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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参考 

美政府提出五大科研方向、五大重点举措 

美国政府近日发布了一份《2021 财年政府研发预算重点》备忘录，列出五大研

发方向和五大重点举措，以确保美国在国家安全、新兴产业、能源环保、生物健康

和太空探索等领域保持领先。 

这一最新备忘录首次强调美国科技领导地位正面临“不同寻常的新挑战”，因此

“必须认真和有效地加以应对”，这符合特朗普政府在科技领域“重竞争、轻合作”

的特色。  

在备忘录列出的五大研发预算重点方向中，美国安全位列首位，明确提出“对

手利用新兴和破坏性技术威胁美国”，因此要在和国家安全相关的四个领域加大投资，

包括：  

一、先进军事能力：如进攻和防御性的高超音速武器；弹性的国家安全太空体

系；现代化且灵活的战略性和非战略性核威慑能力；  

二、关键基础设施恢复力：如对极端地球事件、网络攻击、电磁脉冲攻击、供

应链攻击等威胁的应对能力；  

三、半导体：为未来计算和存储模式提供可信和有保障的微电子技术；  

四、关键矿产：开发循环和再处理技术、寻找替代材料、研发新的提取制造技

术，以确保稀土等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  

第二个科研方向是美国要在未来产业中取得领导地位。备忘录列出了 3 个重点。

第一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和计算。第二是先进通信网络和自动化。第三是先

进制造业，即智能和数字化制造及先进工业机器人技术等。这些产业涵盖了人工智

能、量子计算、5G、自动驾驶、机器人等多个新兴产业。  

第三个科研方向是能源和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备忘录把海洋和地球系统预测

列入其中，这反映出今年 1 月起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的气象学家凯尔文·德

勒格迈尔的风格。但鉴于特朗普政府反对气候变化和不断放松排放管制的立场，德

勒格迈尔的“个人喜好”能否最终体现在 2021 财年预算案中尚有待观察。  

第四个科研方向是健康和生物经济创新，包括生物医药、退伍军人保健、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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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3 个方面。  

第五个科研方向是太空探索和太空商业化，主要体现在美国计划 2024 年前再次

将宇航员送上月球以及将国际空间站商业化的努力。  

备忘录还提出五大重点措施： 

打造多元、高技能的美国科研人员；  

创建并支持反映美国价值的科研环境；  

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变革性研究；  

利用数据的力量；  

构建、增强和扩展战略性多部门合作。  

这些重点措施中，科研活动中的“美国价值”是德勒格迈尔主推的新内容，主

要体现在降低国家资助研发过程中的行政负担、提升研发诚信、打造安全和有包容

性的研发环境以及保护美国的科研财产。 

备忘录认为，美国保持科技领导力依赖于“在开放的研发生态系统与保护思想

和研发成果之间取得平衡”。但是，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无端打压和排挤外

国科研人员的做法正日益遭到科学界人士的强烈抗议。科学界普遍认为，打压某个

特定国家或族裔的科研人员破坏了国际合作，不利于美国科技发展。这份备忘录没

有就国际科技合作提出建议。  

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与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每年都会发布一份政府研发备忘

录，指导政府机构每年 9 月制定下一财年预算请求，美国总统将在来年 2 月将预算

案提交美国国会。 

  信息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uakpcc0GoSZL3qrEJkaiYQ 

 

德国最大的新能源研究平台 

据外国媒体报道：电化学储能是 21 世纪的关键技术。乌尔姆&卡尔斯鲁厄电化

学储能中心（CELEST）已经开始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 

CELEST 将知识导向的研究与实际开发和创新的生产技术相结合。研究中心结

合了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乌尔姆大学和巴登-符腾堡州太阳能与氢能研究中

心（ZSW）的 29 所研究所的专业知识。这组成了德国最大的集燃料电池，锂离子和

氧化还原电池的新能源研究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uakpcc0GoSZL3qrEJkai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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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ST 的目标是加强科学家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为新的跨学科合作铺平道路。

CELEST 还将与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德国和国外的行业协调联合活动，并发展

现有的合作。 

卡尔斯鲁厄和乌尔姆两个地点的科学专业知识相互补充，从原子规模的元素过

程实验基础研究到相关过程的多尺度建模，以及新的储存材料和实验室细胞的开发，

到最大的试验工厂。而欧洲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在 ZSW 的生产。 

通过“锂离子技术”，“超越锂的储能”和“电化学储能替代技术”三个研究领

域，CELEST 涵盖了电化学储能领域的所有当前主题。CELEST 的另一个工作重点

是与行业合作伙伴就技术转让，创新和新技术的商业化进行合作。此外，CELEST

关注初级科学家的教育，并建立了电化学储能领域的研究生院。 

新电池技术的重要性也是 KIT 和乌尔姆大学联合应用的重点，其卓越项目“超

越锂的能量存储：可持续未来的新存储概念”是这个合作的基础。该项目的目标是

推进基于丰富，廉价和无毒元素（如钠和镁）的电池技术的发展，从而减少对关键

资源的压力。巴登-符腾堡州太阳能和氢能研究中心（ZSW）和贾斯特斯李比希大学

也参与其中。 

  

信息来源： http://www.china-hydrogen.org/h2news/Foreignnews/2019-1-14/8344.html 

 

 

http://www.china-hydrogen.org/h2news/Foreignnews/2019-1-14/8344.html


 

4 

到 2035 年太阳能将成为最大的电力来源 

可再生能源公司 Statkraft 发布了其对全球能源趋势的第四次年度分析称，随着

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太阳能将在 2035 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力来源。 

报告中表示，太阳能光伏已经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能源，这得益于太阳能电池

板的生产成本不断降低以及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增加。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寿命成本

将在未来三十年内下降约一半，而风能将降低 40%。 

Statkraft 估计，到 2050 年，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将占发电总量的 70%，其中可再

生能源占全球电力行业的 80%以上。 

Statkraft 公司战略与分析主管 HenrikS?tness 表示：“我们的分析表明，可再生技

术的价格下降速度比大多数人预期的要快。在大多数国家，在需要新电力的情况下

安装可再生能源已经是有利可图的。在阳光和风力充沛的地区，建设新的可再生能

源很快将比现有的煤炭或天然气发电更有前景。” 

在其全球低排放情景预测中，Statkraft表示，2018年太阳能光伏产量增长了25%，

而到 2050 年，太阳能将满足全球约 40%的电力需求。与此同时，随着各国逐步淘汰

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风电将产生全球约 30%的电力。 

该公司表示，到 2050 年，全球的电力需求将翻一番，而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将

增加六倍以上。到 2050 年，全球电力行业将完成脱煤脱碳转型，而天然气将成为世

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Statkraft 表示，其分析显示，英国能源部门脱碳的最佳方式是全面部署太阳能

和风能。 

Statkraft 英国董事总经理 David 表示：“考虑到政府的零目标以及对陆上风电和

太阳能发电项目越来越积极的政治和公众情绪，我们期待在英国大力投资，帮助该

国实现脱碳。” 

信息来源：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70157-1.html 

 

   

加快部署储能、氢能等战略性前沿技术攻关 在能源科技革命中

占得先机 

 

中国的光伏行业正迎来快速发展期，或将在“十四五”期间扮演重要角色。国

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章建华透露，“十四五”期间要在推进清洁低碳转型上要有

新成效，加快散煤治理、清洁高效发展煤电，既持续壮大清洁产能、清洁能源产业。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7015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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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建华是在 8 月 31 日举行的“落实总书记视察黄河公司重要指示三周年学习交

流会暨中国能源发展高层论坛”上作出上述表示，他同时指出，国家电投作为行业

的龙头企业，要坚持绿色发展、持续推进光伏发电降本增效，带动产业升级，努力

为打造世界一流的清洁能源做文章。  

论坛由国家能源局指导，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主办。  

2016 年至今，国家电投党组全力打造全新的光伏产业，把国家电投建设成为光

伏核心技术的创造者、光伏完整产业链的集成者、光伏产业的领跑者。截至 7 月，

国家电投光伏发电装机达 1686 万千瓦，光伏装机规模、发电量稳居世界第一。  

青海省已经成为中国清洁能源的示范地，中国光伏国家电投旗下黄河公司支撑

了青海绿电 7、9、15 天的 100%清洁能源的供电计划，研发的电子级多晶硅产品质

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打破了国际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青海省能源局副局长独

金萍透露，青海的清洁能源总装机占比达到 88%，稳居全国第一，集中式并网的光

伏电站装机容量为 962 万千瓦，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当前中国正处在“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开篇的时期，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马培华指出，受到各种现实条件影响，现阶段还是要进一步扩大清洁煤发电的技

术，但要进一步面对空间问题、环境问题、发展问题，应该进一步把握住“一带一

路”的机遇，从多能综合加快转型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着手，切实推进能源“十四

五”的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关注“十四五”时期的能源发展。一是多能综合，优

化配置，光、风、水等清洁能源的生产与消费；二是积极推动交通领域的能源革命，

实现油气转变；三是国际合作，坚持以扩大开放为重要的途径。  

2019 年是中国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五周年。五年来，

我国能源转型深入推进，清洁低碳发展步伐加快，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提高 6.6 个百

