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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凹槽结构的光伏组

件及其制备方法。所述光伏组件由下至上依次包

括印刷线路板、第一绝缘层、金属基板、第二绝缘

层、多个背接触太阳能电池、封装胶以及玻璃盖

板，所述金属背板包括多个阵列分布的凹槽，所

述凹槽的底部具有多个通孔，第一绝缘层完全覆

盖金属基板的下表面，在所述金属背板的上表

面、所述凹槽的侧面和底面以及所述通孔的内表

面覆盖有所述第二绝缘层，所述通孔内还具有电

连接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和所述印刷线路板

的导电柱，每一所述凹槽容纳一个或多个所述背

接触太阳能电池。本发明通过将背接触太阳能电

池设置于金属基板的凹槽中，使得背接触太阳能

电池在光电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热量直接通过金

属背板而传导出去，提高了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散

热性能，进而提高了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使用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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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伏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伏组件由下至上依次包括印刷线路板、第一绝缘

层、金属基板、第二绝缘层、多个背接触太阳能电池、封装胶以及玻璃盖板，所述金属背板包

括多个阵列分布的凹槽，所述凹槽的底部具有多个通孔，第一绝缘层完全覆盖金属基板的

下表面，在所述金属背板的上表面、所述凹槽的侧面和底面以及所述通孔的内表面覆盖有

所述第二绝缘层，所述通孔内还具有电连接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和所述印刷线路板的导

电柱，每一所述凹槽容纳一个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背板的材质为铝、铜、不锈钢

或银，所述金属背板的厚度为500微米-10毫米，所述凹槽具有倾斜的侧面，所述倾斜的侧面

与凹槽底部的水平面的夹角为30-60度，所述凹槽的底部的尺寸与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

的尺寸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绝缘层和所述第二绝缘层的

材质为有机绝缘层或无机绝缘层，所述第一绝缘层和所述第二绝缘层的厚度为50-200纳

米，所述第二绝缘层中含有光散射粒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光伏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柱的材质为银、铝、铜、钛、钯中

的一种或多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光伏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封装胶的材质为硅胶、乙烯-醋

酸乙烯共聚物、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环氧树脂或氟树脂中的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光伏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为单晶硅电池

片、多晶硅电池片、砷化镓电池片、铜铟镓硒电池片、单晶锗电池片中的一种。

7.一种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光伏组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如下步

骤：

（1）制备金属背板，利用选择性刻蚀工艺在金属基材上形成多个阵列分布的凹槽，接着

利用激光烧蚀工艺在每个凹槽中形成多个通孔；

（2）然后在金属背板的下表面形成第一绝缘层，然后在金属背板的上表面、所述凹槽的

侧面和底面以及所述通孔的内表面形成所述第二绝缘层，然后在通孔中形成导电柱；

（3）将背接触太阳能电池置于凹槽中，将印刷线路板固定在金属背板的下表面，使得

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和所述印刷线路板之间通过所述导电柱进行电连接；

（4）注入封装胶，盖上玻璃盖板，以形成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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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伏组件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太阳能电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光伏组件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传统的燃料能源正在一天天减少，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日益突出，同时全球还

有  20亿人得不到正常的能源供应。这个时候，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可再生能源，希望可

再  生能源能够改变人类的能源结构，维持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这之中太阳能以其独有的优

势  而成为人们重视的焦点。丰富的太阳辐射能是重要的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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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每秒钟到达地面的能量高达80万千瓦，  假如

把地球表面0.1％的太阳能转为电能，转变率5％，每年发电量可达5.6×1012千瓦小时，  相

当于目前世界上能耗的40倍。虽然太阳能是最为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然而太阳能电池

组件的散热问题一直是人们的研究热点，而现有的散热型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散热性能较

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光伏组件及其制备方法，通

过将背接触太阳能电池设置于金属基板的凹槽中，使得背接触太阳能电池在光电转换过程

中产生的热量直接通过金属背板而传导出去，提高了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散热性能，进而提

高了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使用寿命。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光伏组件，所述光伏组件由下至上依次包括

印刷线路板、第一绝缘层、金属基板、第二绝缘层、多个背接触太阳能电池、封装胶以及玻璃

盖板，所述金属背板包括多个阵列分布的凹槽，所述凹槽的底部具有多个通孔，第一绝缘层

完全覆盖金属基板的下表面，在所述金属背板的上表面、所述凹槽的侧面和底面以及所述

通孔的内表面覆盖有所述第二绝缘层，所述通孔内还具有电连接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和

所述印刷线路板的导电柱，每一所述凹槽容纳一个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

[0005] 作为优选，所述金属背板的材质为铝、铜、不锈钢或银，所述金属背板的厚度为500

微米-10毫米，所述凹槽具有倾斜的侧面，所述倾斜的侧面与凹槽底部的水平面的夹角为

30-60度，所述凹槽的底部的尺寸与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的尺寸相同。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绝缘层和所述第二绝缘层的材质为有机绝缘层或无机绝缘

层，所述第一绝缘层和所述第二绝缘层的厚度为50-200纳米，所述第二绝缘层中含有光散

射粒子。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导电柱的材质为银、铝、铜、钛、钯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封装胶的材质为硅胶、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环氧树脂或氟树脂中的一种。

[0009] 作为优选，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为单晶硅电池片、多晶硅电池片、砷化镓电池

片、铜铟镓硒电池片、单晶锗电池片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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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光伏组件的制备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11] （1）制备金属背板，利用选择性刻蚀工艺在金属基材上形成多个阵列分布的凹槽，

