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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使用清洁的太
阳能

想在日益增长的原材料成本与回报率之间实现平衡总是很难，自疫情爆发及后续的物流问
题产生以来，情况更是雪上加霜。PES 邀请到了 GameChange 的首席业务拓展执行官 
Arturo Herrero，想了解他是如何利用自己的经验为 EPC 和开发人员创造价值的。

对话专家

PES：Arturo，热烈欢迎您再次回到 PES。
我们曾聊过多次，相信我们的读者仍
有印象，能邀请您来分享自己对太阳能
行业和市场发展方向的看法真是太棒
了。您能向 PES 的新读者简要介绍一下 
GameChange 吗？ 

Arturo Herrero: 感谢您的关注。在支架
和跟踪器行业内，GameChange Solar 
位居美国第三，世界第六。我们专注于扩
展国际业务，专注于将 GameChange 
打造成世界领先品牌。我们的销售量已
跨过 12 GW 的门槛，生产产能已超过 24 
GW。  
PES：从个人角度来说，您拥有极为丰富的

可再生能源行业从业经验，对吗？那么，您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一定见证了许多变化
和发展吧？ 

AH：20 多年前，我成为了 BP Solar 的
一名工程师，开启了自己的工程师生
涯。2001 年，我离开石油行业，进入太阳
能行业。早几年前，BP Oil 被 Castrol 收
购，那时我在 Castrol 工作，是一名年轻
的市场与销售经理。然后，我加入了 BP 
Oil，后来又转到 BP Solar 担任全球采购
经理。
在太阳能领域内，德国于 21 世纪初开始
大力推行新能源补贴计划，后推广至欧
洲，意大利、西班牙、捷克、保加利亚和英

国相继开始实施补贴计划。 

PES：毫无疑问，您一定在职业生涯中经历
了许多挑战，让您时刻保持警惕，那么，您
在克服挑战的过程中有哪些收获呢？到目
前为止，您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AH：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面对挑战和高风
险，我从未退缩，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
的努力都获得了回报。 

第一个挑战是离开 BP Oil 加入位于马德
里的 BP Solar，那时我的工作地点就在家
乡巴塞罗那，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没什么压
力。可是，换工作就意味着要进入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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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领域，但是预算低、资源少，工作内容
也从销售和市场转变为采购。 
六年后，我有幸收到 Merrill Lynch & 
Good Energies 的邀请，加入 BP Solar 
的一个晶片供应商公司。当时，这家名为
天合光能（TrinaSolar）的中国生产商规
模较小，知名度不高，组装模件产能仅为 
100 MW。
但是，我毅然决定离开 BP Solar，前往
中国江苏省常州市开启一段新旅程。当时
正是 2006 年，我们为公司做好了上市准
备，最终于 5 月在华尔街成功上市。从那
时起，我们每个季度都在刷新投资者的
预期，市场份额、销售额和利润不断增
长，最终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太阳能组件生
产商。
我们的公司结构精益，业务遍及 50 多个
国家/地区，主要开发人员和 EPC 公司都
在购买我们的产品。那时，产品售价超过 

3 欧/瓦，组件主要为多晶硅组件，最高能
效为 13%。
2010 年，我收到了 Credit Suisse 的邀
请，他们希望我像助力天合光能那样帮助
晶科能源（Jinko）拓展业务。当时，晶科
能源还仅是中国浙江省内的一家名不见
经传的公司。我担任负责全球发展的首席
策略执行官。 
2010 年 12 月，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成功上市，从那时起，我们的国际业务、
市场份额、销售额和利润便迅速增长，最
终超过天合光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组件
生产商。 
当时，我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如何通
过制定、实施正确的策略来提高利润，为
客户创造更高的附加值，以及在激烈的价
格竞争中打造不过于商品化的产品，与中
国本土的主要竞争者抗衡。我的主要贡献
是提升了客户对专业支持的信任，帮助公

