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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柔性太陽能電池板介紹
Semi-Flexaible solar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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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特點



PowerWatt半柔性太陽能電池板的特點

• Light 質輕：

50W僅為1.05kg

100W僅為1.85kg

• Flexible 柔軟：

最大30°彎曲

• High Efficiency 高轉化率 ：

23%的轉化率

• Long Life Span 壽命長：

壽命高達25年



• Less Area 面積小：

50W的尺寸僅為：645*535*2.8mm

100W的尺寸僅為：1145*530*2.8mm

• Simple Installation 安裝簡單：

直接粘貼於屋頂表面

• Glass Free無需玻璃

• Frame Free 無需邊框

• Mounting Support tree無需支架

PowerWatt半柔性太陽能電池板的特點



PowerWatt半柔性太陽能電池板的特點

• ETFE多層薄膜：

高透光，

易清洗，自潔

耐腐蝕和老化

蜂窩紋路設計，增加聚光，

增加5%的光電轉換率

耐磨



PowerWatt半柔性太陽能電池板的特點

cell inside



誰是 SunPower ？

▪ 每天生產百萬片太陽能電池板

▪ 1.1GW 片太陽能電池片和超過2GW模組

▪ 2017銷售額: ~ $3B

▪ 全球超過6,000名雇員

▪ 專心研發太陽能技術, 全球超過個合作夥伴

▪ 納斯達克NASDAQ上市企業

▪ 超過30年歷史

▪ 單晶矽電池板最高發電量轉化率世界記錄保持者

▪ 超過6 GW 發電站開發

▪ 累計生產超過十億片太能能電池片

▪ 主要生產基地：墨西哥, 菲律賓和馬來西亞

是 的長期合作夥伴

1 Large-area silicon record, Green, M. A., et. al. “Solar Cell Efficiency Tables,” Progress in Photovoltaics, 2013, vol. 21, p1-11.

2 BEW Engineering, part of DNV KEMA, SunPower Yild Report, Jan 2013.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panel: Conventional Panel” is a 240W panel, 15% efficient, approx. 1.6 m2, made with Conventional Cells.  “Conventional Cells” are silicon cells that have many thin metal lines on 

the front and 2 or 3 interconnect ribbons soldered along the front and back.

3 #1 rank in "PV Module Durability Initiative Public Report," Fraunhofer ISE, Feb 2013. Five out of the top 8 largest manufacturers were tested. Campeau, Z. et al. "SunPower Module Degradation Rate," SunPower white paper, Feb 2013. See www.sunpowercorp.com/facts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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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



SunPower Maxeon電池片的特點

傳統的電池片Maxeon電池片

正面 背面

沒有金屬線 鍍銅基材

• Maxeon 電池片和傳統的電池片的根本區別基於實心銅基材

• 鍍銅電池片成本比傳統的電池片更高，但得到的回報是獲得更
加可靠和高效的電池片

• SunPower的電池片的銅基材比傳統的將金屬烤到矽片上更加牢固，
耐用-就跟將LOGO絲印到T恤上一樣。

正面

貼有金屬線

背面

全金屬覆蓋



對比傳統電池片

SunPower® 電池片每瓦的發電量更大(kWh) /Watt ，得益於其獨一無二的設計，超低衰減率，特別是在高溫、陰影和弱光的環境下。

• 所有的電池板都以 25°C (77°F), 1000 W/m2 的日照
(非晴朗的夏天)的瓦數來規定。

很多日子的早上和下午並沒有如
此多的日照

• 電池片要封裝在外部板材的薄膜裡面，這些薄膜的材料會影響到太陽能電池板的表現。

• 當然，電池板並不是永遠不朽的，表現會衰減，問題是衰減率會是多少？

額定的瓦數都一樣?    No!  kWhrs 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晴天的氣溫是更高的，特別
是在太陽直射的情況下。高溫將

使功率下降



TÜV 日本測試結果
• TÜV是德國有130年歷史的機構，是全球產品安全認證和產品在特定

環境影響下的穩定性認證的領導者。

• TÜV 在日本橫濱使用專業的測試儀器對SunPower® 電池片的發電量
和衰減率進行戶外測試。

• SunPower 電池片的發電量比傳統的電池片的發電量每瓦多3%。

電池片 發電量

SunPower +3.2%

Panasonic +1.7%

傳統電池片 +0%

對比傳統電池片



在工作溫度下有更高的發電量kWhr
• 在工作溫度上升的情況下，所有的太陽能技術的轉化率都會有所下降

• SunPower 電池片比傳統的電池片的變化更加緩慢，因此能保持更高的發電量1

SunPower X系列比傳統的電池片在屋
頂的溫度下，發電量高出50% 。

E系列發電量高出40%。

1基於生產商提供的溫度係數資料

• SunPower®在高溫的環境下，仍然保持高轉化率。

對比傳統電池片



寬頻光譜回應 = 更多發電量 kWhrs

1美國國家可再生新能源實驗室測量值
“Full, Gen C Bin I1,”
2 Green, M. et al., “太陽能電池片轉化率表格(版本 36)” 光伏
發展, 18(5), 46–352. 

