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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中国专利保护协会历年来为会员单位提供其所处行业的政策和

专利数据分析服务。2019 年我会为了响应国家关于知识产权助推实

体经济的号召，为会员企业提供更加翔实和丰富的行业分析报告。 

由于我会会员企业在所属行业的位置差异较大，对于知识产权的

诉求多样性明显，因此本报告目的仅是为分支行业内所属企业提供专

利领域的一般性提示，以供会员企业参考。 

由于本报告并非商业性报告，因此深度方面无法与商业性报告相

比，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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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太阳能电池又称为“太阳能芯片”或“光电池”，是一种利用太阳光直接发

电的光电半导体薄片。它只要被满足一定照度条件的光照到，瞬间就可输出电压

及在有回路的情况下产生电流。在物理学上称为太阳能光伏，简称光伏。 

自 1980 年以来，光伏产业一直是政府积极支持的产业。国家对太阳能光伏

的扶持政策，从最初的光伏扶贫，到政策对各项标准、补贴、管理等不断完善。

政策也随市场变化而调整。总的来说，近几年中国光伏产业发展仍然离不开政策

的支持。 

从中国受理专利的申请人国别以及不同时期的申请人国别变化趋势可以看

到，日本、美国、韩国在中国的太阳能电池领域专利申请十分活跃。建议国内相

关企业积极关注这几个国家申请人的专利申请动态，尤其是韩国三星，减少国内

申请人的损失；尽量避免出现本土企业在本国实施技术时，却要受到国外企业的

阻碍的事件发生。 

中国申请人开始大量申请相关专利的时间主要在 2010 年之后，但国内专利

中，失效专利已经接近 40%，与有效专利数量较为接近。因此，建议相关企业在

申请前加强检索，确定合适的申请类型，减少发明撤回或驳回量；对于已授权的

专利，除明确放弃、无需维护的专利外，尽量维持专利有效，避免造成大量审查

资源的浪费。 

部分大专院校在该领域的申请较活跃，企业可根据自身技术优劣势、以及各

大专院校的优势，在技术研发过程中考虑与大专院校合作，实现技术与专业的强

强联合，加快研发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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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研究概述 

1.1 研究背景 

太阳能电池又称为“太阳能芯片”或“光电池”，是一种利用太阳光直接发

电的光电半导体薄片。它只要被满足一定照度条件的光照到，瞬间就可输出电压

及在有回路的情况下产生电流。在物理学上称为太阳能光伏，简称光伏。 

太阳能电池是通过光电效应或者光化学效应直接把光能转化成电能的装置。

以光伏效应工作的晶硅太阳能电池为主流，而以光化学效应工作的薄膜电池实施

太阳能电池则还处于萌芽阶段。 

2019 年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 

会议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内在

要求。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把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作为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主动实施一系列举措，取得明显成效。 

2014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比 2005 年下降

29.9%和 33.8%，“十二五”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可以顺利完成。我国已成为世

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我国保障经济、能源、生态、粮食安全以及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中国将按照 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

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的目标，继续积极主动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大幅降低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进一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和森林蓄积量，不断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为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与

发展路径创新做出自身最大努力。 

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关键是要通过结构调整

和提质升级发展，拓宽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之路。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基本国策，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研究制定长期低碳发展路线

图。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创新驱动，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催生新技术、新

产品、新模式，壮大节能环保产业，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扩张，形成节能低

碳的产业体系，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大力实施“中国制造

2025”，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提升传统产业和社会生活的智能化、绿色

化水平。必须加大政府对生态环保等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投入，探索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等投融资新机制。必须在对接全球绿色低碳需求中扩大国际产能合作，

倒逼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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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阳能电池技术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是与政策息息相关的行业。近年来，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迅速，这跟国家政策强有力的支持分不开。 

随着太阳能电池行业的不断发展，行业内竞争也在不断加剧，大型太阳能电

池企业间并购整合与资本运作日趋频繁，国内优秀的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愈来愈

重视对行业市场的研究，特别是对产业发展环境和产品购买者的深入研究。正因

为如此，一大批国内优秀的太阳能电池品牌迅速崛起，逐渐成为太阳能电池行业

中的翘楚。 

因此有必要对清洁能源产业之一——太阳能电池相关的专利进行分析，了解

全球、国内就相关技术的专利保护现状，从专利方面了解太阳能电池相关技术的

发展现状。 

1.2 政策支持与产业现状 

国家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因此必然会在政策上进行支持，具体可分为以下

几个阶段。 

一、试水项目工程，光伏蓄势待发 

1980 年以后，政府开始加大对太阳能发电的支持。国家扶植太阳能重点在

建设工程项目和扶贫方面，初步的政策相继出台，光伏产业和市场蓄势待发。 

首次大面积实施光伏扶贫：1997 年“中国光明工程”开始实施，利用太阳

能作为全国扶贫工作之一，一直延续到现在。 

首次揭开分布式光伏发电序幕：2002 年国家能源局发布“送电到乡工程”，

揭开了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序幕。 

首次实施光伏补贴：2008 年 7 月，《2008 年 7 月~ 12 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

贴和配额交易方案的通知》发布，开始对已建成独立光伏电站项目发补贴。 

市场“破冰”举措：从 2009 年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实

施意见》起实施补贴。之后，太阳能屋顶计划开始实施，光伏市场开始“破冰”。 

二、抵御“双反”寒冬，政策密集出台 

2012 年起，我国光伏遭遇美国和欧洲的“双反”政策，为抵御“双反”影

响，解决光伏审批难、补贴难等难题，2012 年~2014 年国家出台五十多项相关政

策。 

光伏分布式应用拉开序幕：2012 年 9 月，《关于申报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

化应用示范区通知》发布，标志着光伏分布式应用拉开了序幕。 

分布式光伏政策出台：2013 年 7 月，《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出台，支持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的政策实现了从无到有，此后相关部门、单位和

地区依据此意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综合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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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明确分布式光伏补贴期限和结算方式：2013 年 6 月，发布《关于发挥

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新规定了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度电

补贴政策，并明确光伏发电补贴政策的期限原则上为 20 年。 

2013 年 11 月，《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布，分

布式光伏细化政策出炉。 

光伏新政正式落地：2014 年 9 月 4 日，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进一步落实

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的通知》，标志光伏新政终于正式落地。 

三、光伏行业相关规范标准陆续出台 

2015 年前后，针对太阳能光伏产品、市场等方面陆续出台相关规范或者标

准，推进太阳能光伏行业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成立光伏产品检测认证技术委员会：2015 年 1 月 9 日，光伏产品检测认证

技术委员会成立，以协助对光伏产品检测认证工作中的技术问题进行研究、审议，

并提出建议。 

修订光伏行业规范：2015 年 3 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修订版发布，

光伏行业规范进一步完善。 

首次制定光伏发电安全生产规范：2015 年 4 月，《光伏发电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创建规范》，明确了光伏发电企业法律法规与安全管理制度等十三个方面

的内容和要求。 

“光伏 630”诞生：2015 年 12 月，《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

电价政策的通知》，规定 2016 年以前备案并纳入年度规模管理的光伏发电项目

但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以前仍未全部投运的，执行 2016 年上网标杆电价。所谓

光伏“630”起始于此。 

四、全民光伏扶贫正式开展 

从最初的光伏工程开始，国家一直以来都在实施光伏扶贫政策，直到 2016

年系列光伏扶贫政策出台，将光伏扶贫政策进一步深化和落实，开始向全国范围

内展开光伏扶贫。 

光伏扶贫首次全国开展：2016 年 3 月 23 日，发布《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

