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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与经济的不断进步也推动着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强，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能源问题，使得不可再生资源面临着日益枯竭的困境。如何利用可再生资源代替不可再生资源，减少资源的

损耗，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普遍关注与重视的问题。太阳能光伏玻璃作为太阳能发电技

术系统的必要材料，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并被不断应用于各个领域，使其在未来市场的发展中具有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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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科技与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工业化进程的

不断加速推进，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消耗着不可

再生资源，使不可再生资源面临着日益枯竭的窘迫困

境，也导致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成为了当今时代避无

可避且亟待解决重要问题。基于全球范围内的能源短

缺现象的出现，以及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人们

对于可再生资源的开发越来越重视，而不可再生资源

的过度利用被叫停，这实际上是保护环境的重要举措，

而如何去合理开发可再生资源，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普

遍关注与重视的问题。

在新能源的探索与开发过程中，太阳能因为具有

资源丰富、分布极为广泛以及清洁无污染的特点 [1]，被

应用于各个工业领域当中，太阳能光伏玻璃作为太阳

能发电技术系统的必要材料，其成本相对较低，效率

比普通发电技术要高，而且没有过多的污染，因此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被不断应用于各个领域，使

得其在未来市场的发展中具有广阔前景。

2 太阳能光伏玻璃

在太阳能电池组上，由低铁玻璃、太阳能电池片

和背面玻璃等组成的能够传递光线、控制光线以及导

电的玻璃，称之为太阳能光伏玻璃 [2]。虽然普通的玻璃

也有一定的透光性，但是太阳能光伏玻璃可以通过其

构造的特殊性提高太阳光的透过效率，甚至是让太阳

光选择性的透过。这类型的玻璃并不需要经过再加工，

就能够直接在太阳能光伏发电组件以及光热发现系统

的组件当中使用。该类型玻璃作为一种复合型的材料，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玻璃，其主要构造是“低铁玻璃 -

太阳能电池片 -背面玻璃”，三层的结构不仅能够有

效地提高太阳光的透过率，还能够让电池产生更高更

强的电能，经过处理的玻璃能够应对各种恶劣环境，

硬度也比普通玻璃要强得多，因此这类型材料不仅能

够用于太阳能光伏发电组件中，部分建筑的外墙玻璃

也可以用这种玻璃代替。

目前，太阳能光伏玻璃大概分为三大类，首先是

以超白压延玻璃以及增透镀膜玻璃等为主的对光伏组

件进行封装保护和固定支撑作用的封装盖玻璃，这类

型的玻璃具有透光散射的作用，多数的光伏组件在组

装时都会选择。其次就是以 Ito镀膜玻璃和氧化锌基摻

杂镀铝膜玻璃为代表的透明导电玻璃，这种玻璃最主

要的特点是导电性，因此，镀膜基本都为金属膜，能

透光的同时也能够导电，可以满足光伏发电的需求。

最后就是以平面反光镜为代表的聚光组件玻璃，这种

玻璃的最主要作用是将光线聚集起来，而聚集后的光

线会集中到光伏电池之上，从而提高发电效率 [3]。每种

玻璃都有其特色，也有其独特作用，而如何选择，这

与项目的需求有关。

3 太阳能光伏玻璃的特性

相比之下，太阳能光伏玻璃的自爆率是低于普通

玻璃的。普通玻璃易爆，是因为其中参杂着多种杂质，

而太阳能光伏玻璃不易爆，是因为这种玻璃采用的是

高纯度的原材料，在钢化处理后，这种玻璃的硬度得

到了很大的提升，自爆率大大降低，使其具有了普通

玻璃所没有的自爆率低特性 [4]。

太阳能光伏玻璃的颜色具有一致性，使其在应用

中更具美观性。基于太阳能光伏玻璃技术的成熟，采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3期 (中 )总第 489期科技博览

