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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GS 太阳能组件
生产设备整厂解决方案 
“德国尖端科技”携手“中国本地资源”因势利导、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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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能源需求在全球持续增长，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也在总体能源结构中增长。光伏能将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在这一发展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CIGS 的发展在德国西南部已有 40多年的

历史。1975 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的物

理电子学院(IPE)开始首次尝试生产 CIGS

组件，1988年德国太阳能及氢能研究中心

(ZSW) 成立，2006年开始量产，Manz 从

2010 年到今天已为 CIGS 技术的突破作出

了许多贡献。

Manz 是太阳能领域高科技生产设备开发

和制造的先驱，拥有 30 年的经验将实验室

成果转移到车间的量产线。Manz 的解决方

案帮助许多太阳能公司能以最少的成本更

快速地投入市场。

 

2017 年初，Manz 集团、神华集团旗下子

公司、上海电气及北京未来科技园区创建

了独特的研发合资企业-神华(北京)光伏科

技研发有限公司，将一举成为世界高端研

究企业，专门致力于研发 CIGS 薄膜太阳

能技术。神华(北京)光伏科技研发有限公

司将得以利用 CIGS 的庞大潜力，进一步

提升效能，降低制造成本。除了已整合到

神华(北京)光伏科技研发有限公司的德国

Schwabisch Hall 的现有生产线外，还将在

北京设立 44MW 的新研发生产线。目标是

进一步加快研发流程。

与此同时，Manz 集团、神华集团旗下子公

司及上海电气也共同创建了装备合资企业_

苏州曼兹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主要在中

国独家销售德国 Manz 集团的 CIGS 太阳

能组件生产设备整厂解决方案-CIGSfab，

并为未来的项目提供工程服务及装机。在

未来，曼兹新能源装备将能取得神华(北京)

光伏科技研发有限公司的未来研究成果，

并通过独家权限合约，同时享有与 ZSW合

作的丰硕研究成果。

开发 CIGS 技术新应用、产业化 CIGS 技术

及商业化应用 CIGS 组件是 Manz集团、神

华集团及上海电气对 CIGS 技术发展的理

念。藉由结合德国尖端技术及本地强而有

力的资源，将进一步拉升 CIGS 组件整体

产能，成为光伏领跑者。

关于CIGS的故事CIGS 光伏明日之星

Manz 是一家全球高科技设备制造商，拥有

超过 30 年太阳能产业机械工程先驱的丰富

经验。 

凭借其 CIGSfab，Manz 是目前全球唯一可

提供完全集成的 CIGS 太阳能组件生产设

备整厂解决方案的供货商。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最大、最现

代的煤炭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煤矿运营

商。神华集团拥有包括铁路和水路在内的

完整自营煤炭运输物流专线。

神华集团也是中国最大的能源生产商之一。

大规模投资风能是从能源发电组合转变为

可再生能源的开始，如今的太阳能投资则

是能源转型的延续。

上海电气集团是Manz的主要投资者，

也是中国最大且最完善的大型设备制

造 集 团 之 一 ， 旗 下 共 设 高 效 清 洁 能

源、新能源、工业设备和现代服务四

大主要业务板块。核心业务依然是建

造煤炭和天然气化石燃料发电厂。

Manz 的 CIGS 历史

开始位于斯图加特大
学物理电子研究所的
CIGS 基础研究
1975

1988
 斯图加特 ZSW
( 太阳能和氢能
研究中心 ) 成立

1999
成立 Würth Solar 
公司

2006
在 Schwäbisch Hall 
开始批量生产

2011
Manz 所生产的
组 件 效 率 达 到
14%( 受 光面 积
效率 15.1 %)

2014
ZSW 以 21.7% 
转换效率达到
世界纪录

2016
ZSW 以 22.6%
再 度 刷 新 薄 膜
转换效率纪录

Manz 与神华集团及上海电气
协议共同合作成立研发合资企
业 - 神华（北京）光伏科技研
发有限公司及苏州曼兹新能源
装备有限公司，开拓中国 CIGS
市场，加速 CIGS 本土化进程
2017

CIGS 组件
在 ZSW 进
行试生产
1995

开始 CIGS 组件 
1200 × 600 (mm)
试生产
2000

Manz 与 
Würth Solar 
公司达成合作
协议
2010

Manz 集团并购
Wurth Solar，
并将工厂改名为
创新生产线
2012

Manz 再创世
界纪录，组件
效率达 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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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伏发电是可再生清洁能源中
能效最高的产品

在过去的 50 年中发生的三次能源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损失，仍然让人们心有余悸。在不久的将来，煤、石油资源将因其不可