分点，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升到 14.3%，天然气消费比重达到 7.8%，能源供给质

量不断提高，累计退出煤炭落后产能 8.1 亿吨，天然气产供主要体系建设有序开展，

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 7 亿千瓦。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王仲颖认为，减煤、控油、增气，跨越式发展可

再生能源，“十四五”是关键期，也是能源转型的转折点，可再生能源跨越式发展的

基础期。  

国家电投建设“世界一流光伏产业宣言”在会议期间发布，计划到 2025 年，国

家电投将建设装机规模最大、核心技术突出、行业全面引领的“世界一流光伏产业”。

到 2025 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 2800 万千瓦，装机总量达到 4500 万千瓦，保持世界

第一光伏装机规模。在供给侧，实现光伏与核、火、水、风等多能互补、电网友好

发展。在需求侧，实现光伏与氢能、储能、储热等相关能源转化延伸，推动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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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化石能源。  

王仲颖指出，“十四五”要建立生态能源体系，也就是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

系，要做能源结构和绿色电力的大文章，其中电力绿色化是建立生态能源体系、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利器。还要推动“三化”，即终端电气化、行业智能化、电

力绿色化。  

章建华表示，能源领域的智能化、去中心化态势凸显，以新能源和信息技术深

度融合为特征的能源革命正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全新的能源体系。“十四五”将是我

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步，在能源产业发展的具体过程

当中，要力争做到“四个新”。  

一是在保障能源安全上要有新做法。紧紧围绕我国能源安全的薄弱环节，大力

推进能源领域补短板的工作。加快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努力将国内的石油产量稳

定在 2 亿吨。加快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提高油气储备能力。统筹电源开发和

外输通道的建设，增强电力需求侧响应。加强调峰电源的建设，提升电力安全的保

障能力。  

二是在推进清洁低碳转型上要有新成效。务实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牵手对

外承诺，科学谋划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能源发展战略。加快散煤治理、清洁

高效发展煤电，即持续壮大清洁产能、清洁能源产业。  

三是在关键技术攻关上有新突破。紧跟世界能源科技发展的大势，集中力量突

破一批卡脖子的技术装备。加快部署储能、氢能等战略性前沿技术的攻关，努力在

新一轮能源科技革命当中占得先机。  

四是在深化能源体制机制的改革上有新进展。继续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推动形

成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机制，引导供需两侧自然互动。实时响应机制，持续优化市

场环境。激活民间活力，加快发展模式创新，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  

  

信息来源： http://www.china-hydrogen.org/h2all/storage/2019-9-3/9103.html 

 

燃料电池系统未来五大发展趋势预测 

 

目前，国内燃料电堆产业化功率密度（乘用车）已达到 1.8kW/L，实验室达到

3.1kW/L，乘用车系统使用寿命普遍达到 5000h，商用车达到 10000h，具备零下 30

度低温启动能力。  

http://www.china-hydrogen.org/h2all/storage/2019-9-3/91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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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 EVTank 联合伊维经济研究院在相继发布了加氢站、氢气制取、氢气

存储与运输等方面的研究报告后，近日再次发布《燃料电池系统产业链研究报告

（2019）》。在研究报告中，伊维经济研究院从产业链的角度梳理了燃料电池电堆、

双极板、膜电极、质子交换膜、催化剂、气体扩散层等产业链关键环节进行了深度

的研究和分析，并详细梳理了燃料电池产业链各环节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关于燃料电池系统，伊维经济研究院认为其关键部件包括电堆、供气系统等辅

助系统，关键技术包括水热管理技术、低温冷启动、系统的控制技术等。燃料电池

电堆是这个系统的核心，包括双极板、膜电极、催化剂、质子交换膜、气体扩散层

等部件。其中，催化剂、质子交换膜和气体扩散层集成在一起成为膜电极，它是堆

的主要部件。  

一、电堆  

电堆是发生电化学反应的场所。单体电池是由双极板与膜电极组成。按目标负

载需求，将多个单电池层叠组合，嵌入密封件，经前、后端板压紧后用螺杆紧固拴

牢，即构成燃料电池堆(简称电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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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堆工作时，阳极为氢燃料发生氧化的场所，阴极为氧化剂还原的场所，两极

都含有加速电极电化学反应的催化剂，质子交换膜作为传递氢离子的介质，只允许

氢离子通过，电子则在外部形成电流。工作时，电堆相当于一个直流电源，阳极即

电源负极，阴极即电源正极。实际上燃料电池电堆不是一个储能装置，而是一个发

电装置。  

在《燃料电池系统产业链研究报告（2019）》，伊维经济研究院将全球燃料电池

电堆主要供应商分为两大梯队，第一梯队主要是乘用车大厂，如丰田、本田、现代

等，其电堆功率均超过 100 千瓦，自供燃料电池汽车使用，不对外销售。第二梯队

以巴拉德、hydrogenics 等为主，欧美燃料电池商用车多采用其电堆，功率较低。同

时巴拉德、hydrogenics 等企业积极布局中国市场，采取技术合作、技术转让、合资

建厂、定向采购的模式，供应国内商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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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内电堆生产企业，伊维经济研究院在报告中归为三大体系：规模较大属

“巴拉德系”，发展模式选择引进巴拉德技术，通过合资建设生产线，购买巴拉德电

堆组件生产，主要供应国内商用车、物流车，代表企业有广东国鸿、大洋电机、潍

柴动力等；亿华通则通过产学研结合，自主研发，同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

创新，成为国内燃料电池供应最多的厂家之一；国内纯自主研发的代表企业主要是

新源动力、上海神力、明天氢能等，依靠与高校合作，产学研结合以及承担国家相

关课题，经过多年技术积累，形成了一定产能。  

 

    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发现，目前，国内燃料电堆产业化功率密度（乘用车）

已达到 1.8kW/L，实验室达到 3.1kW/L，乘用车系统使用寿命普遍达到 5000h，商用

车达到 10000h，具备零下 30 度低温启动能力。  

二、双极板  

双极板是电堆的多功能部件，其主要作用是通过表面的流场给膜电极输送反应

气体，同时收集和传导电流（多个单电池通过双极板串联）并排出反应的热量及产

物水。其重量约占电堆的 80%，成本约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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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极板材料目前主要是石墨双极板、金属双极板和复合板，伊维经济研究院调

研发现石墨双极板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石墨双极板耐腐蚀性强，导电导热好，但气

密性较差，厚度大且加工周期长，成本较高。另一方面，而由于乘用车空间限制，

高功率、低成本的金属双极板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目前国外已实现商业化利用。

复合双极板更适合批量化生产，但目前研发程度较低。  

 

伊维经济研究院认为石墨双极板技术成熟，目前主流供应商有 POCO、巴拉德

等。国产厂商主要有上海神力、上海弘枫、嘉裕碳素等公司。尽管石墨双极板已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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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实现国产化小规模使用，伊维经济研究院认为由于缺乏耐久性和工程化验证，且

生产工艺多为机械加工成型，成本难以降低。  

伊维经济研究院通过研究发现国外金属双极板技术成熟，已完成工艺验证，主

要供应商有德国 Dana、英国 Bac2 等。国内企业多数处于试制阶段，上海佑戈、上

海治臻新能源、新源动力等企业研发较为领先，并已尝试车用。安泰科技钛双极板

2018 年已实现量产，供应加拿大巴拉德。而复合双极板的研发目前还比较少，主要

研究企业为武汉喜马拉雅、新源动力等。  

三、膜电极  

膜电极是电堆的“电芯”，决定了电堆性能、寿命和成本的上限，成本占据电堆

60%以上。膜电极组件是集膜、催化层、扩散层于一体的组合件，是燃料电池单体

的最重要组件。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发现，目前，国际上已经发展了 3 代膜电极技

术路线：一是主要采用热压法，将催化剂浆料涂覆在气体扩散层上，构成阳极和阴

极催化层，形成“GDE”结构膜电极，总体性能不高；二是把催化层制备到膜上（CCM），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催化剂的利用率与耐久性，但催化层结构具有不稳定性；三是有

序化的膜电极，把催化剂如 Pt 制备到有序化的纳米结构上，使电极呈有序化结构，

获得坚固、完整的催化层，进一步提高燃料电池性能，降低催化剂铂载量。目前商

业化程度最高的是第二代 CCM 技术，第三代有序化技术还处于研发试验阶段，只

有戈尔公司实现量产。  

 

   伊维经济研究院在研究报告中分析认为目前膜电极市场主要被国外企业占据，

主流专业膜电极的供应商主要有 3M、戈尔、东丽等。巴拉德、丰田、本田等电池、

乘用车企业自主开发了膜电极。国产膜电极性能与国际水平接近，稍有差距，但在

批量化生产工艺和装备差距较大，国外已实现卷对卷的连续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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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业的膜电极供应商，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发现企业主要是武汉理工新能