工作的意见》，国家计划在 2016 年将光伏扶贫全面铺开，作为扶贫的重要手段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光伏扶贫首次全面实施：2016 年 5 月 5 日，发布《关于印发光伏扶贫实施

方案编制大纲的通知》，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全面的光伏扶贫即将进入实施阶

段。 

全民光伏扶贫开始落地：2016 年 10 月 17 日，发布《关于下达第一批光伏

扶贫项目的通知》，全面的光伏扶贫正式落地。 

五、分布光伏发电进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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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对于能源行业来说是飞跃的一年，分布式光伏补贴政策出台，因此

也是分布式光伏进入了发展快车道的一年。 

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限制放宽：2017 年 5 月 10 日，《关于报送可再生能源

“十三五”发展规划年度建设规模方案的通知》下发，提到：分布式光伏发电，

不受各地区年度新增建设规模限制！ 

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2017 年 10 月 31 日，发布《关于开展分

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即使国家补贴会下调至消失，用户安装的家

用光伏电站，也可以通过卖电给电价高、用电稳定的企业。 

首次推动分布式隔墙售电：2017 年 11 月，发布《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

易试点的通知》，该通知被认为推动的隔墙售电政策是分布式另一个起点。 

分布式光伏发电商业模式探索：2017 年 12 月 22 日，下发了《关于 2018 年

光伏发电项目价格政策的通知》，要求 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投运的、采用“自

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 0.37

元(含税)。 

六、光伏政策收紧亟待低谷重振 

2018 年光伏界最大的事件当属“531 新政”的出台，给光伏行业泼了一盆冷

水，整个行业进入“低谷期”，期待新政策重振昔日繁荣。 

低谷：“531 新政”出台：2018 年 5 月 31 日，印发《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

有关事项的通知》( 531 新政)。在电价上确定“两下调”原则，对光伏建设规模

进行缩减。 

希望：座谈会“未来三年仍有补贴”：2018 年 11 月 2 日，国家能源局召开

的关于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的成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 2022 年

前国家会持续提供补贴，2019 年光伏行业相关政策则会加速出台，将大幅提高

“十三五”光伏建设目标。 

可以看到，国家对太阳能光伏的扶持政策，从最初的光伏扶贫，到政策对各

项标准、补贴、管理等不断完善。政策也随市场变化而调整，尤其 2018 年的 531

新政，让光伏行业继 2011 年双反以来第二次进入“低谷”期。但总的来说，近

几年中国光伏产业发展仍然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1.3 研究方法 

1.3.1 数据检索 

（1）数据来源及范围 

本报告采用的全球专利数据、中国专利数据、中国专利法律状态等均来自

INCOPAT 全球专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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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采用的专利数据样本均为自有记载开始至检索截止日为止公开的

所有专利，数据统计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5 日。 

（2）检索策略 

采取分别检索的方式进行数据检索。 

首先，根据上述关键技术分别确定关键词，并进行检索、降噪，降噪方式包

括：关键词、分类号、人工筛选等，从而初步得到多组关于不同关键技术的检索

结果；然后，将上述多组检索结果进行汇总、去重，得到最终的总体检索结果。 

使用这种检索方式，可以针对不同的关键技术分别进行检索与降噪，降噪操

作不影响其他技术的数据范围，降噪效果更好，从而获得更加准确的检索结果。 

1.3.2 重要专利筛选 

本报告将根据不同的关键技术，按照一定的标准筛选出部分需要重点关注的

专利。 

第一、专利被引证次数。通常情况下被引证的次数越多，该专利就越重要。

在一个领域中被多次引证的专利，很可能其所涉及的内容就是这一领域中的核心

技术或者基础技术，是后续进行改进的基础单元，因此被引证次数可以作为判断

专利是否重要的一个因素。 

另外，考虑到时间因素的影响，申请时间越早的专利，被引证或改进的几率

就越大；因此在根据被引证次数筛选重要专利时，应结合申请时间进行判断，避

免将申请时间较晚的重要专利漏掉。 

第二、专利的同族成员数量。专利的同族成员数量越多，说明该专利进入的

国家或地区就越多，专利进入其他国家或地区费用相对较高；因此除非申请人对

申请目标国家或地区有较好的市场预期，才会选择向该国家或地区申请专利，否

则不会考虑让该专利进入本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因此当一件专利拥有的同族成

员数量越多，说明申请人对该专利技术越重视。 

第三、专利存活期。专利维护需要每年定期缴纳年费，否则专利就进入失效状态；

而且专利年费会随着专利存活的年度增加而梯度式上升，因此对于不是很重要的

专利，专利权人会放弃维护。所以专利存活期可以体现该专利对专利权人的重要

程度，存活期越久，专利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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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全球专利申请状况分析 

本章将从全球申请情况出发，对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相关

专利共计 251474 件。 

2.1 申请量发展阶段 

 

图 2-1-1  太阳能电池技术全球申请量发展趋势 

如图 2-1-1 所示所示，从 1918 年到 2019 年，全球范围内公开的涉及太阳能

电池技术的专利共计 251474 件；1975 年之前技术几乎停滞不前，2005 年之后进

入快速增长阶段，中间还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平台期，专利年申请量有所回落；因

此可以将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全球总体申请趋势分为：萌芽期、缓慢发展期和快速

发展期。 

（1）萌芽期（1918 年~1959 年） 

这期间，太阳能电池技术全球专利年申请量一直保持在 100 件以内。 

（2）缓慢发展期（1960 年~2006 年） 

这期间，太阳能电池技术的专利申请量开始缓慢提升，2006 年的年申请量

已增加至 3743 件，但增长速度较小，年增长率只有 10%左右。 

（3）快速发展期（2007 年至今） 

这期间，太阳能电池技术相关的专利数量逐渐进入快速增长状态，从 2007

年的 5327 件迅速增加至 2017 年的 28524 件，2018 年已公开的数量也已经达到

了 26337 件，因此 2018 年的实际申请量将超越 2017 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状

态。 

其中，在 2012~2014 年期间，专利年申请量出现了部分回落，出现了一个短

暂的平台期；2015 年又开始继续保持之前的增长趋势继续快速增长。 

2.2 各主要国家/地区申请人专利申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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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体情况 

太阳能电池技术在全球的专利申请人地域分布涉及 120 个国家或地区。 

 

图 2-2-2  太阳能电池技术全球申请人地域分布 

如图 2-2-2 所示，太阳能电池技术的专利申请人主要来自中国大陆、日本、

美国、韩国、德国等，其中中国大陆地区专利数量达 122092 件，接近全球总申

请量的 1/2，数量排名第一。 

中国大陆地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政府就一直在积极鼓励光伏相关企业

积极发展清洁能源，主要是通过补贴等方式促进相关企业快速成长、加快技术研

发进度，因此中国大陆光伏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再加上中国人口众多，技术人

员基数庞大，因此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相关专利申请。 

日本、韩国地域面积有限，矿产资源有限，因此也都在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

光伏产业就属于其中一种；发展光伏产业可以增加发电量，减少对矿产资源的依

赖。 

美国地域面积广大，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很适合发展光伏产业，有助于缓解

供电压力，因此也在积极发展光伏产业。 

（2）主要国家/地区申请量发展趋势 

 

中国（大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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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美国 

 

韩国 

 

德国 

图 2-2-3  太阳能电池技术全球各主要申请国申请量发展趋势 

图 2-2-4 是各主要申请国就太阳能电池技术的申请量发展趋势。 

从申请量开始明显增长的起始时间来看，除日本开始的时间相对较早外，其

他，国家或地区都是在 2000 年之后才开始。 

中国大陆地区虽然早在 1980 年就开始鼓励光伏产业发展，但由于 1984 年 3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才首次颁布，并与 1985 年 4 月 1 日正式实施，

