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专家

凭借背板迎来全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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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urans™ Solar 这个名字虽然对太阳能行业的一部分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这个名字背
后的人和产品组合对于许多曾与DSM Advanced Solar有过联系的人而言会非常熟悉。去
年，这家公司实现了翻倍增长，原因在于其新一代背板技术。这项技术在性能与可持续性方面
突破常规的同时，还保持了成本方面的竞争力。显然，市场行情已说明了一切。因此我们邀请
到了该公司的创始成员 Vivek Chaturvedi 做客我们的访谈，期待能够与他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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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欢迎再次做客 PES Vivek。能否请您
简要介绍一下 Endurans™ Solar？

我们的总部位于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是
一家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组织。

Vivek Chaturvedi: Endurans™ Solar
是 Worthen Industries 的子公司，后者
是一家美国的制造公司，自 1866 年以来
一直致力于应用科学和技术来开发各种
粘合剂、涂层、挤压薄膜和层压式产品。

除了设在美国国内的生产工厂，我们在欧
洲和中国也设有主要运营场所。实际上在
过去的 18 个月内，我们的共挤背板产能
几乎达到了先前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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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贵公司在太阳能行业里虽然相对比
较年轻，但您在该行业拥有很深厚的积
淀，对吗？
VC：我们其实都曾是 DSM Advanced
Solar 的老员工，这家公司在 2021 年出
让给了 Worthen Industries。所以，可以
说我们的 Endurans™ Solar 目前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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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内位于世界前列：既具备 DSM 著
名的创新和研发能力，又掌握 Worthen
Industries 的聚合物加工技术和该公司
将基于材料的解决方案加以商业化的悠
久传统。

都毁掉。

PES：Endurans™ Solar 是一家专业的背
板公司。在探讨贵公司的产品组合之前，
能否介绍一下背板如今为何如此重要？

PES：能否请您非常简短地概述一下
Endurans™ Solar 用于应对这项挑战的
背板技术和解决方案？

VC：背板在组件总成本中的占比虽然不
到 5%，但它在光伏太阳能电池板 25 年
以上的使用寿命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打个比方：假如造一座价值几百万美元的
房子，房子完全绝缘，而且与热量、雨水
和灰尘等外界因素完全隔离。但就算只
开一扇小窗户，也很快就会把家里的一切

VC：我们已经开发了两种具体的解决方
案。第一种是 Endurans™ HP，HP 代
表“高性能”，这种背板以一种新型材
料组合和创新工艺为基础，是传统光伏
组件的一种全新解决方案。第二种是
Endurans™ CB，CB 代表导电背板，让
高功率密度背接触组件能够更高效、更具

所以，随着组件效率的不断提高，以及产
品已经安装到了更多的极端气候地区，如
今光伏制造商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重要。