司成长为众多市场的领导者，如美国、新
加坡、智利、澳大利亚、韩国、南非。在南
非，我负责筹划晶科能源驻开普敦工厂的
设立，克服了诸多挑战。 
2016 年，我离开了中国，和我的新家庭
一同回到欧洲，搬到瑞士的楚格州。在
瑞士，我创办了一家太阳能行业咨询公
司——AlterPower Ag。因为需要和 HST 
Solar 联合开展一个项目，所以，我有机会
在洛杉矶工作了数月。HST Solar 是一家
很有前景的软件初创公司，开发了一款可
将开发与 PPA 匹配的、适用于太阳能应
用项目的好产品。 
PES：是什么契机让您进入追踪器行业
的？这个行业与之前您从事过的行业有什
么不同？ 

AH：2019 年，我受邀前往纽约，加入了 
GameChange Solar，这要感谢曾帮
助我为天合光能和晶科能源筹资的 Roth 
Capital 专业人员的推荐。 
我成为了该公司的首席业务拓展执行官，
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迅速增长。首先，
公司在中国无锡建立了生产设施，使我
们的产品比来自美国的产品更具竞争力，
赢得了多家国际知名企业的项目合同，如 
Total、Acciona、Canadian Solar、I
berdrola、Enel、Scatec、Ibexia、St
erling & Wilson 等等，得到了 FRV、ED
F、Engie、Masdar、SolarAccess、BP 
Lightsource、Shanghai Electric、Jink
oPower、TrinaSolar、Celsia、Elecnor
、Grupo Ortiz、SolarPack、Negratin 
等众多企业的认可。 
销售追踪器与销售组件之间的最大区别
在于，在每个项目中，每台追踪器或固定
倾斜结构都需要定制，需要经过严格的审
查。我们不仅需要分析地质技术数据、地
势、风速、负荷计算、组件尺寸等等，还需
要在提供产品前借助大量技术支持才能
厘清和优化每个项目的布局和最终设计。

对话专家

Arturo Herrero



工程团队的敬业精神至关重要。 

PES：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您见证的可
再生能源行业内的变化，那么，对于越来
越受到关注的成本和回报率，你有什么
看法？

AH：我认为，过去几年来，行业内的每个
人都意识到，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导致
成本和市场价格下降，甚至到了让公司利
润流失、出现损失以及产品质量下降的
程度。

因此，业界不仅应当努力保持较低的成
本，还应该提供较好的价值定位。降
低 CAPEX 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减
少 TCOO 和 LCOE，因此，与过去相
比，OPEX 变得更为重要。此外，客户的
合同担保条件越来越苛刻，产品质保期越
来越长，我们需要持续提供本地服务，而
设备系统的设计寿命也延长到 40 年。

最后，我们还应该专注于所有开发人员
优化生产效益、最终实现太阳能光伏项
目 IRR 最大化的目标，这一点同样非常
重要。 

PES：通货膨胀或原材料成本上升的情况
如何？ 

AH：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是，原材料成本逐
步上升，再创新高，尤其是影响整个太阳
能行业的金属原材料成本。对于产品结构
而言，影响最大的是钢材成本。 
得益于长期供应商的支持以及采购源在
地理分布上的多样化，我们目前尚能应
付。 
我们会信守对客户的承诺，即使这会使我
们承担部分成本。
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利润减少，业务也
会照常进行。但是，有些项目已被搁置或
推迟，我们在等待成本下降，期待项目能
产生更多经济效益。  

PES：据推测，疫情也对价格产生了影响，

更不用说物流了，是这样吗？  

AH：物流方面，在过去几个月里，集装箱
的运输价格增加了两倍多，原因包括集装
箱短缺、中国南方的几个港口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以及许多国家/地区需求
在封锁解除后突然增加。 

我们正在积极应对这种情况，与我们的物
流合作伙伴携手合作，建立一个遍布各地
的供应商网络。最近，我们的国际业务团
队的能力越来越强，成本控制成效有所显
现，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控局面。 

