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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

够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太阳能电池废片、破片进

行回收利用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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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包括太阳能电池板以及用于封装太阳能电池板的框架

(1)，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包括五层结构，从上到下依次为钢化玻璃(2)、上EVA膜层(3)、太阳

能电池片层(4)、下EVA膜层(5)、透明TPT背板(6)，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电池片层(4)  包

括多个新型太阳能电池片(41)与多个方形太阳能电池片(42)，所述新型太阳能电池片(41) 

由多个方形残片(411)组成，所述多个方形残片(411)拼接后形成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片(41) 

大小形状与方形太阳能电池片(42)的大小形状相同且拼接后形成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片

(41)  的正面电极、背面电极结构与方形太阳能电池片(42)的正面电极、背面电极结构相

同。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1)上设置有多个

用于限制钢化玻璃(2)位置的第一限位装置(7)，多个第一限位装置(7)分布在钢化玻璃(2)

的四周，所述第一限位装置(7)包括设置在框架(1)上的第一螺纹孔(71)，第一螺纹孔(71)

内设置有第一螺杆(72)，第一螺杆(72)的一端朝向钢化玻璃(2)的端面，第一螺杆(72)的另

一端设置有第一螺帽(73)；所述框架(1)上设置有多个用于限制透明  TPT背板(6)的第二限

位装置(8)，多个第二限位装置(8)分布在透明TPT背板(6)的四周，所述第二限位装置(8)包

括设置在框架(1)上的第二螺纹孔(81)，第二螺纹孔(81)  内设置有第二螺杆(82)，第二螺

杆(82)的一端朝向透明TPT背板(6)的端面，第二螺杆  (82)的另一端设置有第二螺帽(83)。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钢化玻璃(2)的端面与

第一螺杆(72)相对应的位置设置有第一凹槽(74)，所述第一螺杆(72)的顶端伸入第一凹槽

(74)内。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TPT背板(6)的端面

与第二螺杆(82)相对应的位置设置有第二凹槽(84)，所述第二螺杆(82)的顶端伸入第二凹

槽(84)内。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钢化玻璃(2)与框架 

(1)相结合的位置通过密封胶密封。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TPT背板(6)与框架

(1)相结合的位置通过密封胶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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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太阳能电池领域，尤其是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的需要日益增加，化石能源的日趋枯竭和给生

态环境  造成的污染，严重威胁着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迫切需要采用可再生能

源进行替  代。太阳能作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绿色可再生能源，已经在世界范围内

得到了广泛 的关注。

[0003] 当个太阳能电池片不能直接做电源使用。作电源必须将若干单体太阳能电池片

串、并联  连接和严密封装成组件。太阳能电池组件是太阳能发电系统中的核心部分，也是

太阳能发电  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作用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或送往蓄电池中存储起

来，或推动负  载工作。太阳能电池组件的质量和成本将直接决定整个系统的质量和成本。

太阳能电池组件  是由太阳能电池片、钢化玻璃、EVA、透明TPT背板以及边框组成，钢化玻璃

其作用是保护太  阳能电池片，EVA用来粘结固定钢化玻璃和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电池片

主要作用就是发电，  透明TPT背板的作用主要是密封、绝缘、防水。

[0004] 目前，所使用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包括太阳能电池板以及用于封装太阳能电池板

的框架，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包括五层结构，从上到下依次为钢化玻璃、上EVA膜层、太阳能

电池片层、  下EVA膜层、透明TPT背板，所述太阳能电池片层包括多个方形太阳能电池片，现

有太阳能 电池组件所使用的方形太阳能电池片都是采用完整的太阳能电池片，而太阳能

电池片的生产  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废片、破片，目前对于这些废片、破片的处理都是直

接销毁，而废片、  破片只是由于局部发生破损，如果将局部破损位置切除剩余的部分还是

能够正常发电，如果  直接将其销毁，不但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生

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太阳能电池废

片、  破片进行回收利用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包括太阳

能电  池板以及用于封装太阳能电池板的框架，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包括五层结构，从上到下

