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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产品的可持续性

PES：感谢 Steve 和 Alessandro 抽出时
间再次参与我们的访谈。在去年的采访
中，二位都强调了无卤素背板所具备的可
持续性优势。  二位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你
们产品的良好使用记录，以及这与你们的
可持续性策略的契合程度？ 

Steve Davies: 我认为在讨论可持续性
时，我们必须关注产品的性能，因为如
果不能在组件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护组
件，就称不上是可持续背板。2008 年，
我们与 Coveme 合作，首次将 Mylar® 
UVHPET™ 系列产品实现了商业化。从那
以后，我们的产品已经保护了 2 亿多个组
件，并且没有报告过任何现场故障。  
Alessandro Anderlini：自 1988 年首次
推出以来，以及时间更近的 2008 年我们
开发出完全基于 PET 的版本以来，我们

的背板已经安装到了世界各地。无论是寒
冷、炎热和高湿度的气候下，还是沙漠这
类极端干燥的条件下，都有我们的产品。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任何
故障报告。这包括对已在捷克共和国运行 
8 年、在澳大利亚运行 6 年、在美国运行 
7 年和在意大利运行 14 年的地面设施进
行现场检查期间，上述这些设备均未出现
分层、裂纹、粉化、发黄或热斑等任何背
板故障迹象。 
PES：Coveme 和 Dupont Teijin Films 
如何确保自己产品的可靠性？ 

AA：我们的背板开发始于对市场需求的
深入分析，这要归功于与关键的 1 级光伏
组件生产商的合作，然后是原材料的选择
和鉴定。 
背板结构的设计是确保高性能和可靠性
的另一基本步骤，背板结构专门针对其适
用的组件及安装类型而开发。 
最后，我们太阳能专用的内部质量中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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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真实的生活条件，对层压板和最终应
用样品进行加速老化测试。  上述每个步
骤都受到极严格且高质量的协议的约束，
且该协议不断受到监控和优化。   
SD：Mylar® UVHPET™ 系列的性能是由
原材料的正确选择、专用于满足背板薄膜
复杂需求的薄膜生产线的卓越生产能力、
严格的质量保证流程以及最终的内部与
外部风化测试所支撑的。  
我们认为，各种 PET 薄膜各有不同，正是
科学和制造领域的专业知识的结合使得
我们的产品成为了这一市场中备受信赖的
解决方案。
PES：在加速老化试验中复现多年老化的
效果显然不是一件易事。  老化测试方面

有哪些进展变化呢？  

AA：针对背板的 IEC 测试协议肯定不足
以复现现场情况下 30 多年的效果。所以
我们的背板进行了 DuPont 的 MAST 这
样的极端加速连续测试，结果并未出现机
械降解和轻微发黄的迹象。 
此外，我们的客户还对光伏组件进行了 
IEC x 3 以及 MAST 和 PVEL 连续测试，
测量了颜色变化和功率损耗等所有关键
参数，测试结果保持在了目标范围内。
SD：我们为自己的老化测试方案感到非常
自豪，我们相信它超过了行业标准。  除
进行各种 IEC 测试之外，我们还喜欢在多
种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监控我们产品在实
际设施中的性能。  

我们进行的最严苛的测试大概是对阳光
直射影响的评估，我们将薄膜暴露在大约
比通常水平高出 10 倍的紫外线之下。  测
试的数据不仅与 IEC 测试协议相关，而且
表明产品寿命远超 30 年。    
PES：尽管背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多年来各种结构都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
的故障。  您对当前市场上的背板表现有
什么担忧？   

SD：尽管我已经身处光伏行业很长时间，
但我仍然对价值链中部分环节对成本的
关注超过实际表现的这种情况感到很惊
讶。  现在一些基于 PVDF 的背板出现了
很多现场故障，在我看来这样的背板犯了
两种错误，因为不仅使用了卤化材料，而
且也没有起到其保护组件的主要作用。
除老化的影响之外，我认为我们需要进一
步探索的一个领域便是背板所提供的物
理保护。我们看到相对较薄的软涂层越
来越多地被用作背板的外部保护层，我认
为需要更加关注这些涂层是否能够起到
足够的保护作用，以防止模块在运输、安
装和维护过程中发生损坏。  
AA：不幸的是，对低成本的追求造成了一
些材料类型的选择错误，进而导致了重大
的现场故障。现场维修或更换光伏组件的
额外成本，当然还有太阳能装置的能源中
断，都严重影响了光伏投资的收益。 
因此，在选择 BOM 时，应优先考虑由经
验丰富的质量驱动型转换器厂商生产的、
长期以来表现优秀的成熟组件。
PES：背板行业未来的挑战和重点是什
么？ 

