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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您好，Maxime，欢迎再次接受 PES 
的采访。或许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概况，
谈谈您对太阳能光伏市场的看法。全球光
伏市场的规模有多大？是否有某个国家或
地区在这方面表现特别成熟？  

Maxime Boiron: 在过去 10 年间，全球
太阳能市场稳步发展，装机容量年同比平
均增长约 15%，2021 年总装机容量接近 
1.6 亿千瓦。根据 Wood Mackenzie 分
析公司的报告1，2022 年全球装机容量将
增长 25%，到年底将接近 2 亿千瓦。 

现在，如果我们展望未来 10 年全球的
整体需求，还可以预见全球所有地区都
会呈现出增长趋势。同样，根据 Wood 
Mackenzie 的预测，从 2022 年到 2031 
年，全球太阳能光伏装置的年均增长率将
达到 8%。 

尽管欧洲和美国的太阳能光伏市场比较
成熟，但这些市场将迎来最快的增长，从 
2022 年到 2031 年，欧洲市场的增长率
预计将从 11% 增加到 15%，而美国的增
长率甚至翻番，到 2031 年达到 22%。   

PES：太阳能光伏市场的发展趋势是什
么？是否会有创新技术问世？ 

MB：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太阳能屋
顶产生的功率密度在不断增加，目前在一
些国家/地区每个光伏组件的峰值功率最
高可达 600 Wp。系统所有者希望制造商
能够让他们用更少的屋顶空间产生更多
的电能。 

1  2022 年第一季度全球太阳能光伏市场最新展望

作为全球多平台组件级电力电子 (MLPE) 
技术领域的领先企业，APsystems 敏锐
地察觉到这一趋势，推出独特的多组件微
型逆变器系列产品，满足对更高的光伏输
出功率的需求。 
另一项举措是满足太阳能光伏价值链中
所有相关方对最高安全性的需求，包括从
监管和检查机构，直到最终用户以及资产
管理、安装、项目开发和 EPC 中涉及的所
有太阳能专业人士在内的一切相关方。 
因此，自带创新属性的微型逆变器提供了
一种端到端的全交流网格互联解决方案，
一经推出就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多数屋顶
市场中得到迅速采用。 
与传统组串式逆变器相比，这种微型逆变
器具有以下几个优势。首先，微型逆变器
以并联方式运行，因此屋顶最高直流电流
不会超过 45 伏，而这就是每个光伏组件
的实际直流电流，所以能够降低屋顶发生
火灾的风险。如果使用组串式逆变器，屋
顶全部光伏组件产生的直流电流加起来
可高达 1000 伏，火灾风险显然更高。 
还有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随着“产消合一
者”的出现，自耗电模式取得了发展，即
消费者希望掌控自己住房所产生的电能
的管理方式，制造商在这方面也需要进
行创新。 
但太阳能专业人士也需要在线上充分掌
握其安装车队的动向，以便通过远程解决
可能出现的问题来降低运营和维护成本。
就逆变器制造而言，这种趋势要求在产品
平台上集成越来越来的 ICT。 

在 APsystems 的创新设计流程
中，通信技术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APsystems 将旗下全系产品升级为
高速无线 Zigbee 通信，一直是这方面的
开拓者。Zigbee 通信的速度最多要比传
统电力线通信 (PLC) 快三倍，可打造本地
双向 2.4GHz 网状网络，供微型逆变器和
网关之间进行快速可靠的数据通信。 
这样一来，每位系统所有者或安装商都能
通过 EMA 监控门户免费访问可靠的组件
级光伏生产数据。该数据会被加密，从而
确保由我们的安装商和最终用户处理的
所有生产数据具有最高的安全性。
最后，我们还需要让我们的产品与电网交
互，这就要用到一种通常被成为无功功
率控制 (RPC) 或无功功率因数管理的功
能，公用事业公司越来越需要这种功能，
目的是更好地管理电网中的光伏发电高
峰并推动实现并网。包括德国、美国、意
大利或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地区存在着
这种需求，这一趋势逐渐蔓延到了全世
界。   
PES：贵公司最近的 IPO 给公司战略带来
了哪些变化？您认为这会产生哪些优势？   

