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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现状及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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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阳能光伏发电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重要形式，也是我国目前重点发展的、为数不多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之一。本文详细分析了太阳能光伏产业国内外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分析了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
光伏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并对光伏产业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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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wer produced through solar photovoltaic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also the focus of China’s current efforts to strengthen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f it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this paper,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olar energy photovoltaic industry–on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i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and
future trends, present state of the industry, and problems faced by China’s solar photovoltaic industry. Furthermore, some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for the healthy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hotovoltaic industry are also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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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以来，我国太阳电池产量已连续 9 年居世界首位。
随着国内光伏市场的逐步启动，自 2003 年起，我

太阳能光伏是太阳能利用的重要形式，太阳

国太阳电池的年安装量超过日本、美国等国家居

能光伏发电对不可再生资源和制造材料的依赖较

世界首位，2015 年我国累计太阳电池安装量首次

少，将成为未来替代化石能源的主力。自 2007 年

超过德国，居世界首位，这表明我国正在从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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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大国、应用小国向光伏生产大国和应用大国

占全球新增光伏装机容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占我国

转变。

光伏电池组件年产量的约三分之一，完成了 2015 年
新增光伏装机 15 GW 的目标 [4]。截至 2015 年年底，
我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为 43.18 GW，首次超越

二、太阳能光伏产业国内外发展现状

德国，成为全球光伏累计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其
中光伏电站装机容量为 37.12 GW，分布式光伏装机

（一）太阳能光伏产业国际发展现状
根据分析公司绿色技术媒介研究 (GTM rese-

容量为 6.06 GW，年发电量为 39.2 TW · h[4]。与 2014

arch) 发布的临时数据显示，2016 年太阳能光伏容

年全国新增并网光伏发电容量 10.6 GW 相比，2015

[1]

量预计将达到 64 GW 。国际能源署太阳能光伏发

年新增装机容量有较大幅度增长。我国太阳电池组

电项目（IEA PVPS）快照分析报告显示，2015 年

件产量、国内需求量、出口比重等相关情况见表 1。

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为 50 GW，累计装机容量

就上游多晶硅产业来讲，2015 年我国多晶硅产

[2]

为 227 GW 。2015 年我国新增太阳能光伏装机容

量为 1.65×105 t，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国，

量排名第一，为 15.13 GW，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的

占世界多晶硅产量的 48.5 %。虽然如此，中国仍需

分别是日本（11 GW）和美国（7.3 GW）, 欧洲市

要从其他国家进口约 1×105 t 多晶硅。多晶硅的历

场规模为 7 GW[2]。亚太地区占据 2015 年全球光伏

年产量和占世界产量的比重见表 2。
国家能源局在 2016 年 4 月 22 日发布数据，2016

市场装机容量的 59 %，从 2013 年起连续三年排名

年全国 1~3 月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7.14 GW，其中，

第一。该市场从 2005 年的 1.4 GW 增长到 2010 年
[2]

的 16.6 GW，2015 年为 50 GW 。太阳能光伏发电

光伏电站装机容量为 6.17 GW，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

对整个电力需求年贡献率超过 1 % 的国家已经达到

为 0.97 GW；全国累计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50.32 GW，

22 个， 其 中 意 大 利 为 8 %， 希 腊 为 7.4 %， 德 国

同比增加 52 % [6]。其中甘肃和新疆地区弃光现象比

为 7.1 %。 全 球 光 伏 贡 献 率 占 据 全 球 电 力 需 求 的

较严重，弃光率分别达到了 39 % 和 52 %，宁夏也

[2]

1.3 % 。在全球累计装机容量前十位的国家中，中

达到了 20 %[6]。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累计

国、德国、日本、美国和意大利 5 个国家的累计装

光伏发电装机总计达 25.6 GW，已超过西北地区的

机容量均超过 10 GW，5 个国家的累计装机容量之

23.64 GW[6]。

和占全球累计装机容量的 71.4 %，达到 162 GW[3]。
2015 年，全球多晶硅产量持续上升，总产量将达到

就太阳电池技术本身来说，中国的光伏产业经
过最初的技术跟踪发展到技术同步乃至部分超越，

5

3.4×10 t，同比增长 12.6 %；太阳能光伏组件产量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高效多晶硅电池平均效率、单

[3]

约为 60 GW，同比增长 15.4 % 。

晶硅电池平均效率、部分薄膜电池效率已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其中铜铟镓硒组件认证效率达到 21 %；
砷化镓组件认证效率达到 30.8 %，均达到世界较好

（二）太阳能光伏产业国内现状
2015 年我国新增光伏装机容量为 15.13 GW，

2007―2015 年我国太阳电池组件产量、国内需求量和出口比重 [5]

表1
组件产量及供需状况
组件产量 /MW
国内市场需求 /MW
出口比重 /%

水平。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 340

2 714

4 990

12 437

22 798

25 214

25 610

35 000

41 000

20

40

160

500

2 700

3 560

10 680

10 640

15 000

98.51

98.53

96.79

95.98

88.16

85.88

58.3

69.6

63.41

表2

我国和全球多晶硅产量情况（2011―2015 年）[5]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4