再生性而耗尽。作为临时替代能源，核能因其极强的污染性和废料的难处理性，也仅仅是解决当前能源贫乏的权宜之计。风能，水

能，因特殊的区域要求，也阻碍了使用的广泛性。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绿色环保能源——太阳能，放眼全球，已成为各国发展

新能源领域的重点；对中国而言，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力消费市场，增长速度为全球之冠，发展替代能源成为近年来的当

务之急。

以上，其中太阳能发电占到 60％ 以上，充分

显示出其重要战略地位。

太阳能作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可再生能

源，开发和利用太阳能已成为各国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重要指标。国际上普遍认为，在长

期的能源战略中，太阳能光伏发电在太阳能

发电、风力发电、海洋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

许多可再生能源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这是

因为光伏发电有无可比拟的优点：

（1）充分的清洁性

（2）绝对的安全性

（3）相对的广泛性

（4）确实的长寿命和免维护性

（5）初步的实用性

（6）资源的充足性及潜在的经济性等

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相比，太阳

能无穷无尽，既可免费使用，又无需运输，同

时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污染，可作为一种新

型绿色能源，广泛应用在取暖、制冷、发电、

海水淡化等众多领域。

太阳能电池具有清洁、无污染、安全、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特点，在当今世界资源短缺、

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

如中国具有充足的太阳能资源，非常符合发

展太阳能产业，以替代煤炭、石油等日益紧缩

的化石能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能源结构体

随着煤炭、石油、燃气等化石能源资源消耗

迅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温室气体

排放导致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人类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而自 2004

年后，中国的雾霾越来越严重，最大的主因来

自于燃煤及燃油。为了人类的永续生存，我们

毫无选择需要从煤和石油逐渐转化为可再生

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彻底改变人类社

会发展与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

并维持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可再生清洁能源作为补充或替代能源，减少

或消除对环境的污染，降低对资源的消耗，

使人类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构建多种能源

并存的能源体系，是未来能源结构的主要特

征。

在水能、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和

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中，丰富的太阳能是重

要的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污染、

廉价、人类能够自由利用的能源，为一种非常

具有开发潜力的可再生能源，是近年来发展

最快、最具活力、最受瞩目的新能源。

在不远的将来太阳能光伏发电不仅会替代部

分常规能源，而且将成为世界能源供应的主

体。根据欧洲联合委员会研究中心（JRC）

的预测，21  世纪末，能源发展带来革命性的

变化，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将占到 80％

走进新能源 - 打造高科技的绿色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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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GS 组件的能源回收期可减少到六个月

与生产制造晶硅太阳能技术相比，可省

去复杂的生产工艺，不仅能显著地缩短

生产成本和降低生产成本，这也造就了

能源回收期大幅缩减：晶硅太阳能电池

的能源回收约1.5至2年，但CIGS组件

的能源回收期已经可到6个月以下。

CIGS 引领未来光伏技术 CIGS 技术为光伏市场的主流

目前 CIGS 组件被广泛认为是太阳能市场上转换效率最高的产品之一，其实际发电产出

可比多晶硅高出 10 %以上 。同时，与多晶硅技术相比，CIGS还可实现额外的收益。

能源回收期

曾经有一度，国内多晶硅企业运行得很好，

大家相继 “ 拥硅为王 ” 的局面发生在不远的

前几年，国内多家央企相继进入这个领域。

然而好景不常，曾经的辉煌历历在目，但由

于多晶硅的技术发展已无突破，又受到双反

的影响，使得多晶硅已不具备竞争力，在这

样的背景下，CIGS 成为投入光伏行业的最

佳选择。

生产 CIGS 太阳能电池的原材料是稀有金

属铟，避开了市场紧缺的硅材料，且中国铟

的储量居世界第一，原料容易解决；另一方

面，CIGS 太阳能电池只有 2 微米厚度，与

晶硅电池 200 微米厚度相比，材料消耗很

小。

铜铟镓硒 (CIGS) 太阳能电池已成为薄膜

太阳能电池产品的主流。放眼目前世界上的

太阳能技术，铜铟镓硒 (CIGS) 太阳能薄

膜电池具有很多晶体硅太阳能电池无与伦

比的优势。

近年来鉴于常规能源供给的有限性和环保

压力的增加，世界上许多国家正掀起开发利

用太阳能的热潮并成为各国制定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在跨入 21 世纪门槛后，世界大多数国家踊

