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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半片技术是降低组件封装损失、提高组件功率的有效途径。本文从半片电池组件功率提升和电池片阴影遮
挡两方面进行研究。实验对比了 144 半片多晶组件与 72 片整片组件的电参数差异。实验表明，同效率电池制作的
半片组件较常规整片组件功率高 9 W，Imax 和 Isc 分别增加 1.16%和 1.32%。本文进一步研究了阴影遮挡对半片组件
电性能的影响。半片电池组件和整片电池组件遮挡同样面积电池片，半片电池组件功率损失低于整片电池组件，当
电池片的遮挡面积达到半片电池片的 90%左右时，半片电池组件 Vmax 变为没有遮挡时的 2/3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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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cation of halved size cells in photovoltaic (PV) modules is an efficient way to reduce the cell-to-module
loss and increase the module power. In this work,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alved size and full-size multi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modules were investigated from two aspects. The electrical parameters difference between 144 halved cells and 72
full size PV modules with same material combination was experimentally studi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power increasing
of the halved cell PV modules was above 9 W compared with the full size cell modules, the Imax increase of the halved cell
PV modules was 1.16%, and the Isc increase of the modules was 1.32%. Furthermore, the electrical parameters under
different shading conditions and different shading cell areas for halved size cells PV modules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alved size cells PV modules have better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cell shading conditions than full size
cell modules. The Vmax of halved size cells module with 90% shading areas decreased to 2/3 of that without shading.
Key words: photovoltaic (PV) module; halved cell; power loss; optical gains; shading

0 引

言

近年来，光伏技术发展迅速、应用范围广，市
场对高功率组件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降低组件封
装损失、提高组件输出功率已成为国内外组件厂商
研究的趋势。其中半片技术是一种通过减小电池片
尺寸，降低串阻损耗来提高组件功率的技术。通过
将标准规格电池片激光切割为尺寸相等的两个半片
电池片，可将通过每根主栅的电流降低为原来的
1/2，内部损耗降低为整片电池的 1/4，进而提升组
件功率。目前挪威 REC、日本三菱（Mistubish）、德
国博世（Bosch solar）都已经研发了半片组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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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NEIDER 等[1]采用四点弯曲法测试半片和整片
电池的机械性能，结果表明半片电池片比整片电池
具有更良好的机械性能，实验验证了 144 半片组件
比 72 常规整片组件功率提升 5%。HANIFI 等[2]通过
模拟和试验验证了半片组件在电池片阴影遮挡时的
性能，实验表明阴影遮挡下半片组件比整片组件具
有更好的性能。MALIK 等[3]对比研究了半片组件和
整片组件户外发电量差异，实验结果表明，半片组
件电站比整片组件月发电量高 1.9% ~ 3.9%，且辐照
度高的时候发电量增益大[1-5]。
目前从半片组件电路设计方面对电池片在阴影
遮挡的实验研究较少，本文从半片电池组件功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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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和电池片阴影遮挡两方面进行研究。实验对比了
144 半片多晶组件与 72 片整片组件的电参数差异。
考虑到半片组件串并联的设计，并进一步对比了不
同电池片遮挡条件下 144 半片多晶组件与 72 片整片
组件的电参数差异。

1 实验部分
1.1

半片组件产品设计

半片组件内部结构设计包括串联结构和并联–
串联结构、串联–并联结构，常规组件通常采用串联
结构，由于半片电池片划片后电流减半，电压不变，
所以如果使用串联结构进行组件设计，组件电压是
常规组件的一倍，增加系统成本。本实验采用 144
个半片组件的并联−串联电路设计，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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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带规格为 0.25 mm × 1.0 mm （厚度为 0.25 mm，
宽度为 1.0 mm）。
光伏组件功率测试设备为 Pasan 太阳能模拟器；
检验组件内部电池片隐裂设备为德国 Ophelms 公司
的 OPT200A 型 EL 测试仪。
基于不同串并联结构，相同材料匹配分别制作
72 片整片组件和 144 半片多晶组件，每种类型制备
2 块组件，具体样品类型及数量见表 1。
表 1 实验样品类型及数量
Table 1 Samples types
样品编号

组件类型

a-1

72 片整片组件

a-2

72 片整片组件

b-1

144 片半片组件

b-2

144 片半片组件

连接器
二极管
电池片

图 1 半片组件电路图
Fig. 1 Circuit design of halved cell module

1.2

实验样品及仪器

本实验所有组件使用的电池片均为相同效率的
五栅 P 型多晶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光伏组件采用相
同厂家相同规格的钢化玻璃、常规 EVA 材料和 TPE
结构的背板进行封装。半片电池组件采用三分体接
线盒，采用的光伏焊带均为常规表面结构的焊带，

1.3

实验内容

实验一：
测试 2 块 72 片多晶整片组件和 2 块 144
片多晶半片组件的 EL 及电参数，并进行对比分析。
实验二：基于 P 型多晶太阳能电池片，分别选
取整片组件样品 a-1 和半片组件样品 b-1 进行电池片
遮挡实验，遮挡前组件样品根据现行 IEC61215 标准
中初始稳定性测试要求进行 >20 kW·h/m2 光照的初
始稳定性处理，遮挡材料为非透光材料。根据不同
二极管所保护的电池片数量及位置不同，电池片遮
挡示意图如图 2 所示，整片电池组件和半片电池组
件分别进行 A、B、C 三种情况遮挡，共计遮挡 6 次，
将遮挡后的组件放置于 Pasan 太阳能模拟器进行功率
测试，并对比整片组件和半片组件电参数变化情况。