因此中国（大陆地区）开始申请相关专利的时间较晚，出现明显增长的年度也比

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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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请趋势上来看，中国大陆仍处于快速增长状态外，尚未出现专利年申请

量持平或有所回落的趋势。其余国家或地区都已经进入稳定发展的状态，专利年

申请量都已经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无明显增长趋势。 

从年申请量峰值来看，主要分为；第一梯度：中国（大陆地区）申请量峰值

已经在 22000 件以上；第二梯度：美国、日本和韩国，申请量峰值在 1000~5000

件内；第三梯度：德国，申请量峰值不足 800 件。 

可以看到各主要申请国/申请区域的技术研发起始时间差别相对较大，日本

略早一些，说明太阳能电池技术在日本开始发展的时间较早，再加上日本的知识

产权制度建立时间相对较早，各种因素导致了上述结果。 

2.3 各主要申请地区与申请目的地分析 

企业申请专利是对其销售市场的保护，因此企业在某个国家/地区的专利布

局与企业在该国/该地区的市场重视程度密切相关。图 2-3-1 中，横坐标表示技术

输出地，纵坐标表示技术输入地，考虑到向欧洲专利局申请的专利在各成员国登

记时，部分国家并不会为该专利提供本国专利号，因此保留了技术输入地中的欧

洲专利局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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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全球太阳能电池技术主要国家技术流向 

技术输出地即专利申请人所述国家或地区，技术输入地即专利公开国家或地

区；图 2-3-1 中的数值为对应的专利数量，坐标交叉处的气泡大小与专利数量相

对应。 

从图 2-3-1 可以看到，各主要申请国或申请地区的专利布局重点都在本地区。

除中国大陆地区以外，其余四个国家在对外布局方面都比较积极，对外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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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占比较大；中国大陆地区现在阶段主要在发展本地区的技术，对外布局专利数

量占比非常小。 

就具体国家或地区来说，中国大陆地区申请人对外专利布局的主要目的地分

别是美国、日本和韩国；日本申请人对外布局的重点区域为中国大陆、美国、韩

国、欧专局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美国申请人对外布局的重点区域为中国大陆、日

本和欧专局，在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地区的布局数量也比较多，但比前几

个国家或地区少一些；韩国申请人对外布局的重点区域为中国和美国，其次是日

本和欧专局；德国申请人对外布局的重点区域为欧专局、美国和中国。 

可以看到，除去本地区专利布局外，技术输入最多的或家或地区主要为：美

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地区）、欧专局等，是申请人对外布局的重点地区，

说明这些地区市场曾经繁荣过或未来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导致申请人争相布局。 

总体来看，中国（大陆地区）、美国、日本以及韩国既是主要的技术输出国，

也是主要的技术输入地，太阳能电池技术研发实力与市场发展前景都比较好。 

2.4 申请人集中度及主要申请人 

2.4.1 申请人技术集中度 

表 2-4-1  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技术集中度 

申请人 

太阳能电池技术 

申请量(件) 占比 

前 5 名 7869 3.13% 

前 10 名 12555 4.99% 

前 15 名 15718 6.25% 

前 20 名 18558 7.38% 

全部申请人 251474 100% 

从表 2-4-1 可以看到，就太阳能电池整体而言，前 20 名申请人的专利申请

量仅为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总量的 7.38%，技术集中度相当低，说明太阳能电池

技术的技术分布较为分散，没有出现部分申请人的专利拥有量明显偏多的现象。 

2.4.2 主要申请人 

表 2-4-2  太阳能电池技术相关专利的主要申请人排名 

序号 申请人 国家/地区 申请量（件） 占比 

1 LG ELECTRONICS INC 韩国 2343 0.93% 

2 SHARP KK 日本 1797 0.71% 

3 SANYO ELECTRIC CO LTD 日本 1327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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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人 国家/地区 申请量（件） 占比 

4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 日本 1280 0.51% 

5 CANON KK 日本 1122 0.45% 

6 KYOCERA CORP 日本 1043 0.41% 

7 SANYO ELECTRIC CO 日本 1027 0.41% 

8 LG INNOTEK CO LTD 韩国 1015 0.40% 

9 SHARP KABUSHIKI KAISHA 日本 839 0.33% 

10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韩国 762 0.30% 

11 SUNPOWER CORPORATION 美国 722 0.29% 

12 E I DU 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 美国 644 0.26% 

13 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606 0.24% 

14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中国 596 0.24% 

15 DAINIPPON PRINTING CO LTD 日本 595 0.24% 

16 MATSUSHITA ELECTRIC IND CO LTD 日本 590 0.23% 

17 FUJI ELECTRIC CO LTD 日本 585 0.23% 

18 SHARP CORP 日本 581 0.23% 

19 SAMSUNG SDI CO LTD 韩国 546 0.22% 

20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韩国 538 0.21% 

21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 499 0.20% 

22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 486 0.19% 

23 HITACHI LTD 日本 469 0.19% 

24 CITIZEN WATCH CO LTD 日本 464 0.18% 

25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442 0.18% 

26 北京铂阳顶荣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439 0.17% 

27 LG CHEM LTD 韩国 430 0.17% 

28 北京汉能光伏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 429 0.17% 

29 TOPPAN PRINTING CO LTD 日本 427 0.17% 

30 
PANASONIC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日本 421 0.17% 

表 2-4-2 所示为太阳能电池技术相关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30 名的申请人。其

中，排名前 5 的分别是：韩国的 LG，以及日本的夏普、索尼、三菱、佳能等四

家企业，都是与太阳能电池技术直接相关的企业。 

太阳能电池技术相关专利拥有量最多的是韩国的 LG 电子，拥有相关专利

2343 件，占全球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总量的 0.93%，全球申请量第一名的专利数

量占比居然不到 1%，进一步验证了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的技术集中度较为分散

的结果。 

就企业所属国家或地区而言，统计结果如下：日本 15 名、中国 7 名、韩国

6 名、美国 2 名。日本申请人参与积极性较高，日本光伏产业发展较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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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国专利申请状况分析 

中国专利指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与太阳能电池技术相关的专利，相

关专利共计 135552 件。 

3.1 申请量发展阶段 

 

图 3-1-1  太阳能电池技术相关专利申请量发展趋势 

图 3-1-1 为，中国受理的太阳能电池技术相关专利申请量发展趋势以及全球

相关专利申请量发展趋势。 

从起始时间上来看，中国受理的相关专利最早的申请年度是 1985 年，而全

球相关专利的最早申请时间为 1918 年，1985 年全球相关专利申请已经进入发展

期，专利年申请量已经达到了 710 件。中国受理相关专利时间较晚，这与中国的

专利制度建立有直接关系；中国的专利制度建立时间较晚，第一部《专利法》1985

年才开始实施，因此才会出现这种结果。 

从总体趋势上来看，受中国申请量巨大的因素影响，全球专利申请与中国受

理相关专利的状态相同，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具体来说，中国受理专利的申请

趋势可以分为：萌芽期和快速发展期。 

（1）萌芽期（1985~2001 年） 

这期间，中国虽然每年都有太阳能电池技术相关的专利申请，但年申请量只

有 53.5 件；2001 年最多申请了 162 件，一直未超过 200 件，相关技术发展缓慢；

当然这也与专利制度建立早期，申请人对专利的重视程度、相关激励政策尚未建

立、专利申请活动尚不活跃等社会状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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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快速发展期（2002 年至今） 

这一阶段，国内太阳能电池技术的申请量开始持续增长，平均增长速度为前

一年的 37.6%。这期间，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大量企业投入到相关技术的

研发中，再加上相关企业前期的技术积累，国内太阳能电池技术得到快速发展；

同时国外相关企业开始关注国内市场，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持续增加，至 2017 年