源，主要出口供应普拉格，以及供应国内车企使用，是全球六大膜电极供应商之一，

其规模化量产年产量达到 12 万片，建成的自动化膜电极生产线产能达到 2 万平米/

年，未来预计建设到 10 万平米/年。大连新源也自主生产膜电极，主要是自用为上

汽的发动机配套。鸿基创能膜电极在建产能 10 万平米/年，2020 有望实现投产。此

外还有大连化物所、武汉汉喜马拉雅、苏州擎动等参与膜电极研发工作。  

四、质子交换膜  

质子交换膜是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的核心元件。从膜的结构来看，

质子交换膜（PEM）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磺化聚合物膜，复合膜，无机酸掺杂膜。

目前研究的 PEM 材料主要是磺化聚合物电解质，按照聚合物的含氟量可分为全氟

磺酸质子交换膜、部分氟化质子交换膜以及非氟质子交换膜等。伊维经济研究院在

研究报告中提到目前最常用的质子交换膜是美国科慕（杜邦）的 Nafion 全氟磺酸膜、

戈尔公司的 select 复合膜。  

 

质子交换膜国外已实现规模化生产，主流企业有戈尔、科慕、旭硝子、旭化成

等；国内技术水平与国外相当，但多处在中试阶段，能够批量化供应只有东岳集团，

已进入 AFCC（奔驰福特合资公司）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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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应用最多的全氟磺酸膜具有化学性能好、质子传导率高等优点，但其产品

的合成及磺化工艺复杂，成本高；此外全氟磺酸膜对温度和含水量要求高，以 Nafion

膜为例，其最佳工作温度为 70～90℃，过高温度会使其含水量急剧降低，导电性迅

速下降，因此电极反应速度难以提高，催化剂也容易中毒，从而损害电堆寿命。故

而部分氟化、无氟化、复合质子交换膜、高温质子交换膜为重要研究方向，它们加

工简单、成本低、稳定性更优。  

五、催化剂  

催化剂是燃料电池的关键材料之一，目前燃料电池中常用催化剂是 Pt/C，即由

铂的纳米颗粒分散到碳粉载体上的担载型催化剂。研究目标就是使燃料电池催化剂

的铂载量低于传统燃油车，国外催化剂铂载量达到 0.1~0.2g/kW，国内铂载量

0.3~0.4g/kW，离传统燃油车 0.05g/kW 还有较大下降空间。  

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认为催化剂海外企业领先，已经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国

内正起步。其中英国 Johnson Matthey 和日本田中（供应本田 Clarity）等是全球领军

企业。国内企业尚处于研究阶段，包括大连化物所、新源动力、贵研铂业等高校、

企业，大连化物所制备的 Pd@Pt/C 核壳催化剂，其氧还原活性与稳定性优于商业

化 Pt/C 催化剂；贵研铂业和上汽共同研发燃料电池催化剂，已获得一定成果。  

六、气体扩散层  

气体扩散层位于流场和膜电极之间，扩散层的材质是经疏水材料处理的碳基材

料（碳纸或碳布）。疏水材料的作用是防止水在扩散层孔中积聚，影响气体扩散。扩

散层的主要作用是为参与反应的气体和产生的水提供传输通道，并支撑膜电极。因



 

14 

此，气体扩散层必须具备良好的机械强度、合适的孔结构、良好的导电性、高稳定

性，因而所需碳纸、碳布必须具备优良性能。  

 

伊维经济研究院在《燃料电池系统产业链研究报告（2019）》认为国外日本东丽、

巴拉德、德国 SGL 等厂商的碳纸产品已经实现规模化生产，国内台湾碳能、安泰科

技（开始供应普拉格）实现批量生产，全球市场主要由东丽、台湾碳能主导。国内

其他研发主体主要集中于中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上汽集团等高校、企业，多受

制于市场需求规模小、技术不成熟等因素而不能规模化量产。  

在伊维经济研究院发布的《燃料电池系统产业链研究报告（2019）》中，还对燃

料电池系统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  

（1）燃料电池电堆降成本仍然是行业发展重点。在当前技术条件下，质子交换

膜、气体扩散层等加工成本主导的零部件可以通过规模化实现降成本，而双极板、

催化剂受原料成本主导难以通过规模化降本，因此需要更迭技术，探索低成本解决

方案。  

（2）电堆及零部件国产化进程加快。目前国内用于乘用车的金属双极板、膜电

极、质子交换膜、催化剂、炭纸生产能力较低，市场由国外企业主导。随着国内研

发投入加大，未来电堆生产技术及各零部件技术与国外差距将缩小，国产替代将加

速。  

（3）石墨双极板技术成熟，国内将迎来规模化生产。石墨材料将寻求性能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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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更低新型炭基材料，生产工艺由机械加工成型向模压成型转变。而随着乘用车

技术的进步，体积小、功率高更适宜批量生产的金属双极板前景广阔。  

（4）有序化膜电极技术是未来膜电极制备主流发展趋势。有序化膜电极能够解

决 CCM 技术催化层结构不稳定的缺陷，具有优良的多相传质通道，能有效降低铂

载量，并提高膜电极寿命。目前，行业内小范围实现量产，规模化量产仍面临水管

理等技术和制备难题。  

（5）降低催化剂铂载量或使用非铂催化剂是有效的降成本方向。一方面通过改

进电极，提高铂质量比活性以降低铂用量，开发核壳机构、铂合金或纳米结构的超

低铂催化剂；另一方面研究开发非铂催化剂，如钯基催化剂、非贵金属催化剂和非

金属催化剂技术。   

 

  信息来源： http://www.china-hydrogen.org/fuelcell/fcv/2019-9-5/9113.html 

 

专家视点：中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之路 

 

中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之路主要分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国汽车电动化的成

果和今后的挑战，第二是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必要性和前提，第三是中国燃料电池

汽车发展的机遇，第四是燃料电池汽车的示范与运行。  

首先是中国汽车电动化的成果和今后的挑战，从成果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产

量去年是 120 万辆，今年要创造 150 万辆，虽然大家对这个目标还有些疑虑，但是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里面超过 50%，中国目前在新能源汽车行

业里面是全球的主导者。而且纯电动是占 80%，通过中国几十年在纯电驱动这个方

面的努力，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站到国际的前沿。  

第二，产业链的发展，中国在电池、电机、电控方面在全球也有了一席之地。

我们在新能源配套的电池包领域中国的企业占有主导地位，前三名全都是中国的，

这也是中国汽车工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所得到的积累。  

同样在电机行业，目前给中国新能源汽车配套的领域，也是中国的零部件。当

然这里面包括一些功率电子元件还需要进口，但是零部件方面来讲，也是站到国际

的前列，这是这么多年的成果。  

第三方面是充电设施，中国在充电设施这一块走在全球前列，目前我们几家大

的充电的服务型公司在这一块也是走在国内的前列，有各式各样功能的服务行业。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通过几十年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里面，特别是纯电驱动的大力推

http://www.china-hydrogen.org/fuelcell/fcv/2019-9-5/9113.html


 

16 

进，在这个领域里面基本走到了国际前列，这也是中国几十年推动新能源产业政策

化的成果。  

但是，我们的成果其实同时也带来挑战，目前这个趋势能不能持续推下去？带

来的挑战是四个方面，一个是续驶里程的焦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消除，虽然

新能源汽车实用的续驶里程在 300 公里左右，但是同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

充电时间问题，快充技术在中国推起来还有很多问题。另外在成本费用这一块仍然

是高居不下，虽然与前几年相比有进步，但是还有很大的空间。另外就是辅助设施，

今年 6 月底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全部取消，但是对于充电设施补贴还存在，

我们看情况并不明朗，或者说并不是非常有希望，可以看看下面一行的字，从目前

的角度来说，纯电动汽车在国内保有量 280 万辆、290 万辆，到 2020 年全国有 500

万辆。如果 500 万辆新能源汽车有 80%是纯电动的话，将近有 400 万辆纯电动汽车

要充电，我们能做到 1：1 吗？我们目前的状态是 8：1、7：1，但这个还是有水分

的，很多的充电桩是不对公众开放的。所以对于整个新能源汽车是不是按照 2016、

2017、2018 年的速度发展下去，个人认为还是值得商榷的。  

特别是在充电单项领域里面，也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充电费用问题，充电费

用越来越高，不光是电费问题，服务商、停车场要收钱，费用越来越多。第二是充

电接口的统一标准问题，包括充电时间的问题，数量的问题，工艺的问题，智能充

电，包括一些快充和慢充的均衡性的问题，总的来说在充电这个领域里面其实还存

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深入地探讨。所以总的来说，我就觉得中国在

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里面，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取得了很多成

果，特别对于汽车行业来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也给大家带来了挑

战，是不是这个趋势还能继续下去？我觉得昨天有很多院士包括部委的领导也谈到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战略问题，其实中国推动新能源汽车这样一个战略对我来说不光

是节能减排，它背后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汽车工业的转型升级问题，这是我

们目前中国电动汽车的成果和今后的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挑战之下，我们谈燃料电池发展的必要性和前提，中国汽车工业