SD：循环性正日益成为太阳能行业需要解
决的问题，我相信可循环利用的设计理念
将会影响价值链的每一个部分。  从我们
的角度来看，我们将继续探索背板闭环回
收流程的潜力，并相信这将推动无氟背板
的进一步采用。 
AA：现在 HJT 电池技术出现了一种有趣
的趋势，即需要背板提供更高程度的防潮
保护。为此我们开发了几种基于铝和无铝
的解决方案，彩色和透明版本根据客户的
需求均具备不同程度的 WVTR 级别。
此外，双面市场的透明背板最终获得了能
直接与玻璃/玻璃一较高下的大量需求，
其优点是组件生产过程更简单、更快速，
电池破损率更低。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Coveme 
非常荣幸地成为第一家推出全系列可回
收背板的转换器厂商，该背板采用 DTF 
r-PET 薄膜制造，消费后可回收的材料最
低占 33%，这些材料有助于光伏组件的
生态可持续性，并有助于减少碳排放量。 
PES：您认为这个市场上可持续性的未来
趋势就在于可回收材料吗？

AA：材料回收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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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涉及 EoL 时，但是为了从整体上推进
可持续性，还必须考虑材料采购、生产过
程、运输和安装的环境影响。 
Coveme 已经并将继续对新技术进行
大量投资，这不仅会保证我们产品的质
量和可靠性，而且从环保角度来看也是
有益的。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已经委
托对我们的光伏产品进行 LCA 研究，该
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中，并计划在年底发布
我们的第一份可持续性报告。
PES：你们认为可以在不牺牲质量的情况
下实现可持续性吗？

SD：无论我们是使用一次性包装废弃物
中的回收材料，还是寻求对背板采用闭环
流程，关键是要选择正确的回收技术。 
机械回收的材料永远不适合背板这种要
求苛刻的应用场景，但我们已经证明使用
我们的 LuxCR™ 工艺可以将消费后可回
收的材料加入背板薄膜中，且不会对材料
属性造成任何损害。通过我们对背板闭
环回收利用的初步试验，我们还证明了使
用单体回收工艺回收背板中的 PET 成分
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我们相信，单体回收工艺可以产生新的原
材料，其属性与原始材料并无区别，我们
现在的重点是物流和经济方面在未来是
否可行。
AA：凭借使用 DTF 的 rPET 制造的 
dyMat® ECO 系列产品，Coveme 成
为全球首家向太阳能组件制造商提供由
再生聚酯 (rPET) 制成的 1000VDC 和 
1500VDC 背板的光伏供应商。dyMat® 
ECO 产品与 Coveme 的标准产品都经
过了同样全面的测试和认证，这意味着光
伏制造商现在可以向市场提供有性能保
证的、含有可回收成分且碳排放量低的太
阳能组件。
PES：对你们二位来说，是否有计划继续 
DuPont Teijin Films 和 Coveme 迄今为
止的成功合作关系？ 

SD：当然，我非常相信全价值链的开放式
创新，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可持续性挑
战方面。我觉得 DuPont Teijin Films 和 
Coveme 非常适合解决太阳能行业的一
些重大课题，比如提升循环性的需求、双
面技术的日益采用以及将组件制造重新

迁移回欧洲和美国。 
AA：在地缘政治和技术因素不断变化并
影响全球决策的光伏市场环境下，与拥有
相同行事方法和优先事项的可靠合作伙
伴保持战略合作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将

继续加强合作，以应对产品技术、可靠性
和大批量需求方面的新挑战。

     www.coveme.com 

     www.dupontteijinfil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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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各种 PET 薄膜各有不同，正是科学和
制造领域的专业知识的结合使得我们的产品成

为了这一市场中备受信赖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