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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3 年全球光伏产业呈回暖之势，在经历了 2012

年 的 低 谷 后 进 行 了 一 轮 较 大 规 模 的 整 合， 并 取 得 显 著

成 果。 同 时 光 伏 应 用 市 场 加 速 增 长， 实 现 新 增 装 机

39.5GW1，与 2012 年相比增加 23.4%，增速提高了近 18

个百分点。受政策驱动影响，光伏市场中心迅速东移，中国

成为全球光伏市场的领军国家。

全球光伏产业状况

2013 年全球光伏市场和产业呈现出如下发展特点：新

兴市场发力，全球市场增速回升。市场重心东移，以中国、

日本和美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利好政策的驱动下，分别

实现了 12.9GW、6.9GW 和 4.8GW 的新增市场规模。制造

业触底反弹，规模稳步增长，价格稳中有升，龙头企业扭亏

为营。随着产品价格的上升和生产成本的下降，主要企业的

经营状况也得到较大改善，部分电池组件企业的毛利率已达

到 17% 以上。

多晶硅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全球多晶硅产能达到

38.7 万吨。随着切割技术的进步和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提

高，电池耗硅量也在逐步下降，预计未来太阳能级多晶硅市

场增长将会趋缓；晶硅电池生产环节规模延续增长势头，全

球太阳能晶硅电池片产能超过 63GW，同时产业集中度也

稍有提高，全球主要十家企业电池片产能达到 20GW，约

占全球总产能的 33.3%，产量约达到 16.3GW，约占全球

总产量的 40.7%。薄膜电池行业产量出现小幅回升，当年

全球产量达 3.6GW，同比增长 3.7%，但其市场份额出现小

幅下滑，降至 9% 左右。光伏设备制造行业由于近 2 年的

产业调整，其销售额持续下滑，2013 年仅达到 17.5 亿美元，

同比下降 51.4%。

2013 年，各主要国家、地区政策对光伏产业依然保持

了支持的态度，但是基于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均不同程度

的调减了补贴额。2014 年，受经济环境影响，削减光伏上

网电价补贴仍将是欧洲主要国家的基本政策，欧洲新增光伏

装机量有可能在 2013 年的基础上继续下滑，与之相反，中、

日、美等国新增光伏装机量在 2014 年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2014 年，在全球光伏应用市场持续扩大的形势下，光伏制

1. 该数据为根据能源局公布数据对 EPIA 数据进行修正的结果。

造业将保持回暖势头，但一些中小型制造企业尤其是创业型

企业将进一步面临资金链断裂危机。同时光伏行业仍然会是

贸易壁垒的重灾区，中国在欧洲、美国等市场还将面临诸多

阻碍。

中国光伏产业状况

2013 年我国在利好的国内产业政策的扶持下，光伏市

场迅速扩大，全年新增装机 12.92GW，占据近三分之一的

全球新增市场份额。虽然我国从 2013 年开始力推分布式

光伏发电，但是由于目前商业模式尚未完全走通，光伏开

发仍然以集中式为主。东部经济条件较好的省份配合国家

政策针对分布式光伏发电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当地的

分布式开发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虽然由于贸易壁垒等因素导致外部市场压力仍然存在，

但是随着欧盟对我光伏“双反”案达成配额方案以及我国对

美韩多晶硅“双反”做出终裁，使得外部环境得以改善。在

政策环境积极和市场环境趋优的双重利好作用下光伏产品

价格稳中有升，龙头企业经营状况大为好转，产业压力有所

下降，我国前十大电池组件企业在 2013 年年底多数实现扭

亏为盈，同时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显现。

目前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产业兼并重组正在推进，产业竞争格局重新构建；产

业发展出现转移趋势，生产布局不断优化；企业向下游延伸，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贸易保护主义之风仍盛，产品出口仍面