要想实现产业转型的话，中国的汽车工业一定要坚持纯电驱动，这个方向不能够再

加，也不容再讨论、争执，现在很多人讨论是不是要做混合动力，我觉得坚持纯电

应该不放弃。但是坚持纯电，看一看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区别在什么地方，

电气架构百分之百是一样的，所有纯电动汽车遇到的问题可以通过燃料电池来弥补，

同时推广燃料电池可以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总的来说，燃料电池汽车和纯电动汽

车并不对立，不存在谁要代替谁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说燃料电池是终极方向，各有

各的用处，根据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技术路线，我觉得它们相互互补，这是中国

发展的唯一机会。如果你想把中国汽车工业通过新能源汽车实现产业转型必须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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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其实在汽车行业里面缺少一个前提，能源行业能不能跟得上，我们也有

很好的前提，从能源架构角度来说，整个社会面临着能源结构的调整，今后无炭和

可再生两个关键词，在整个能源架构里面，氢能越来越体现出它巨大的优越性，它

可存储、可运输、可再生，它的来源是多元化的，从国际趋势上看得出来，在能源

架构调整里面大家对氢能的重视已经走到议程上来了，对这方面也有一些共识，大

家的疑虑越来越小，如果是想推动和辅助燃料电池汽车的前提。     

能源架构实现调整找到一个出破口，中国汽车行业想实现产业转型拿什么做突

破口？燃料电池、氢燃料电池，把能源结构作为一个抓手放到汽车产业里面，汽车

产业实现产业转型，要利用能源架构调整的机遇，两者匹配起来，这是在中国发展

燃料汽车的重大前提，前提实现了能够实现这件事情，中国要做燃料电池汽车，我

们有必要性和机遇来做这件事情。  

第三是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机遇，有必要性，第一个条件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

化的基础已经形成，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电池电机电控获得的成果可以作为燃料电

池非常好的技术，这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基本的基础是有的。  

中国在燃料电池汽车方面不是白纸，2000 年开始做，我们也做过世界上最大的

燃料电池汽车的集中示范运行，上海世博会 173 辆中国自己做的燃料电池汽车，集

中展示，我们形成了三条成果。一个是国内已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技术，我

们走了很长时间，形成了一定的经验，第二是整个的配套体系是有的，中国在这个

领域里面，能够找到所有的东西。第三个就是我们已经具备了百量级的整车的生产

能力，也具有了大规模运行的经验，这是中国发展燃料电池汽车的第二条。  

第三条，从整车来看，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国内所有的整车厂没有不做燃料电

池汽车的，因此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清楚，以前在国内做燃料电池汽车的主要

是上汽一家，商用车宇通做过一些，但是目前来看中国没有不做燃料电池汽车的。

这是第一条。  

除了整车厂下工夫，产业链上来说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产业链，关键材料、核心部件、系统和整车我们都有。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

问题，目前所有的关键材料和零部件，特别是从产业链的上游来说，我们不缺实验

室技术，我们缺的是批量化的产业技术。所以这一块我们正在发展过程当中，这是

中国发展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具备的前提条件。  

另外，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好处，是政策的红利。因为面向汽车和氢能产业的转

型，国家在政策这一块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战略定力，从国家层面来说，从中央政

府到地方政府都有相关的产业政策在支持，中国氢能和产业发展蓝皮书也出来了。  

第五，氢能对于我们来说，主要还是二次性能源，它跟电一样。这里面主要多

元化，我们氢气的来源最大的好处是多元。如果单纯用电解水制氢的话，电是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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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来的，肯定不清洁，如果利用气风气电做这件事情很可能就很节能。另外有些

地方工业副产氢特别发达，有些地方煤的资源比较多。从成本来说也没有统一的清

晰价格，各个地方来源不一样，经过的过程不一样。现在谈氢能源的价格，国家是

没有补贴的。如果是一个被补贴的价格跟没有补贴的价格来比较，也没有可比性。

总的来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五大机遇都有，从国家政策、产业链、整车的积极性、

能源架构调整、氢气来源的多元化来讲非常符合在中国发展。  

我们目前想做什么？燃料电池汽车的示范与运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在中

国要利用体制上的优势，形成三位一体的布局，国家要有战略、行业要有投入，包

括能源行业和汽车行业，第三个就是要做示范运行，基础和运用并举。运行非常重

要，做示范运行的目的是什么？示范运行的特点，在中国现在开始，这是目前布局

的主要情况，国内将近有 30 个城市和地区进行一定规模的示范运行，商用车先导，

公交物流作为主要区域，在特定场所、特定的用户下运行。有三大目的，第一个是

展现节能减排的意识和决心，从全球角度来说节能减排是大事，中国除了节能减排，

还要实现汽车工业的产业转型，这是中国政府的定力。第二是通过这样一个示范运

行来做市场和技术的滚动性发展，如果我们看看中国纯电动汽车的经历，这是中国

特色，是别人非常眼红的事情，这里面有一些弯路，但是走成了，在燃料电池汽车

这一块，通过示范运行的过程中要提炼技术，从整车到系统到部件到关键材料，一

环一环滚动式成熟技术，把实验室技术变成可商业化、市场能够接受的，经得起市

场考验的技术，这块技术是非常难的，所以在政府的支持下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

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高校界研究机构会说你们关键材料都没有搞清楚，

所有的技术都不过关，忙着做示范运行，整车厂就忙着做车，后面没有技术支撑，

这两者不矛盾，两个都要做，没有汽车行业的支持，没有从整车到系统到部件到材

料所谓的指标和性能的推导，技术材料往哪个方向走？哪些指标对行业是重要的？

怎么样排列科研的优先度？所以说这是应用来指导研究。如果我们只做车，不做基

础研究的话，最后的技术也是上不了市场的，也不可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在中国具有主导地位的完整的产业链，所以这两者并不冲突，个人来说示范运营业

要做，系统也要做，部件也要做，市场也要上，但是基础研究也不能够停，目前在

这一块有很多的讨论，国家的补贴到底补给谁，这里有很多商榷的余地，大家都可

以考虑自己的一些发展。  

总的来说，通过中国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的特殊体制的优势，可以在政府主导

下、政府支持下大规模的示范。我们可能不像当初十几年前推纯电动一样，全国遍

地开花，我们会找一些有地方积极性，有技术基础的地方率先展开规模化的示范运

行，这是中国特色，总的来说我们希望目前这一段，正正好好在中国，就是示范运

行的阶段。像北京、张家口、佛山、江苏都开展了一系列的示范运行，这是中国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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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趋势，我们的车型很多，数量很少，其实都是示范性的活动，在活动的背后是

比有政府的支持。  

我们目前发展燃料电池汽车跟发展别的汽车一样，要想被市场所能够接受，要

想由政策驱动变成市场驱动，最终还是成本。成本下不来，以市场为驱动是成不了

的，成本怎么能下得来？就是通过示范化的运行能够把成本降下来，从整个的发展

期间来说可以看得出来，电池纯电驱动，正好处在成长期，到目前为止远远谈不上

成熟期，燃料电池就在导入期，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靠什么？就是示范运行，只有

中国能够实现，国外实现不了。中国有这个条件，我们可以上，在上市场进行示范

的同时滚动我们的技术，成熟我们的技术，这也是中国在整个这个领域里面要想在

燃料电池汽车领域站住主导的地位，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所必须要经过的一个产

业化发展之路。  

  

  信息来源： http://www.china-hydrogen.org/fuelcell/fcv/2019-9-2/9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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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 

 

下一代太阳能电池能效创新高：能量转化效率 21.6%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官方网站近日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在太阳能电池能效转换方

面开辟了新的领域，人们借此可以窥见该技术未来的发展前景。 

该校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副教授托马斯·怀特、博士彭军(音译)等研究人员

创造了 21.6%的能量转化效率的新纪录，这是钙钛矿电池在一定尺寸上达到的最高

效率。这意味着注入电池的阳光中有 21.6%会被转化为能量。 

托马斯·怀特称，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目前安装在屋顶上的比较典型的太阳能

电池板的效率只有 17%到 18%。 

“太阳能电池的研发，主要基于三点，即让电池变得高效、稳定、便宜。”怀特

认为，“就此来看，钙钛矿电池是太阳能电池的未来，也是下一代电池的重点所在。” 

“就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而言，其现在的能量转换效率是富有竞争力的，而且成

本是其一大卖点。现在真正的挑战是使它们足够稳定，以便可以在屋顶上使用。例

如，它们必须能够在极端温度下使用 25 到 30 年。”怀特表示，其最终的目标是将这

些钙钛矿与硅结合成串联太阳能电池，“把这两种材料放在一起，可能会比单独一种

材料的效率更高”。 

怀特和他的团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改进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材料含有丰

富而廉价的化学元素，包括碳、氢、氮、碘和铅等。 

“目前 95%的太阳能电池是由硅制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但在未来 5

到 10 年内，其效率将达到上限。” 怀特说，“而要想制造出真正好的串联太阳能电

池，必须让两种电池尽可能高效地工作。因为硅不能变得更好，所以我们一直专注

于另一半的组成——钙钛矿。” 

新的效率纪录意味着钙钛矿电池现在每平方米可以产生 216 瓦的电力。 

怀特说:“当它们规模小的时候，就很难准确地测量它们，而且也不一定能代表

如果规模扩大会发生什么。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在许多人认为最小的尺度—— 一

平方厘米上是最高的。” 