24

23.5

24.6

30.2

34

4

中国 /×10 t

8.4

7.1

8.46

13.6

16.5

占比 /%

35

30.21

34.39

45.03

48.53

多晶硅产量情况
世界 /×1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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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阳能光伏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2）电站：分布式光伏发电需要在屋顶建立电
站，但是投资方一般难以获得屋顶的产权。电站产

（一）技术

权制度的设计是制约分布式光伏发电在居民中推进

随着铜铟镓硒、碲化镉、硅基薄膜等类型太阳

的一大阻碍。建立光伏系统开发商与建筑业主共赢

电池效率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薄膜太阳电池技术

的能源合同管理模式，有望成为我国大规模分布式

有望在未来光伏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我国

光伏发电的基本模式。

的铟、镓、碲等资源相对丰富，在薄膜太阳电池的

（3）“双反”调查等贸易纠纷较多：多个国家

原材料成本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这将成为我

提出了对我国光伏产品“双反”调查。由此引发的

国发展薄膜光伏的重要优势。

贸易纠纷成为我国光伏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障碍。

新型太阳电池包括染料敏化、有机聚合物、量
子点、钙钛矿等，作为未来高效低成本太阳电池的

五、未来发展展望及建议

代表，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钙钛矿太阳电池从
2009 年 3.81 % 的转换效率发展到最近超过 22 % 的
[7]

随着技术进步及光伏产业的加速扩张，太阳能

认证效率 ，只用了短短 6 ～ 7 年时间，充分表现

光伏有望在未来几年实现平价上网。对于我国光伏

了新型太阳电池的发展潜力。

市场迅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弃光等若干问题，亟待
建立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光伏应用商业模式，推动

（二）成本

我国光伏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针对光伏产业发展

全球光伏发电随着光伏技术的进步及产业规模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的大幅扩大，成本逐年下降。2008 年全球光伏发电
的平均度电成本约为 38 美分，而 2015 年则下降到
[4]

7.3 美分左右 ，未来几年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空
[7]

（一）大力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加强新型电池等基
础科研的投入

间 。通过技术提高和规模化，可以降低光伏项

通过国家、地方财政、相关部委等多种资金渠

目的前期投资，通过逆变器、运行维护水平等的

道，支持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自主创新，特别是加强

提高，可以提高系统效率，从而提高光伏电站的

基础工艺、材料及关键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同时，

满发小时数，从而提高太阳能利用率，降低度电

加强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项目的持续、滚动支持，特

[8]

成本 。

别是对具有开创性的长期基础科研项目加大支持力
度。加大劳务费等支出范围及比重、严格项目技术

（三）市场

验收标准，做到专款专用、务求实效。

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亚太市场占据了全球
59 % 的光伏市场份额，光伏市场的中心由欧洲转
移到亚太地区。各个新兴市场如印度、拉丁美洲、

（二）完善财税支持政策，促进光伏产业快速健康
发展

非洲、中东等的市场规模正在逐步扩大。我国的国

加强对光伏企业关键技术研发、技术改造、兼

内市场西北地区逐步饱和，华北、华中、华东和华

并重组、电站集成技术研发及项目建设等的投融资

南地区的分布式光伏的规模不断扩大。

支持，并完善相关税收政策。

四、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三）完善光伏产业配套建设，建立健全光伏服务
业体系

（1）电网：我国太阳能资源丰富和大型地面

制定完善的光伏产业标准体系，加快对光伏产

光伏电站建设较多的西北地区处于电网末端，当地

业相关标准的修订及国际标准转化。推动建立多家

消纳程度有限，在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利用

国家级光伏检测及实证服务平台，提高全产业链产

与目前我国相对落后的智能电网建设之间的矛盾突

品检测能力。加强行业组织在产业发展中的引导作

出，造成西北地区弃光严重的尴尬局面。

用，推动行业加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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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16-01-15)[2016-06-21].

（四）深入落实部门责任，加强政策贯彻联动
有关部门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加强沟通协作，
增进政策联动，杜绝部门工作交叉及重复性政策制

http://www.yzinfo.net.cn/yzinfo/qbck-2016.asp.
[4]

02-05) [2016-06-21]. http://www.nea.gov.cn/2016-02/05/

定等现象。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应加强前期调研论证，

c_135076636.htm.
National Energy Administration.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减少政策数量并提高稳定性、持久性、系统性，减

related statistical data in 2015 [EB/OL]. (2016-02-05) [2016-06-21].

轻企业负担。清理取消地方保护性政策法规，推动
建立全国统一的光伏市场。

国家能源局. 2015年光伏发电相关统计数据 [EB/OL]. (2016-

http://www.nea.gov.cn/2016-02/05/c_135076636.htm.
[5]

IEA PVPS. Annual Report 2015 [R/OL]. (2016-05-13) [2016-0621]. http://www.iea-pvps.org/index.php?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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