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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雒兴伏发电之未来
崔容强，汪建强，孟凡英，徐林，沈文忠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太阳能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２４０）
摘要：２００７年中国和世界太阳能光伏发电在技术、产业、市场和资源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展望太阳能
光伏发电的未来，应当重新审视光伏发电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战略地位；建议把支持光伏发电的快速发展和实
施大规模应用作为应对当前和今后国际能源涨价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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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前景展望

年降价５％。基本符合２００４年德国可再生能源法

２００８年初，世界光伏业著名杂志《光子国际》
（Ｐｈｏｔ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太阳能
光伏发电的美好前景（表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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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２００７年光伏组件的成本构成及光伏发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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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池年产量，ＧＷ

在２００８年１月，《光子国际》（Ｐｈｏｔ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杂志发表的名为“精细分析及展望（Ｒｅ—

表１全球光伏发电产业展望

年份

要求光伏组件降价的速度。

１０．２ １５．１ ２０．５

电价构成。基于２００７年全球晶体硅光伏组件各

１．７

２．６

４．０

６．１

年增幅，％４４

５８

５３

５４

６６

４８

３６

工序最低生产成本（包括长晶、切片、光伏电池、

组件平均出厂价，美元·Ｗ’１ ３．５

４．１

３．９

３．６

３．５

３．３

３．２

封装等工序）及最低的硅材料平均成本。光伏组

组件平均销售价，美元·Ｗ４ ３．７

４．３

４．１

３．８

３．７

３．５

３．３

组件价格年增幅，％

１４

１６－５

＿４－４－６

件的成本已可以降到１．３一１．９８美元厢．见图１

－７

光伏系统装机平均价榭

７．Ｉ

７．８ ７．５

７．０

６．６

９—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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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６７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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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２。

美元·Ｗ４

系统装机价格年增幅，％

－２

全球光伏产业总产值，

１２

２０

３０

９４

１２１

１０亿美元
数据来源：Ｐｈｏｔ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

以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为基数．２００７年全球光
伏电池的产量已达４．０ ＧＷ。预计２００８年全球生
产光伏组件将达到６．１ ＧＷ。２０１１年将达２０．５
ＧＷ。即在４年后，全球光伏年产量将是２００７年
的５倍多。光伏组件的市场销售价格将由２００７年

的４．１美元脚降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３美元厢。即未
来４年间将降价０．８美元／Ｗ，降幅达２０％，平均每

圈１晶体硅光伏组件最优制造成本（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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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Ｐｈｏｔｏｎ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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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伏发电之未来

测图，由图中可见：全球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与常
规能源的比例。在２０１０年约为１：９。２０２０年约为
２：８，２０３０年约为３：７．２０４０年约为４：６，２０５０年约
为５：５，而到２１００年将达到８：２。因此及早研究我
国未来能源的供应，准确把握方向。调整能源供应
结构已经是非常紧迫的任务田。
随着太阳能级硅材料能耗下降以及光伏电池
效率的逐步提高。晶体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
投资回收期有可能由现在的３年降到２年甚至１
图２晶体硅光伏组件平均制造成本（Ｂ）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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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Ｐｈｏｔ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