为了达到这一创纪录的结果，彭军开发了一种新型纳米结构材料。“一种高效率

的太阳能电池必须能够同时产生高电压和高电流。”彭军说，“虽然很难同时实现这

两种功能，但电池中的纳米结构层使之成为可能。” 

该团队的研究成果得到了 CSIRO 光伏性能实验室的独立验证。该实验室是南半

球唯一一个被认证为太阳能电池效率达到国际标准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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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获得了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署的资助。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8878-1.html 

 

 

超薄太阳能电池的效率达到近 20% 

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中心（C2N）的研究人员与德国 Fraunhofer ISE 的研究人员

合作，通过在纳米结构背镜上制成 205nm 厚的 GaAs 超薄吸收层的新型太阳能电池

结构，获得了接近 20%的高转换效率。 

到目前为止，具有 20％效率的最先进的太阳能电池需要至少 1 微米厚的半导体

材料层（GaAs，CdTe 或铜铟镓硒），或者甚至 40μm 或更厚的硅材料层。厚度减少

从而缩短了沉积时间，进而节省了诸如碲或铟等稀缺材料的用量。但是，减薄吸收

剂会随之减少阳光的吸收和转换效率。电池背面的平面镜具有双向吸收通路，但其

本身并不能吸收。以往的捕获光的方式使得太阳能电池在光学和电学损耗方面的性

能受到很大限制。 

由 StéphaneCollin 和 Andrea Cattoni 领导的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与 Fraunhofer 

ISE 合作，在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中心-CNN（CNRS /巴黎 - 萨克莱大学）的研究

小组中开发了一种通过 205nm 厚的 III-V 族半导体砷化镓来捕获光的新方式。主要

是制造纳米结构的背镜，以在太阳能电池中产生多个重叠共振，即为法布里 - 珀罗

和导模共振。它们限制光在吸收器中停留更长时间，尽管材料量很少，但仍能实现

有效的光学吸收。由于存在无数共振，在从可见光到红外的太阳光谱的大光谱范围

内吸收得到增强。控制纳米级背镜的制造是该项目的一个关键方面。团队使用了纳

米压印光刻技术，是一种廉价，快速和可扩展的技术，用于压印溶胶 - 凝胶衍生的

二氧化钛薄膜。 

这种超薄太阳能电池还能进一步改善性能吗？发表在Nature Energy上的研究成

果表明，这种架构在短期内应能实现 25％的效率。即使现在还不确定该项技术的极

限是多少，研究人员仍然确信厚度可以进一步减少至少两倍而不会降低效率。GaAs 

太阳能电池受成本制约在商业化应用上还存在一定限制，因此研究人员已将这一技

术概念扩展到由 CdTe，CIGS 或硅材料制成的大型光伏器件上。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7338-1.html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8878-1.html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73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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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EL单结钙钛矿最新效率上升至 25.2% 

  

8 月，NREL(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更新了“电池实验室最高效率”图! 

一、单结钙钛矿电池效率提高到 25.2%  

单结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再创新高，达到 25.2%，相较于之前的 24.2%提

高了 1%!据显示，相应单位为韩国化学技术研究所 (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mical Technology)&麻省理工(MIT)，具体如下： 

 

图片下载地址：https://www.nrel.gov/pv/cell-efficiency.html 

中国的天合实验室、汉能旗下的 Alta 都曾因创造了世界最高效率，多次登上这

张“Best Research-Cell Efficiencies” 

二、钙钛矿电池的优缺点  

近几年，钙钛矿成为光伏电池研究的新宠，其研究人员也普遍获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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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钛矿电池曾经成为 2017 诺贝尔化学奖的大热门(详见：2017 诺贝尔奖的大热

门——钙钛矿光伏电池)； 

使刘明侦成为我国最年轻“国家青年千人”，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最年轻

的副院长(详见：光伏好青年：研究钙钛矿的美女学神!) 

1、钙钛矿的主要优势  

1) 转换效率潜力大、发展速度快 

从 2009 年到 2019 年的短短 10 年间，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从 3.8%

一下子跃升至 25.2%；而 2013 年 11 月美国科学家在最新研究中发现，新式钙钛太

阳能电池的转化效率或可高达 50%，远高于目前的晶硅电池理论上限。 

2) 电池制作工艺简单，成本低 

实验室中常采用液相沉积、气相沉积工艺、液相/气相混合沉积工艺，工艺简单、

成本低廉。今年 2 月，苏州协鑫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其在钙钛矿光伏组件技术

方面的突破性进展，认为钙钛矿 zujian 价格将低于 1 元/W。(相关内容详见：钙钛

矿使光伏组件成本低于 1 元/W?) 

3) 建筑一体化(BIPV)潜力大 

钙钛矿型电池属于薄膜电池，目前主要就是沉积在玻璃上，还可以通过控制各

层材料的厚度和材质来实现不同程度的透明度、颜色，更有利于跟建筑物融为一体，

有望成为高楼大厦幕墙装饰、车辆有色玻璃贴膜等的替代品。 

2、钙钛矿的主要劣势  

1) 材料有毒 

钙钛矿电池材料含有铅。 

2) 电池寿命不长 

目前，寿命最长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可达到 1000 小时，由华中科技大学和洛桑

联邦理工学院合作研发。而传统晶硅电池寿命一般可达到 25 年，比钙钛矿电池长得

多。 

3) 材料不稳定 

钙钛矿中的铅容易氧化使碘挥发，且当晶体遇湿时则易分解。如果我们使用钙

钛矿电池发电，它很有可能分解渗出流到屋顶或土壤中； 

三、钙钛矿电池备受资本青睐  

1、金风科技  

3 月 15 日，中国第一大风机制造商金风科技宣布，以战略投资者身份领投英国

钙钛矿太阳能发电公司牛津光伏有限公司(Oxford PVTM)D 轮融资，投资金额 2100

万英镑。 

2、三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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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长江三峡集团旗下三峡资本联合中国三峡新能源与杭州纤纳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宣布，三峡资本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注资纤纳光电，投资金额 5000 万人民

币。这家成立不足 4 年的公司，目前是全球钙钛矿太阳能组件光电转换效率的世界

纪录的保持者。 

3、协鑫纳米  

协鑫纳米已经率先建成 10MW 级别大面积钙钛矿组件中试生产线，完成了相关

材料合成及制造工艺的开发，并已开始 100MW 量产生产线的建设工作，计划于 2020

年实现钙钛矿光伏组件的商业化生产。 

协鑫纳米的 10MW 中试生产线所制造的钙钛矿光伏组件尺寸为 45cm*65cm，光

电转化效率达到 15.3%。这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大面积的钙钛矿光伏组件，也是大面

积钙钛矿组件效率的最高数值。 

正在建设中的 100MW 量产生产线，将把组件面积扩大至 1m*2m，组件光电转

化效率将提高至 18%以上。在现有的工艺条件下，100MW 量产线制造的钙钛矿光

伏组件的制造成本预计将低于 1 元/W，量产组件的工作寿命将达到 25 年以上。当

产能扩大到 1GW 以上时，钙钛矿组件的制造成本还将进一步下降到每瓦 0.7 元左右。

如此低的组件成本，意味着光伏系统造价将低于 3 元/瓦!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6400-1.html 

 

世界纪录！新型CIGS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达 23% 

从汉能移动能源官微获悉，2019 年 9 月 14 日，汉能旗下美国 MiaSolé Hi-Tech 

Corp，与欧洲 Solliance Solar Research 公司联合发布，其合作研发的新型柔性 CIGS

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达 23%，是该项电池新的世界纪录。该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以

半透明的钙钛矿电池为顶层，并以柔性铜铟镓硒(CIGS)电池为底层，用叠层电池的

形式将两种薄膜太阳能技术结合在一起。 

美国 MiaSolé Hi-Tech Corp 和欧洲 Solliance Solar Research 合作研发的新型柔性

CIGS 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达 23%，是该项电池新的世界纪录。该柔性薄膜太阳能电

池用叠层电池的形式将钙钛矿电池与柔性 CIGS 电池结合在一起。 

为实现最大的转换效率，顶部钙钛矿电池和底部铜铟镓硒电池在吸收特性上互

补。钙钛矿电池沉积于透明、柔性的衬底上，优化了最大的可见光转换效率和红外

光透明度，使大部分红外光能够到达底部的 CIGS 电池。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64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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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破纪录的叠层电池中的底部 CIGS 电池由 MiaSolé Hi-Tech 自主研发，已能

够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规模量产。2019年7月，经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认证，

MiaSolé研发的小面积芯片(单位面积 0.86 平方厘米)转换效率达到 20.56%，继续保

持柔性溅射法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技术全球领先水平。同期，经德国弗劳恩霍夫太

阳能系统研究所(Fraunhofer ISE)验证，汉能 MiaSolé制备的商用大尺寸柔性铜铟镓

硒(CIGS)薄膜太阳能组件(采光面积 1.08 平方米)，采光面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了

17.44%，创下大面积柔性 CIGS 组件效率最新世界纪录。 

Solliance Solar Research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项目经理 Sjoerd Veenstra 认为，叠层