依次为  钢化玻璃、上EVA膜层、太阳能电池片层、下EVA膜层、透明TPT背板，所述太阳能电池

片  层包括多个新型太阳能电池片与多个方形太阳能电池片，所述新型太阳能电池片由多

个方形  残片组成，所述多个方形残片拼接后形成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片大小形状与方形太

阳能电池片 的大小形状相同且拼接后形成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片的正面电极、背面电极结

构与方形太阳能 电池片的正面电极、背面电极结构相同。

[0007] 进一步的是，所述框架上设置有多个用于限制钢化玻璃位置的第一限位装置，多

个第一 限位装置分布在钢化玻璃的四周，所述第一限位装置包括设置在框架上的第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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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孔，第一  螺纹孔内设置有第一螺杆，第一螺杆的一端朝向钢化玻璃的端面，第一螺杆的

另一端设置有  第一螺帽；所述框架上设置有多个用于限制透明TPT背板的第二限位装置，

多个第二限位装  置分布在透明TPT背板的四周，所述第二限位装置包括设置在框架上的第

二螺纹孔，第二螺 纹孔内设置有第二螺杆，第二螺杆的一端朝向透明TPT背板的端面，第二

螺杆的另一端设置  有第二螺帽。

[0008] 进一步的是，所述钢化玻璃的端面与第一螺杆相对应的位置设置有第一凹槽，所

述第一  螺杆的顶端伸入第一凹槽内。

[0009] 进一步的是，所述透明TPT背板的端面与第二螺杆相对应的位置设置有第二凹槽，

所述  第二螺杆的顶端伸入第二凹槽内。

[0010] 进一步的是，所述钢化玻璃与框架相结合的位置通过密封胶密封。

[0011] 进一步的是，所述透明TPT背板与框架相结合的位置通过密封胶密封。

[0012] 进一步的是，所述框架采用铝合金制作而成。

[0013] 进一步的是，所述钢化玻璃的透光率大于92％。

[0014] 进一步的是，所述新型太阳能电池片与方形太阳能电池片均为晶体硅太阳电池

片。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太阳能电池片层包括多个新型太

阳 能电池片与多个方形太阳能电池片，新型太阳能电池片由多个方形残片组成，方形残片

可以  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片或破片切割而成，这样便可以实现对废片、破片的回收利

用，同 时，所述多个方形残片拼接后形成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片大小形状与方形太阳能电池

片的大小  形状相同且拼接后形成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片的正面电极、背面电极结构与方形

太阳能电池片 的正面电极、背面电极结构相同，这样从整体上看该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与

现有的太阳能电  池组件并无多大区别，在加工时，只需事先将废片、破片切割好，然后利用

现有的太阳能电  池组件制作工艺便可以很容易的加工制作出该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加

工制作非常方便。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7] 该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包括太阳能电池板以及用于封装太阳能电池板  的框架

1，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包括五层结构，从上到下依次为钢化玻璃2、上EVA膜层3、太  阳能电池

片层4、下EVA膜层5、透明TPT背板6，所述太阳能电池片层4包括多个新型太阳  能电池片41

与多个方形太阳能电池片42，所述新型太阳能电池片41由多个方形残片411组  成，所述多

个方形残片411拼接后形成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片41大小形状与方形太阳能电池片  42的大

小形状相同且拼接后形成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片的正面电极、背面电极结构与方形太阳  能

电池片的正面电极、背面电极结构相同。该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太阳能电池片层4包括 

多个新型太阳能电池片41与多个方形太阳能电池片42，新型太阳能电池片41由多个方形残 

片411组成，方形残片411可以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片或破片切割而成，这样便可以实 

现对废片、破片的回收利用，同时，所述多个方形残片411拼接后形成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片 

41大小形状与方形太阳能电池片42的大小形状相同且拼接后形成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片的

正  面电极、背面电极结构与方形太阳能电池片的正面电极、背面电极结构相同，这样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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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  看该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与现有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并无多大区别，在加工时，只需事