年，薄膜非晶硅／微晶硅电池光伏发电系统的投资
回收期目前已经降到１年以内。因此，有人说“做
光伏发电消耗的能量永远收不回来”的论点是没

预计到２０１０年晶体硅光伏组件的成本可以

有依据的。按其工作寿命为２５年计算。光伏发电

降到１．０—１．５９美元用。如果这样，那么在２０１０

系统能量的增值效应可达１２．５倍之多，是一种不

年，安装在阳光资源丰富的地方（每年每千瓦并网

需要核燃料的“太阳能增值堆”。从某种意义上来

型光伏发电系统可发电１

ｋＷｈ）的晶体硅光

说太阳能光伏发电是迄今为止最为理想的发电方

伏发电的成本可以达到０．１６～０．２２美分，ｋＷ驴。进

式。２００７年全球装机容量已达１１ ＧＷ，太阳能光

行最优化配置后．可以降到０．１３美分＆Ｗｈｏ而安

伏系统装机容量占０．０６％。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

装在阳光资源不太好的地方（每年每千瓦并网型

来看，预计２０２０年将达到１．１％，２０５０年以后将

光伏发电系统可发电１

达到５０％，详细数据见图４ｔ１Ｉ。

５００

０００

ｋＷｈ）的晶体硅光伏

发电的成本可以降到０．２２—０．３０美分／Ｉ【Ｗｈ．进行
最优化配置后可以降到０．１８美分／ｋＷｈ，也就是说
并网型光伏发电的电价已快速接近商业用电的电
价水平。
２能源结构预测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全球煤炭只能使用２２０
年，油气开采峰值位于２０１２年．并将在３０～６０年
内耗尽，本世纪全世界能源结构将发生根本的改

图４展望光伏发电系统安装量占全球电力消耗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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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图３是一张比较经典的世界未来能源结构预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３战略地位
光伏发电是利用半导体的光生伏打效应。由
进入光伏电池的太阳辐射光子（Ｅ＞＝Ｅｇ）直接激发
出电子，输出光电流。光伏发电的广泛性、永久性、
无限性、清洁性、安全性和灵便性的特点是没有一
种现行的发电方式可以与之比拟的。太阳能光伏
发电有周期性、随机性、间歇性等特点。但如果配
上可靠的蓄能装置（如抽水蓄能、蓄电池、超级电
容、超导蓄能、制氢蓄能等）以后，它就是一个稳定可
图３世界未来能源结构预测图
Ｆｉｇ．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数据来源：２００４年欧洲ＪＲＣ预测本世纪内全球常规
能源及新能源发展趋势）

靠的能源。由ＳｏＥ＋ＳｔＥ组成的分布式供电网可以满
足任何地区的能源需求。这就是人类未来理想的太
阳能供电模式。表２是对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战

￥注：计算中设定的并网型晶体硅光伏电池发电系统工作寿命设定为２５年，ＢＯＳ配套系统价及安装费均已包含其中。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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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略地位的简要表述阳。

电气化。充分利用蓄能技术，以充电站取代加油

表２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战略地位

ｎｅ

Ｔａｂｌｅ ２

类型

ＮＯ

站．将是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的终极目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Ｖ Ｐｏｗｅｒ