电池能够有效发挥多种高效太阳能技术的互补优势，也让我们看到了钙钛矿技术能

够为太阳能发电技术带来的创新意义。他表示，“这些创新将带来更多高转换率的应

用产品。” MiaSolé Hi-Tech 技术总监 Dmitry Poplavskyy 博士补充道：“MiaSolé 将进

一步优化光谱吸收特性，提高 CIGS 电池的转换效率。叠层电池的转换效率将继续

攀升。” 

MiaSolé推崇全球合作，并以用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为使命。据 MiaSolé Hi-Tech

首席执行官张杰博士介绍，此次 MiaSolé Hi-Tech 与 Solliance 合作达成新世界记录，

是合作共赢的成功范例。他表示，“随着薄膜太阳能电池量产效率的快速提升，包括

高端装备、技术、靶材在内的 MiaSolé一体化解决方案所提供的柔性薄膜太阳能电

池，将会给新能源行业带来更多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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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Solé Hi-Tech 

MiaSolé是汉能的全资子公司，是柔性薄膜太阳能技术全方位解决方案提供商。

其以轻，薄，柔为特色的高功率薄膜电池架构使其成为从建筑嵌入式太阳能到移动

能源设备等各种应用场景的最理想解决方案。MiaSolé自主研发的交钥匙太阳能电池

生产线，CIGS 工艺技术，CIG 靶材技术，高端自动化服务，以及备件服务可为客户

提供生产高效太阳能电池和终端产品所需的全部资源。MiaSolé在美国加州硅谷成立

于 2004 年，已发展成为 CIGS 薄膜太阳能高端装备和电池组件效率的全球领导者。

MiaSolé已量产的柔性超薄防碎组件功率可达 540 瓦(且每平米重量仅 2.2 公斤)，为

全世界之最。 

Solliance Solar Research 

Solliance 是来自荷兰，比利时和德国的公司，研发机构和大学组成的公私合作

伙伴关系，由 imec 和 TNO 领导并致力于薄膜光伏太阳能。为了加强该地区作为光

伏世界参与者的地位，Solliance 通过统筹和协调 250 名工业，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

人员的科研内容，创造了必要的协同效应。各种最先进的实验室和试验生产线被共

同的使用于与工业界密切合作的专门的研究项目中。Solliance 为来自工业或研究的

新进入者提供其研究项目的参与权及其实验室设施的使用权。在明确的知识产权(IP)

协议的基础上，每个工业合作伙伴均可参与进行中的研究项目，或聘请专家及付费

使用设备来进一步开发自己的技术。  

信息来源：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70745-1.html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707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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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气温越高 太阳能发电越少 

太阳能发电是对抗全球变暖的解决方案吗?最新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答案。据美国

科技网站“城市实验室”26 日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称，气

温每升高 1℃，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平均下降 0.45%。 

据估计，2100 年全球气温将上升 1.8℃，太阳能发电量预计将减少 1%，美国南

部、非洲南部和中亚地区受影响将最严重。全球的太阳能电站装机容量巨大，每年

减少的电量甚至够中型国家用上一年。如果将尘埃、湿度等影响光照的因素考虑在

内，太阳能发电量损失会更严重。随着全球对太阳能的依赖增加，需安装更多的太

阳能电池板应对需求。据估计，未来 5 年内，全球每年将需要增加 7 万块太阳能电

池板。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8469-1.html 

 

 

研究人员发现更节能高效的藻类生物燃料 

罗格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新研究指出，

他们发现了一种有助于开发出更高效、更经济的藻类生物燃料，并能够对抗化石燃

料燃烧带来的气候变化。 

海洋和其他水体富含藻类，藻类是将阳光和二氧化碳转化为化学能并帮助从大

气中去除碳的能源工厂。硅藻是最成功的藻类之一，它们的化石燃料是地球上最高

质量石油的来源。 

罗格斯大学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 3D 生物成像工具首次揭示了被称为光系统 II

的蛋白质的结构，这种蛋白质被硅藻用来吸收阳光和促进光合作用。他们发现每个

细胞都包含两组这种蛋白质，但是只有一组是活跃的。活性组具有一种与色素蛋白

质相关的结构，如绿色叶绿素，它在触须中吸收光，以获取光进行光合作用。非活

性组缺少触须，不参与光合作用。 

罗格斯大学领导的研究小组正在试图了解藻类光合作用的能力的极限，并利用

这种能力生产生物燃料。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藻类以天然油脂的形式储存能量，

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制造出大量的油，这些油可以转化为汽车、卡车、火车和飞

机的生物燃料。 

研究人员指出，接下来的步骤是试图理解控制蛋白质之间的动力学和支持强大

能量产生的机制，这将为进一步研究从藻类开发更具成本效益的生物燃料和取代石

油奠定基础。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846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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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来源：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8047-1.html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804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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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动态 

2019～2025 年影响全球储能系统市场发展的三大趋势 

研究表明，未来几年全球储能系统市场将得到快速发展，这主要是由人们日益

关注碳排放以及越来越多采用可再生能源所驱动的。二氧化碳是影响全球气候变化

的最普遍和最危险的温室气体，并且每年都在不断增加。2018 年，夏威夷莫纳罗亚

大气基线观测站报告的二氧化碳浓度接近 411ppm(ppm 为百万分之一)。 

如今，世界各国政府正在努力限制碳排放，其中包括更多部署和扩建太阳能发

电场和风力发电场，以取代传统化石燃料；开发提高电池效率和性能的创新技术，

以支持大规模清洁能源系统部署。 

下面列举的是在预计的时间表内提高全球储能系统市场份额的三个主要趋势： 

1、大规模部署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调查报告表明，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的

提高以及电气化的加强将有助于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可部署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具

有成本效益的储能解决方案可以提高电网效率，并有助于履行全球气候承诺。 

国际能源署(IEA)表示，2018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 45%。

储能系统必将在实现下一阶段的能源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风力发电量和太阳

能发电量的激增，更多部署储能解决方案将为关键应用领域的脱碳提供极大帮助，

并加大全球储能市场规模。 

2、亚太地区电力需求不断增长(APAC)  

全球电力消耗的增加可归因于亚太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强劲发展和消费者购买力

的激增，同时提高电子设备利用率。事实上，中国和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电

力市场，约占全球电力需求的 70%。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调查： 

由于工业生产稳定增长，中国 2018 年电力需求增长 8.5%。 

由于在农村地区大规模部署电气化项目，印度电力需求在 2018 年上升了 5.4%。 

不断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将日益融入电网，以及严格的政府规范以确保能源效率，

这将有助于亚太地区储能行业发展。采用更有效的储能技术、影响可再生能源发电

气候条件的不可预测变化以及电力需求的持续增长，预计将促进该地区主要电池供

应商的业务扩张。 

3、储能系统将采用更多锂离子电池  

锂离子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使用寿命长、自放电率低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电

动汽车(EV)、混合动力电动汽车(HEV)以及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多种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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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最新功能引入智能手机以及电动汽车技术的进步将大大刺激对更可靠和更高

效锂离子电池的需求，从而促进未来几年全球储能系统市场发展。 

  

  信息来源：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9265-1.html 

 

2019 全球光伏产业分析 

从全球光伏装机的数据来看，2018 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点。原因有二：其一，

这一年全球光伏装机首次突破了 100GW 的阈值，达到 102.4GW；其二，这一年增

长率仅有 4%，远低于 2016 年、2017 年的 50%、30%。 

但增长率的下滑，更像是开启下一增长阶段之前的短暂“休息”。 

根据彭博最新的预测，在未来的 30 年，太阳能在全球能源中的占比将实现飞跃，

并吸引超过 4.2 万亿美元的投资…… 

4.2 万亿美元的机会  

每年，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都会对每个国家的能源状况进行分析、汇总，最

终形成一份《新能源展望》(NEO)报告。 

《新能源展望 2019》(以下简称“展望 2019”)显示，2010 年以来，太阳能、风能、

电池的成本不断下降。 

2010 年以来，太阳能、风能和电池的成本下降比例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926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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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BNEF 

这一趋势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全球大约三分之二的区域，要新增电力装机量，

光电和风电都是成本最低的选择，这两个行业也将吸引大量的投资。 

2018 年至 2050 年间，全球电力需求将上升 62%，为满足需求，全球电力装机

量需求是现在的 3 倍，这将为能源行业吸引 13.3 万亿美元的新增投资。 

这 13.3 万亿美元中，有 83%流向清洁能源，其中 5.3 万亿美元流向风能，4.2

万亿美元流向太阳能。此外，电网扩张和电池行业将分别吸引 11.4 万亿美元和 8400

亿美元的投资。 

13.3 万亿美元的投资中，有 83%流向无碳能源 

 

数据来源：BNEF 

风能与太阳能的投资将分别达到 5.3 万亿美元和 4.2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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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BNEF 

根据 BNEF 对综合技术发展趋势和能源成本的分析，到 2050 年，煤电在全球能

源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 37%下降至 12%，而石油将基本消失。风能和光能则会从目

