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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里和生产环境中测量
太阳能组件的 IV 和 EL 特性
时可能遇到的挑战

全球光伏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快速转型，价值链上的每个环节都会受到影响。客户对太阳能组
件的需求不断增长，所以，生产商必须迅速扩展业务。制造商围绕实现最低平准化度电成本
（LCOE）展开了激烈竞争，争相增加组件尺寸，推出双面产品变体，使用高效电池。此外，生
产商还加大了监测和改善产品质量的力度。

与此同时，对组件性能数据进行认证的需
求不断增长，推动了独立实验室和认证机
构的发展，这有助于构建、扩展全球组件
评估与检测服务网络。
在现代太阳能组件设计过程中，制造商需
要采用更复杂的测量技术才能准确测量
其 IV 特性和电致发光图像。IEC 60904-
9 的最新版本（第 3 版）通过引入更密集
的空间均匀性评估方案来满足这些新要
求，适应总体尺寸较大的半切片组件。 
基于新电池技术的改良版组件评估标准
还要求检测人员在 300 nm-1200 nm 的
较宽光谱范围内采用调整后的光谱带。在
第 3 版标准中，业界正式定义了 A+ 级检
测设备的光谱、空间和时间特性。
光伏行业的生产率和客户对光伏行业的信
任有赖于可靠的测量技术。作为公认的测
量解决方案提供商，h.a.l.m. elektronik 
GmbH 可为制造商和实验室等机构提供
用于太阳能电池和组件检测的产品组合，
帮助他们提高生产率，赢得客户的信任。
实验室测量系统

无论客户出于何种目的而想要对组件性
能进行深入分析（例如：为了研发原型

或对来自各生产批次的样品进行认证）
，h.a.l.m.推出的 cetisPV-Moduletest3 
检测系统以及多种选件都能帮助客户应
对上述挑战。
根据 IEC 60904-9 第 3 版，cetisPV-
Moduletest3 的等级为 A+A+A+，可满
足最高测量精度要求。选件 cetisPV-XA 
可测量的最大组件尺寸为 2.60 米 × 1.60 
米，确保 h.a.l.m. 客户能够轻松应对组
件数量的不断增加，选择面向未来的解
决方案。 
实验室可选用 cetisPV-Therm-
package 和 cetisPV-NDF 组合来确
定 IEC 61853-1 中要求的温度系数和额
定功率矩阵，这些指标对于预测现场性
能至关重要。得益于 cetisPV-Therm-
package 的优化气流，cetisPV-
Moduletest3 可提供从 15℃ 至 75℃ 的
快速、自动温度循环，从而能够确保温度
分布非常均匀。 
对于客户而言，这种特性能够直接增加半
手动工作流程的处理量。此外，h.a.l.m. 
还提供模板功能，可自动创建 Word 和 
PDF 格式的测量报告，为客户简化流程。
由于实验室和研发部门需要面对不断发

展的各类组件和技术，因此，该测量系统
通过精确测量每种组件（包括具有挑战性
的组件）来证明其在质量方面的卓越性。 
对于双面组件，将光强度提高至 1200 
W/m² 即可根据等效辐照度（GE）法
进行检测。当使用 h.a.l.m. 系统测
量高电容组件（例如：异质结（HJT）
、IBC 和 TOPCon）时，h.a.l.m. 专有的 
PVControl 软件自带的增强型磁滞功能
在 40 毫秒之内即可得到精确的测量结
果。短闪光能够避免长闪光可能导致的任
何温度变化效应。尽管如此，该设备可通
过截面测量，借助 105 ms 以下的闪光和
可选功率放大器来进行评估。 
客户可通过 h.a.l.m.提供的 cetisPV-
EL3-M 选件来扩展系统，进行全面的三
象限测量，从而能够提高开路电压和相关
电阻参数测量的准确度。cetisPV-EL3-M 
的电压测量范较大（-150 V 至 300 V），
非常适合需要提供全面组件检查服务的
客户。
电致发光选件不仅可精确测量 IV，还能
分析和记录组件缺陷（例如：裂缝或连接
器问题）。
目前，实验室和工业研发部门都在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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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能够达到最高组件表征准确度的解
决方案，而 h.a.l.m. 推出的 cetisPV-
Moduletest3 正是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
理想选择。cetisPV-Moduletest3 已在
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得到广泛应用，包括
已通过认证的跨国机构、独立检测实验室
组织、知名研究机构、领先组件制造商的
实验室等等。有了这种模块化设计，客户
一定能找到合适的配置，不断加强、践行
自身的价值主张。 
用于生产的测量系统