临难题。

我国光伏发电并网情况

截至 2013 年底，在全国累计并网运行的 19.42GW 光

伏发电装机中，光伏电站 16.32GW，分布式光伏 3.1GW，

全年累计发电量 90 亿 KWh。2013 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

量 12.92GW，其中光伏电站 12.12GW，分布式光伏 0.8GW。

2010 年～ 2013 年，光伏发电年均增长 278%。其中，国

家电网调度范围光伏发电装机 16.04GW，占全国光伏发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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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的 82.6%，2010 年～ 2013 年，年均增长 306%。其

中大型地面电站主要集中在西部资源优势较为明显的省份，

而受并网条件和地方政策支持的影响，浙江、广东和河北三

省成为分布式光伏并网的三甲。

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的问题上，国家电网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加以推动和支持。但是从目前的并网成本看，相较

于其他形式的并网项目，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成本在其总投

资的占比中仍然居高，需要通过适当的补偿和分摊机制、技

术和模式创新等诸多努力加以解决。

光伏产业融资现状

2013 年全球新能源融资总额为 2530.1 亿美元，中国

以 614.4 亿美元居于全球首位。而其中光伏产业贡献巨大。

若按照平均 8000 元 / 千瓦的造价计算，2013 年的中国光伏

投入资金大约在 1000 亿元左右，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千亿

级别市场。

光伏电站建设的前期投资居大，非常考验企业的融资

能力，在此方面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有较大的优势。此

外，我国光伏产业融资难度较大的环节出现在分布式光伏发

电开发中，由于金融机构缺乏对分布式光伏的深入了解和认

识，融资形式单一，商业模式尚未明晰等原因，资本目前对

其持观望态度居多。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控制风险，

保障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商业确定性；另一方面要建立稳固的

评级体系，进行金融创新，将金融产品变为现实生产力。

质量保证

随着产业规范化程度提高，光伏产业对质量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光伏电站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投资和收益相对固

定，风险是主要的变化因素。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风险

量化和控制的部分，光伏电站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成为影响项

目融资和后期收益的关键点。一方面，主流制造企业已经从

价格竞争逐步转向产品性能、质量及服务品质竞争，并在生

产过程中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把控体系；另一方面，电站开发

企业更加注重工程建设质量和电站运维管理，以达到理想的

发电产出和持续的收益保障。然而，我国光伏产业的质量标

准体系和评价机制尚未完善，生产和施工企业管理水平参差

不齐，低端产品挤占市场、电站发电能力因设计、施工、运

维环节的质量问题而受到损害的现象仍然存在。

本报告从光伏系统的长期稳定性和可靠性，光伏系统的

安全性，以及全面提高光伏综合能量效率等几个方面进行了

详细的阐述，以期为业界客观全面评估光伏产品和电站的质

量提供参考。另，国家对各环节也相继出台规范、标准加以

指导，很多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也开启了以规范行业发展，

提高产品质量为主题的运动，以推动光伏市场开发向精细化

设计、精细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号召企业把握“政策、质量、

安全、成本和能效”五要素，追求光伏发电工程收益最大化。

我国光伏产业展望

按照中国现在的能源和环境现状，我国急需发展清洁

能源，中国必须在今后 20-30 年内完成能源转型，届时可

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最低占比将达到 40%，而可再

生能源电力在总电力需求的最低占比将达到 60%。而光伏

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本报告的基本情景中，中国到 2050 年光伏累计装

机可以达到 1000GW（10 亿千瓦），占全国总电力装机的

25% 左右，发电量占全国电力需求的不到 12%。而在积

极情景中：2020 年以前的发展速度要大幅提升，到 2050

年光伏累计装机将达到 2000GW，占全国总电力装机的

43.2%，发电量占全国电力需求的 23.3%。

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都属于波动性电力，在电力供应中

占据高比例和高穿透率，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管理上都将带

来巨大的挑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应该加大储能研

发力度和智能微电网的建设；其次，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功

率预测能力，开发光伏发电功率高精度预测技术、以及光伏

发电功率预测置信度辨识技术，使光伏发电可预测可调度。

第三，常规电力从“基荷保障电力”向“调解电力”的转变；

第四，全国范围超高压同步电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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