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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显著优势：产品安全可靠，即使在

太阳能电池片因损坏而产生到达200℃局部高温

时，也可确保真空玻璃的完好；保持真空玻璃的

钢化性能，保证产品符合安全玻璃的要求；真空

玻璃的折边、多真空层、高厚度真空层共同作用，

赋予产品卓越的保温性能、优异的安全可靠性，

从而解决现有光伏真空玻璃不能作为结构材料

使用，安全性低这严重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顽

疾，对项目、产品、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耐久性

是现有产品的十倍以上，真正实现与建筑同寿；

产品应用市场广阔，实现发电、保温、采光、装饰、

结构功能与一体，并通过折边高度、厚度，真空层

厚度、层数和真空度的调整，相应设定抗弯、抗

折、抗冲击强度和保温性能，完全满足建筑节能

65％、75％，被动式、零能耗等建筑对幕墙、墙体、

屋面、门窗的综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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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伏真空陶瓷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1)在预先烧制的内陶瓷板表面的相应位置布放柱销，并在内陶瓷板周边布放熔化温

度为300℃-600℃的封接边低温封接料。

(2)将预先成型的热能衰减分散分隔层放置在柱销上，并使热能衰减分散分隔层周边

与封接边低温封接料之间留有5mm-20mm的热胀间隙，用以释放热能衰减分散分隔层受热后

的热胀变形应力。

(3)在热能衰减分散分隔层表面的相应位置布放第二层柱销，并使上下柱销对齐。

(4)将预先烧制的外陶瓷板放置在第二层柱销上，并使外陶瓷板周边与封接边低温封

接料充分相接。

(5)在外陶瓷板表面相对的二边或三边布放熔化温度为300℃-600℃的保护玻璃低温

封接料。

(6)将保护玻璃放置在保护玻璃低温封接料上，并使保护玻璃与外陶瓷板之间形成

0.3mm-10mm的空腔，如此完成材料组放。

(7)将完成材料组放的工件转入抽真空封接装置，通过内、外陶瓷板与封接边低温封接

料之间的间隙或内陶瓷板设置的抽真空孔，对真空层进行抽真空。在以280℃-300℃预热工

件的同时进行抽真空，待达到设定真空度后，开启封接加热装置，对放有封接边低温封接

料、保护玻璃低温封接料和抽真空孔的部位进行300℃-600℃的局部加热，使各低温封接料

熔化和抽真空孔，从而将外陶瓷板与内陶瓷板气密性封接为一体，形成真空层中设有热能

衰减分散分隔层的真空陶瓷，同时将外陶瓷板与保护玻璃的二边或三边封接为一体。

(8)将工件从抽真空封接装置转出，通过保护玻璃所设的放置口，将太阳能电池片或电

池膜放入空腔后，用密封材料密封放置口，并使导线从密封材料中引出，即完成光伏真空陶

瓷的制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真空陶瓷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1)在预先烧制的内陶瓷板或外陶瓷板的周边设有安装槽，在内陶瓷板表面的相应位

置布放柱销，并在内陶瓷板周边布放熔化温度为300℃-600℃的封接边低温封接料。

(2)在柱销上放置真空分隔层，真空分隔层周边下表面与内陶瓷板周边布放的封接边

低温封接料充分相接，从而在内陶瓷板与真空分隔层之间形成真空层，再在真空分隔层的

相应位置布放第二层柱销，并在真空分隔层周边上表面布放熔化温度为300℃-600℃的封

接边低温封接料。

(3)在第二层柱销上放置热能衰减分散分隔层，并使热能衰减分散分隔层周边与封接

边低温封接料或封接侧壁之间留有5mm-20mm热胀间隙，再在热能衰减分散分隔层的相应位

置布放第三层柱销。

(4)将外陶瓷板放置在第三层柱销上，并使外陶瓷板周边或封接侧壁与封接边低温封

接料充分相接。

(5)再如权利要求1之(5)-(8)所述方法制作，即完成二层真空层、二层热能衰减分散分

隔层的光伏真空陶瓷的制作。

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光伏真空陶瓷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1)在外陶瓷板相对的二边或三边，和连接柱销相对应的位置，布放熔化温度为300℃-