PES：在该领域内，生产成本一定最主要

的运营费用之一，哪些技术有助于降低生

产成本？  

AH：GameChange 马萨诸塞州研发中
心的专家们一直致力于测试新的优化点，
努力帮助 EPC 公司减少项目运行时间和
成本，例如，他们研发了 SpeedClamps 
和 TwistClamps，大大加快了将组件安
装至追踪器或固定结构的速度。 

我们还利用自主研发的 3D 软件 
TopoSmart 处理不同长度的标杆，旨在
解决地形坡度问题，实现减少土建工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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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量这一目标。 

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们发布了可提升双面
组件效益的 Solar Reflector，下个月，我
们将发布 DaVinci 2P 追踪器，这是一项
具有革命性的创新。这款具有相同空气动
力学稳定性和气动弹性稳定性的追踪器
与同类产品相比更具竞争力。 

最后，我们近期还引入了首款 BOS 产品，
致力于简化电缆管理流程。

此外，我们一直致力于生产最近备受青睐
的高功率太阳能组件。这类组件的尺寸更
大，意味着跟踪器的负载更高，组件的电
流更大，这有助于增加每串组件的数量，
同时也会影响对加固结构和精确计算的
要求，但在总体上有望降低 BOS。 

PES：您会根据合作对象的不同，如 EPC 

或开发人员，采取不同的方法吗？你能解

释一下为何有必要这样做吗？  

AH：这的确是 GameChange Solar 关
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会采取不同的方
法来面对开发人员和 EPC 客户。 

如前所述，在产品设计过程中，我们注重
的是既要降低产品成本和 EPC 公司的

安装流程成本（例如，通过提高工厂预装
配程度），又要提高能量输出，让开发人
员、IPP 公司和投资者受益。 

开发人员和 IPP 与 EPC 公司不同，他们
关注的是长期效应，更注重项目性能、保
证、生产效益、可用性、性能比、运维成
本和 LCOE。

PES：目前，您发现了哪些趋势？您对哪些

方面感兴趣？

AH：GameChange 实现了多项创新，
如 SmartStow 或 WeatherSmart，旨在
实现优化追踪和功率最大化，在尽可能追
踪阳光的同时保证追踪器的稳定性，避免
前几个月部分项目中出现的灾难性后果。 

而且，我们还应用了追踪优化功能，如可
单独追踪每个组件串的 Smartboost，在
逆变器对准方面也实现了一些改进，以获
取追踪器的实时电流和张力输入数据。

如前所述，我们也在探索 BOS 领域，利用
我们的追踪器和创新型 2P DaVinci 追
踪器向客户交付解决方案。 

PES：你觉得全球范围内哪个市场最具吸

引力？在这方面会有所改变吗？

AH：我们已在 10 多个国家推出了追踪器
和固定倾斜结构，包括美国、加拿大、西
班牙、智利、哥伦比亚、印度、墨西哥、澳
大利亚、巴基斯坦和多哥。除了这些国家
以外，在增长方面具有吸引力的其他国家
还包括南非、中东国家、日本和巴西。我
们还设立了三个技术客服和零部件仓储中
心，以快速针对项目作出响应，其中，一
个位于亚利桑那州（美国），一个位于圣
地亚哥（智利），还有一个位于马德里（西
班牙），是不久前设立的。 

PES：最后，我很想知道您对未来几年太

阳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前景的看法？

AH：对于太阳能光伏产业，可再生能源市
场增长迅猛，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开始
为太阳能光伏产业投资，尤其是我们的追
踪器业务市场。 

如今，在许多国家/地区，随着近几个月的
组件价格上涨，追踪器创造了更多的经济
效益。事实证明，追踪器的回报率较高，
性能也变得更为可靠，这要得益于持续的
技术进步和创新，如由 GameChange 
Solar 引领的技术创新。

     www.gamechangesola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