已公开的专利数量已经达到 23784 件；2018 年已统计到的数据为 22853 件，考

虑到 2018 年尚有部分专利未公开，因此 2018 年的实际申请量或继续超越 2017

年的申请。 

由于 2019 年申请的专利尚有大量未公开，因此 2019 年的数据仅供参考。 

3.2 申请人类型及主要申请人 

3.2.1 申请人类型 

国内太阳能电池技术的申请人类型分布以企业为主，大专院校和个人申请的

专利处于第二梯度，科研单位等其余类型申请人申请的相关专利不到总量的 4%。 

 

图 3-2-1  太阳能电池技术申请人类型分布 

如图3-2-1所示，太阳能电池技术的专利申请人中，企业占比达到了67.25%，

超过了申请总量的 2/3。这与太阳能电池技术更偏向实用的性质直接相关，但在

具体技术上，大专院校和个人也可以完成部分改进，因此大专院校与个人申请的

相关专利总占比接近总量的 3/10；由于太阳能电池板的技术相对成熟，涉及核心

理论、全新技术的改进较少，因此科研单位参与的相关专利申请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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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主要申请人 

太阳能电池技术的中国专利申请还是以中国的企业申请人为主，国外申请人

占比较少，太阳能电池技术中国专利的主要申请人排名如图 3-2-2 所示，可以看

到国外申请人数量只有韩国三星的一家企业，其余均为中国申请人。 

 

图 3-2-2  太阳能电池技术中国专利的主要申请人排名 

从图 3-2-2 可以看到，中国专利申请中，大陆地区的主力军包括：阿斯特阳

光电力、天合光能、晶科能源、铂阳顶荣、汉能以及英利能源等光伏技术相关的

企业。 

3.3 申请人国别分析 

 

图 3-3-1  中国专利申请人国别占比 

从图 3-3-1 可以看到，中国受理的 135552 件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中，中国

申请人申请的专利数量达 122008 件，接近中国受理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总量的

90%。国外申请人中，日本、美国、韩国、德国申请人申请的相关专利数量相对

较多，占比在 1%~5%之间。其余 56 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利申请量均不足 500 件。

在中国申请太阳能电池技术相关专利的申请人的国别或所属地区却多达 60 个，



 

- 16 - 

 

这 60 个国家或地区的申请人都希望在中国市场布局自己的专利，可见中国的太

阳能电池市场非常具有前景，被世界各国的申请人看好。 

上述 60 个国家的申请人并不是同时开始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下面按每 5 年

为一个时间段来分析各国申请人在中国申请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的状态变化。 

 

1985~1989 年                                      1990~1994 年 

 

 1995~1999 年                                       2000~2004 年 

 

 2005~2009 年                                       2010~2014 年 

 

2015 年至今 

图 3-3-2  中国专利主要申请国占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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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3-2 可以看到，从 1985 年至今，随着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发展以及大

量国外企业开始在中国布局专利，同时伴随着中国政府不断鼓励光伏产业发展，

中国申请人在中国专利中的申请量占比也越来越高。 

具体来说，1985~1989 年之间，包括中国在内，各国申请量均未超过 50 件，

中国申请量占比达 44%，美国、日本分别为 26%和 22%；其余 4 个国家的申请

人申请中相关专利相对较少；这 5 年期间，除中国大陆以外，有 6 个国家或地区

的申请人在中国申请相关专利。 

1990~1994 年期间，中国申请人的申请数量明显增加，占比也升至 71%；国

外申请较为活跃的国家还是美国和日本，但占比有所下降。这 5 年期间，除中国

大陆以外，有 9 个国家或地区的申请人在中国申请相关专利。 

1995~1999 年期间，中国申请人申请的专利数量虽然增至 100 件，但占比却

降至 24%，被日本申请人超越；日本申请人以 196 件的数量占据了 47%的比例，

位居第一；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申请人的相关专利申请量仅增长了一半，

而日本申请人的专利数量却翻了将近 20 倍；这 5 年期间，除中国大陆以外，有

20 个国家或地区的申请人在中国申请相关专利。 

2000~2004 年期间，中国及各主要申请国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数量都开始迅速

增长；中国以 659 件的专利数量占据了 48%的比例，专利数量是前 5 年的 6.5 倍；

日本、美国的专利数量占比分别为 26%和 13%；这 5 年期间，除中国大陆以外，

有 27 个国家或地区的申请人在中国申请相关专利。 

2005~2009 年期间，随着政策支持以及技术需求，中国申请人在中国申请的

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数量占比再次超越了 50%，达到了 68%；专利数量增至 6648

件，是前 5 年的 10 倍。国外申请人中比较活跃的一直是日本和美国，占比分别

是 12%和 10%，占比逐渐下降；这 5 年期间，除中国大陆以外，有 40 个国家或

地区的申请人在中国申请相关专利。 

2010~2014 年期间，中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达到了 32176 件，接近前 5

年的 5 倍之多，专利数量占比首次超过了 3/4，达到了 82%。国外申请人中，主

要申请国依然是美国和日本，专利申请量占比均降至 10%以下；这 5 年期间，除

中国大陆以外，有 44 个国家或地区的申请人在中国申请相关专利。 

2015 年至今，中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继续增加，已达到 82318 件，是前 5

年的 2.5 倍；数量占比达到了 95%。其他国家中的主要申请国为美国、日本和韩

国，美国、日本活跃多年后，韩国申请人也开始积极在中国布局太阳能电池板相

关专利，但上述各国的专利数量占比均不足 3%。这期间，除中国大陆以外，有

42 个国家或地区的申请人在中国申请相关专利。 

3.4 专利有效性 

3.4.1 总体有效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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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中国专利有效性分布 

从图 3-1-1 所示的申请趋势可以看到，中国受理的太阳能电池技术相关专利，

最早的申请日为 1985 年，且前期专利申请数量较少，2000 年之后年申请量开始

逐渐上升并持续至今；由于太阳能电池技术在中国属于新兴行业，因此申请人对

相关专利维护状态较好，有效专利占比最多，达到了 41.2%；审查中的专利占比

接近 1/5，这主要是受 2017~2019 年专利申请量持续增加这一因素的影响。 

失效专利包括超出保护期限的专利、未按时缴纳年费权利终止的、专利被驳

回或主动撤回、专利被无效等多种情况；由于中国申请人申请的相关专利数量庞

大，部分专利期限届满，再加上申请人为控制成本，将部分不重要的专利被放弃

维护，因此失效专利占比接近 40%。 

3.4.2 主要申请国专利有效性 



 

- 19 - 

 

 

图 3-4-2  主要申请国专利有效性 

图 3-4-2 中，数值与对应气泡表示各申请国对应的处于有效、失效、审中状

态的专利数量。可以看到大多数申请国的专利中，处于有效和失效两个状态的专

利数量都比较接近，处于审查中状态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处于审查中的专利可

以体现该申请国近几年在中国申请相关专利的活跃程度，可以看到上述各申请国

近几年在中国还有相关专利申请，专利申请较为活跃。 

3.5 各省份专利申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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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中国主要省市专利申请占比 

如图 3-5-1 所示，从国内申请人省市分布状况来看，申请量占比高于 5%的

省市包括：江苏、广东、浙江、北京、上海、山东，相关专利数量分别为：23709

件、13749 件、11177 件、8421 件、6314 件、6079 件，以上 6 个省市的相关专

利申请量占据了全国申请总量的 58%。 

各省市相关专利申请量多少与当地注册企业的规模、数量、所属技术领域有

直接关系，下面分析一下排名第一的江苏省的主要申请人分布： 

 

