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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降本增效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光伏组件封装材料出发,主要
研究了不同厚度汇流条对光伏组件电性能的影响,并对比了不同厚度汇流条的单板耗量。实验表明,汇流条厚
度的增加提升了光伏组件的输出功率,同时也增加了汇流条的单板耗量,提升了光伏组件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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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crease of
enterprise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Starting from the photovoltaic module packaging
material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bus bars of different thicknesses on the electrical performance of
photovoltaic modules, and compares the veneer consumption of bus bars of different thicknesses.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thickness of the bus bar increases the output power of the photovoltaic module, while also
increasing the veneer consumption of the bus bar, which increases the cost of the photovoltaic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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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mm时,光伏组件的Rs和FF变化较大,
组件功率增加1.04W；同样,汇流条厚度
由0.35mm增加到0.4mm时,光伏组件功率
小幅增加0.18W,光伏组件的Rs和FF的走
势也趋于平缓。
3.2汇流条厚度对组件单耗的影响。
单块光伏组件使用不同厚度汇流条的用
量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汇流
条厚度的降低,单板组件的汇流条用量也
随着降低。实验二的汇流条相较于实验一
图 1 厚度汇流条与光伏组件 Rs 和 FF 的关系图

的汇流条单板用量增加6%,实验三使用的
0.35mm的汇流条相较于实验一0.30mm的
汇流条单板用量增加11%,当实验四汇流
条厚度提升至0.40mm时,单板组件汇流条
用量相较于实验一0.30mm增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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