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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分档的方法，
优先使用工作电流处分档，
然后再将同一工作电
流档的电池片通过电池效率进行再分档的方法，
且在对电池片分当时针对不同情况设定灵活的
分档区间，
根据不同批电池片的参数状况不同使
用不同的分档区间，
大大降低了最大工作电流与
最小工作电流差，
集中离散度，
实现整个组件单
元电池片工作电流的匹配，
在降低整个组件的封
装损失的同时，
组件El测试的明暗片现象也得到
了相应改善，
提高了电池到组件的产出和组件制
造的一次成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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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分档的方法，
包括工作电流分档和电池效率分档，
其
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
确立先电流分档、后效率分档的分档模式，
并使用计算机模拟出电池片分档区间的
理想化模型，
对大量的电池片进行实验并采集数据，
依次分析各个电流区间所对应各个效
率区间电池片各功能优劣情况进行筛选，
当各段最小工作电流值和各档位最小效率值与理
想化模型一致或接近一致时，
完成对照组分布模型建立；
B：
将各个电池片置入Halm测试机设备内进行测试分选；
S：
在测试分选步骤中优先进行工作电流初分档：
上述步骤S的具体过程为，
S1：
对待测的电池片组中的各个电池片进行工作电流测试，
得到每个电池片的工作电
流值；
S2：
将步骤S1中批次采集到的每个电池片的工作电流值与对照组电池片分布模型进行
比对，
根据二者的入档率差异，
适当的调整对照组电池片分布模型中工作电流最小值，
由此
确定该批次的电池片所需的最优电流区间，
凡电流值不属于最优电流区间的作为废片进行
剔除；
S3：
按照设定梯度，
将电流值区间分段，
得到多个子电流值区间N；
S4：
根据步骤S1得到的每个电池片的工作电流值并按照各个子电流值区间对电池片进
行分档，
凡工作电流值同归属于同一子电流值区间的电池片被归入同一档位内，
得到多个
一级档位；
D：
工作电流值分档完毕后，
再进行电池效率值分档：
上述步骤D的具体过程为，
D1：
对每个一级档位内的电池片的电池效率值进行测定，
得到每个一级档位内的电池
片的电池效率值；
D2：
将该每个一级档位内电池片的具体电池效率分布情况与对照组电池片分布模型进
行比对，
根据二者的入档率差异，
适当的调整对照组电池片分布分布模型中效率最小值，
由
此得到该一级档位所需的最优电池效率区间，
并依次为每个一级档位都设定该一级档位所
需的最优电池效率区间，
凡电池效率值不属于最优电池效率区间的作为废片进行剔除；
D3：
按照设定梯度将每个一级档位的电池效率值区间分段，
得到该一级档位的多个子
电池效率值区间M；
D4：
按照步骤D3得到的与该一级档位相对应的多个子电池效率值区间M对该一级档位
内的每个电池片进行分档，
得到该一级档位内的多个二级档位；
完成对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的分档。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分档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步骤S3中取一个或多个自然数作为区间极差，
根据极差大小将电流区间分段，
得到子电
流区间N。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分档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步骤D3中取一个或多个自然数作为区间极差，
根据极差大小将每个电池效率区间分段，
分段完毕后每个电池效率区间被分割为多个子电池效率区间M。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分档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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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3中子电流区间N的极差的取值范围为[0 ,1]。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分档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步骤D3中子效率区间M的极差范围为[0，