2

用先进的色度分析技术，使玻璃颜色具有一致性，在

应用中，可以做到实用性与美观性相统一，使人拥有

更好的视觉体验。

基于太阳能光伏玻璃低铁等特征，太阳能光伏玻

璃的可见光透过率更高、通透性更好，紫外线透过率

更低。由于光伏玻璃 Fe2O3的含量低于普通玻璃，因

此，从边缘看光伏玻璃比普通玻璃更白一点，透光性

更好。根据国标规定，超白压花玻璃的最低光伏投射

比为 91.5%，所以这类型玻璃的可见光透过率极高，在

有光的情况下，比其他玻璃更加晶莹剔透，而且有水

晶质感，更具通透性。而为了进一步减少阳光的反射，

这部分玻璃还会在表面做特殊处理，多数表面都呈现

绒毛状，能够增加光线的入射量。绒毛的设计可能在

触感上会比光滑的玻璃要差一点，但是这种绒毛状的

表面更容易保证玻璃表面的清洁，灰尘难以吸附在玻

璃表面。也可以减少雨水等脏污对玻璃表面产生的污

染，让其保持清洁的状态，以此提高发电率。

由于太阳能光伏玻璃进行了钢化处理，增加了玻

璃的密度，使其可以抵御风沙与冰雹等外力冲击，从

而起到保护太阳能板的作用。将玻璃进行加热和冷却，

其表面就会形成均匀对压应力，而在它的内部会形成

张应力，这个过程就是玻璃的钢化出力过程，经过钢

化后的玻璃，其抗冲击性能、耐热耐寒性能以及耐磨

性能都会有所提升，基于太阳能光伏玻璃制作工艺与

要求，应采用最优元素配比，使其在性能上均优于普

通玻璃。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太阳能光伏玻璃技术

迭代缓慢，壁垒较高，所以太阳能光伏玻璃的工艺水平

直接决定了产品质量与产品生产效率，技术的稳定与成

本的控制成为太阳能光伏玻璃产业的核心竞争要素。

4 太阳能光伏玻璃的应用

基于太阳能光伏玻璃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其不同

于其他玻璃的优越性，太阳能光伏玻璃在各领域中被

广泛应用。

4.1 太阳能光伏玻璃用于建筑幕墙、光伏屋

顶、太阳能发电系统

建筑幕墙并不承受任何的重量，只适用于在建筑

外部的装饰之上，长期悬挂于建筑的外围。当今时代，

多数大型建筑以及高层建筑都会使用建筑幕墙，是一

种建筑用的轻质墙体。建筑幕墙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也在不断地进步：建筑幕墙从厚重逐渐向更加轻薄转

变；从可选择种类少不断向类型多样、色彩丰富的方

向发展；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建筑幕墙的安全性、

施工技术的灵活性、幕墙的使用寿命等功能也在不断

增加，与之前相比也更加强大。此外，建筑幕墙的节

能环保性能，在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太阳

能光伏玻璃作为新型材料应用于建筑幕墙的建筑方式

应运而生。作为将传统幕墙与新型建筑材料、光生伏

打效应相结合的新兴技术，其充分利用了太阳能，将

太阳能转化为可利用能源，作为可再生能源，太阳能

的使用比起其他的能源使用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在光能转化为电能的过程中，符合环保理念。太阳能

光伏玻璃在太阳能发电系统中的应用，应最大限度的

利用并转化太阳能为电能，在不需要燃料、不产生废气、

没有余热与废渣、不造成噪音污染的情况下进行发电，

实现能源效益与环境效益和谐平衡发展。

太阳能光伏玻璃作为建筑幕墙，代替了许多传统

建筑材料，在产生能源效益的同时，减轻了环境负担，

保护了自然资源。目前较为知名的太阳能光伏玻璃幕

墙建筑如慕尼黑贸易展览中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太

阳能屋顶光电系统的建筑，而 Marina Pinnacle则是坐

落于迪拜的全单元式的幕墙酒店式公寓。而在国内，

江西天工开物国际论坛会址也是其中之一，位于江西

新余，是一幢全木结构的建筑，而且全玻璃幕墙的使

用使其具有更加新颖的外观和造型。

4.2 太阳能光伏玻璃作为组件封装材料应用

于光伏行业

无论光伏电池所使用的是什么技术路线，其前板

总是离不开玻璃的，这也是太阳能光伏玻璃在光伏行

业中所承担的一个重要角色。在单晶硅电池领域，光

伏组件的核心辅助材料主要是超白压花玻璃，这也是

主流的光伏玻璃品种，多数用在组建的封装面板之上。

而在光伏组件中，决定其发点效率和使用寿命的，最

主要是光伏玻璃的强度以及透光率，因此光伏玻璃的

选择极为关键。在薄膜技术及薄膜组件领域，浮法技

术与工艺被大量应用于前板、背板、TCL的导电玻璃

等方面。运用浮法生产的浮法玻璃，由于其易于调节

厚度且厚度均匀、表面平整度高、质量好的优势，适

合用于生产大尺寸的产品。虽然目前浮法技术在太阳

能光伏玻璃中的应用还并不太多，但基于其透过率高、

耐候性好、不易积灰、强度高、尺寸大、更轻薄的特点，

浮法玻璃在未来工艺发展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5 太阳能光伏玻璃发展趋势

由于当下双玻璃组件的渗透率在持续提升，而且

技术更迭的速度依然比较缓慢，所以行业格局正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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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从这些情况来看，光伏行业依