A
B
图 2 半片组件和整片组件不同遮挡条件示意图
Fig. 2 Different shading conditions for full cell module and halved cell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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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为了验证半片组件不同遮挡面积时的
组件电参数，将半片电池组件中一片电池片分别遮
挡电池面积的 50%、60%、70%、80%、90%，放置
于 Pasan 太阳能模拟器，测试电参数差异。电池片
不同面积遮挡图如图 3 所示。

损失，封装损失主要取决于封装材料的串联电阻
损失和光学损失，焊带的串联电阻是造成功率损
失的主要原因，而封装材料的反射、吸收以及彼
此间光学匹配性能的改善使其能够起到功率增益
的效果 [2]。将标准规格电池片激光切割为尺寸相等
的两个半片电池片，可将通过每根主栅的电流降低
为原来的 1/2，内部损耗降低为整片电池的 1/4，同
时半片组件层压后，片间距留白区域增多，实验中
半片组件比整片组件片间空隙增加了 9.5 cm2，增加
了光线对电池片的受光量，同时减少了光学损失。

图 3 半片组件和整片组件不同遮挡条件示意图
Fig. 3 Different shading areas for halved cell module

2 结果与讨论
2.1

a-1

a-2

b-1

b-2

电参数对比分析

实验样品的 EL 图如图 4 所示，所有组件样品
外观完好，无电池片隐裂或电池缺陷。半片组件和
整片组件电参数如表 2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同
效率电池制作的半片组件较常规整片组件功率提高
9 W，Imax 和 Isc 分别增加 1.16%和 1.32%。分析其原
因，影响太阳能电池组件功率重要的指标是封装

图 4 不同类型组件的 EL 图
Fig. 4 EL images of different modules

表 2 不同类型样品组件的电参数
Table 2 Electrical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modules

2.2

样品编号

组件类型

Voc/V

Isc/A

Vmax/V

Imax/A

Pmax/W

a-1

72 片整片组件

45.54

9.07

37.37

8.60

321.45

a-2

72 片整片组件

45.58

9.08

37.44

8.60

321.86

b-1

144 片半片组件

45.50

9.18

37.97

8.70

330.17

b-2

144 片半片组件

45.55

9.21

38.08

8.70

331.30

遮挡实验对比分析

按照实验内容 1.2 中实验方法，测试 A、B、C
三种遮挡条件下半片组件和整片组件功率情况，具
体数据见表 3。按照实验内容 1.3 的实验方法，测试
半片组件在单片电池不同面积遮挡条件下的电参数
性能，具体数据见表 4。
从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半片组件的并串连结
构特殊性，当同样遮挡一个二极管保护下的同样
面积电池时，三种遮挡条件下，并串联结构的半
片组件优于串联结构整片组件功率。同样当电池
片的遮挡面积达到半片电池片的 90%左右时，电
版权所有 © 2017《新能源进展》http://www.xnyjz.giec.ac.cn

压变为没有遮挡时的 2/3 左右，可以判断这个遮
挡面积使一个并联回路旁路掉了。在现实电站中，
组件多为竖向安装，当阵列前面有遮挡时，首先
受阴影影响的就是最下排电池片，而整片串联结
构在现实的阴影过程中很可能会遮挡下面一整排
电池片，这一排电池片可能会使三个二极管启动，
从而影响整块组件发电量，而半片组件的并串结
构的设计，最下一排乃至四排电池片都是受控于
一个二极管，所以发生同样情况的阴影只会影响
组件的 1/3 功率，从而减少了阴影遮挡而导致的
发电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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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整片组件和半片组件遮挡实验功率
Table 3 Power parameters under different shading conditions for full cell module and halved cell module
组件类型

72 片整片组件

144 片半片组件

遮挡情况

Imax/A

Vmax/V

Pmax/W

功率占比 / %

无遮挡

8.52

37.46

319.33

–

A

8.51

24.54

208.83

65.40

B

8.49

11.63

98.72

30.90

C

0.30

36.02

10.87

3.40

无遮挡

8.62

38.03

327.60

–

A

8.61

24.88

214.08

65.30

B

4.60

40.41

185.73

56.70

C

4.41

38.28

168.92

51.60

表 4 半片组件在不同遮挡面积下的电池片功率情况
Table 4 Power parameters under different shading areas for
halved cell module
遮挡面积/%

Pmax/W

Vmax/V

Imax/A

0

326.88

38.06

8.59

50

273.97

40.05

6.84

60

258.81

40.32

6.42

70

244.96

40.48

6.05

80

226.85

40.70

5.57

90

213.76

24.92

8.58

95

213.65

24.90

8.58

100

213.71

24.90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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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别从半片组件的功率损失和组件遮挡两
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半片电池组件对组件功率的影
响。通过对影响组件功率的光学损失和电学损失分
析，得出半片电池组件是提高组件功率的重要途径。
实验表明同效率的半片组件较整片组件功率提高 9 W
以上。并且在同样的阴影遮挡下，半片组件特殊结
构设计会减少组件在电站中的发电量损失，性能优
于整片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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