600℃的保护玻璃低温封接料，将设有放置口的保护玻璃的周边或封接侧壁，和散热放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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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柱销放置在保护玻璃低温封接料上，

(2)再如实施例一之(7)所述方法制作；

(3)通过保护玻璃所设的放置口，将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放在散热放置板上，用密封

材料密封放置口，并使导线从密封材料中引出，即完成光伏真空陶瓷的制作。

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方法制作的光伏真空陶瓷，其特征在于：在真空层中设置一层

或多层热能衰减分散分隔层，热能衰减分散分隔层的周边与封接边或封接侧壁之间留有

5mm-20mm的热胀间隙。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方法制作的光伏真空陶瓷，其特征在于：通过外陶瓷板与保护玻

璃相对的二边或三边所设置的封接边，将外陶瓷板与保护玻璃封接为内有空腔的一体，且

空腔的一边或二边为太阳能电池放置口，放置口被密封材料密封，形成内有太阳能电池、空

气或惰性气体的密闭空腔，导线从密封材料中引出。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伏真空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玻璃与外陶瓷板表面连

为内有空腔的一体，在空腔中设有通过柱销与外陶瓷板或保护玻璃相连的，架空在空腔中

的散热放置板，散热放置板周边与保护玻璃周边设有2mm-10mm热胀间隙。

7.根据权利要求4-6所述的光伏真空陶瓷，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热能衰减分散分隔层与

内陶瓷板之间，设有一层或多层与封接边相接或封接在封接边中的真空分隔层，形成二层

或多层真空层。

8.根据权利要求4-7所述的一种光伏真空陶瓷，其特征在于：热能衰减分散分隔层的相

应位置设有应力吸收孔，用以吸收分隔层的热胀应力。

9.根据权利要求4-8所述的一种光伏真空陶瓷，其特征在于：外陶瓷板、内陶瓷板或保

护玻璃设有封接侧壁；所述外陶瓷板或内陶瓷板的封接侧壁上设有安装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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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真空陶瓷的制作方法及光伏真空陶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光伏发电和节能建材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结构功能一体光伏真空

玻璃制作方法及由此方法制作的结构功能一体光伏真空玻璃。

背景技术

[0004] 现有光伏真空玻璃是在两块平行的平板玻璃构成的真空玻璃表面，复合太阳能电

池和保护玻璃。存在：1、真空玻璃产生爆裂。原因：(1)两块玻璃之间的支撑柱，是厚度仅为

0.12mm的不锈钢片，因不锈钢片的导热系数高达17W/m.K，是玻璃导热系数的17-20倍，所以

面层玻璃经受的热能，通过厚度仅0.12mm的不锈钢支撑柱，几乎没有衰减地直接传导到内

层玻璃，而没有支撑柱的真空部位又具有优良的保温性能，导致在内层玻璃的支撑柱部位

产生热胀应力；(2)在正常状态下，太阳能电池的热量亦在50℃-80℃，

而当局部的太阳能电池片损坏时，局部可产生高达200℃的高温；(3)真空层厚度仅

0.12mm，周边又被封接玻璃刚性封接，导致玻璃所产生的热胀变形应力无法释放；(4)高达1

×10-1Pa  -1×10-3Pa的真空度，使面层玻璃与内层玻璃本身就要承受巨大的大气压强；(5)

现有真空玻璃的抗弯强度很低。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必然导致现有真空玻璃产生爆裂。2、