接着利用激光烧蚀工艺在每个凹槽中形成多个通孔；

[0012] （2）然后在金属背板的下表面形成第一绝缘层，然后在金属背板的上表面、所述凹

槽的侧面和底面以及所述通孔的内表面形成所述第二绝缘层，然后在通孔中形成导电柱；

[0013] （3）将背接触太阳能电池置于凹槽中，将印刷线路板固定在金属背板的下表面，使

得

[0014] 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和所述印刷线路板之间通过所述导电柱进行电连接；

[0015] （4）注入封装胶，盖上玻璃盖板，以形成光伏组件。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本发明通过将背接触太阳能电池设置于金属基板的凹槽

中，使得背接触太阳能电池在光电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热量直接通过金属背板而传导出去，

提高了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散热性能，进而提高了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使用寿命；本发明在第

二绝缘层中设置光散射粒子，照射至第二绝缘层的太阳能经过多次反射或折射而被太阳能

电池吸收，提高了太阳光的利用率，进而提高了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通过优化凹槽

倾斜的侧面与凹槽底部的水平面的夹角，进一步提高太阳光的利用率，通过设置导电柱以

及印刷线路板，方便太阳能电池的电连接。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具有凹槽结构的光伏组件的剖视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具有凹槽结构的光伏组件的俯视图；

[0019] 图3为图1中AA区域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参见图1至图3，本发明首先提供了一种光伏组件，所述光伏组件由下至上依次包

括印刷线路板1、第一绝缘层2、金属基板3、第二绝缘层4、多个背接触太阳能电池5、封装胶6

以及玻璃盖板7，所述金属背板3包括多个阵列分布的凹槽31，所述凹槽31的底部具有多个

通孔32，第一绝缘层2完全覆盖金属基板3的下表面，在所述金属背板3的上表面、所述凹槽

31的侧面和底面以及所述通孔32的内表面覆盖有所述第二绝缘层4，所述通孔32内还具有

电连接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5和所述印刷线路板1的导电柱8，每一所述凹槽31容纳一个

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5。所述金属背板的材质为铝、铜、不锈钢或银，所述金属背板的厚度

为500微米-10毫米，所述凹槽具有倾斜的侧面，所述倾斜的侧面与凹槽底部的水平面的夹

角为30-60度，所述凹槽的底部的尺寸与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的尺寸相同。所述第一绝缘

层和所述第二绝缘层的材质为有机绝缘层或无机绝缘层，所述第一绝缘层和所述第二绝缘

层的厚度为50-200纳米，所述第二绝缘层中含有光散射粒子。所述导电柱的材质为银、铝、

铜、钛、钯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封装胶的材质为硅胶、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聚甲基丙烯

酸甲酯、环氧树脂或氟树脂中的一种。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为单晶硅电池片、多晶硅电池

片、砷化镓电池片、铜铟镓硒电池片、单晶锗电池片中的一种。

[0021]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光伏组件的制备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22] （1）制备金属背板，利用选择性刻蚀工艺在金属基材上形成多个阵列分布的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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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利用激光烧蚀工艺在每个凹槽中形成多个通孔；

[0023] （2）然后在金属背板的下表面形成第一绝缘层，然后在金属背板的上表面、所述凹

槽的侧面和底面以及所述通孔的内表面形成所述第二绝缘层，然后在通孔中形成导电柱；

[0024] （3）将背接触太阳能电池置于凹槽中，将印刷线路板固定在金属背板的下表面，使

得

[0025] 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和所述印刷线路板之间通过所述导电柱进行电连接；

[0026] （4）注入封装胶，盖上玻璃盖板，以形成光伏组件。

[0027] 实施例1：

[0028] 参见图1至图3，一种光伏组件，所述光伏组件由下至上依次包括印刷线路板1、第

一绝缘层2、金属基板3、第二绝缘层4、多个背接触太阳能电池5、封装胶6以及玻璃盖板7，所

述金属背板3包括多个阵列分布的凹槽31，所述凹槽31的底部具有六个通孔32，六个通孔32

为并排的两组通孔，第一绝缘层2完全覆盖金属基板3的下表面，在所述金属背板3的上表

面、所述凹槽31的侧面和底面以及所述通孔32的内表面覆盖有所述第二绝缘层4，所述通孔

32内还具有电连接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5和所述印刷线路板1的导电柱8，每一所述凹槽

31容纳一个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5，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5与六个导电柱电连接。所述

金属背板的材质为铜，所述金属背板的厚度为8毫米，所述凹槽具有倾斜的侧面，所述倾斜

的侧面与凹槽底部的水平面的夹角为50度，所述凹槽的底部的尺寸与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

池的尺寸相同。所述第一绝缘层和所述第二绝缘层的材质为无机绝缘层，所述第一绝缘层

和所述第二绝缘层的厚度为150纳米，所述第二绝缘层中含有光散射粒子。所述导电柱的材

质为银。所述封装胶的材质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所述背接触太阳能电池为单晶硅电池片。

[0029] 本发明通过将背接触太阳能电池设置于金属基板的凹槽中，使得背接触太阳能电

池在光电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热量直接通过金属背板而传导出去，提高了太阳能电池组件的

散热性能，进而提高了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使用寿命；本发明在第二绝缘层中设置光散射粒

子，照射至第二绝缘层的太阳能经过多次反射或折射而被太阳能电池吸收，提高了太阳光

的利用率，进而提高了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通过优化凹槽倾斜的侧面与凹槽底部

的水平面的夹角，进一步提高太阳光的利用率，通过设置导电柱以及印刷线路板，方便太阳

能电池的电连接。

[0030] 最后应说明的是：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

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

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

申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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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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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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