功用

ＮＯ

类型

价格：＜１美元厢。

功用

１０战略储备能源☆※△

４新兴产业

１扶贫能源

☆

２军用能源

☆※

１ｌ景观能源

☆※

油价飚升和环保压力像两个发动机牵引着

☆

１２沙漠能源

※△

全球光伏产业的蓬勃发展。更多的世界五百强

※．

公司以及许多高科技中小企业开始关注光伏。

３便携式能源
４削峰能源

１３滨海能源

※△

５应急能源

☆※

１４道路能源

※△

６建材能源

☆※△

１５太空能源

☆△

７屋顶能源

☆※△

１６清洁能源

☆※△

８百姓能源

☆※△

１７安全能源

☆※△

竞争中快速成长。世界著名的德国Ｑ—Ｃｅｌｌｓ公

９分布式能源☆※△

１８和平能源

☆※△

司。日本夏普公司，美国Ｓｕｎｐｏｗｅｒ公司都拟定

往：☆独立能源／补充能源※并网发电／替代能源
△支柱能源

密集的资金，密集的高端技术以及众多的优秀
人才进入光伏领域，使得全球光伏产业在激烈

了在２０１１年前后年产量要扩产到１ ＧＷ。单条
电池生产线已从２５—５０ ＭＷ扩展到２００～５００

‘中国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的历程与其价格及

ＭＷ．德国ＧＰ公司已推出规模为１ ＧＷ的晶体

政府推动的力度紧密相关．要实现大规模光伏发

硅光伏电池生产线，光伏产业总收入从２００５年

电，大体上分为５个实施阶段。

１２０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００亿美元，预计

第１阶段：独立光伏系统

２０１１年达ｌ ２１０亿美元。光伏业作为一个新兴

容量：０．１～１００ ｋＷ。可满足边远无电地区用

产业已初见端倪。

电，无需远距离输电。

５技术进步

价格：３—５美元用。

２００７年光伏电池技术进步集中在高效率、大

第２阶段：并网光伏屋顶

面积、薄片化、大规模自动化生产。以及薄膜光伏

容量：１一ｌ

电池的产业化等方面。

０００

ｋＷ．在城市或乡村中并网运

行，提供削峰电力，利用建筑物屋顶、外墙和已有

美国Ｓｕｎｐｏｗｅｒ公司制成了效率达１１＝２２％的

的供电线路。节省土地和线路投资。实现家庭电气

全背电极高效单晶硅光伏电池：日本三洋公司的

化。国外正在推广，中国亟待开始。

异质结非晶硅，单晶硅光伏电池的效率高达

价格：２～３美元，Ｗ。

２２．３％（面积为１００．５ ｃｍ２）；日本京瓷公司的大面

第３阶段：沙漠光伏电站

积（１５０

容量：１ ０００。１００万ｋＷ，在阳光富集的沙漠、

光伏电池效率为１８．３％（正、负电极均由背面引

ｍｍｘｌ５５

ｍｍ，厚度１８０阻ｍ）高效多晶硅

戈壁建造并网光伏电站。充分利用阳光。改造沙

出）；美国的聚光多结砷化镓光伏电池效率达

漠。目前国外正在利用推广该技术实现工业电气

４２．８％（２０倍聚光）；德国弗朗和费实验室研制出

化，中国也有初步计划。

厚度ｄ＝５０ ｐＬｍ的超薄型单晶硅电池。光电转换

价格：１．５—２美元厢。

效率＂ｑ＝１６．７％。实现了做１ Ｗ光伏电池只需要

第４阶段：滨海光伏电站

１

ｇ硅的目标。多种在线流片式的晶体硅光伏电

容量：１万～１ ０００万ｋＷ，靠近沿海经济发达

池自动化生产设备及检测监控设备日臻完善。红

城市供电，节省输电成本，发展电解制氢、贮氢规

外技术、激光加工技术已经用于光伏电池生产，

模化生产、启动氢能经济和海洋经济，蓄能技术

新型浆料，新型封装材料也正在为提高光伏电池

进步。实现工业电气化。目前国外均未开始此项

的光电转换效率和可靠性做出贡献。４５０ ｋｇ的大

研究。

型多晶硅铸锭技术，切割厚度为１６０斗ｍ薄片硅

价格：ｌ～Ｉ．５美元／Ｗ。

加工技术正在实用化。日本Ｓｕｍｃｏ公司电磁铸锭

第５阶段：道路光伏电站

炉生产长达７ ｍ．重达３ ｔ的铸锭炉，其准备扩产

容量：１０～ｌ

ＧＷ。建设道路光伏顶棚电

到年产量１ＧＷ。效率高达９５％以上的ＤＣ／ＡＣ并

站，下面行驶电动车辆，发展电动交通，实现交通

网逆变器已经投放市场．容量大于１００ ＭＷ的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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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正在建设中。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轮薄膜光伏电池的研究
及产业化热潮正在兴起。日本夏普公司正拟建
１

ＧＷ的硅薄膜电池生产线；美国Ｆｉｒｓｔ Ｓｏｌａｒ拟建

１ＧＷ碲化镉薄膜电池生产厂：美国ＡＭ公司已
签订总容量远远超过ｌ ＧＷ的硅基薄膜电池线
供应合同。德国Ｅｌｅｃｏｍ公司、莱宝公司，日本钟
渊公司、富士太阳能公司，美国ＵｎｉＳｏｌａｒ公司等