结构形式和低强度，导致其不能作为结构材料使用。3、所用的真空玻璃的制作方法，是在钢

化平板玻璃上布放支撑物，再在两块平行的钢化平板玻璃之间的边缘布放焊料，之后高温

焊接密封抽气形成真空，然后再复合太阳能电池和保护玻璃。存在：(1)在两块平行的钢化

平板玻璃边缘高温熔化焊料时，因为加热部位与真空玻璃的内外真空壁在同一平面，无法

延长传热距离，难以显著降低加热部位的高温对内外真空壁的影响，从而导致玻璃的钢化

性能严重降低，甚至失去钢化性能；(2)真空玻璃周边强度会大幅度降低，这是现有真空玻

璃常从周边开始产生裂纹，导致碎裂的主要原因；(3)两块平行的钢化平板玻璃之间，仅有

0.12mm-0.15mm的空间，依然为平面结构，导致其抗弯强度很低，在弯曲时极易导致两块平

板玻璃之间的封接层脱开；(4)如以这种制作方法制作多真空层的真空玻璃，其重量、成本

均过高。

现有光伏真空玻璃安全性低，真空玻璃基板极易产生爆裂，是严重影响产品应用、行业

发展的瓶颈；不能作为结构材料使用，致使其应用市场窄，是严重影响产品、行业发展的另

一主要因素。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目的是解决现有光伏真空玻璃，因支撑柱导热系数大，导致内层玻璃的支

撑柱部位产生强烈热胀应力，无法释放热胀变形应力，及在制作真空玻璃过程中会严重降

低钢化玻璃的性能、产品周边强度低、难以制作多真空层真空玻璃、保温性能不理想，而提

供的结构功能一体光伏真空玻璃制作方法和由所述方法制作的结构功能一体光伏真空玻

璃。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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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分别制作成型由面壁、折边构成的单面开口的面壁折边玻璃、内壁折边玻璃和保

护壁折边玻璃，并对各折边玻璃进行钢化处理。所述面壁折边玻璃的长、宽外尺寸小于保护

壁折边玻璃的长、宽内尺寸0.05mm-5mm，所述内壁折边玻璃的长、宽外尺寸小于面壁折边玻

璃的长、宽内尺寸0.05mm-5mm。

(2)在保护壁折边玻璃面壁内表面，放置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

(3)将面壁折边玻璃放入保护壁折边玻璃的开口中，使面壁折边玻璃外表面与保护壁

折边玻璃内表面间形成0.5mm-5mm的中空，或将面壁折边玻璃外表面与太阳能电池片或电

池膜相接，并使面壁折边玻璃外周边与保护壁折边玻璃内周边之间留有2mm-20mm的胀缩间

隙。

(4)在面壁折边玻璃面壁内表面的相应位置放置柱销，并由多个柱销构成柱销列阵。

(5)将内壁折边玻璃面壁外表面放在柱销上。

(6)在相接或有间隙的面壁折边玻璃折边、内壁折边玻璃折边和保护壁折边玻璃折边

的之间和/或封口面之间，放置熔化温度为300℃-450℃的封口低温封接料，如此完成材料

组放。

(7)将完成材料组放的工件转入抽真空封接装置，通过各折边与封口低温封接料和/或

各折边封口面与封口低温封接料之间的间隙对真空层进行抽真空。在以280℃-300℃预热

工件的同时进行抽真空，待达到设定真空度后，开启封接加热装置，对放有封口低温封接料

的部位进行300℃-450℃的局部短时加热，使封口低温封接料熔化，从而将折边之间、折边

封口面之间气密性封接为一体，从而在面壁折边玻璃与内壁折边玻璃之间形成真空层。

(8)工件从抽真空封接装置转出后，用低熔点无机封接料或有机密封材料，密封穿有导

线的保护壁折边所设的穿线孔，从而在保护壁折边玻璃与面壁折边玻璃之间形成内有太阳

能电池片或电池膜的空气层。如上，即完成结构功能一体光伏真空玻璃的制作。

[0008] 进一步的：

(1)先将放置板通过支撑柱固定在面壁折边玻璃外表面，放置板周边与保护壁折边玻

璃内周边之间留有2mm-20mm的胀缩间隙。

(2)在保护壁折边玻璃面壁内表面放置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后，将面壁折边玻璃放

