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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行业基本知识问答
问：如何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答： 太阳光由许多叫做光子的微小能源粒子组成。光伏系统使用半导体材料（比如硅），
来吸收一部分光子并将其转换为电子。这一过程称为光电效应，也是光伏电池将太阳光转化
为电能的基础物理过程。光伏电池的特殊内建电场，为电流通过外部负载（例如电灯泡）提
供了所需要的电压。
问：能量转换效率的含义是什么？
答： 能量的转换效率表示能量的转换产生量与能量的消耗量或设备可用能量的比值。太阳
以很广阔的光谱发出很多能量，但我们目前只能依靠光伏技术来获取这些光谱中很小一部分
的能量。现在，商用光伏系统的转换效率在 7% 到 17% 之间。与之比较，一个典型的化
石燃料发电器的效率在 28% 左右。然而在实验室条件下，一些光伏电池可将太阳光中所含
能量的近 40% 转换为电能。
关于光伏发电
问：光伏发电 (PV) 的含义是什么？
答： 光伏 (Photovoltaic) 的本质含义是从太阳光的能量中获得电能。这个词最早应用于
1890 年，分为两个部分：“Photo”，是从希腊语中代表光的词“phos”而来；“Volt”，是由以
研究电力的先驱亚历山德罗·瓦特 (1745-1827) 命名的电压度量单位而来。
问：光伏发电技术与其它太阳能技术的区别是什么？
答： 主要有四种类型的太阳能技术：
光伏 (PV) 系统，利用由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光伏电池把太阳能直接转化为电能。

http://www.cnstarsolar.com
solar0001@yahoo.com.cn
联系电话：020-31799348 15800227790 15919135552
广东明星太阳能有限公司编制