MB：APsystems 今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这为公司今后几年带来了更大的发
展前景。但是，APsystems 发展历程中这
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举措并没有改
变公司的基本战略，我们始终采用双管齐
下的战略，一方面大力投资研发，另一方
面保持足够的敏捷性，灵活应对变化莫测
的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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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PES 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探索快速发展的光伏市场，他们有幸采访到 APsystems 全球营
销总监 Maxime Boiron，聆听了他对逆变器技术发展前景的看法。 

Maxime Boiron



IPO 当然也会促进公司加快战略落地，
专门对研发、工程、质量和服务方面进行
投资，同时不断扩大本地团队的规模，以
及推出创新的产品平台，例如即将发布的
交流电储存解决方案，为现有产品组合提
供补充。
公司在过去 12 年间得到了快速发展，同
时自 2012 年以来每年都能实现盈利，这
主要归功于这些年加入公司并对公司予以
信任的数百位高素质的敬业员工，正是他
们的辛勤工作、不屈不挠的决心以及超乎
常人的耐心，让公司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PES：AP Systems 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
渗透率如何？   

MB：这些年来，我们的业务扩展到世界
各地，在各大洲成立了专门的团队和业务
部门。迄今为止，APsystems 已有超过 
200 万千瓦的产品销往 100 多个国家/地
区，所售 MLPE 设备连接着 200 多万个
组件，预计 2022 年的增速将超出市场平
均水平。 
公司在荷兰和法国成立了专门的业务部
门，为欧洲地区的客户提供支持，欧洲团
队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在销售和客户支持
方面招聘若干岗位，雇用当地人支持业务
发展机会、物流和营销活动以及技术服
务，从而拉近与客户的距离。
PES：贵公司研发部门的组织结构是什
么？   

MB：APsystems 的宗旨始终是创新，迄
今为止已获得超过 116 项专利。我们的研
发中心坐落在上海郊区，主要由软硬件设
计工程团队、认证团队和测试部门组成，
我们专门从事研发的员工正越来越多为
全球市场带来品质一流的产品。   
PES：您对 2022 年剩下的时间里的太阳
能光伏市场有什么预测，特别是欧洲市
场？   

MB：APsystems 在欧洲的增长之旅始
于 2015 年，当时 APsystems 联合创始

人兼董事长凌志敏与 APsystems 全球
业务部门总裁兼全球执行副总裁 Olivier 
Jacques 进行了会谈。当富有领导才能
和远见卓识的企业家遇到先进的太阳能
技术基础时，一段精彩的增长历程就此
展开。 

七年后的今天，我们公司已成为欧洲大
多数国家领先的太阳能光伏逆变器提供
商。2022 年，公司获得了 EUPD 在法国
和荷兰的顶级品牌光伏逆变器认证，这从
一个方面证明了我们的实力。EUPD 是一
家著名的全球市场调研公司，每年都会对
几个欧洲国家的数百家安装商进行访谈。 

APsystems 应本地要求和客户需求推出
新一代创新多组件微型逆变器平台，将
继续在住宅和商业应用领域为客户带来
巨大优势，这会使公司在欧洲的业务稳定
增长。2022 年，我们将微型逆变器的功
率提升了一倍，以满足更高功率组件的需
求，而且将我们推向市场的产品系列增加
了一倍。

太阳能专业人士现在可以选择新型单
相 DS3 系列产品，该系列提供从 600 到 
960 瓦的多个版本，可用于连接两个高功
率组件，还提供另外一款称为 DS3D 的单
相微型逆变器，功率可达 1800 瓦，能够
连接 4 个组件。 

此外，我们还将发布一个原生三相微型逆
变器系列 QT2，该系列可连接 4 个组件，
功率输出可达 2000 瓦。今年晚些时候，
我们还将推出 QT2D，该产品的功率为 
3200 瓦，可连接 8 个高功率组件，能够
更有效地满足中小型商用光伏细分市场
的需求。这一独特的产品组合将为客户带
来不折不扣的创新和成本效益。

PES：Maxime，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参
加这次访谈，我们期待不久后当您的市场
预测成为现实时再次对您进行采访。 

     www.apsyste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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