入保护壁折边玻璃的开口中，使放置板与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相接或留有间隙。

(3)如权利要求1之(4)-(8)所述方法制作。

[0009] 进一步的：

(1)先制作成型折边上间隔设有宽度0.5mm-5mm放置口的保护壁折边玻璃和设有折边

或没有折边的分隔层并进行钢化处理。

(2)将面壁折边玻璃放入保护壁折边玻璃的开口中，使面壁折边玻璃外表面与保护壁

折边玻璃内表面间形成0.5mm-5mm的空腔，并使面壁折边玻璃的外周边与保护壁折边玻璃

的内周边之间留有2mm-20mm的胀缩间隙。

(3)在面壁折边玻璃面壁内表面的相应位置放置柱销，并由多个柱销构成柱销列阵。

(4)将分隔层放置在柱销上，并使分隔层周边与面壁折边玻璃的内周边之间留有

0.5mm——  3mm的胀缩间隙。再在分隔层的内表面的相应位置放置第二层柱，使柱销与柱销

上下对齐，如此，形成真空层和真空层。

(5)将内壁折边玻璃面壁外表面放在最上层柱销上，并完成封口低温封接料的放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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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真空、封接。

(6)通过放置口将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放入空腔中并铺平、固定。

(7)将导线从放置口穿出后，用密封材料密封放置口。如上，即完成双真空层结构功能

一体光伏真空玻璃的制作。

[0010] 进一步的：

(1)将折边设有放置口的保护壁折边封接面，直接熔接在面壁折边玻璃外表面，形成保

护面壁。

(2)对保护面壁进行钢化处理。

(3)如权利要求1之(4)-(7)方法制作后，通过放置口将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放入保

护壁与面壁外表面之间的空腔中并铺平、固定，将导线从放置口穿出后，用密封材料密封放

置口。或如权利要求2之(3)-(7)所述方法制作。

[0011] 所述真空玻璃的面壁、内壁设有封接增强折边，在面壁外表面设有由面板、折边构

成的保护壁，所述保护壁与面壁外表面之间设有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保护壁折边套在面壁折边外，所述面壁、内壁折边和保护壁折边，

通过各折边端部的封口封接面和折边之间设置的熔化温度为300℃-450℃的封口低温封接

料封接为一体。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面壁周边与保护壁折边内表面之间设有2mm-20mm的胀缩间隙，所

述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的导线从保护壁折边所设的穿线孔穿出；所述保护壁与面壁外表

面之间形成放电池空腔，放电池空腔中充有惰性气体或空气并设有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

膜。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放电池空腔中设有通过连接柱固定在保护壁或面壁，并架空在空

腔中的放置板，放置板周边与保护壁折边玻璃内周边之间留有2mm-20mm的胀缩间隙；放置

板表面设有反射层。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真空腔中设有一层或多层设有折边或没有的分隔层，分隔层之间、

分隔层与面壁、内壁之间设有柱销，由多个柱销构成柱销列阵；所述分隔层周边与面壁折

边、分隔层折边内表面之间相接或设有2mm-20mm的胀缩间隙；所述封口封接面和折边之间

设置的熔化温度为300℃-450℃的封口低温封接料中设有增强筋；所述折边设有安装孔。

[0016] 进一步的，保护壁靠近面板的折边上，间隔设有宽度0.5mm-5mm的放置口，太阳能

电池片或电池膜从放置口放入电池空腔后，用密封材料密封放置口，导线从密封材料中穿

出。

[0017] 进一步的，将折边设有放置口的保护壁折边封接面，熔接或封接在面壁外表面，形

成保护面壁，再对保护面壁进行钢化处理。

[0018]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1、设置在保护壁与内壁之间，且周边与保护壁之间留有2mm-20mm胀缩间隙的面壁折边

玻璃、分隔层折边或平面玻璃，可有效释放热胀变形应力，并分散局部柱销所传导的热能，

从而减小局部热效应。

2、玻璃材质且高度为5mm-15mm的柱销，在降低热传导的同时，可有效吸收、释放内壁折

边玻璃、分隔层折边或平面玻璃所产生热胀变形应力。

3、设有胀缩间隙的分隔层、多层真空层和玻璃材质且高度为5mm-15mm柱销的共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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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极其显著地减小温度变形应力的影响，确保产品的安全可靠。