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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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分档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晶硅太阳能电池制作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分
档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太阳能电池片的制作过程中首先要进行测试分选，
测试分选的目的是为了降
低单元电池片的工作电流差，
而目前普遍采用的测试分档方法为：
优先使用电池效率进行
粗分档，
然后再将同一电池效率档的电池片通过工作电流进行细分档，
组件封装时使用同
一效率档的电池片(60-72片)进行串联封装；
这种分档方法，
会导致同一电池效率档的单元
电池片工作的电流差的离散度较大，
甚至会出现最大工作流与最小工作电流差大于0 .1A，
工作作电流差值存在大于0 .2A的情况，
超出范围外的电池片不能被利用，
降低了电池片的
利用率，
即便是符合0 .1A的工作电流差值的电池片仍然不能保证电池片各参数匹配的问
题，
单个效率档的组件封损差异较大，
使组件封装时单元电池片之间会出现工作电流不匹
配，
影响电池效率，
整个组件功率损失较高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所提及的现有技术中的测试分选方法会造成电池电流差过大电池封
装后匹配度较低的问题，
而提出了一种优化后的一种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分档的方法
[0004] 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05] 1、
一种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分档的方法，
包括工作电流分档和电池效率分
档，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
优先进行工作电流初分档：
[0007] 上述步骤S的具体过程为，
[0008] S1：
对待测的电池片组中的各个电池片进行工作电流测试，
得到每个电池片的工
作电流值；
[0009] S2：
设定待测电池片组所需的电流值区间；
[0010] S3：
按照设定梯度，
将电流值区间分段，
得到多个子电流值区间N；
[0011] S4：
根据步骤S1得到的每个电池片的工作电流值并按照各个子电流值区间对电池
片进行分档，
凡工作电流值同归属于同一子电流值区间的电池片被归入同一档位内，
得到
多个一级档位；
[0012] D：
工作电流值分档完毕后，
再进行电池效率值分档：
[0013] 上述步骤D的具体过程为，
[0014] D1：
对每个一级档位内的电池片的电池效率值进行测定，
得到每个一级档位内的
电池片的电池效率值；
[0015] D2：
根据步骤D1得到的同一个一级档位内的每个电池片的电池效率值，
为每个一
级档位设定该一级档位所需的电池效率值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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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D3：
按照设定梯度将每个一级档位的电池效率值区间分段，
得到该一级档位的多
个子电池效率值区间M；
[0017] D4：
按照步骤D3得到的与该一级档位相对应的多个子电池效率值区间M对该一级
档位内的每个电池片进行分档，
得到该一级档位内的多个二级档位；
[0018] 完成对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的分档。
[0019] 进一步的，
所述的步骤S3中取一个或多个自然数作为区间极差，
根据极差大小将
电流区间分段，
得到子电流区间N。。
[0020] 进一步的，
所述的步骤D3中取一个或多个自然数作为区间极差，
根据极差大小将
每个电池效率区间分段，
分段完毕后每个电池效率区间被分割为多个子电池效率区间M。
[0021] 进一步的，
所述步骤S3中子电流区间N的极差的取值范围为[0 ,1]。
[0022] 进一步的，
所述步骤D3中子效率区间M的极差范围为[0，
0 .45％]。本发明与现有技
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通过优先使用工作电流初分档，
然后再将同一工作电流档的电池片通过电
池效率进行再分档方法，
降低最大工作电流与最小工作电流差，
集中离散度，
实现整个组件
单元电池片工作电流的匹配。
[0024] 改变区间分类方法，
由原先的固定区间分段方法转变为活动区间分段方法，
真对