先将废  片、破片切割好，然后利用现有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作工艺便可以很容易的加工制

作出该异 形太阳能电池组件，加工制作非常方便。

[0018] 另外，多个方形残片411之间的连接可以采用方形太阳能电池片之间的连接方式，

也可 以采用无缝连接的方式，或者将多个方形残片411的主珊通过金属条连通，保证电流

的正常  汇聚。

[0019]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所述框架1上还设置有多个用于限制钢化玻璃2位置的第一限

位装  置7，多个第一限位装置7分布在钢化玻璃2的四周，所述第一限位装置7包括设置在框

架1  上的第一螺纹孔71，第一螺纹孔71内设置有第一螺杆72，第一螺杆72的一端朝向钢化

玻璃  2的端面，第一螺杆72的另一端设置有第一螺帽73；所述框架1上设置有多个用于限制

透明  TPT背板6的第二限位装置8，多个第二限位装置8分布在透明TPT背板6的四周，所述第

二 限位装置8包括设置在框架1上的第二螺纹孔81，第二螺纹孔81内设置有第二螺杆82，第 

二螺杆82的一端朝向透明TPT背板6的端面，第二螺杆82的另一端设置有第二螺帽83。通  过

在框架1上设置多个用于限制钢化玻璃2位置的第一限位装置7以及多个用于限制透明TPT 

背板6的第二限位装置8，在将太阳能电池板封装在框架1后，通过旋转第一螺帽73从而带 

动第一螺杆72转动，由于第一螺杆72设置在框架1上的第一螺纹孔71内，第一螺杆72在  转

动的过程中会沿第一螺纹孔71的轴向方向移动，直到第一螺杆72的端面紧紧的顶在钢化 

玻璃2的端面从而对钢化玻璃2的位置形成限制，即使钢化玻璃2的端面与框架1之间存在 

间隙，钢化玻璃2也不会发生移动，通过旋转第二螺帽83从而带动第二螺杆82转动，由于  第

二螺杆82设置在框架1上的第二螺纹孔81内，第二螺杆82在转动的过程中会沿第二螺纹  孔

81的轴向方向移动，直到第二螺杆82的端面紧紧的顶在透明TPT背板6的端面从而对透  明

TPT背板6的位置形成限制，即使透明TPT背板6的端面与框架1之间存在间隙，透明TPT  背板

6也不会发生移动，这样通过设置第一限位装置7和第二限位装置8，便可以有效避免  钢化

玻璃2、透明TPT背板6发生移动导致太阳能电池片错位，保证了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正  常工

作。

[0020] 为了避免第一螺杆72与钢化玻璃2之间发生错位，所述钢化玻璃2的端面与第一螺

杆  72相对应的位置设置有第一凹槽74，所述第一螺杆72的顶端伸入第一凹槽74内。为了避

免  第二螺杆82与透明TPT背板6之间发生错位，所述透明TPT背板6的端面与第二螺杆82相 

对应的位置设置有第二凹槽84，所述第二螺杆82的顶端伸入第二凹槽84内。

[0021] 为了避免在下雨天雨水沿钢化玻璃2与框架1结合处流入到太阳能电池板内部造

成短路，  所述钢化玻璃2与框架1相结合的位置通过密封胶密封。为了避免在下雨天雨水沿

透明TPT  背板6与框架1结合处流入到太阳能电池板内部造成短路，所述透明TPT背板6与框

架1相 结合的位置通过密封胶密封。

[0022] 为了提高框架1的使用寿命，所述框架1采用铝合金制作而成，同时铝合金制成的

框架  1结构强度较高。

[0023] 另外，为了保证太阳能电池片的转化效率达到最高，所述钢化玻璃2的透光率大于

92％。

[0024] 再者，所述新型太阳能电池片41与方形太阳能电池片42均为晶体硅太阳电池片。

晶体  硅太阳电池片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且光电转换效率也高，在室外阳光下发电效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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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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