前的 7%上升至 2050 年的 48%，水力、天然气、核能占比则在 1%上下浮动。 

《展望 2019》的首席分析师 Matthias Kimmel 表示，对比近几年的《展望》，还

能得到一个结论，光电模组、涡轮机和锂电池的制造成本依然存在极大的下降空间。

全球的装机量每增加一倍，它们的成本则会分别下降 28%，14%和 18%。 

到 2030 年，全球范围内，这三者所生产、储存和运输的电力价格，将低于目前

的火电价格。 

黄色部分为太阳能能在全球能源中的占比。 

可以明显地看到它将在未来的 30 年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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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BNEF 

中国引领低碳经济  

在以上所提及的这些改变中，中国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英国《金融时报》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如果没有中国在过去 10 年内对风

能和太阳能的开发，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就不会增长，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也几乎不会

开始。 

太阳能和风能目前无需任何补贴就能与其他形式的能源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

中国企业大规模生产涡轮机和电池板的结果。投资银行 Lazard 的数据显示，过去 10

年，风力发电成本下降了 69%，而太阳能发电成本下降了 88%。 

光伏成本在不断下降，如今无须补贴也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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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黄色实线为 LCOE(平准化度电成本，Levelized Cost of Energy)，是国际上通用

的评价度电成本的指标。红色实线为市场电力价格。图片来源：BNEF 

中国现在是这两项技术的世界领导者。  

结果是，中国正在引领能源转型。还远不止这些。在先进电网技术的开发和应

用方面，中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还是全世界最大的锂离子电池生产国，约占全

球产能的 60%。去年，中国企业安装的民用核电站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目前共有

300 万辆电动汽车行驶在全世界的道路上，其中大多数都在中国——中国占去年电

动汽车总销量的 56%。 

中国也将是风电和光电的最大市场，到 2050 年，两者在电力中的占比将从目前

的 8%上升到 48%。中国的能源排放将在 2026 年见顶，随后的 20 年内，排放将下

降一半。 

到 2050 年，亚洲的电力需求将上升超过一倍，为了达到这样的需求，整个亚太

地区的能源投资需要达到 5.8 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和印度加起来就超过 4.3 万亿美

元。 

能源改革助力低碳经济  

如果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真如《展望 2019》所预测的一般，那么，《巴黎协定》

所制定的“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将很有可能



 

35 

实现。 

并且，各国政府在未来 10-15 年将不再需要对风电和光电进行额外补贴。“新能

源补贴政策的时代即将结束。”BNEF 首席经济学家 Elena Giannakopoulou 表示。“但

政府还需要进行能源市场的改革，以保证光电和风电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当然，光靠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技术的进步，不足以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 

到本世纪中叶，风能和太阳能在多数国家的占比将达到 80%以上，但低碳能源

的占比如果想超过这个比例，就需要其他技术的帮助，比如核能、生物发电、碳捕

捉等。 

因此，彭博提出，各国政府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通过政策改革

保证市场对于低价的风电和光电足够友好；另一方面，提前部署能源技术，以保证

低碳目标的推进。 

无论是低碳经济的大势所趋，还是清洁能源本身技术的飞跃，都在指向一个有

希望的未来。 

从现在开始的 30 年里，光伏等清洁能源在全球能源中的占比将不断提升，而中

国将是这一次飞跃的领军者。 

我国光伏发电扩容约 5000 万千瓦 年度补贴约需 17 亿元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电 国家能源局日前公布了 2019 年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补

贴竞价结果：2019 年拟纳入国家竞价补贴范围的项目共 3921 个，覆盖 22 个省份；

总装机容量 2278.8642 万千瓦；测算年度补贴需求约 17 亿元。 

从项目类型看，普通光伏电站项目 366 个，装机容量 1812 万千瓦，占总容量的

79.5%，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分布式光伏项目 3555 个，装机容量 466 万千瓦，

占总容量的 20.5%，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此次拟纳入国家补贴竞价范围的项目只是今年全国光伏发电建设规模的一部分。

加上此前已安排和结转的户用光伏项目、光伏扶贫项目、平价示范项目、领跑基地

项目、特高压配套外送和示范类项目等，今年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规模在 5000 万千瓦

左右，预计年内可建成并网的装机容量在 4000 万―4500 万千瓦左右，能够保障光

伏发电产业发展合理规模，实现光伏发电产业稳中求进。 

“实行光伏发电补贴竞价后，光伏发电发展的市场化导向更明确、补贴退坡信号

更清晰、财政补贴和消纳能力落实的要求更强化。”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纳入国家补贴竞价范围项目名单只是取得了补贴资格，项目最

终能否享受国家补贴，还要以是否按有关通知要求，按期全容量建成并网为准。对

于逾期未全容量建成并网的，每逾期一个季度并网电价补贴降低 0.01 元/千瓦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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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投产所在季度后两个季度内仍未建成并网的，取消项目补贴资格，并作为各地

光伏发电市场环境监测评价和下一年度申报的重要因素。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3579-1.html；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3864-1.html 

 

 

2019 年全球光伏产业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爆发石油危机以来，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在西方发达国

家引起了高度重视，光伏行业在全球迅速发展。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从 2013 年的

135.76GW，逐步增长到 2017年的 386.11GW，再飞跃到 2018年的 480.36GW，短短 5

年时间，实现了 3.5 倍的增长。亚洲市场以 274.6GW 光伏装机量独占鳌头。未来，

全球光伏产业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并进入行业整合期。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贝尔实验室三位科学家研制成功单晶硅电池以来，光伏

电池技术经过不断改进与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一套完整而成熟的技术。随着全球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该技术得到了许多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

使用。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爆发石油危机以来，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在西方发

达国家引起了高度重视，光伏行业在全球迅速发展。 

全球光伏装机量增长速度惊人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最新数据，2018 年全球新增并网光伏装机量

94.3GW，2018 年全球所有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量 171GW，太阳能新增装机量占可再

生能源装机量的一半以上，累计光伏装机容量占全球可再生能源的 1/3 左右。光伏

发电从 2013 年的 135.76GW，逐步增长到 2017 年的 386.11GW，再飞跃到 2018 年的

480.36GW，短短 5年时间，实现了 3.5倍的增长。增长速度惊人。 

2010-2018年全球新增及累计光伏装机容量统计情况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3579-1.html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38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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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中国是当之无愧的装机王者  

2018 年亚洲地区以 64GW 的并网新增光伏装机量独占鳌头，累计光伏装机量从

2017年的 210GW增长到了 2018年的 274.6GW，成为全球光伏行业发展的明显推动力。

其中，中国累计光伏装机 176.1GW，日本 56GW，印度 32.9GW，韩国 7.9GW，巴基斯

坦 1.5GW，上述五个国家的累计光伏装机量已达到 274.4GW，约占亚洲整体光伏装机

量的 97%，助力亚洲成为几大洲中发展最强劲的地区。 

根据 IRENA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的光伏装机前十名分别是：中国、印度、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墨西哥、韩国、土耳其、荷兰，中国更是以 45GW的

新增光伏装机量和 176.1GW 的累计光伏装机量遥遥领先，成为当之无愧的装机王者。 

2018年全球主要国家光伏装机容量 TOP10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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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多晶硅产量首现下滑  

硅材料是半导体工业中最重要且应用最广泛的半导体材料，是微电子工业和光

伏产业的基础材料。硅材料有多种晶体形式，包括单晶硅、多晶硅和非晶硅，应用

于光伏领域的主要包括直拉单晶硅、薄膜非晶硅、铸造多晶硅、带状多晶硅等硅材

料。其中，直拉单晶硅和铸造多晶硅应用最为广泛，占太阳电池光伏材料 90%以上

的市场份额。 

2018 年，全球多晶硅产量受光伏市场影响，产量近 20 年来呈首次下滑态势，

仅为 43 万吨，同比下降 2.7%，但电子级多晶硅受半导体硅片价格上涨所影响，市

场需求较为紧俏，产量同比增幅达到 10%以上。 

2013-2018年全球多晶硅产量统计及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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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备注：2014年产量增速为 22.8%) 

光伏组件产量持续增长  

近年来，全球光伏组件产量持续增长，增长速度均在 20%以上。2018 年，全球

光伏组件产量虽继续 

增长至 120GW，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仅为 13.7%。伴随着光伏产业的整体情况

良好以及组件价格下降使得光伏发电成本不断逼近甚至达到平价上网，预计全球组

件产量将会继续呈现增长势头，全年仍将保持在 120GW左右。 

2013-2018年全球光伏组件产量统计及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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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中国企业光伏组件生产能力强  

根据 Global Data 发布的数据，2018年全球组件出货量排名前 10的公司中，9

家来自中国。其中，晶科以 11.6GW的出货量和 12.8%的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全球组件

出货第一的位置。晶科之所以能够保持榜首的位置，得益于其向海外市场扩张的决

心，而不是在中国政府削减对光伏行业的激励措施之际继续致力于中国本土市场。

同时，晶澳正在以其双面组件技术向中东市场扩张，并在产品质量、可靠性、性能

和创新方面处于强势地位，2018年晶澳以 8.8GW 的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二。排名第三

的是天合光能，出货量为 8.1GW。 

2018年全球光伏主要公司组件出货量 TOP10 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光伏产业有望实现高质量发展  

整体来看，全球光伏市场前景乐观，且仍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目前，应

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世界的呼声和共识，全球目前已经有 146 个国家设定了可再生