图 3-5-2  江苏省主要申请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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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江苏省的主要申请人包括：阿特斯阳光电力、天合光能等光伏产

业相关企业，以及东南大学这一个大专院校。 

以上是江苏省的主要申请人分布，下面再看一下排名第二的广东省的主要申

请人排名： 

 

图 3-5-2  广东省主要申请人排名 

从图 3-5-2 可以看到，广东省的申请人不仅包括部分光伏相关企业，还包括

3 个大专院校、以及部分比亚迪、格力、广东电网，申请人类型更为多元化；各

申请人的申请数量仅是江苏省主要申请人的一半。 

表 3-5-1  各主要省市专利申请技术分布及法律状态分布 

省份 江苏 广东 浙江 北京 上海 山东 安徽 四川 天津 陕西 

太阳能电池 23709 13749 11177 8421 6314 6079 5471 5250 3713 3604 

专利有效性 

有效 9777 7104 4822 4210 2359 2321 1709 1780 1386 1106 

失效 9303 3918 4250 2549 2885 2831 2087 2446 1669 1806 

审中 4670 2747 2147 1669 1077 939 1685 1028 660 693 

表 3-5-1 为太阳能电池技术在各主要省市的专利数量分布以及各主要省市的

专利法律状态分布。 

专利有效性方面，前四个省市处于有效状态的专利数量最多，后续六个省市

则是失效状态的专利较多；所有省市的审中专利数量都是最少的。各省市审查中

的专利数量都在 650 件以上，说明国内近几年各主要省市在太阳能电池领域的专

利申请都比较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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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中国重要申请人分析 

在第 3章分析申请人时，列出了中国受理专利中申请量排名前 10的申请人，

本章将从中挑选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申请人进行分析，从而了解国内申请人的

专利申请趋势、布局策略。 

4.1 阿特斯阳光电力 

4.1.1 公司简介 

阿特斯阳光电力由归国太阳能专家瞿晓铧博士于 2001 年创办，2006 年在美

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全球员工总数超 13,000 人。阿特斯阳光电力是专

业从事硅锭、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组件和太阳能应用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以及太阳能电站系统的设计和安装的光伏一体化企业。 

阿特斯已在全球 7 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 16 家光伏硅片、电池和组件生产企

业，并在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 

4.1.2 相关产品介绍 

1、CS6K-M 系列-单晶电池太阳能组件 

 

图 4-1-1  CS6K-M 系列-单晶电池太阳能组件 

图 4-1-1 所示的是阿特斯阳光电力的 CS6K 产品，是一款采用 60 片晶硅电池

的高效太阳能组件。由于较低的标称电池工作温度和优异的弱光发电能力，使这

款组件有较高的系统发电量产出。超强 40 mm 边框能承载 5400Pa 雪荷。 

2、CS6P-P 系列-多晶电池太阳能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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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CS6P-P 系列-多晶电池太阳能组件 

图 4-1-2 所示的阿特斯阳光电力的 CS6P 产品，是一款采用 60 片晶硅电池的

高效太阳能组件。由于较低的标称电池工作温度和优异的弱光发电能力，使这款

组件有较高的系统发电量产出。超强 40mm 边框能承载 5400Pa 雪荷。严格的质

量控制体系使得公司产品自 2009 年以来在 12472 个 P 型晶硅组件产品中脱颖而

出，得到了美国加州能源委员会 PVUSA 测试条件评级的最高排名。 

3、CS6K-P-FG 系列-钻石双玻组件太阳能电池板 

 

图 4-1-3  CS6K-P-FG 系列-钻石双玻组件太阳能电池板 

图 4-1-3 是阿特斯阳光电力推出的新一代钻石组件，一款双玻组件产品。这

款组件的正反两面采用热强化（半钢化）玻璃取代传统的聚合物背板材料，阻隔

水汽渗透，具有更低的年功率衰减，并且能提升系统性能的长期可靠性。另外，

钻石组件没有金属边框，不需要接地，消除了组件因边框接地问题导致潜在电势

诱导衰减（PID）的原因。 

4.1.3 全球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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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太阳能电池技术全球申请趋势 

阿斯特阳光电力就太阳能电池技术在全球范围申请的专利，已公开的数量为

958 件，最早的申请年度为 2007 年，具体申请趋势见图 4-1-4 所示。 

可以看到，从 2007 年开始，阿斯特阳光电力在太阳能电池技术领域的专利

年申请量从最初的 2 件增加至 2018 年的 191 件，专利申请数量持续增长；考虑

到最近 2 年仍有部分专利未公开，仅此检索到的数据并不完全，2018 和 2019 年

的实际申请量还会有所增长。 

4.1.4 全球布局 

 

图 4-1-5  太阳能电池技术全球布局 

如图 4-1-5 所示，阿斯特阳光电力向中国大陆以外地区递交的专利申请占其

总申请量的 4%，阿斯特阳光电力向国外递交的专利申请主要受理地区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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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拿大、欧专局等；同时阿斯特阳光电力还递交了 16 件 PCT 国际申请，

PCT 国际申请是专利向外申请的一种方式，后期可以此为优先权进入不同的国家

或地区，适用于同一专利方案同时进入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形，这样操作费用相

对低一些。 

可以看到，阿斯特阳光电力对外专利申请占比相对较小，但申请国家分布较

广，全球市场范围较广。 

4.1.5 中国专利状况 

 

图 4-1-6  太阳能电池技术中国申请趋势 

阿斯特阳光电力就太阳能电池技术在中国已公开的专利申请为 905 件，最早

的申请年度为 2007 年，具体申请趋势见图 4-1-6 所示。 

可以看到，阿斯特阳光电力就太阳能电池技术在中国的专利申请趋势与其全

球申请趋势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部分年度有少量的对外专利申请，对应年度国

内申请的年申请量有所减少；可以看到，阿斯特阳光电力在 2008 年公司相关专

利申请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向国外申请相关专利，国际布局意识相对较

早。 

考虑到最近 2 年仍有部分专利未公开，仅此检索到的数据并不完全，2018

和 2019 年的实际申请量还会有所增长。 

 

4.1.6 中国专利法律状态分布 

表 4-1-1  中国专利法律状态分布 

 实用新型 发明 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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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 512 124 52 

实质审查 0 104 0 

权利终止 39 7 13 

驳回 0 36 0 

撤回 0 16 0 

放弃 2 0 0 

从表 4-1-1 可以看到，阿斯特阳光电力在中国申请的相关专利以实用新型和

发明为主，外观设计数量相对较少。 

可以看到，三类申请中，均已经有部分处于权利终止状态，说明公司技术更

新换代较快，部分专利所涉技术已经被放弃。 

阿斯特阳光电力在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中，除去审查中的 104 件专利，其余

122 件专利中，发明授权率为 36%，授权率相对较低。 

 

图 4-1-7  中国专利法律状态分布 

从图 4-1-7 可以看到，随着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每年申请专利中，驳回专

利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公司在后期的相关专利申请中，建议加强检索，确定合适

的申请类型；增强专利答复技巧，提升授权率；提升产品研发能力，提升专利申

请方案的创造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发明专利的授权率，减少专利申请费用损失。 

4.1.7 重要专利技术 

重要专利的筛选方式有很多，下面是从已授权的专利中筛选出的、被引证次

数较高的、维持有效的部分专利。被引证次数多说明该专利技术是其他专利改进

的基础，是底层的核心技术，重要程度较高；同时专利授权标志着专利方案具有

较高的创造性，属于通信领域的前沿技术。专利维持也需要大量资金，专利授权

后能够被长期维持，足以说明专利的重要性。 

表 4-1-2  重要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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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名称 公开（公告）号 被引证次数 专利奖 