国际光伏电池效率的实验室水平在不断提

Ｆｉｇ．５

效率／％

电池类型

研制单位

２４．７±ｏ．５

单晶体硅太阳电池

备注

澳大利亚新南４

ｃｍｚ

ＧａＡｓ多结太阳电池

３３．８

４２．８

于３０％预测．全球多晶硅原料２００７年产量为５

能源实验室

万ｔ，２００８年为７．４万ｔ。２００９年为１１．７万ｔ。２０１０

美国光谱实验室２０倍聚光

年为１７．４万ｔ，２０１１年可达到２１．３万ｔ（图６）。按

日本Ｓｈａｒｐ

２０．３：ｅ０．５德国弗朗霍夫

日本京瓷

ｌ

１００倍聚光
１．００２ｅｍ２

为先进的改良西门子法制造太阳级多晶硅技术、
粒状多晶硅生产技术及物理提纯冶金硅技术等将
使制造多晶硅的能耗由现在的２５０ ｋＷｈ／ｋｇ降到

２３３．３ｃ毋

３０．２８±１．２日本能源公司４ｃｍ２
１４．５（Ｉｎｉｔｉａｌ）±０．７美国ＵＳｓｃ公司０．２７ ｃ一

８０

ｋＷｈ／ｋｇ，甚至更低。新的年产万吨级多晶硅的

公司将不断出现，使太阳级多晶硅的售价逐步回
落。届时，硅材料产业只需少部分高纯多晶硅供应

１２．￥（Ｓｔｅａｄｙ）±ｏ．７
１９．９

照年均增长率接近５０％预计，２０１０年全球多晶硅
产量将达３３．５万ｔ。２０１１年将达４３．８万ｔ。届时更

研究所

ＣＩＧＳ

状况才有可能缓解，价格也可能回落。据德国《光
子国际》杂志２００８年１月刊数据，按照年增幅大

（ＳｐｅｃｔｒｏＬａｂ）

１８．３

２００７年全球多晶硅材料继续紧缺。售价进一

美国国家可再生标准光强

美国光谱实验室２４０倍聚光

４０．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

公司

（ＳｐｅｃｔｒｏＬａｂ）
４０．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年中国生产的多晶硅上市以后。多晶硅原料供应

９６倍聚光

美国ＳａｎＰｏｗｅｒ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步提升。预计这一趋势将延伸到２００９年。在２０１０

威尔士大学
背接触单晶硅太阳电池２６．８ｅ０．８

Ｗ

６硅材料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ＰＶ ｃｅｌｌ ｅｍ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非晶硅太阳电池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ｉｎ ｆ＇ｄｍ＆Ｃ．ｓｉ

（数据来源：Ｐｈｏｔｏｎ

表３国际光伏电池实验室水平效率表

ｌｎＧａＰ／Ａｓ

Ｔｈ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高。见表３ｆ２】。

多晶硅光伏电池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薄膜光伏电池和晶体硅电池产量表田

图５

均有制造薄膜电池设备或扩产计划。

美国国家可再生Ｏ．４１０ｃｍ２

ＩＣ产业．而大部分多晶硅将专门供应光伏生产。

能源实验室

硅材料产业革命即将实现１６］ａ＂ｑ。

１６．５ｘ，－０．５美国国家可再生Ｉ．０３２ｃｍ２

ＣｄＴｅ

能源实验室

多晶硅薄膜电池

１６．６±－０．４德国斯图加特大学４．０１７ ｃａ？

纳米硅光伏电池

ｌＯ．１ｘ＇－Ｏ．２

染料敏化电池

２ ｐａｎ厚膜

１１．０－ｘＯ．５瑞士洛桑高工（ＥＰＦＬ）０．２５
＞ｌｌ％

Ｈｒｒ

日本钟渊公司

２２．３

ｃｍ２

日本Ｓｈａｒｐ公司
Ｆｔ本兰洋

１００．５

ｃｍ２

（资科来源：国家发改委（２００７年中国光伏发展报告），
ＰＶＳＥＣ－１７）

预计晶体硅以外的各种薄膜电池总产量将
由２００７年的０．７ ＧＷ增长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１ ＧＷ．
２００９年１．５ ＧＷ．２０１０年２ ＧＷ，２０１１年达到２．６
ＧＷ。见图５。

圈６硅材料产量预测ｉｉｌ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ｌｌ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数据来源：Ｐｈｏｔ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
·９９·

万方数据

可再生能源
７市场需求

家在美国上市，浙江煜辉和江苏峻鑫在英国上市，

市场永远是光伏产业发展的基础。２００７年全

浙江昱辉在英国上市后又成功在美国上市）。截至

球光伏市场仍然是政府政策引导的市场。因为光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５日，８家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市值已

伏发电虽好，但价格很贵，所以欧、美、日等发达国

达到２００多亿美元（图７）。

家政府才出台“购电法”或“初装补贴法”等．从而

当日总市值
阿特斯

创造出了一个空前巨大的光伏市场。从市场规模
来看，２００７年德国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１．５
ＧＷ居世界第一，西班牙位列第二。意大利及欧洲