性价比。从住宅屋顶到电动汽车的各种场
景都可以使用这款产品 。
PES：我们先从 Endurans™ HP 说起吧。
它是为何而开发的呢？
VC：我们研发这项技术是为了直接应对
成本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让光伏组件中
包括背板在内的每个部件都面临着极大
的价格压力。我们发现大量主流制造商为
了节省成本而降低了背板保护层的厚度，
并在包括粘合剂的各层材料选择上做出
了妥协。
这样就会导致光伏电站的性能面临更大
的风险，失败率更高，导致总体回报降
低。这一点从客观来看，根据 IEEE 的数
据，所有的组件故障中大约有 9% 与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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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有关。且据估计，这一点在 2020 年
导致了 2.6 亿美元的投资资本损失。
PES：那么，贵公司的高性能背板为什么备
受青睐呢？
VC：原因有两点。一是背板以一种更高
效、更具性价比的新型材料组合为基础。
二是背板采用独特的一步成型共挤工艺
制造，因而具有极佳的防护性能。
PES：贵公司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共挤背板
领域的市场领导者。你们的技术是如何在
前人尽皆失败的领域取得成功的？
VC：我们通过共挤工艺制造的背板是基
于市面上最强大的核心层材料，这种材料
没有使用 PET，而是由一种名为高性能聚
烯烃 (HPO) 的改性功能聚合物制成。聚
烯烃的特质令其天然能够比 PET 更适合
用于提供长期保护，市场现在已经逐认识
到了这一点。
通过性能数据可以看出，我们的
Endurans™ HP 的水阻隔性更好，并且
机械性能的保持时间更长。现在全世界已
经安装了 2000 万个装有这些背板的组
件，过去七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出现任何故
障。事实证明我们的产品安全无虞。
PES：这项技术明显更有效。但性价比如
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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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我们明白，对于制造商来说，材料清
单的变动非同小可。但是即使风险继续上
升，传统的背板制造流程也无法再削减成
本。所以，我们开发了名为 Endurans™
HP D15 的旗舰产品来应对这一挑战。这
是一款终极“全能”产品，制造商可以通
过它在保证投资的同时实现成本的下降。
PES：那么风险降低了吗？
VC：是的，不仅背板本身的完整性风险降
低了，整个制造流程中的固有风险也降低
了。传统的层压式背板包含三张预制造的
膜，用粘合剂粘在一起，每张膜通常都来
自不同的供应商。这就给供应链带来了挑
战，而且材料的成分和质量难以控制。
而通过我们的共挤技术，我们就可以完全
控制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价值链。所有
东西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在一个单一流程
中制造成质量稳定的优质产品。特别是在
后疫情时代，这对于客户来说是一个巨大
的好处。
PES：谈到客户，能否介绍一下哪些客户在
使用贵公司的产品？
VC：这项技术现已经获得了广泛关
注。例如在日本，我们的长期客户夏普
(Sharp) 正在向当地市场推出使用我们
Endurans™ HP D15 的组件以用于住宅
屋顶，这可能是世界上要求最高、发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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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市场。此外这些组件还面向欧洲、中
东和非洲的太阳能电池板进行推广。
在印度，我们的 Endurans™ HP D15 背
板已被多家 1 级制造商采用。在北美，高
端组件制造商 Silfab Solar 是我们的客
户。与此同时在欧洲，Endurans™ HP
D15 背板在 SolarDuck 的海上浮动光伏
示范项目中被用于 CHINT 组件，正在接
受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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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背板不含任何氟、PFAS 或粘合
剂。这一点从客观来看，如果聚合物废料
中氟的占比超过 1%，焚烧的成本就会增
加六倍。我很高兴我们的背板在这方面没
有任何负面作用。
PES：最后，请问 Endurans™ Solar 及其
客户的前景如何？
VC：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提供一系列耐
用且有助提升太阳能组件性能的光伏聚
合物，从而成为客户的一站式服务商。
举例来说，自从去年我们接管 TomarkWorthen 合资企业的产品组合之后，我
们现在还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的绝缘
板、贴片和特种密封剂。
与此同时，我们的创新工作仍在继续，这
得益于我们更广泛的地域覆盖，使得我
们能够更快速地对客户和市场需求作出
反应。归根结底，市场情况瞬息万变，法
律法规在持续发展，客户需求也在不断变
化。我们的目标是持续引领潮流，以最好
的产品帮助客户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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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另一项关键技术是导电背板。贵公司
现在实际上也已经是这项技术的商业市场
领导者了。您能再多谈谈这项技术吗？

准光伏组件中使用了 Endurans™ CB，
还正在开发和测试各种新奇的的新型组
件概念。

VC：这是一条真正的开拓之路，因为我们
正在以多种方式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背
接触技术，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正面没有母
线、连接端和组件串，这一概念向来引人
注目，因为它可能产生 3% 的瞬时与持久
的能源产量增益，同时还能在光伏组件的
正面产生更好的美学效果。

PES：可持续性无疑是太阳能行业的一项
关键课题。贵公司的背板技术在这方面取
得了哪些成绩？

行业所面临的挑战向来都是如何更好地
平衡性能与成本从而推动大规模应用，我
们现在用 Endurans™ CB 背板解决了这
一问题。

VC：我们的背板技术可实现市场上最低
的碳排放量，而且可实现完全回收。虽然
背板的生产废料通常会被填埋或焚烧，但
我们的废料会重复利用。一旦 10 年后出
现达到使用寿命的大量组件，可回收的重
要性就会开始显现。

PES：Endurans™ CB 背板是如何解决背
接触技术的应用难题的，为什么？
VC：我们团队提出了独特的电池互连概
念，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光和电的损耗，
并且能提供目前可实现的最高的组件功
率密度。所以 Endurans™ CB 现在是全
球大规模生产的大功率背接触组件的重
要组成部分，使用了 MWT（金属贯穿孔）
和 IBC（交叉式背接触）电池。
PES：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项技术有哪些
应用场景？
VC：在住宅屋顶领域，我们的北美客
户 Silfab Solar 推出了 Silfab Elite
SIL-370/375/380 组件，这是一款采用
Endurans™ CB 背板的高端产品。在电
动汽车领域，我们的客户 Lightyear 正在
将该产品用于其 Lightyear One 车型的
集成光伏 (VIPV) 太阳能车顶。
另一家客户 Energyra 公司不仅在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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