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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z CIGS 薄膜太阳能电池
订单背景信息

Manz CIGS 薄膜太阳能电池订单代表着 
CIGS 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得以面向全球化发展

CIGS 是由铜 (copper)、铟 (indium)、镓 (gallium) 和硒 (diselenide) 四种元素组成的半导体材料。 这个半导体材料是通过

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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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晶硅太阳能組件是由大量的太阳能电池片焊接并安装

在玻璃面板和膜片之间。晶硅太阳能电池主要是来自于从硅

块锯切下来的硅芯片。

高纯度硅芯片比 CIGS 半导体层的薄膜组件厚将近 100 倍。 

CIGS 是透过真空腔体的单一工艺步骤直接蒸发到玻璃基板

上。 相较之下，晶硅太阳能技术相应地使用了较多昂贵的半

导体材料。

此外，由于薄膜技术是将半导体层直接应用于玻璃基板上，消

除了劳动密集和复杂的生產工艺如硅原料、硅芯片，电池和组

件生產。

 CIGS 代表什么意思 ? 

 晶硅太阳能技术跟薄膜太阳能技术 
有什么不同 ? 

晶硅太阳能电池及 CIGS 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比较示意图

CIGS 半导体层 与 CIGS 半导体层相比的头发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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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nz CIGSfab 的交钥匙工程中，太阳能组件是由普通玻

璃在完全集成的生产制程中制造而成。 所有的生产过程都是

全自动化的，與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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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程和降低生产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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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约两年，但 CIGS 组件的能源回收期已经减少到九个月以下。

 什么是 Manz CIGSfab? 

 Manz对太阳能行业的发展 
至今做出了什么贡献 ? 

Manz 实现“ 将玻璃基板产生能源”的 生产工艺示意图

Manz 是太阳能领域高科技生产设备开发和制造的先驱。太

阳能技术发展至今，在诸多能源技术中已具备相当的竞争力，

Manz 在过去三十年间也致力投入于其中，我们认为太阳能技

术在不远的将来，甚至将可成为最便宜的能源生产。

• 自 1990 年开始，开发和生产用于制造晶硅太阳能电池的设备。

• 自 2005 年开始，开发和生产用于制造薄膜太阳能组件的设备。

  - 一开始我们提供諸如激光切割、自动化和玻璃清洗等单

机设备。

  - 随着 2010 年与 Würth Solar 公司的合作开始，我们也

為 CIGS 薄膜太阳能組件提供一个完全集成的交钥匙生

产线 - Manz CIGSf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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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基板由此进

组件完成

• 2012 年完全接管 Würth Solar 公司的 CIGS 技术及创新生

产线后，Manz 与独家研究合作伙伴 ZSW- 德国太阳能和氢

能研究中心一起专注于 CIGS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提高效率，

同时降低生产成本。随着各种世界纪录效率不断的刷新和成

本显著的降低，近年来我们在薄膜太阳能领域亦取得了值得

注目的成功。

Manz已经显著影响了晶硅太阳能技术和薄膜技术及其发展。 

基于多年的经验，Manz 深信，目前仍然为主流的晶硅技术将

不再能与快速成長的薄膜技术相竞争。 薄膜技术在进一步降

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方面具有显着的优势，且在技术的增长潜

力远远高于已发展式微的晶硅太阳能技术。

在薄膜技术中，CIGS 被认为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技术。 



 为什么CIGS 
能夠大幅超越晶硅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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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Z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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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和生产成本

• 显著減少半导体材料的耗用量（最多减少 100 倍）。不但能

大幅降低成本还能显着減少对具有强烈价格波动半导体材料

的依赖性。 

• 显著缩短生产过程且完全自动化，相应降低生产成本。 

效率

到目前为止，Manz" 冠军组件 " 的 16% 效率已经达到了和多晶

硅电池效率相同的水平。通过 ZSW 的实验室电池效率 22.6%

的世界纪录能够证明 CIGS 具有巨大的潜力。 这个世界记录技

术现在正转移到 Manz CIGSfab 的大规模量产工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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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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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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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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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GS 半导体的另一大优势是其温度系数较低这一特性能确

