呢？ 

答案就是“反照率”，反射的太阳能量; 我
们衡量这反射能量的能力，以及太阳能电
池阵列将其转化为电能的能力。 双面光伏
组件从光伏板的正面及背面套取太阳能；
反照率，通常是指从地面或周围环境反射
的能量。 

现行的 BPV 技术可从电池板背面获取的

平均能源产量在 3% 至 10% 之间。但是，
通过利用精确的反照率现场测量，同时密
切注意安装和位置条件，即可实现 30% 
的能源产量，在相同大小的空间内产生更
多能量。

一时间，BPV 技术备受推崇，其背后的原
因存在地区差异，但共同原因是双面组件
的价格越来越实惠。WoodMac 开展的一
项研究表明，双面组件与单面组件之间的
生产成本差异已经低至半美分了。 

得益于两项关键改进或转变——即“钝化
发射极背面接触”（PERC）设计以及从“P 
型”半导体到“N 型”半导体的转变，BPV 
具备了经济上的可行性。如今，一个 PERC 
组件即可捕捉更多光子。

相较于此前的设计，PERC 电池可实现

EKO�Instruments�欲将赌注压在双面光伏上，希望利用最全面的双面和反照率测量解决方案
实现行业领先的精度。

面积更大，质量更好，
双面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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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能效，但会导致“光致衰退”(LID) 
效应增强。如示意图 B“N 型与 P 型对
比”所示，N 型电池可减少“电位诱发衰

减”(PID) 和 LID，从而改进相关技术。改
用 PERC 电池和 N 型电池可在提升能效
的同时减少或消除关键性能退化因素。随
着 PERC 和 N 型电池生产过程的改进，从
单面组件生产向双面组件生产的过渡会更
加顺利，有利于实现快速扩展，满足不断
增长的需求。  

不断降低的生产成本，耐久性、使用寿命
的提升和电池结构能效的持续优化可降低
创始费用、缩短实现 ROI 所需的时间、提
高盈利能力，这些都是实现节能减碳过程
中的重要举措。

即便在 2019 年，双面组件的价格仍比单
面组件高 56%。成本或许在下降，但在有
些情况下，选择单面还是双面依然令人难
以抉择。因此，精确的现场测量至关重要；
从现场调查到设计、建设、持续管理、监
控和维护，精确的数据在各个阶段都是支
持决策的关键因素。

EKO Instruments 是光伏行业内唯一一
家提供完整研究级和工业设备产品线的公

司。研究人员可从一家供应商购齐所需的
大部分传感器，用于研究双面光伏组件的
室内性能和长期室外性能。这个研究范围
每一端获得了关键数据，用来预测模块在
其生命周期内的性能。 

尽管过去十年来，光伏性能建模水平大大
提升，但依然无法直接将单面组件评估方
法用于评估 BPV 技术。从天空和地面向 
BPV 组件背面的辐射的反射比相当复杂。
许多预设（甚至是那些根据特定地点的精
确、可靠直接辐射测量数据提出的预设）
几乎都会导致计算错误。简单的换位或错
误的相对假设可能导致潜力无法实现，甚
至直接导致失败。 

在双面光伏项目的初始研究阶段，有必要
了解不同光伏组件的性能潜力。除了业内
使用的其他半导体材料，研究人员同时也
在使用各类背板材料和结构，以探索不同
的技术。异质结技术（HJT）是另一种可提
高组件能效的技术。HJT 电池将晶体硅与
非晶硅结合，可提高更广泛光谱条件下的
功率。应当分析每种设计和材料，计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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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能指标。 

光伏性能依赖于特定的光谱辐照度范
围。在室内测试中，MS-711 之类的EKO
分光辐射度计可提供 300 nm 至 1100 
nm（UV-可见-NIR）光谱范围内的精确辐
照度测量数据。光谱测量对于研究新材
料、开发新方法以及现场验证技术至关重
要。利用光谱测量可减少太阳能转化情况
的不确定性和相关问题。 

MS-711 分光辐射度计是在日本制造的产
品，专为提高精确度和耐久性而设计，可
在反照率配置时部署，能够记录国家标
准技术局 可溯源 （NIST）规定的、符合 
ASTM G138 标准的下行和上行辐照度测
量值。通过测量正面和背面入射的光谱辐
照，用户即可准确了解不同季节和各种大
气机制下的组件性能。尽管分光辐射度计
是一种理想的仪器，但针对特定应用的辐
射读计可能会过于昂贵。而高质量、光谱
平坦的日射强度计（如业内领先的分级 S 
系列）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例如，用户可
以使用响应迅速、光谱平坦的 A 级 MS-
80S 来对比宽波段内的反照率相对差异。 

如前所述，BPV 技术可利用表面光谱反照
率，不同位置的反照率显著不同，但根据
表面情况，可从低至高大致分为三种强度
水平。植被的反照率通常较低，沙漠和土
壤为中等，而雪的反照率较高。这些因素
可使双面光伏增益变化 2 倍，因此，准确了

解本地反照条件是整个计算和决策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

多年来，光伏场地性能监控一直需要持续
测量太阳光宽波段辐照度，因此，光伏电
站会部署相关仪器，用于测量总辐射强
度 (GHI) 和阵列平面 (POA) 辐射强度。
如今，他们还必须监控额外的向上或反射
辐照度 (RI) 参数。尽管光谱测量具有优
越性，但宽波段热电堆测量同样是一种
测量任意方向辐照度的行业标准方法。如
前所述，可按照传统的反照率测量配置安
装 EKO S 系列日射强度计，将一个传感器
用于测量下行辐照度，另一个用于测量上
行辐照度。两个传感器均与表面之间保持
水平。

EKO 反照率测量仪基于一种组件化设计，
由两台 MS 或 S 系列日射强度计和本公司
推出的“反照率套件”组成，还配有一块防
反光屏。这些仪器还可集成可选的 MV-01 
加热器 & 通风器。反照率套件可与所有 S 
系列日射强度计兼容，用户可以自行配置
传感器。 

每台 S 系列日射强度计还配有我们独有的 
4 通道模拟和数字界面（可与 99%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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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辐射反照率示意图

N 型与P 型对比



MS-711 反照率配置示例

记录器和 SCADA 系统兼容）、A 级 EMI/
EMC 电涌过滤功能、5 年质保期、一套内
部温度、湿度、倾斜角和滚转角传感器，而
且，设备的校准精度已获得 ISO 17025 认
可，可在确保最优性能的同时减少维护。

另外，紧凑型、低成本、高质量的 
ISO9060:2018 非光谱平坦 C 级 ML-02 
硅反照率测量仪是一种更优的解决方案，
可用于测量一个光伏阵列不同点位的辐照
分布。

总之，太阳能市场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无
论一座光伏电站是选择使用双面光伏还
是单面光伏，要想确保经济回报最大化，
他们都需要进行资源评估和电力性能监
控。我们不应将这些挑战视为新产品普及
之路上的障碍，而应将其视为填补知识缺
口的机遇，进一步推进技术进步。未来，
我们将利用数据来做决策。随着大量资金
被投入产品线，质量好、可靠的测量方法
在当下和未来的重要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程度。 

EKO 测量解决方案是成功部署双面光伏、
利用数据做决策的关键，能够帮助整个行
业提高效率，增加收益，加快实现 ROI。

     www.eko-e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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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 电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