4、制作真空玻璃过程的预热、加热，不影响产品的钢化性能。

折边对衰减热影响的作用：①延长局部加热时的传热距离，衰减热能影响。②为采用沸

点较高的液体覆盖面壁、显著吸收对面壁传导的热能提供必需的条件。③减小热桥截面积，

从而减少传热量。三项共同作用，使受热时间最长、受热能最大的折边封接面的热能，显著

降低后再传导给面壁，确保面壁温度低于280℃以下，从而确保钢化性能。各折边的高度、厚

度，是根据产品不同用途，对强度、保温性能的要求而设定，优选的各折边高度为50mm- 

150mm，各折边厚度为2mm-5mm。

5、折边，赋予真空玻璃形成立体受力构造，从而显著增强抗弯、抗折强度，显著增强真

空玻璃的周边强度。

6、折边、多真空层、高厚度真空层共同作用，赋予产品卓越的保温性能、优异的安全可

靠性。从而解决现有真空玻璃不能作为结构材料使用，安全性低这严重制约行业发展的瓶

颈、顽疾，对项目、产品、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7、真空玻璃的耐久性是现有产品的十倍以上，真正实现与建筑同寿。

多层隔热组件层数越少，真空度对其当量导热系数的影响越大；由于真空玻璃内是相

对真空，所以真空层厚度、层数，对保温性能依然有着重要作用。

(1)通过反射分隔层将真空腔分隔为多个5mm-15mm厚度的真空层，为大幅度降低真空

度，并显著提高保温性能，创造了必须的、绝好的前提条件。

(2)5mm-15mm厚度的真空层，对相对保持真空层的真空度，从而保证持续、长久的保温

性能，亦有着重要作用。即使以5mm厚度计，真空层容积亦比现有真空玻璃大50倍，也就是

说，可以50倍的降低材料放气对真空度的影响，从而极大地抑制产品在服役过程中功能退

化，严重制约产品应用、行业发展的顽疾。再加之各自独立的多真空层的共同作用，产品的

耐久性是现有真空玻璃的十倍以上，真正实现与建筑同寿。

(3)优选的优选的真空度为20Pa——2Pa，即使以2Pa计，亦比现有真空玻璃1×10-1Pa 

-1×10-3Pa的高真空度低十倍、百倍，从而极大地减小真空壁、柱销所承受的大气压强；

(4)处于中、低量级的真空度，为选用热堕性材料的玻璃为柱销、为增加柱销高度和加

大柱销间距，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为了抵抗1×10-1Pa-1×10-3Pa高真空度造成的巨大

压强，现有真空玻璃的支撑物为直径0.5mm的不锈钢，不锈钢的导热系数为17W/m.K，而玻璃

导热系数为0.76W/m.K-1.1W/m.K，二者相差约19倍。

6、产品应用市场广阔。

实现发电、保温、采光、装饰、结构功能与一体，并通过折边高度、厚度，真空层厚度、层

数和真空度的调整，相应设定抗弯、抗折、抗冲击强度和保温性能，完全满足建筑节能65％、 

75％，被动式、零能耗等建筑对幕墙、墙体、屋面、门窗的综合要求。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实施例三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实施例四的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10316981 A

7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发明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详细说明。