然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而太阳能光伏玻璃行业也拥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与无限的发展空间。现如今，双玻

璃组件的渗透率在不断地提升，使用这类型组件已经

成为行业的趋势，所以太阳能光伏玻璃的需求量也在

不断地提升当中。

在双玻化电池工艺的产线改造过程中，其单项

成本的增加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却不能否定光伏电

站单位面积发电量在工艺改造后的提升情况，这也能

够降低光伏发电站的建设成本。因此，如今双面组件

的渗透率进入到高速增长的阶段，三年内超过百分之

六十不无可能。而且综合考虑光伏装机需求，同时对

材料渗透率，透光率等因素进行考量，未来一年内光

伏玻璃的需求量极有可能增长并超过同时期的 30%。

在装机需求与双玻化趋势的推动下，太阳能光伏玻璃

行业正稳步向前发展。

5.1 光伏玻璃在晶硅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前景

晶硅太阳能电池组对于光伏玻璃要求极低，只要

是应用最普通的硅酸盐玻璃都能够满足技术标准的要

求。因为玻璃的要求非常低，所以有些厂家会直接选

择使用普通玻璃或者超白浮法玻璃替代，更有甚者会

应用塑料或者有机树脂替代光伏玻璃。从这个方面出

发，即使是绝大部分的晶硅电池都需要应用光伏玻璃

作为外封装的施工材料，但是因为树脂材料可以使用

的范围比较大，光伏玻璃的应用就有很大的限制条件。

即使应用的是光伏玻璃制作晶硅太阳能电池组的外封

装材料，并不是应用的压延光伏玻璃，有可能是压延

方式为主、浮法为辅的方式，且最近几年浮法光伏玻

璃发展迅速，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在不断的提高。但是

光伏玻璃在整个晶硅太阳能电池组内成本只占 2%-3%，

所以并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5.2 光伏玻璃在薄膜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前景

目前，市场上所应用的全部薄膜太阳能电池组，

都必须安装一块和 TFT-LCD液晶面板中的玻璃基板相

同的平板玻璃作为衬底使用，并且该部位上需要进行

薄膜涂层处理。因为制作薄膜时，需要通过高温镀膜

工艺进行，所以对于玻璃的要求比较高，还要保证玻

璃的平整度、透光度以及工艺性合格，这样制作之下，

其难度就会高出晶硅太阳能电池比较多。目前应用浮

法技术比较多，在钠钙超薄玻璃处理时，应用的是薄

膜太阳能电池的镀膜玻璃。镀膜玻璃是目前太阳能电

池内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成本比例高达 33%，所以

其对于整个结构的成本影响比较大。当然，薄膜太阳

能电池需要应用封装玻璃，此时选择应用普通超白玻

璃即可满足要求，其与晶硅太阳能电池应用的材料相

同。

5.3 光伏玻璃与建筑一体化（BIPV）的发展

前景

较之其他太阳能电池来说，BIPV制作时将太阳能

电池填充到两块超白电池之间。因此，两块玻璃之间

还要应用一块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基板玻璃。从这个方

面出发，其对于光伏玻璃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需要

使用的光伏玻璃数量也要比其他电池组形式要多，所

以需要积极的创新，以满足当前的应用需要。这种三

层玻璃的应用方式中，光伏玻璃的需求量变得更大，

并且在整个产品中成本占比也会升高，说明未来光伏

玻璃的市场会进一步地扩大。因此，未来光伏玻璃的

市场发展空间是巨大的，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6 结语

太阳能作为高效环保的新能源，将成为未来发展

的一大趋势。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也会随着太阳能的

开发利用越走越远，不断进步。因此，基于二者前提

下的太阳能光伏玻璃行业也会稳步发展，不断提高的

技术手段，以及降低的生产成本，为太阳能光伏玻璃

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再加上太阳能光伏玻璃

行业独有的行业壁垒，以及其行业的稳定性，为太阳

能光伏玻璃的未来创造出了广阔发展空间与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程道来 ,范瀛轩 .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冷却及发电效
率的研究 [J].电力与能源进展 ,2018,06(04):145-151.
[2] 周欣 ,李茂刚 ,曾敏 ,等 .双玻组件用背板玻璃材
料的性能分析 [J].玻璃 ,2020,344(05):57-61.
[3] 周冬兰 ,周鹏 ,廖丹 .光伏组件封装材料的研究进
展 [J].化工新型材料 ,2020,48(07):15-18.
[4] 官敏 ,彭寿 ,邢宝山 ,等 .太阳能光伏玻璃薄型化
工艺及装备开发 [J].硅酸盐通报 ,2020,39(03):657-6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