• 紅移日光在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會出現（夕陽顏色），因此， SunPower®電池片比傳統的電池片開始發電得更早，
發電時間持續更長。

光譜裡更多的紅光，使得在弱光的環境下有更高
的發電量

光譜裡更多的藍光，使得在多雲的環境下有更高的
發電量

SunPower® 電池片1

傳統電池片2

太陽光譜

不同的太陽能電
池片技術在相對
條件下的光譜回
應

• SunPower®在早晨和傍晚弱光環境下表現更出色。

對比傳統電池片



對陰影遮擋帶來的發電量損失最少
協力廠商獨立實驗室對SunPower® 電池片和傳統電池片1進行測試對比

• 在真實環境相同的部分陰影面積遮擋情況下：南邊2條管子，東邊1棵
樹，板上4片樹葉

• 日發電量和各自的非遮擋電池板發電量測試，

SunPower 電池片內置二極體保護，因此相對傳統的電池片在部分陰影
遮擋情況下的影響較小：

E-系列比傳統電池片高20%的發電量

• X-比傳統電池片高30%的發電量

SunPower 電池片在支流逆變器的表現比傳統的電池片在微型逆變器的
表現更為出色。

部分遮擋和電池片破裂會導致熱點損壞。
SunPower 
X-Series,

String Inverter

SunPower 
E-Series,

String Inverter

Conventional
Panel,

String Inverter

%
非

陰
影

表
現

• SunPower®電池板在陰影下比傳統電池板表現更為出色。

對比傳統電池片



• 1，工作溫度下的表現

• 2，弱光

• 3，陰影遮擋

• 4，低衰減率

SunPower 電池片每瓦提供更高的發電量

對比傳統電池片



SunPower 電池片
結實耐用

對比傳統電池片



彎曲測試

SunPower 電池片無發電量損失。

發電量損失 17%

彎曲前

正面走線電池片 SunPower 電池片

彎曲前快速彎曲 快速彎曲

發電量損失 0%

對比傳統電池片



SunPower 電池片

1. 腐蝕: 厚實銅板高防腐蝕性。

2. 金屬疲勞: 低應力連接。

3. 銅條連接電池片，有牢固的銅與銅間的焊接，雙重應力消除。

4. 強度:.厚銅基材強度高，在矽片破裂的情況下也不會斷，足以維持發
電 。

1. 腐蝕: 銀線容易腐蝕

2. 金屬疲勞: 高應力連接

3. .因為電池片在白天溫度上升，晚上溫度下降，銅會熱脹冷縮，但矽片不會。

4. 隨著時間推移，這些重複的張力導致電池片破裂和焊接的部分凝固破裂

5. 強度: 絲印金屬板易碎，脆弱，如果矽片破裂電池片發電量急速下降。

6. .電池片間單銅點連接，高受力

傳統電池片

厚銅基材: 防腐蝕

張力緩解銅條將電池片背部相連

金屬細線焊接盤:

易碎和低抗腐蝕性

彎曲帶將電池片正面和背面連接：

高金屬疲勞點

焊接導線/銅帶: 電池片間張力高

SunPower電池片: 為耐用設計

對比傳統電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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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PW-S50E PW-S1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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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屋頂上的應用

• 香港很多工廠的屋頂是鐵皮或彩鋼瓦的，
承重能力不夠，無法使用常規的光伏元
件；

• 香港很多村屋的潛建也無法拆除後再建
常規的光伏組件（香港條例規定：潛建
物拆除後即不允許再次建設）；

Solution 解決方案：

半柔性太能能電池板



屋頂上的應用

半柔性太能能電池板

* 重量輕

* 無需支架

* 直接粘貼，安裝方便



海上各類船隻上的應用

• Yachts遊艇

• Sailboats帆船, Powerboats快艇

• Houseboats船屋

• Dinghies橡皮艇

• Boathouses船庫

• And more等等



路上汽車上的應用

• RV野營車

• Trailer拖車

• and more等等



其它方領域應用



其它方領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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