跃参与以至在全球范围掀起了太阳能开发利

用的 “ 绿色能源热 ”，太阳能电池产品也因

此炙手可热，目前太阳能电池产品的主流还

停留在多晶硅太阳能电池，但由于其效率演

进路线已达顶端、污染严重及产业链长，以

长远来看，多晶硅技术将日益式微。

CIGS 太阳能电池能源回收期不到一年 , 晶

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因其上游用电量需求

大 , 其能源回收期约为 CIGS 的 2 倍以上。

生产过程中的能源耗损是一个重要指标，若

制造过程中所需消耗的能源较多，节能减排

的成效即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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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GS 技术 - 最具潜力的太阳能光伏技术

CIGS 再度创下世界纪录达 22.6% 之后，

更加突显 CIGS 薄膜太阳能技术领先优势。

CIGS 技术拥有出色的温度系数，即使在强

烈光照下，CIGS 太阳能电池较低的温度系

数也使得其产出的发电量大大优于晶硅太阳

能电池组件而不受表面温度升高的影响。

CIGS 太阳能组件还能保证恒定的高发电量，

甚至是在光照强度低或阳光散射的条件下，

以此绝佳的特性，从而可以帮助电站提高供

电量并且保持高发电量，让电站拥有无与伦

比的获利能力。 

中国云南省石林镇第一座 1 兆瓦 CIGS 并网

电站已经证实了，在同样规模的建置量底下，

其年发电超越晶硅组件达 8%，意味着，获

利能力比晶硅电站高 8%。

CIGS 薄膜电池成为转换效率最高的薄膜电

池。CIGS 薄膜是一种直接带隙半导体材料，

CIGS 转换效率不断突破
未来仍有增长空间

CIGS除了弱光下发电量高之外，其他优点还包括：吸光能力强、发电稳定性高、转化

效率高、日间发电时间长、生产成本较低、回收周期短等优势。

发电量 (相对值)

CIGS 的电池厚度仅仅为晶体硅的 1%

CIGS 年发电量超越晶硅 10% 左右

CIGS技术整合度高，比起任何其他太

阳能技术，生产制程的速度都更快且更

经济。CIGS技术对高成本材料(如硅)的

使用已保持在最低水平，显着降低了组

件生产的复杂程度和成本。目前硅晶太

阳能电池的厚度约为200μm，而CIGS

吸收层的厚度还不到2μm。从而可以在

生产过程中节省原料，并且进一步实现

永续性生产，达成对生态环境无害的目

CIGS组件在生产时耗电量少，污染也

少，其组件能以出色的温度系数及在低

亮度条件下也能实现卓越的发电性能，

这造就了能量回收期大幅缩减。根据德

国研究机构的测试，在规模化生产的太

标。再者，CIGS使用廉价普通玻璃做衬

底，采用线性共蒸镀法或是溅射后硒化

法，原材料耗损量小，生产过程以常温

为主，只有在生成吸收层时采约500度

到600度高温，但也远低于成长及纯化

晶体硅所需的温度，对大规模工业生产

而言，节能环保的优势非常明显。

阳电池中，CIGS太阳能电池在同功率

组件发电量是最高的，CIGS年发电量超

越晶硅10%左右，也就是能量回收期最

短。

材料使用量 

其重要特性是能隙可通过镓掺入量进行调

节。CIGS 材 料禁带宽度可以在 1.04eV ～

1.65eV 间变化，非常适合调整和优化材料的

禁带宽度，使 CIGS 太阳能电池具有最佳的

光学能隙。同时 CIGS 薄膜材料对可见光的

吸收系数是薄膜电池中最高的，达到 105 

cm-1，适合于电池结构薄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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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元素 铟元素

镓元素 硒元素

CIGS

低

低 

低 

短

低 

优 

优 

效率增长快速 

气质、高雅  

无 

短

综合性比较

总投资成本

材料使用量 

生产成本 

能源回收期

组件生产耗能 

发电量 

热对发电效能影响 

效率发展潜力 

BIPV 外观 

名列各国双反名单 

产业链 ( 从原材料到组件 )