能源目标，一些知名跨国企业已经实现或制定了 100%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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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主要市场比如中国、日本、印度、美国，中国仍将保持稳定水平，会略

有变化；欧洲市场未来将是老树发新芽，欧盟市场预计在 2019年增速将明显高于过

去，预计可达到 11GW 以上；新兴市场也在快速崛起，由于电价持续上涨，加上存在

供电不足的隐忧，2018 年澳大利亚大型地面光伏将反超户用光伏，预计 2019 年仍

将保持在 4GW以上，包括墨西哥、土耳其都在快速发展。 

同时，由于前几年市场供不应求使得部分企业加大扩产，加上部分落后产能未

能有效退出，两种因素叠加，在市场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行业将面临关键转折点。

而通过此次转折、行业整合后，光伏产业有望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4966-1.html 

 

储能十年：产业要突围，还需翻越五座大山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数据，太阳能光伏行业是所有可再生能源技术

的最大雇主，约占 340 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约占 2/3 的光伏就业岗位，相当于 220

万人。 

身处这个行业，你知道这个行业的从业情况吗?光伏测试网对光伏从业人员进行

了分析，带你了解光伏背后的故事。以下为不完全统计下我国光伏从业人员的信息。 

1 男女比例、年龄  

 

不完全统计下光伏行业从业者性别分布(注：该画像是通过集成公众号发文内容

结合大数据算法得到的预估值，非公众号后台粉丝画像，仅供参考)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49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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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统计下光伏行业从业人员年龄分布 

光伏行业从业人员中，男性大概占了 70%左右，甚至超过 70%，这点从所处公司、

一些光伏会议也能看出来，女性只占光伏行业从业者的很少一部分。且年龄在 25—29

岁之间占比居多，其次为 30—34岁，年龄往上依次递减。值得注意的是，光伏从业

者年龄在 24岁以下的也不在少数，占到 18%左右。 

2 地域分布  

 

据统计，江苏光伏从业者占比最多，上海、浙江、广东、北京、河北也名列前

茅，这与光伏企业的分布有关系。 

江苏省是我国光伏产业完备程度最高、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根据工信部发布

的符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共 244 家企业上榜，而江苏就有 89家，

占到 36.5%，而且几乎涵盖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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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光伏看中国，中国光伏看江苏”，江苏省在 1984 年开始涉猎太阳能光

伏产业的发展，之后便开始进入快速的发展，在 2010 年实现产值 1988 亿元，接近

全国光伏总产值的 2/3，从业人员 12万多。 

3 从事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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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链涉及设备制造企业、光伏产品如硅片、电池片、逆变器等企业、辅

材如浆料、背板、焊带等生产相关企业、还有第三方检测机构、项目开发建设、电

力设计院等光伏应用市场相关企业。光伏从事单位几乎包含其中。 

4 工作职位  

 

职别等级上，光伏从业人员在基层、主管级别占比最高，为 32.7%，其次为中

层管理/经理和董事长/总经理。可以发现，光伏企业中基层以上岗位经理、总监、

总经理等人数占比与基层相比差距并不大，董事长/总经理人数仅次于基层人员，因

而发展机会巨大。所以对于各位想要升职的话，不得不说来光伏行业就对了。 

5 薪资待遇  

光伏各企业薪资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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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企业薪资最多的大连易事达平均薪资达 21 万元以上，其它如阳光、协鑫、

特变电工、中来、正泰等前十名企业薪资都在 10 万元以上。其中通威、隆基等光伏

企业巨头薪资较低，都不足 10万，原因可能与当地整体薪资水平有关。 

据统计，光伏企业年平均薪资为 10.38万/人，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光伏行业利

润整体可观。光伏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4370-1.html 

 

 

欧盟多国太阳能度电成本低于市场均价，光储项目已具备经济

竞争力 

业内人士共同撰写的一份新研究报告表明，预计至 2025年，电网平价政策将在

整个欧洲大陆全面推广，欧洲太阳能兼储能项目已具备了成本竞争力。 

 

研究发现，至 2025 年，芬兰光伏和 1kWh / kWp 蓄电池混合系统将可与当前均

价竞争。 

在光伏研究机构 ETIP PV 的支持下，研究人员审视了欧洲北部和南部的六个太

阳能市场，这些市场中的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在 2018 年已经低于市场当前均价。 

研究表示，假设资本加权平均成本为 7%，去年，马拉加(LCOE为 24欧元/MWh)、

赫尔辛基(42 欧元/MWh)和其他四个欧盟国的多个城市已经实现了太阳能平价上网。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437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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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示，太阳能的竞争力可被视为市场当前均价和较低的 LCOE 之间的差距。

在高辐照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太阳能的竞争力最为显著，其次是英国、法国、德国

和芬兰。 

该报告由芬兰国有开发商 Fortum的太阳能技术经理 Eero Vartiainen博士以及

芬兰 LUT大学、比利时 Becquerel研究所以及西班牙 Tecnalia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共

同撰写。 

分析师们解释称， 在计算 LCOE 时，他们考虑了包括制造、工厂建设和运维在

内的成本和利润。分析师们承认，评估 LCOE的确面临挑战，因为“投资者通常不公

布他们的预算。”分析师们使用了来自彭博新能源财经、Solargis 和其他消息来源

的数据。 

研究表明，调查结果会有助于引导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辩论。 “政策制定

者们需要了解的是，光伏发电是最便宜的电力形式，尤其是考虑到光伏固有的低风

险特征。” 

2025年欧洲电网太阳能兼储能项目进展  

从法国到葡萄牙再到意大利和波兰，多个欧盟国家都制定了 2030年及之后大规

模开发太阳能项目的目标，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有人警告称，

如果要保持电网平稳整合，那么还同样需要建设雄心勃勃的储能项目。 

根据这项新的研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太阳能和蓄电池的结合已经创造了实

际经济利益。在该研究分析的六个城市中，马拉加太阳能兼蓄电池项目的 LCOE 为

39欧元/MWh，价格最低；赫尔辛基为 69欧元/MWh，价格最高。 

然而，专家们指出，2020 年，经济发展将使 1kWh/kWp 蓄电池光伏合同的 LCOE

降至伦敦和图卢兹的当前均价。慕尼黑和赫尔辛基会在 2025年达到这一里程碑。 

分析师们预计，至 2050 年，公用事业太阳能和锂离子电池系统的资本支出

(CAPEX成本)以及运营支出(OPEX)会保持下降。 

随着技术成本的直线下降，太阳能电网平价的预期成倍增长。研究发现，中国、

澳大利亚、意大利和印度正在引领成本竞争力的全球竞赛。然而，各种报告也表示，

融资成本仍然是一项障碍。 

一项获得 ETIP PV 支持的研究发现，“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财务参数、名义

WACC 和通货膨胀对光伏 LCOE 的影响最大”、 “太阳能光伏行业需要令金融界相信

公用事业光伏项目是安全的、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这是最重要的。”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9480-1.html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94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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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行业的发展需要技术的迭代来驱动 

2019年下半年，中国光伏产业面对的将是一个以提质、降本、增效为目标的政

策调整年，同时也是一个技术风云变幻、创新连绵不断的市场调整年。 

在此趋势下，如何在多种高效、超高效电池技术中做出选择成为业内热烈讨论

的话题。作为光伏产业前沿技术风向标，晋能科技因在国内率先实现异质结技术量

产而备受关注。 

杨立友博士表示：“光伏行业的发展需要技术的迭代来驱动，PERC 技术对于单

晶及目前市场格局影响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下一代超高效技术的代表之一，超高效

异质结技术除了集超低功率温度系数、优秀的弱光响应、超低功率衰减、双面发电

等优势于一身外，凝聚了更多产业链能量，集聚了更多的经验。超高效异质结技术

将随着前几条 GW级量产线的出现而爆发。” 

在技术工艺的不断优化下，晋能科技超高效异质结电池量产平均效率已达

23.79%，最高效率则突破至 24.73%。经 TüV莱茵测试，晋能科技超高效异质结组件

双面率达到 93%，未使用大硅片、半片等叠加技术的 72 片组件正面功率达 406.6W。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513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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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先进能源情报网简介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先进能源情报网是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学科情

报服务协调组的整体组织和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牵头组建，联

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能源领域相关研究所，共同搭建的情报研究资源共享及

协同服务的非营利性情报研究及服务团体。先进能源情报网将汇聚中科院文献情报

系统内与领域相关的战略情报研究人员、学科情报人员、研究所科研管理人员、研

究所文献情报人员，以及相关的管理和学科专家，通过“协同开展情报研究服务、

组合共建情报产品体系、促进情报资源交流共享、提升整体情报保障能力”的工作

方式，创新院所协同的情报研究和服务保障模式，促进情报资源的共享、情报需求

和情报供给的对接、情报技术方法的合作开发，实现情报能力的扩散和提升，进而

对中国科学院各个层面（院层面、所层面、项目团队层面及科研人员层面）的重要

情报需求提供坚实保障。 

先进能源情报网成员单位 

成员单位 单位名称 

组长单位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副组长单位

（排名不分

先后）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成员单位

（排名不分

先后）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联系人：牛振恒   电话：（0532）80662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