不同情况设定极差值不同的区间，
以实现电池片关键电性能参数的高度匹配，
降低整个组
件的封装损失。
[0025] 在实现组件池片关键电性能参数的高度匹配的同时El测试的明暗片现象也得到
了相应改善，
进而提高了电池到组件的产出和组件制造的一次成品率。
[0026] 本发明将电池片工作电流明确的划分为若干工作电流档，
使得光伏电站安装同一
工作电流档的组件成为可能，
对电站提升输出功率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对照组分布模型建立过程和电流、
电池效率筛分过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实施例1，
提供了一种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分档的方法，
具体步骤如下：
[0030] A：
确立先电流分档、后效率分档的分档模式，
并使用计算机模拟出电池片分档区
间的理想化模型，
对大量的电池片进行实验并采集数据，
依次分析各个电流区间所对应各
个效率区间电池片各功能优劣情况进行筛选，
当各段最小工作电流值和各档位最小效率值
与理想化模型一致或接近一致时，
完成对照组分布模型建立。
[0031] B：
将各个电池片置入Halm测试机设备内进行测试分选；
[0032] S：
在测试分选步骤中优先进行工作电流初分档：
[0033] S1：
在步骤S中首先对各个电池片进行工作电流测试，
得到每个电池片的工作电流
值；
[0034] S2：
将该批次采集到的每个电池片的工作电流值与对照组电池片分布模型进行比
对，
根据二者的入档率差异，
适当的调整对照组电池片分布模型中工作电流最小值，
由此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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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该批次的的电池片所需的最优电流区间，
凡电流值不属于最优电流区间的作为废片进行
剔除。
[0035] S3：
根据，
集中的工作电流区域，
梯度小且梯度值不高于0 .1A的原则，
选取一个或
多个自然数作为梯度值，
梯度值即为区间极差，
根据极差将电流区间分为若干段，
得到多个
子电流区间N，
子电流区间N的极差取值范围为，
[0 ,1]。
[0036] S4：
依照各个子电流区间对电池片进行分档，
凡工作电流值同归属于同一子电流
区间的电池片被归入同一档位内，
分档完毕后完成一级筛分，
相应的得到多个一级档位；
[0037] D：
工作电流分档完毕后，
再进行电池效率值分档：
[0038] D1：
对每个一级档位内的电池片进行参数测定，
得到每个一级档位内的电池片包
括电池效率值在内的各项参数；
[0039] D2：
将该每个一级档位内电池片的具体电池效率分布情况与对照组电池片分布模
型进行比对，
根据二者的入档率差异，
适当的调整对照组电池片分布分布模型中效率最小
值，
由此得到该一级档位所需的最优电池效率区间，
并依次为每个一级档位都设定该一级
档位所需的最优电池效率区间，
凡电池效率值不属于最优电池效率区间的作为废片进行剔
除；
[0040] D3：
根据越集中的电池效率区域，
梯度取值越小且梯度值不高于0 .45％原则，
取一
个或多个自然数作为梯度值，
梯度值即为区间极差，
按照区间极差将每个一级档位的电池
效率区间分段，
分段完毕后每个一级档位的电池效率区间都被分割为若干个子电池效率区
间M，
所述的子效率区间M的极差范围为，
0≤M≤0 .45％；
[0041] D4：
由多个一级档位中任选一个一级档位进行再次档，
则为按照该一级档位的子
电池效率区间M对该一级档位进行分档，
凡是同属于该一级档位又同属于同一子电池效率
区间内的电池片被归入同一档，
并依次对剩余的一级档位进行再分档，
当所有的一级档位
分档完毕后完成二级筛分，
完成对晶硅太阳能电池测试的分档，
得到若干个二级电池档位。
[0042] E：
将各个电池片串联封装。
[0043] 实施例2，
具体工作中分选测试步骤如下所示：
[0044] 对一批圆 角156多晶电 池片进行工作电 流 测试 ，
经对比 后设定工作电 流值为
[8 .225A，
8 .345A]的最优电流区间。
[0045] 经对比发现该最优电流区间需选取两个自然数作为区间极差，
设定两个区间极差
分别为a1＝0 .05A和a2＝0 .07A，则将该最优电流区间分位两段，
分别为第一子电流区间
[8 .225A，
8 .295A)和第二子电流区间[8 .295A，
8 .345A]；
[0046] 将工作电流值属于[8 .225A，
8 .295A)的电池片归入第一子电流区间内，
则第一子
电流区间定义为第一档位，
将工作电流值属于[8 .295A，
8 .345A]的电池片归入第二子电流
区间内，
则第二子电流区间定义为第二档位，
分档完毕后完成电流分档；
[0047] 对第一档位的电池片进行电池效率测试，
经对比后设定该第一档位的最优电池效