Created with SmartPrinter trail version www.i-enet.com

广东明星太阳能有限公司
S TAR S O AL R C O . , LT D
集中太阳能 (CSP) 系统，用如槽体或玻璃面板之类的反射设备集中太阳能以产生热量，再
由此发电。
太阳能水热系统，包含一个面向太阳的太阳能收集器，利用此收集器直接加热水，或加热不
停流动的“工作液体”进而再加热水的装置。
太阳蒸汽收集器，或称“太阳墙”，利用太阳能来预热建筑物中流通的空气。
问：光伏系统由哪些部分组成？
答： 一个光伏系统由许多不同的部分组成。其中包括多组称为“组件”（也称为“面板”）的光
伏电池；一个或多个蓄电池；对于独立系统需要一个充电器或控制器；对于并网系统或需要
将直流电 (DC) 转化为交流电 (AC) 时，需要一个逆变器、导线、五金件及机箱等。
问：光伏系统可以持续运行多长时间？
答： 一个设计、安装及维护良好的光伏系统，可以运行超过 20 年。不含移动零件的基本
光伏组件可以运行 30 年以上。确保及提高光伏系统的寿命和效率的最好方法，就是正确
的安装和良好的维护。
问：光伏系统可以运用在哪些领域？
答： 光伏系统在全世界为各个应用领域提供清洁能源。从市区的摩天大楼到发展中国家或
地区的偏远村庄。光伏发电可为各种家用电器提供电力，包括计算机及通信设备、水泵和照
明。应用光伏电力以节约成本的例子包括：小型草坪灯、路灯、娱乐场所灯光、高速公路信
号灯、警示灯及各种商用和家用的照明。事实上，光伏系统可为任何领域供电。
问：光伏系统何时可以替代燃煤和核电站？
答： 太阳能发电系统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公众对清洁能源的需求。燃烧化石燃料污染环
境，而核能会产生危险的废弃物。假如我们认真地考虑一下化石燃料及核能的环境成本和健
康成本，就有充分的理由考虑太阳能。因此在未来几十年内，在使用化石燃料和核能发电的
区域中，我们将开始看到更多的太阳能发电系统被建立起来。在发展中国家，在那些只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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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或没有常规能源的地区，由于比别的方案费用更少，太阳能已经得到了广泛使用，这种更
加清洁的能源所带来的环境效益相当大。
问：光伏系统需要多少空间，才能满足整个世界的电力需求？
答： 与某些普遍看法相反，未来世界对光伏能源的依赖与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不分伯仲。
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光伏系统比其它技术在安装点的选择上更有优势。它们可以安装在屋
顶上、甚至可以成为建筑的一部分，比如天窗。第二，即使是安装在地面上的光伏收集器也
可以有效地利用空地。平板光伏技术是生产可再生能源最经济的方法。第三，充足的阳光是
普遍而且通常是丰富的，而且各地的光照量也都是可以预测的。
例如在美国，城市和居所覆盖了约 1.4 亿英亩的地面。而只需在这块面积 7% 的区域（如
在屋顶、停车场、高速两旁的墙面、建筑表面和其它一些两用的方式）上应用光伏技术，就
可满足这个国家的能源需求。使用光伏这种基本能源方式，无需特意开辟新地块。
您和光伏发电
问：我为何要使用光伏发电？
答： 对于越来越多的用户（特别是那些有环保意识的用户）而言，光伏技术是一个清洁的
选择。光伏发电提供了可持续的能源，并且运行安静、无毒气及温室气体排放、无危害性废
弃物。光伏系统利用免费的太阳能发电，因此几乎不存在运行成本。而且，持续的研发也意
味着光伏系统的安装成本将逐渐降低。一些人更愿意把资本投资于不断完善的能源生产方
式，而不是不断地把钱送给电力公司。另一些人喜欢减少他们从电网中购买的电量，因为这
可以降低他们在断电和未来电价上涨时受到的威胁。
问：我能用光伏技术为我家供电吗？
答： 光伏技术可以为您的整个家庭提供电力，包括照明、冷却系统和电器。现今，无论是
传统家庭还是新型家庭，光伏系统都可以很容易地融入其中。最普遍的方式是把光伏组件安
装在朝南的屋顶或墙上。出于额外的审美要求，一些组件还可以用作玻璃天窗和玻璃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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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能用光伏技术为我的企业供电吗？
答： 光伏发电系统事实上几乎可以融入每座商用建筑。您可以在户外的安全照明、停车场
和巴士车站的结构中看到应用光伏技术发电的实例。建筑学家可以利用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
设计环保、美观且为自身提供电力的建筑物。光伏建筑一体化提供了一种两用的建筑材料，
通过将建筑物作为安装或支撑结构，降低光伏系统的成本，并通过自产电能降低用电费用。
问：使用光伏系统能为我节省多少花费？
答： 一个转换效率为 10% 的光伏系统，可以在每平方米的面积上发出 180 度左右的电。
额定功率为一千瓦的光伏发电系统，每年可以发电 1800 度左右。在允许每年效率损失小
于 1%的的情况下，这样一个系统可以在 20 年中发电近 36,000 度，在 30 年中更是可以
发电 54,000 度。这意味着在 30 年中，这个光伏系统发出了价值约 10,000 美元的电。
在许多国家，太阳能电力都享受优惠价格，并提供其它优惠条件和税收优惠，从而提高了光
伏发电的经济性能。
问：我如何知道我是否拥有光伏发电所需要的足够阳光？
答： 光伏发电系统需要能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接受太阳射线直接照射。气候并不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光伏系统并不太受恶劣天气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光伏组件在较冷的天
气中工作得更好。世界各地几乎都有足够的阳光，使太阳能发电系统能有效地工作。大多数
家庭都有安装光伏系统的足够屋顶空间，而且还可以把组件集成到墙上、或用组件覆盖门廊
及后院的天井。
问：我需要多大的光伏系统？
答： 您所需太阳能系统的大小取决于多个因素，比如您需要多少电能、热水或取暖空间的
大小、您所在地区的光照情况、您屋顶的大小以及您的预算等。光伏系统不一定要满足您的
全部能源需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光伏系统会与电网相连接，然后将产生的太阳能电力出
售给电力公司，而您可以按常规方式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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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使用太阳能有不足吗？
答： 太阳能技术的初期投入通常比较高。这意味着购买和安装太阳能系统会花费较多。尽
管如此，几乎所有案例的高额初期投入都能在产品生命周期 (15 - 30 年) 内，通过相应的
燃料节约收回成本。
问：我何时才能买到由太阳能电力或光伏动力驱动的汽车？
答： 太阳能汽车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没有污染，而且充沛的阳光是它们的能源。
目前的障碍是：利用现今的技术，一辆太阳能汽车的重量必须非常轻，才能使光伏组件提供
的能量足以驱动汽车，并保持在公路上的行驶速度；另外，并且有足够的蓄电池存储电量，
以保证汽车能在没有阳光（黑夜或阴天）的情况下远距离行驶。作为研发的一部分，很多机
构正在不断完善车用太阳能发电系统，使系统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一些汽车公司正在加大
对新型汽油/电力混合型汽车的开发力度。未来，太阳能汽车的技术发展将会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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