一种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绒面结构及其制备方法 CN103219428A 58  

一种制造太阳能电池的磷扩散方法 CN101132033A 29  

一种晶体硅太阳能电池选择性发射结的制备方法 CN101916799A 28  

一种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硼扩散方法 CN102769069A 20  

一种背接触硅太阳能电池片的背面电极结构及其制备

方法 
CN102646728A 18  

一种制造精炼冶金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的磷扩散方法 CN101494251A 17  

一种抗 PID 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制作方法 CN103872184A 16 第 19 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 

一种多晶硅选择性发射极太阳能电池的扩散方法 CN102593262A 14  

一种改善太阳能电池磷扩散均匀性的方法 CN102005502A 13  

一种制备硅太阳能电池的磷扩散方法 CN102522449A 12  

一种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的磷扩散的过程 EP2048716A2 15  

光-电流转换器件及其制造方法 US20120298192A1 11  

制造太阳能电池的磷扩散方法 US20090093081A1 8  

太阳能电池组件及其制造方法 US20120247529A1 7  

从表 4-1-2 可以看到，被引证次数最多的专利公开号为 CN103219428A，被

引证 58 次，引证该专利的主要申请人及引证次数为：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6 次）、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5 次）、嘉兴尚能

光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4 次）、苏州旦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4 次）、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4 次）、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3 次）、CSI CELLS CO LTD（3

次）等，可见该专利既是阿特斯阳光电力自己的重要技术，也是国内外其他太阳

能电池企业比较关注的技术，更是相关大专院校比较关注的技术。 

该专利的发明名称为“一种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绒面结构及其制备方法”，

根据专利记载，现有技术制备晶体硅纳米‑微米复合绒面是，得到的纳米‑微米复

合绒面中，其纳米结构是呈纳米孔状，即其孔径较小、而深度较深。文献报道及

试验证明，这种复合绒面结构的表面反射率虽然降低至 12%以下，但却不利于后

道的表面钝化，且目前由其制得的电池片转换效率要低于产线常规制绒的电池片。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本专利申请。 



 

- 28 - 

 

 

图 4-1-8  CN103219428A 专利附图：多晶硅硅片绒面的 SEM 扫描图；（放大 5K 倍） 

参见图 4-1-8，该专利保护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一种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

绒面结构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将多晶硅硅片进行清洗、腐蚀制绒，

形成微米级绒面；(2)将上述硅片放入含有金属离子的溶液中浸泡，使硅片表面

涂覆一层金属纳米颗粒；所述金属离子选自金离子、银离子和铜离子中的一种；

(3)用第一化学腐蚀液腐蚀硅片表面，形成纳米级绒面；所述第一化学腐蚀液选

自以下混合溶液中的一种：HF 与 H2O2 的混合溶液、HF 与 HNO3 的混合溶液、

HF 与 H2CrO4 的混合溶液；其中，HF 的浓度为 1~15mol/L，H2O2、HNO3 或

H2CrO4 的浓度为 0.05~0.5mol/L；(4)分别用第一清洗液、第二清洗液、去离子水

清洗上述硅片，去除金属颗粒；所述第一清洗液为质量百分比为 27~69%的硝酸

溶液，清洗时间为 60~1200 秒，清洗温度为 5~85℃；所述第二清洗液为质量百

分比为 1~10%的氢氟酸溶液，清洗时间为 60~600 秒，清洗温度为 5~45℃；(5)

将上述硅片放入第二化学腐蚀液中进行微结构修正刻蚀；所述第二化学腐蚀液选

自以下溶液中的一种：NaOH 溶液、KOH 溶液、四甲基氢氧化铵溶液、HNO3

与 HF 酸的混合溶液；当选自 NaOH 溶液时，其浓度为 0.001~0.1mol/L，反应时

间为 10~1000 秒，反应温度为 5~85℃；当选自 KOH 溶液时，其浓度为

0.001~0.1mol/L，反应时间为 10~1000 秒，反应温度为 5~85℃；当选自四甲基氢

氧化铵溶液时，其浓度为 0.001~0.1mol/L，反应时间为 10~1000 秒，反应温度为

5~85℃；当选自 HNO3 与 HF 酸的混合溶液时，HF 与 HNO3 的浓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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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5mol/L、1~10mol/L，反应时间为 10~1000 秒，反应温度为 5~45℃；(6)

清洗、甩干，即可得到所述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绒面结构。 

与现有技术相比，该专利的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的绒面结构的大小在 100~500 

nm 之间，呈孔径较大，深度较浅的纳米孔状或带有棱角的纳米金字塔或带有棱

角纳米椎体或带有棱角的纳米坑状结构，其表面反射率在 12~20%之间，相对于

现有技术公开的纳米‑微米复合绒面结构，其电池片的转换效率可提高 0.2~0.5%

左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该专利的制备方法简单易行，与现有工业化生产

工艺兼容性较好，可以快速移植到工业化生产中，适于推广应用。 

4.2 天合光能 

4.2.1 公司简介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合光能”）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组件供应商

和领先的太阳能光伏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1997 年创立于江苏常州；2000 年公

司参与编写了首个《中国国家独立光伏系统技术标准》；2006 年在美国纽交所

上市。截至 2017 年底，天合光能光伏组件累计出货量全球排名第一。 

天合光能先后在瑞士苏黎世、美国加州圣何塞和新加坡设立了欧洲、美洲和

亚太中东区域总部，并在东京、马德里、米兰、悉尼、北京和上海等地设立了办

事处，引进了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层次人才，业务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天合光能于 2016 年和 2017 年连续两次被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评选为

“全球最具融资价值组件品牌”。 

2019 年 9 月 1 日，2019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榜单发布，天合光能股份有

限公司名列第 291 位。 

2019 年世界物联网 500 强企业名单公示，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再次荣登

榜单，跻身电能革命企业 35 强，这也是公司连续第二年入选世界物联网企业 500

强。天合光能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的高效 N 型多晶 i-TOPCon 太

阳电池光电转换效率高达 23.22%，创造了大面积多晶电池新的世界纪录，这是

天合光能打破的第 20 项世界纪录。 

4.2.2 全球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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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太阳能电池技术全球申请趋势 

天合光能就太阳能电池技术在全球范围申请的专利，已公开的数量为 732 件，

最早的申请年度为 2004 年，具体申请趋势见图 4-2-1 所示。 

可以看到从 2004~2007 年期间，天合光能每年只有零星的相关专利申请。 

2008~2010 年，相关专利的年申请量开始迅速增长，2010 年已增长至 112

件；后续年度相关专利申请量逐渐走低，但年申请量仍维持在 20 件以上，专利

申请数量相对稳定，说明天合光能太阳能电池技术产出相对稳定。 

4.2.3 全球布局 

 

图 4-2-2  太阳能电池技术全球布局 

如图 4-2-2 所示，天合光能向中国大陆以外地区递交的专利申请仅占其全球

申请总量的 1%，对外专利布局比例偏低；对外申请的目的地包括：美国、日本、

欧专局、韩国和中国台湾。 

天合光能向中国大陆申请的专利数量占比达 99%，说明天合光能目前重要的

市场还是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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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中国专利状况 

 

图 4-2-3  太阳能电池技术中国申请趋势 

天合光能就太阳能电池技术在中国已公开的专利申请为 698 件，最早的申请

年度为 2004 年，具体申请趋势见图 4-2-3 所示。由于天合光能在中国大陆申请

的专利仅占其申请总量的 99%，因此天合光能在中国大陆的专利申请趋势与其全

球申请趋势基本相同。 

4.2.5 中国专利法律状态分布 

表 4-2-1  中国专利法律状态分布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授权 151 173 6 