率值区间为[17 .35％，
18 .5％]，
经对比后发现需设定四个个自然数作为区间极差，
设定四
个区间极差值分别为Eta1＝0 .25％、
Eta2＝0 .415％、
Eta3＝0 .23％、
Eta4＝0 .255％，
根据
Eta1＝0 .25％将第一档位的电池效率区间分割得到第一子效率区间[17 .35％，
17 .6％]；
根
据Eta2＝0 .415％将第一档位的电池效率区间分割得到二子效率区间[17 .6％，
18 .015％)；
根据Eta3＝0 .23％将第一档位的电 池效率区间分割为得到三子效率区间[18 .01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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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45％) ；根据Eta4＝0 .255％将第一档位的电 池效率区间分割为第四子效率区间
[18 .245％，
18 .5％]；
[0048] 将电流值属于第一档位且电池效率值归属于第一子效率区间的电池片归入同一
档内，
该档定义为第一档位第一级，
[8 .225A，
8 .295A)且[17 .35％，
17 .6％]；
[0049] 将电流值属于第一档位且电池效率值归属于第二子效率区间的电池片归入同一
档内，
该档定义为第一档位第二级，
[8 .225A，
8 .295A)且[17 .6％，
18 .015％)；
[0050] 将电流值属于第一档位且电池效率值归属于第三子效率区间的电池片归如同一
档内，
该档定义为第一档位第三级，
[8 .225A，
8 .295A)且[18 .015％，
18 .245％)；
[0051] 将电流值属于第一档位且电池效率值归属于第四子效率区间的电池片归入同一
档内，
该档定义为第一档位第四级，
[8 .225A，
8 .295A)且[18 .245％，
18 .5％]；
[0052] 对第二档位的电池片进行电池效率测试，
经对比后，
设定第二档位电池片的最优
效率区间为[17 .5％，
18 .545％]，
经对比后发现需设定三个区间极差，
该三个区间极差分别
为Eta1＝0 .415％、
Eta2＝0 .33％、
Eta3＝0 .3％，
根据Eta1＝0 .415％将第二档位的电池效
率区间分割得到第四子效率区间[17 .5％，
17 .915％]；
根据Eta2＝0 .33％将第二档位的电
池效率区间分割得到第五子效率区间[17 .915％，
18 .245％)；
根据Eta3＝0 .3％将第二档位
的电池效率区间分割得到第六子效率区间[18 .245％，
18 .545％)；
[0053] 将电流值属于第二档位且电池效率值归属于该第四子效率区间的电池片归入同
一档内，
该档定义为第二档位第四级，
[8 .295A，
8 .345A])且[17 .5％，
17 .915％]；
[0054] 将电流值属于第二档位且电池效率值归属于第五子效率区间的电池片归入同一
档内，
该档定义为第二档位第五级，
[8 .295A，
8 .345A])且[17 .915％，
18 .245％)；
[0055] 将电流值属于第二档位且电池效率值归属于第六子效率区间的电池片归如同一
档内，
该档定义为第二档位第六级，
[8 .295A，
8 .345A])且[18 .245％，
18 .545％)；
[0056] 综上，
按照上述方法，
已经将该批圆角156单晶电池片测试并分成七档，
分别为：
[0057]
第一档位第一级，
工作电流值位于[8 .225A，
8 .295A)且电池效率值位于[17 .35％，
17 .6％]；
[0058]
第一档位第二级，
工作电流值位于[8 .225A，
8 .295A)且电池效率值位于[17 .6％，
18 .015％)；
[0059]
第 一 档 位 第 三 级 ，工 作电 流 值 位 于 [ 8 .2 2 5 A ，8 .2 9 5 A) 且电 池 效 率 值 位 于
[18 .015％，
18 .245％)；
[0060] 第 一 档 位 第 四 级 ，工 作电 流 值 位 于 [ 8 .2 2 5 A ，8 .2 9 5 A) 且电 池 效 率 值 位 于
[18 .245％，
18 .5％]；
[0061] 第二档位第五级，
工作电流值位于[8 .295A，
8 .345A])且电池效率值位于[17 .5％，
17 .915％]；
[0062] 第 二 档位 第六 级 ，工 作电 流 值 位 于 [ 8 .2 9 5 A ，8 .3 4 5 A ]) 且电 池效 率 值 位 于
[17 .915％，
18 .245％)；
[0063]
第 二 档位 第 七 级 ，工 作电 流 值 位 于 [ 8 .2 9 5 A ，8 .3 4 5 A ]) 且电 池效 率 值 位 于
[18 .245％，
18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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