江苏林洋
南京中电
英利
常州天全
晶凄

国家普遍采用“购电法”．即以０．４～０．５欧元／ｋＷｈ
的高价收购光伏电量．收购价格２０年不变。在银

江西Ｉ．ＤＫ
尚德电力
０

５０

本，民众用自己的向阳屋顶或闲置空地安装光伏
发电系统，作为一种投资环保和能源节约行动。日

１５０

１００

行贷款和多项财税政策的支持下调动了民间资

２００

２５０

亿美兀

图７中国在美国上市光伏企业市值一览表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Ｖ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ＵＳＡ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

本政府利用新阳光计划．在１０年内采用“初装补

至２００７年中国已经拥有６００多家光伏企业

贴法”摸索同网同价的经验。即民众安装的光伏屋

和研发单位。其中光伏电池厂约为７０家；光伏组

顶系统上网电价与自己用电电价相同，多发电少

件厂近３００家；光伏应用产品公司５０多家；多晶

用电则可从电网获得回报。这在电价昂贵的日本。

硅材料厂近３０家：拉晶铸锭及硅片加工近５０家；

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中，在日本政

超白玻璃、ＥＶＡ、接线盒、焊带及配套材料厂５０多

府零补贴的情况下。日本民众自己安装的３～５ ｋＷ

家；光伏设备（清洗机、层压机、测试台、扩散炉、印

光伏屋顶每年约有６。７万个。随着光伏组件成本

刷机、网板加工等）制造公司约５０家；参与光伏技

下降，１３本的光伏市场一定会随之扩大。美国和韩

术、产品研发的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约５０个，就

国是全球普遍看好的、继欧洲之后的又一个巨大

业人员已超过１０万人。

的光伏市场。美国加州政府首创“加州百万太阳能

（１）２００７年中国光伏元素的主要贡献１８１，【姗

屋顶计划”，加州州长施瓦辛格说，这项计划实施

①生产光伏电池约ｌ ＧＷ，年增幅达２００％，

后。其效果相当于加州地面上减少了一百万辆汽

产能达２ＧＷ（含薄膜电池）；光伏组件产量约２

车的ＣＯ：排放量。虽然２００７年美国国会尚未通

ＧＷ，产能３ ＧＷ。

过推动美国光伏市场的法案．但像加州这样积极
扩充光伏市场的州已多达１０多个。总的来说，纵
观欧洲、日本、美国和韩国等光伏发展情况。２００８
年全球光伏市场前途依然是一片光明嘲·嗣一。

②生产多晶硅原料ｌ

２００

ｔ，年增幅４００％。物

理提纯冶金硅２０００ｔ。

③生产冶金硅约１００万ｔ（自用６５万ｔ，出１３
４５万ｔ）。

据世界银行统计：至２００７年世界上还有１５

（多已有单晶炉２ ０００台，铸锭多晶硅３００多

亿人口无电。若按人均需１０ Ｗ光伏电池作为最

台，切片机６００多台。已建成数万座光伏路灯以及

基本照明用电计算。至少需要有１５０亿Ｗ电量。

多座ＭＷ级光伏电站．太阳能交通信号灯已经普

并且成为消除贫困所必须的市场。

及。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

８中国光伏元素

发展速度。

２００７年中国光伏电池年产量约为１ ＧＷ。占
世界的１／４，仅次于日本和欧洲，位居全球第三。
多晶硅产量正以４００％的速度倍增．所以中国光

（２）预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光伏发电的巨大发展

①生产光伏电池９ ＧＷ，其中薄膜太阳电池
１ ＧＷ。

伏元素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活跃、最具潜力、而又不

②生产多晶硅原料８万ｔ。

易琢磨的光伏元素。自２００５年无锡尚德施正荣博

③生产单晶硅及多晶硅硅片８ ＧＷ。

士率先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以后，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年中国单晶硅电池和多晶硅电池的平

年，陆续共有１０家中国光伏企业在海外上市（８

均效率比２００６年提高约ｌ％，先进的单晶硅电池

·１００·

万方数据

崔容强．等

太阳能光伏发电之未来

平均效率达１７．２％，多晶硅电池１５．６％。显然与国

【２】李俊峰，王斯成．２００７年中国光伏产业报告【Ｍ】．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０—１３