保 CIGS 组件在高温时损失的电量低于晶硅组件，因此在夏

季高温地区其优势更显著。。

应用领域扩大

CIGS 组件的用途与晶硅太阳能组件基本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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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建筑一体化



这是由于 CIGS 生产工艺是相对复杂而难以掌控的。这么多

年来，CIGS 薄膜太阳能组件的效率也显着低于晶硅太阳能

电池。

不过在上述这两个技术领域，Manz 在过去五年皆取得了重大

进展。 凭借 Manz 先进的技术，CIGS 导电层现在可以非常

高效地沉积且质量更甚以往。 

由于 CIGS 技术持续进一步的发展，目前 CIGS 和多晶硅太阳

能组件之间的效率差距非常微小。

 
CIGS 商业模式成功的关键取决于 : Manz，发源于德国巴登 - 

符腾堡州，具备专业知识的高端机械工程公司，有着 40 年的研

究经验，以及其独家取得世界领先的 CIGS 技术研究所 ZSW

的研究成果。

• 此次合作以及来自中国能源领域两大公司的订单充分展现了

这项技术的巨大潜力。过去四十年，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在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展开繁复的研发工作，如今这一切努力都

有了回报。CIGS 薄膜太阳能技术成功地征服了全球市场。

• 上海电气及神华集团都必须将其在能源领域的战略重心转至

可再生能源，以实现中国政府的环保目标。CIGS 在光伏领域

至关重要，其重要性及其研发规划预算对这项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 此次与上海电气及神华集团合作，协力打造全球规模最大、

最高效的 CIGS 技术研究中心，可大力促进此项技术的发展。

我们将尽快发掘这项技术的巨大潜力，进一步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

• CIGS 薄膜技术效率更高、更具成本效益，与之前占据主导地

位的晶体技术相辅相成，推动太阳能技术持续稳步发展。

• 在不久的将来，CIGS 薄膜太阳能组件产生的太阳能将会成

为最价廉物美的能源。

 为何目前 CIGS  
仍未变的更普及化 ? 

 Manz与上海电气及神华集团之间的战略合作 
对 CIGS技术而言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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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巴登符腾堡太阳能和氢能源研究中心 (ZSW)是光

伏、可再生燃料、电池技术、燃料电池和能源系统分析

应用研究领域的一流研究机构之一。在CIGS领域，ZSW

保持着转换效率达22.6%的世界记录。Manz作为ZSW

的技术合作伙伴和新近成立的研发型合资企业，将独家

享有这项技术。

ZSW



• Manz 将与中国两大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商业化这具备

未来性的太阳能技术。

• 自 Manz 创始以来最大宗的订单。

• Manz 如今已具备强大的财力，能够实现公司的盈利增长。

Manz 坚信，在能源领域两大知名公司的首笔订单也将引发

中国境外市场的订购热潮。CIGS 技术的进一步加速发展还

将带动市场对 Manz CIGSfab 的需求。

• Manz 是全球唯一一家拥有完善技术组合和专业知识的机

械工程公司，能够为 CIGS 太阳能组件的生产制造提供一

站式生产线。

• 对 Manz 而言，这笔合同只是合作历程的第一步。中国是全

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上海电气及神华集团拥有优秀的市场

准入条件，计划打造一个总发电容量达数吉瓦的 CIGSfab。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这将为 Manz 带来价值数十亿欧元的潜

在产值。

• 此外，" 电子装置与零组件 " 及 " 储能 " 战略事业部也前景良

好，Manz 蓄势待发，迈向更美好的未来。公司良好的订单情

况和高利用率也会对各部门的人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 位于德国施瓦比施哈尔 (Schwaebisch Hall)( Schwäbisch 

Hall 市 ) 的 Manz CIGS 薄膜太阳能技术企业 (Manz CIGS 

Technology GmbH, MCT) 研究部门也拥有良好的未来发

展前景。将来，此研究部门将作为我们与上海电气及神华集

团共同打造的合资研发中心，继续在后续技术研发中发挥关

键作用。合资公司成员亦同意保证未来五年 MCT 将维持于

Schwaebisch Hall 的现址与工作职缺。

 与上海电气及神华集团之间的 
战略合作和大宗订单 
对Manz而言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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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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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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华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