在这个业务迅速增长的时代，组件制造
商都在寻找可靠的供应商，通过提高处
理量，延长正常运行时间，减少维护工作
量和延长寿命来跟上发展的步伐。多年
来，H.a.l.m. 深耕电池检测系统，处于业
内领先地位，证明了其在技术和组织方面
的成熟度。当制造商需要为构建一体化设
备环境而寻找供应商时，他们首先想到的
就是 h.a.l.m.，因为 h.a.l.m. 能够为客户
提供所需的培训和支持。由于许多独立检
测实验室都采用了 h.a.l.m. 检测设备，所
以，选择 h.a.l.m. 就意味着组件制造商的
检测设备与实验室的检测设备相同，让制
造商能够更轻松地应对日后的检测。
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测试对于保证质量、
确保连续生产和进行预防性风险管理至
关重要。组件制造商不仅需要测试最终
组件，还应当考虑为入厂的电池设置测试
站，在预层压阶段进行组件测试。这种密
集控制方案的前期投资看似较大，但是，
如果不采用此类方案，产出废品和错过客
户交付日期造成的损失很快就会超过投
资金额。 
如果生产工作流程中的控制点很少，大量
组件可能就会在容易出错的步骤中出现
问题，导致产品控制失效，这对制造商来
说是一种相当大的风险。h.a.l.m. 推出的
组件测试仪是控制生产质量和量化组件
特性的理想方法。制造商可在 h.a.l.m. 
的全部产品中选择两种方法进行生产线
集成。

由于台式闪光器具有结构紧凑的特点，所
以，制造商经常会选择使用台式闪光器
在生产环境中进行组件检查。cetisPV-
IUCT-Q-L 是 h.a.l.m. 在该领域内推出的
最新创新产品，可测量的最大模块尺寸
为 2.30 米 × 1.40 米（等级为 AAA 级）
。cetisPV-IUCT-Q-L 要求的运输高度较
低，客户可轻松地将其集成到现有或筹建
的生产线中。 
由于组件为双面组件，所以无需另行安装
外壳。cetisPV-IUCT-Q-L 每小时最多可
检查 200 台组件，完全可满足苛刻的大
批量生产要求。该产品采用了能够阻止灰

尘进入的密封设计和易于维护的闪光管，
而且使用寿命较长，可帮助制造商持续
满足较高的可用性 KPI 标准。此外，客户
还可以订购配备机动运输系统（选件）的 
cetisPV-IUCT-Q-L。
客户也可以使用投射式闪光器（例
如：h.a.l.m. 推出的 cetisPV-IUCT-M）
在生产环境中进行组件检查。投射式闪
光器的占地面积较大，需要必要的投射
距离（3.5 米至 4 米）。尽管客户可能将
这两点视为不利条件，但是，投射式闪光
器适用于尺寸较大的组件，光场质量也
更好（A+A+A+ 级），这足以弥补其不足

cetisPV-IUCT-M 投射式闪光器可被灵活地集成到组件生产线中，最大产品尺寸
为 2.60 米 × 1.60 米，可在生产过程中满足最高光均匀性标准。

h.a.l.m. 投射式闪光器系统的电致发光选件可为实验室和制造商提供详细的缺陷
分析和质量记录文件，而且无需另设测量站。



之处。被装入垂直塔中或水平隧道中的 
cetisPV-IUCT-M 可检查的最大组件尺寸
为 2.60 米 × 1.60 米，因此，无论客户如
何变更组件产品路线图，该产品都能满足
要求，让客户能够进行可靠的长期规划。

cetisPV-IUCT-M 每小时最多可检查 200 
台组件，可帮助客户实现提高生产率的宏

大目标。客户可以将 h.a.l.m. 的电致发光
选件集成到设备中，用于缺陷检查和质量
记录，因为该产品可被完全集成到闪光器
中，不需要额外的测量时间，也无需另设
测量站，这对客户来说也是一个优点。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将 cetisPV-IUCT-M 
和 h.a.l.m. 提供的专业项目管理无缝集

成到生产线内的最佳解决方案。我们可
在所有项目阶段提供详细的技术咨询，
因此，cetisPV-IUCT-M 可长期为客户服
务，不会轻易过时，能够轻松适应规模不
断扩大的生产环境。

制造商可以使用 H.a.l.m. 提供的 
PVControl 软件配置有效的测量方案，
持续生产优质产品。对于使用异质结组件
或其他高电容技术的客户来说，h.a.l.m. 
推出的单次闪光增强型磁滞设备是一种
理想选择，因为该设备能够准确测量稳态 
IV 曲线，同时缩短了所需的闪光长度。

无论客户决定使用投射式还是台式闪光
器系统，h.a.l.m. 设计的组件测试仪都是
理想选择。H.a.l.m. 测试仪采用有利于生
产过程的紧密集成方式，能够为制造商带
来竞争优势。 

总结

对于制造商和实验室来说，H.a.l.m. 
可为全球光伏行业提供高端测试设
备。h.a.l.m.产品组合凭借高准确度 IV 测
量技术和补充检查方法为客户提供可靠
的电池和组件表征解决方案。H.a.l.m. 历
来重视创新，常驻中国苏州和德国法兰克
福的项目经理和服务技术人员团队可为客
户提供优质服务，因此，h.a.l.m. 已成为
众多知名光伏品牌的正式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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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isPV-Moduletest3 既具有投射式闪光器系统的优点，又具备多种选件，可帮助实验室、测试机构和研发
部门评价组件的各个方面，可测试的最大组件尺寸为 2.60 米 × 1.60 米。

cetisPV-IUCT-Q-L 的占地面积较小，组件制造商可轻松将其集成到生产线内。该设备每小时最多可测试 200 台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