际先进水平尚有一定差距。其中也有原材料硅片

ｆ３１围家发改委／世界银行／ＧＥＦ，｝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

质量参差不齐等原因。

所．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所．２００５年第一届中国太阳

２００７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司等许多部

能级硅材料研讨会会议论文集｛Ｃ】．上海：上海交通大

委在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组织
了一些有利于光伏发电研发和示范应用的项目。

学．２００５．

［４】国家发改委／世界银行／ＧＥＦ，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

也出台了一些有利于光伏发电上网的改革法。但

所．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所．２００６年第二届中国太阳

依然缺乏光伏“上网电价”或“初装补贴”等更为明

能级硅材料研讨会会议论文集『Ｚ１．新余：江西新余赛

确的配套政策。以至于我国国内光伏应用市场始

维ＬＤＫ．２００６．

【５】

终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需要陬［９１。

囝家发改委／世界银行／ＧＥＦ，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

所。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所，２００７年第三届中国太阳

９结语

（１）光伏发电系统是一种不需要核燃料的太
阳能“增值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阳能光伏发
电是迄今为止最为理想的发电方式。若与储能技
术与电力平衡技术相结合，光伏能源就是一种理
想的战略能源。

能级硅材料研讨会会议论文集【ｚ】．峨眉：四川蛾眉半
导体材料所（厂）。２００７．
［６】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万吨级太·阳能硅发展规划调
研报告一上海市科委项目专项ｆＲ】．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太阳能研究所，２００７．

【７】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上海市十万个太阳能屋

（２）中国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硅矿石资源和
劳动力资源以及未来巨大的光伏市场，已初具光
伏发电的产业基础。这些因素必将助推国内光伏
发电业的大规模发展．使选择光伏能源作为中国
和平发展的基本能源战略，完全成为可能。
（３）能源问题是国计民生的大事．一定要反映
“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
生能源法》确立了中国的“国家意志”是依靠可再
生能源复兴中华民族。政府行为可以加快可再生

顶（－１２．程）计划预可行性研究报告（ＷＷＦ）［Ｒ］．上海：上
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２００５．

【８】王长贵，崔容强，周篁．新能源发电技术ｆＭ】北京：化学
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９】喜文华．实用太阳能１二程技术【Ｍ】．兰州：兰州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１０】崔容强，赵春江，吴达成．并网型光伏发电系统【Ｍ】．
北京：化学丁、渺小愤社．２００７．

“自吸式液浆抽运罐车”
解决召气池出料难

能源市场化．尤其是将加快光伏发电产业的市场
化和大规模应用。中国已经具备实施百万个光伏

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廉，抽运方便，免于较

屋顶、百万千瓦光伏电站等重大示范项目的基础。

大维护的新普“自吸式液浆抽运罐车”（见广告彩

（４）近６年来国际光伏发电产业一直保持

页）解决了河北省及周边地区沼气池抽运料液难

４０％～６０％的年增幅．不仅表明政府主导的光伏市

的问题。用户反映良好。该罐车是衡水新普沼气工

场有效，也表明民众对光伏发电的青睐。常规能源

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有关院校经近１０年研究

涨价曲线以及人均收入上升曲线总会和光伏电价
下降曲线相遇。每瓦光伏发电ｌ美元，每ｋＷｈ光

的专利成果，达到了国家（ＱＣ／Ｔ６５２—２０００吸污车）
标准要求，系统真空度一０．０５０ＭＰａ，进行ｌ ０００次

伏电力６美分的目标并不遥远。

作业循环．可靠度不小于９５％。最大特点是罐车

（５）可以预期，中国光伏的前景，一定非常光

与拖拉机、三轮车可用时结合，不用时分离，填补

明。中国的光伏产品一定会像古代中国的丝绸、茶

了国内真空器具与动力机械分解使用的空白。非

叶和瓷器一样独具特色．也会像现代中国的服装

常适合农村拖拉机、三轮车配套使用。
２００６年“新普自吸式液浆抽运罐（车）”经河

和鞋帽一样既富足自己．又惠及世界。

北省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鉴定：
２００７年被评为“中国第２届可再生能源及节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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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技术博览会”优秀产品奖。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连续
在河北省政府采购的“沼液吸运设备”中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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