权利终止 5 107 6 

撤回 100 0 0 

驳回 71 0 0 

实质审查 57 0 0 

放弃 0 19 0 

公开 3 0 0 

从表 4-2-1 可以看到，天合光能在中国申请以发明和实用新型为主，外观设

计相对较少。 

就发明授权率而言，除去公开和实质审查中的 60 件专利，剩余 327 件发明

专利中，授权专利占比 47.7%，授权率一般。已结案未授权专利中，撤回专利达

100 件，比驳回专利数量还多，建议申请人在申请专利时加强检索，合理确定申

请类型，提升审查意见答复能力，减少知识相关产权费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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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中国专利法律状态分布 

从图 4-2-4 可以看到，天合光能大多数年份的专利授权率都保持在 50%以上，

2013 年之后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 

从时间上来看，撤回专利主要发生在 2010~2012 年之间，后期申请人已经积

极调整申请措施，撤回专利数量迅速减少，授权率提升。 

4.2.6 重要专利技术 

重要专利的筛选方式有很多，下面是从已授权的专利中筛选出的、被引证次

数较高的、维持有效的部分专利。被引证次数多说明该专利技术是其他专利改进

的基础，是底层的核心技术，重要程度较高；同时专利授权标志着专利方案具有

较高的创造性，属于通信领域的前沿技术。专利维持也需要大量资金，专利授权

后能够被长期维持，足以说明专利的重要性。 

表 4-2-2  天合光能重要专利 

发明名称 公开（公告）号 被引证次数 专利奖 

钝化 N 型硅太阳能电池的 P 型掺杂层的方法及电池结构 CN102169923A 23  

印刷磷源单步扩散法制作选择性发射结太阳电池工艺 CN101937940A 22  

一种用于高效晶硅太阳电池制作的表面湿法处理工艺 CN102751377A 21  

太阳能电池高方阻扩散方法 CN102097524A 20  

一种太阳能电池组件以及焊接组件焊带的焊接工具 CN202004027U 20  

硅锭切割线锯的断线保护方法及应用该方法的线锯 CN101607423A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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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名称 公开（公告）号 被引证次数 专利奖 

光谱下转移彩色电池组件 CN101707223A 16  

一膜多用的掩膜后制绒太阳能电池的制备方法及其结构 CN102403399A 16  

背钝化电池的制造方法 CN101976701A 14  

一种两次丝网印刷与刻槽结合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工艺 CN101969082A 13  

全背电极太阳能电池的生产方法 CN102709385A 11 第 18 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 

晶体硅太阳电池的背面梁桥式接触电极及其制备方法 CN103474486A 3 第 19 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 

多晶硅的两步吸杂工艺 WO2011156961A1 7  

全黑-接触太阳能电池及其制造方法。 WO2013074039A1 7  

全黑接触太阳能电池及其制造方法 US20150027522A1 6  

具有多个接线盒太阳能模块 US20130037077A1 4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陷光绒面的制备方法 WO2011156977A1 4  

光伏太阳能电池组件 EVA 交联率的测试方法 WO2012006837A1 4  

一种太阳能电池制造的方法 WO2014137283A1 4  

从表 4-2-2 可以看到，被引证次数最多的专利公告号为 CN102169923A，被

引证 23 次；引证该专利的主要申请人及引证次数为：南昌大学（12 次）、常州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3 次）、广东爱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2 次）、友达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2 次）等；可见该专利是大专院校专利申请较为关注的技术，是

天合光能自己技术改进的基础，同时也被相关太阳能企业所关注。 

该专利的发明名称为“钝化 N 型硅太阳能电池的 P 型掺杂层的方法及电池

结构”，根据专利记载，由于普通 N 型层的钝化层(SiNx，SiO2)对 P 型层钝化效

果并不明显，一些机构研究了其他针对 P 型层的钝化层，例如 Al2O3 等。其中，

用 Al2O3 钝化 P 型层的 N 型单晶电池效率已达 23％。但是上述钝化方法工艺复

杂，成本较高，并不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本专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

目的是提供一种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钝化 N 型硅太阳能电池的 P 型掺杂层

的方法以及电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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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CN102169923A 专利附图 

参见图 4-2-7，该专利保护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一种钝化 N 型硅太阳能电

池的 P 型掺杂层的方法，其特征是：具体工艺过程如下， 

a)硅片清洗，去除损伤层，表面为酸制绒或碱制绒； 

b)硼源扩散形成 P 型发射结，方阻为 20‑100ohm/sq； 

c)酸腐蚀液或腐蚀性浆料或激光刻蚀去除正面的 P 型发射结，形成单面 P 型

发射结； 

d)HF 酸去 BSG 硼硅玻璃； 

e)热氧化法或 CVD 法生成 SiO2 介质膜，SiO2 介质膜的厚度为 100‑300nm； 

f)酸腐蚀液或腐蚀性浆料或激光刻蚀非发射极面的 SiO2 介质膜； 

g)清洗； 

h)磷源扩散形成 N 型前表面场，方阻为 50‑200ohm/sq； 

i)激光或腐蚀性浆料选择性刻蚀非金属栅线区的发射极面的 SiO2 介质膜； 

j)保留的 SiO2 介质膜作为掩膜，磷源扩散形成浅 N+的浮动结，方阻为

150‑200ohm/sq； 

k)HF 酸去 PSG 磷硅玻璃及部分 SiO2，最终 SiO2 介质膜的厚度为 0‑100nm； 

l)双面 PECVD 沉积 10‑150nmSiNx，折射率为 1.9‑2.5； 

m)正面印刷 Ag 浆并烘干； 

n)背面印刷 Ag 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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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烧结。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专利具有下列优点：用浮动结钝化硼掺杂层，相对于用

Al2O3 钝化，无需产线改造，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经测试，效率达 19％。 

4.3 晶科能源 

4.3.1 单位简介 

晶科能源是全球极具创新力的光伏企业。公司为中国、美国、日本、德国、

英国、智利、南非、印度、墨西哥、巴西、阿联酋、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

利时以及其他地区的地面电站、商业以及民用客户提供太阳能产品、解决方案和

技术服务。 

晶科能源拥有垂直一体化的产能，截止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硅锭和硅片产

能达到约 14.5 吉瓦、电池片产能达到约 9.2 吉瓦，组件产能达到约 15 吉瓦。 

晶科能源在全球拥有超过 15,000 名员工及 7 个全球化生产基地；日本、韩

国、新加坡、印度、土耳其、德国、意大利、瑞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

西、智利、澳大利亚、南非以及阿联酋 15 个海外子公司；销售团队遍布中国、

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乌克兰、约旦、沙特

阿拉伯、突尼斯、埃及、摩洛哥、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哥斯达黎加、哥伦

比亚、巴拿马和阿根廷。 

公司的光伏组件产品主要包括：Eagle 组件、双玻组件、半片组件、Cheetah

组件四种类型，每种类型的组件又根据单晶数量等配置了不同型号的组件产品。 

4.3.2 全球申请趋势 

 

图 4-3-1  太阳能电池技术全球申请趋势 

晶科能源就太阳能电池技术在全球范围申请的专利，已公开的数量为 393 件，

最早的申请年度为 2013 年，具体申请趋势见图 4-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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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从 2013 年开始，晶科能源的太阳能电池技术相关专利授权率就

持续攀升，到 2018 年已经增加至 118 件；2019 年尚有大量专利未公开，因此 2019

年的实际申请量还会有所增加，可见晶科能源的太阳能电池技术相关的专利申请

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技术产出效果明显。 

4.3.4 全球布局 

 