晶体硅

高

高 

高

长 

高 

劣 

劣 

已趋饱和 

突兀且无质感  

有 

长

CIGS 为双反之下的救星。欧美的双反政策

并未纳入 CIGS 太阳电池，加上近期美国已

确定通过惩罚性关税，使得晶硅太阳电池遭

受打击，因此现在投资CIGSfab是最佳时机。

分析人士认为，在此背景下，薄膜电池行业的

优势将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国内光伏企业除

了转战国内市场之外，薄膜电池也将成为国

内光伏企业的转型方向之一。 

CIGS 的产业链与晶硅相比缩短许多。晶硅诸

多的生产步骤使得总体投资金额高，且单一

硅太阳能组件。纵使其他薄膜技术种类的组

件均有比 CIGS 再稍低一些的温度系数，但

是以整体发电量来说，CIGS 组件所发出的电

量仍优异于其他的薄膜电池组件。

在低亮度条件下实现卓越的性能。由于地理

方面的因素，不同地区会有不同强度等级和

不同入射角的阳光，这正是 CIGS 技术发挥

其性能的最大优势恰与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相

反。即使在光照强度低或阳光散射的条件下，

CIGS太阳能组件能达到恒定，卓越的发电量。

结构方面的亮点 - 外观集成。这种低光照条

件下的卓越性能也是 CIGS 太阳能组件非常

适合集成到建筑物和建筑物帷幕的原因（即

垂直安装）。CIGS 太阳能组件能够在所有入

射角度下实现卓越的发电量。此外，均匀的

黑色外观能满足整洁、现代、优雅的建筑美

观需求，赏心悦目。

客制化的技术。客制化 CIGS 太阳能组件有

无限的可能。从高雅的黑色镀层到各种颜色

的外形、文字、徽标的网印一切皆有可能。

实践评价上网的最佳途径。最适合分布式电

站、屋顶电站、光伏电站及建筑一体化应用

的光伏组件。

透过德国 Schwabisch Hall 的生产线上所

生产的 CIGS 组件除了具备上述的特色之外，

还具备以下特点，使用者可轻易的安装及得

到更高的发电效益。

区块投资受限上下游价格波动，风险极高。

而 CIGS 全集成连续生产过程利用流水线生

产可达到较低生产成本及较低投资成本，并

可依照市场趋势调整产能，不受限上下游价

格波动。综观太阳能目前的技术来看，CIGS

技术为目前最有前瞻及最具投资效益的项

目。

出色的温度系数。即使在强烈光照下，CIGS 

太阳能组件较低的温度系数也使得其产出的

发电量（尽管表面温度升高）大大优于晶体

组件特色：

* 无框玻璃设计：坚固且易于处理的三明治

型玻璃─薄膜夹层

* 角落的接线盒：能达到系统成本效益

* 具功能性的热点保护

* 获得德国 TÜV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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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GS 已经能提供最低的生产成本在目前太阳能技术中，具有进一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最高潜力。与晶硅技术相比，CIGS具有