[0026] 实施例一：根据图1所示的制作方法：

(1)先分别制作成型由面壁1、折边2构成的单面开口的面壁折边玻璃3、内壁折边玻璃4 

和保护壁折边玻璃5，并对各折边玻璃进行钢化处理。所述面壁折边玻璃3的长、宽外尺寸小

于保护壁折边玻璃5的长、宽内尺寸0.05mm-5mm，所述内壁折边玻璃4的长、宽外尺寸小于面

壁折边玻璃3的长、宽内尺寸0.05mm-5mm。

(2)在保护壁折边玻璃面壁内表面6，放置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7。

(3)将面壁折边玻璃3放入保护壁折边玻璃5的开口中，使面壁折边玻璃外表面8与保护

壁折边玻璃内表面6间形成0.5mm-5mm的中空，或将面壁折边玻璃外表面8与太阳能电池片

或电池膜7相接，并使面壁折边玻璃外周边9与保护壁折边玻璃内周边10之间留有2mm-20mm 

的胀缩间隙11。

(4)在面壁折边玻璃面壁内表面12的相应位置放置柱销13，并由多个柱销13构成柱销

列阵。

(5)将内壁折边玻璃面壁外表面14放在柱销13上。

(6)在相接或有间隙的面壁折边玻璃折边2-1、内壁折边玻璃折边2-2和保护壁折边玻

璃折边2-3的之间和/或封口面15之间，放置熔化温度为300℃-450℃的封口低温封接料16，

如此完成材料组放。

(7)将完成材料组放的工件转入抽真空封接装置，通过各折边与封口低温封接料16和/

或各折边封口面15与封口低温封接料16之间的间隙对真空层进行抽真空。在以280℃-300

℃预热工件的同时进行抽真空，待达到设定真空度后，开启封接加热装置，对放有封口低温

封接料16的部位进行300℃-450℃的局部短时加热，使封口低温封接料16熔化，从而将折边

之间、折边封口面之间气密性封接为一体，从而在面壁折边玻璃3与内壁折边玻璃4之间形

成真空层17。

(8)工件从抽真空封接装置转出后，用低熔点无机封接料或有机密封材料21，密封穿有

导线20的保护壁折边2-3所设的穿线孔18，从而在保护壁折边玻璃5与面壁折边玻璃3之间

形成内有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7的空气层19。如上，即完成结构功能一体光伏真空玻璃的

制作。

[0027] 实施例二：根据图2所示的制作方法：

(1)先将放置板29通过支撑柱30固定在面壁折边玻璃外表面8，放置板29周边保护壁折

边玻璃内周边10之间留有2mm——20mm的胀缩间隙31。

(2)在保护壁折边玻璃面壁内表面6，放置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7后，将面壁折边玻璃

3  放入保护壁折边玻璃5的开口中，使放置板29与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7相接或留有间

隙。

(3)如权利要求1之(4)-(8)所述方法制作。

[0028] 实施例三：根据图3所示的制作方法：

(1)先制作成型折边上间隔设有宽度0.5mm-5mm放置口27的保护壁折边玻璃5-1和设有

折边或没有折边的分隔层22并进行钢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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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面壁折边玻璃3放入保护壁折边玻璃5-1的开口中，使面壁折边玻璃外表面8与保

护壁折边玻璃内表面6间形成0.5mm-5mm的空腔23，并使面壁折边玻璃的外周边9与保护壁

折边玻璃的内周边10之间留有2mm-20mm的胀缩间隙11。

(3)在面壁折边玻璃面壁内表面14的相应位置放置柱销13，并由多个柱销13构成柱销

列阵。

(4)将分隔层22放置在柱销13上，并使分隔层周边24与面壁折边玻璃的内周边25之间

留有2mm-20mm的胀缩间隙26。再在分隔层22的内表面的相应位置放置第二层柱销13-1，使

柱销13与柱销13-1上下对齐，如此，形成真空层17和真空层17-1。

(5)将内壁折边玻璃面壁外表面14放在最上层柱销上，并完成封口低温封接料16的放

置和抽真空、封接。

(6)通过放置口27将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7，放入空腔23中并铺平、固定。

(7)将导线20从放置口27穿出后，用密封材料21-1密封放置口27。如上，即完成双真空

层结构功能一体光伏真空玻璃的制作。

[0029] 实施例四：根据图4所示的产品结构示意图：

(1)将折边设有放置口27-1的保护壁折边封接面15-1，直接熔接在面壁折边玻璃外表

面8，形成保护面壁28。

(2)对保护面壁28进行钢化处理。

(3)如权利要求1之(4)-(7)方法制作后，通过放置口27-1将太阳能电池片或电池膜  7，

放入保护壁与面壁外表面之间的空腔23-1中并铺平、固定，将导线20从放置口27-1穿出后，

用密封材料密封放置口27-1。或如权利要求2之(3)-(7)所述方法制作。

[0030] 本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用非钢化玻璃制作结构功能一体光伏真空玻璃。

[0031] 上述具体实施例用来解释说明本发明，而不是对本发明进行限制，凡在本发明的

精神和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对本发明做出的任何修改和改变，都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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