图 4-3-2  太阳能电池技术全球布局 

如图 4-3-2 所示，晶科能源向中国递交的专利申请占其总申请量的 99%，向

中国大陆以外地区递交的专利申请只有 9 件，主要受理地区是欧专局和美国。可

以看到，晶科能源专利布局重点还是在中国大陆，海外的布局地区数量、专利数

量都非常少。 

4.3.5 中国专利状况 

 

图 4-3-3  太阳能电池技术中国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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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能源就太阳能电池技术在中国已公开的专利申请为 390 件，最早的申请

年度为 2013 年，具体申请趋势见图 4-3-3 所示。 

由于晶科能源在中国大陆申请的专利仅占其申请总量的 99%，因此晶科能源

在中国大陆的专利申请趋势与其全球申请趋势基本相同。 

4.3.6 中国专利法律状态分布 

表 4-3-1  中国专利法律状态分布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授权 37 170 1 

实质审查 120 0 0 

驳回 32 0 0 

撤回 30 0 0 

从表 4-3-1 可以看到，晶科能源在中国的专利申请还是以发明和实用新型为

主，外观设计只有 1 件。 

法律状态方面，除去实质审查状态的 120 件发明，剩余 99 件发明中，发明

专利授权率为 37%，授权率相对较低。晶科能源 2013 年才开始在中国申请相关

专利，尚未出现权利终止的专利。 

 

图 4-3-4  中国专利法律状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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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3-4 可以看到，晶科能源撤回专利主要集中在 2013 和 2014 年，前期

专利申请经验不足，后期撤回数量明显减少；驳回专利主要集中在 2015 和 2016

年的申请中。 

鉴于晶科能源驳回撤回专利相对较多，建议申请人在提出方案时加强检索，

合理确定申请类型，提升专利答复技巧，提升专利授权率，避免将改进相对较小

的专利直接申请发明专利而导致无法授权、技术方案无法获得保护。 

4.3.7 重要专利技术 

重要专利的筛选方式有很多，下面是从已授权的专利中筛选出的、被引证次

数较高的、维持有效的部分专利。被引证次数多说明该专利技术是其他专利改进

的基础，是底层的核心技术，重要程度较高；同时专利授权标志着专利方案具有

较高的创造性，属于通信领域的前沿技术。专利维持也需要大量资金，专利授权

后能够被长期维持，足以说明专利的重要性。 

表 4-3-2  晶科能源重要专利 

发明名称 公开（公告）号 被引证次数 

一种光伏组件及其制作方法 CN104332521A 4 

一种硅片的 P 扩散方法和太阳能电池的制备方法 CN104409339A 4 

一种新型结构光伏组件背板 CN204348740U 4 

一种太阳能电池片 PID 测试装置及测试方法 CN103618499A 3 

一种光伏组件及其制作方法 CN104980103A 3 

一种太阳电池片快速光致衰减的方法 CN105261677A 3 

一种全方位太阳光追踪光伏支架和光伏系统 CN105680779A 3 

一种湿法刻蚀方法、双面太阳电池及其制作方法 CN107394009A 3 

一种光伏组件 CN204632785U 3 

一种晶硅太阳能电池生产中实施背抛光的方法 CN103361739A 2 

从表 4-3-2 可以看到，被引证次数最多的专利公开号为 CN104332521A，被

引证 4 次；引证该专利的申请人包括：君泰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2 次）、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1 次）、宁波贝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

次）；可以看到，业内同行对该专利技术较为关注，晶科能源自己反倒没有出现

引证该专利的相关专利申请。 

该专利的发明名称为“一种光伏组件及其制作方法”，根据说明书记载，在

光伏组件的制造过程中，为降低层压及其他组件制程的碎片率，也为了制程简单

和组件美观，光伏组件在片间及串间均留有 3～5mm 的间隙，整个组件计算下来，

空隙区域面积占组件面积达 4％～5％。这些区域属于组件面积，能够透射太阳

光，但由于传统光伏背板内表面属于不规则反射结构，不能有效将该区域透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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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光反射回电池区域吸收利用，因此对组件发电功率的贡献微乎其微。也就是

说，照射到光伏组件的太阳光中，有 4％～5％并没有参与光伏发电，造成了光

的浪费。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本专利申请。 

 
图 4-3-5  CN104332521A 专利附图 

参见图 4-3-5，该专利保护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 

装置权利要求：一种光伏组件，包括相对设置的透明盖板以及背板，密封在

所述透明盖板与所述背板之间的太阳能电池片层，所述透明盖板和所述背板之间，

以及太阳能电池片层的透光间隙中设置有透光密封胶，所述背板的与所述透明盖

板相对的表面设置有定向反射膜，且所述定向反射膜的位置与所述太阳能电池片

层的透光间隙相对应，用于将所述透光间隙的透射光定向反射到所述透光密封胶

与所述透明盖板的交界面，所述透明盖板用于将定向反射到所述交界面的光全反

射到所述太阳能电池表面，所述定向反射膜的宽度大于所述透光间隙的宽度。 

方法权利要求包括：一种光伏组件的制作方法，包括：制作定向反射膜，其

中，制作的定向反射膜的宽度大于透光间隙的宽度；装配所述定向反射膜到背板

上；铺设所述背板于串焊并叠层好的太阳能电池片、密封胶和透明盖板上，调整

所述背板的位置，使所述定向反射膜的位置与光伏组件透光间隙的位置重合；固

定所述背板、所述太阳能电池片和所述透明盖板。 

该专利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该专利所述光伏组件克服了现有技术中

的光伏组件透光间隙的透射光不能得到利用的缺点，具有明显的有益效果。该专

利中，所述光伏组件的背板表面设置有定向反射膜，能够将所述透光间隙的透射

光全部定向反射到光伏组件的玻璃上，随后在界面处发生全反射，将所述透射光

全反射到电池表面，电池就能够利用所述透射光进行发电并输出功率，从而能够

有效的利用透射间隙的透射光进行发电，提高光伏组件单位面积的输出功率，降

低光伏组件发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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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结论与建议 

一、日本、美国、韩国在中国的相关专利申请较活跃，建议予以关注 

从中国受理专利的申请人国别以及不同时期的申请人国别变化趋势可以看

到，日本、美国、韩国在中国的太阳能电池领域专利申请十分活跃，太阳能电池

相关专利申请量占比分别达到相关专利中国受理总量的 4%，4%，1%。而且在

中国专利申请人排名中，韩国三星以 762 件的专利数量位居第一，远超国内相关

企业的申请量。 

建议国内相关企业积极关注这几个国家申请人的专利申请动态，尤其是韩国

三星，减少国内申请人的损失；尽量避免出现本土企业在本国实施技术时，却要

受到国外企业的阻碍的事件发生。 

 

二、失效专利占比较大，建议加强专利维护，减少审查资源浪费 

中国申请人开始大量申请相关专利的时间主要在 2010 年之后，但国内专利

中，失效专利已经接近 40%，与有效专利数量较为接近。 

因此，建议相关企业在申请前加强检索，确定合适的申请类型，减少发明撤

回或驳回量；对于已授权的专利，除明确放弃、无需维护的专利外，尽量维持专

利有效，避免造成大量审查资源的浪费。 

 

三、大专院校申请较活跃，可考虑于与大专院校合作 

在中国主要省市申请人排名中可以看到，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

学、广东工业大学的相关专利申请量都在 100 件以上，在对应省市的排名中排进

了前 10，相关专利申请活动较为活跃。 

企业可根据自身技术优劣势、以及各大专院校的优势，在技术研发过程中考

虑与大专院校合作，实现技术与专业的强强联合，加快研发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