更多的无与伦比的优势。

效率

如今，冠军组件的效率已经大致处于多晶

硅电池的水平。ZSW 在实验室的小组件证

明了 CIGS 巨大的潜力，Manz 不断地将

ZSW实验室的技术转移到 CIGSfab 大规模

批量生产线工艺中。 

发电成本

考虑到实际每千瓦小时的发电成本，即每

度发电成本，CIGS 技术有着更加明显的成

本优势。如果将功率相同的 CIGS 组件和

晶硅组件安装在一起，CIGS 组件的年发电

量将高出 10% 左右。这归功于 CIGS 组件

的物理特性：弱光性强，因此在清晨、黄

昏、多云或多雾的天气，发电量会高于晶

硅组件。 

每瓦成本

如果考虑每瓦成本 (太阳能组件的实际制

造成本)，如今 CIGS 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

的成本已大大低于晶硅技术。因此，如果

再通过产能提升的规划，还能进一步大幅

减少成本。与如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晶

硅太阳能技术相比，其成本优势甚至还会

更大。

创造最高的本地价值

CIGS 组件在完全集成的生产线上制造。制

造技术始于普通的玻璃基板，会将几种不

同的导电层沉积在基板上，之后对这些导

电层进行电气连接。与生产多晶硅太阳能

电池相比，高成本材料(如硅)的使用量已

压到最低、组件生产的复杂程度也大大降

低，而且，生产链绝大部分的材料可在本

地生产，这意味着，从生产玻璃基板开始

即发生在本地。

什么是CIGS? 技术上永远保有领先地位

CIGS是由铜(copper)、铟(indium)、镓

(gallium)和硒(selenium)四种元素组成

的半导体材料。这个半导体材料是通过

Manz与ZSW独家开发，全世界最先进

的线性共蒸镀工艺在真空下镀上一层非

常薄的薄膜在玻璃基板上。在薄膜技术

中，CIGS具备相当大的潜力，可同时

降低生产成本，并提升组件效率。

心) 合作，能独家取得该技术不断发展

的研究成果，并转移到大规模生产工

艺中。

拥有不断升级地技术，是投资 Manz 

CIGSfab 商业模式中最强而有力的元

素。

德国太阳能及氢能研究中心 (ZSW) 是

欧洲领先的光伏研究机构之一。ZSW

的材料研究人员专注于 CIGS 薄膜技术

和新材料系统的开发。今天，在薄膜

太阳能领域中，以 CIGS 技术所生产的

薄膜电池能拥有最高效率！

Manz 与业界拥有最大的 CIGS 技术研

究团队 ZSW (德国太阳能及氢能研究中

绿色生产

CIGS 的优势之一是需要的材料量极少。目

前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厚度约为 200μm，

而 CIGS 吸收层的厚度还不到 2μm。从而

可以在生产过程中节省原料，并且实现可

持续生产，达成对生态环境无害的目标。

应用领域更大

CIGS 组件的用途与晶硅太阳能组件基本相

同。与晶硅组件不同的是 CIGS 组件统一

采用黑色表面，更加美观。因此，CIGS 组

件十分适合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屋顶集

成 CIGS 组件和表面组件外形美观、节省能

源，可用于替代传统建筑材料。

CIGS 技术－
确保最低的太阳能发电成本

CIGS 建筑一体化实际案例云南石林 CIGS 薄膜太阳能电站

16 %
冠军组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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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能源是有限的 - 本地生产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

选择 CIGSfab 意味着您选择投资了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

CIGSfab－获利能力无与伦比

CIGSfab 能以符合经济效益的条件生产高效能的薄膜组件。视地点而定，在德国 Schwabisch Hall 的生产线上所制造的薄膜太阳能

组件，将来能供应每千瓦小时 4 欧分 (西班牙) 与 8 欧分 (德国) 的能源；这样的太阳能电力等同于石化燃料所产生的电力成本，更远

低于海上风力发电厂发电的电力成本。

CIGS 蓄势待发

CIGSfab是完全集成的交钥匙生产线。截至

今日，CIGSfab是唯一完全集成和全面具备

生产CIGS太阳能电池组件能力的交钥匙生

产线，这保证了今天建造的工厂在未来的

运营中也能获得利润。

不仅如此，CIGSfab 还具备了：

以最低成本产生能源的太阳能技术

当涉及从光伏发电生产能源时，CIGS是可

实现最高利润的技术。这成熟的技术已经

就绪！现在就可以使用！

CIGSfab产能具有极高的扩展性

CIGSfab 生产线提供 65MW，甚至可扩展

高达 GW 的年产能。即便仅购置 65MW 的

客户需要提高产能，日后也可以随时进行

产线扩展。

生产线可随时升级

当前ZSW开发的最新技术，都能无缝地转移

到CIGSfab之中，并随时在德国 Schwabisch 

Hall的生产线上进行测试，这样可以保证今

日所建成完毕的工厂，在未来也可以持续以

获利的模式运营。

具有可靠的技术路线图

在德国 Schwabisch Hall 的生产线上可用来

测试并优化量产条件下的最新创新技术、替

代材料和全新组件设计。因此加快了CIGS 

技术的研发，并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因扩产而

可能引起的延期风险。

组件可靠性高

全球已经大量安装了 Manz 的 CIGS 组件。

来自世界各地和所有气候区的参考资料都证

实了CIGSfab生产的CIGS组件具备可靠性。

最安全稳健的投资保障

每座 CIGSfab 都拥有卓越的投资安全性，

因为我们在技术、效率潜力及成本已规划

了发展蓝图。我们能为客户升级最新的技

术是组成我们经营模式最关键的一部分。

可融资性

全球顶尖的金融机构都为采用 Manz 技术

的太阳能厂提供财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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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z 最新研发的 CIGS 线性蒸镀机

CIGSfab搭载Manz最新研发的CIGS线

性蒸镀机，以超过600度的镀膜温度使

得CIGS薄膜成长能臻至完美。Manz独

家的由上往下的蒸镀方式，使玻璃在

高温下仍能保持平坦，维持良好的产线

良品率。CIGS蒸镀机还能后续升级双

反应腔体，调变CIGS薄膜至理论最佳

值，也能无缝加装近年产业界火热的

后处理工艺 (PDT)，推升产品效率至另

一个境界。

CIGS 线性蒸镀机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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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上拥有德国尖端科技，在本地市场拥有能源领域两

大集团支持的苏州曼兹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未来将通过

德国尖端技术、结合本地两大集团资源，共同开发适用于

本地的新应用，旨在提升 CIGS 技术并开拓 CIGS 在本地、

甚至是全球的太阳能市场。这将进一步加速发展 CIGS 技

术，并同时带动市场对 CIGSfab 的需求。

苏州曼兹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Suzhou Manz New Energy 
Equipment Co.,Ltd

Phone +86 512 65136050
Fax +86 512 65136061
cigsfab@manz.com.cn

江苏省苏州市
高新区嘉陵江路405号
215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