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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汉墙，一片森林。从一棵绿树，到一片森林，汉能始终坚守绿色

生态价值观，专注清洁能源，在全球领先技术上不断突破。

坚守、专注、突破，正是汉能二十几年来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历程与

成果。将生态文明基因纳入到自身的企业核心价值体系中，将全球领

先的薄膜太阳能技术与建筑完美融合，汉能先后推出汉瓦、汉墙、汉

路等一系列生态建筑产品。

在汉能的产品世界里，大到城中摩天大楼，小到邻里屋顶，或是你走

过的一段路，站过的一个车站，皆融入汉能的领先技术，以减少建筑

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创建绿色生态新城市。 

汉能一直专注于移动能源产品的研发，除了绿色建材、消费电子产

品、个人穿戴设备，还为无人机、汽车、游船、共享单车、快递车等

交通工具提供了绿色能源解决方案，大大延长了续航时间和行驶里

程。 

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建筑能耗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的负担，建筑耗能过

高，导致环境问题加剧。汉能一直在思考，能否以技术打通建筑中的

发电脉络，让建筑与自然和谐相生、完美融合。汉墙，因此诞生。

我们希望，让建筑墙面都装上薄膜太阳能发电装置，让每栋建筑都成

为绿色发电站，让生活回归自然，让城市回归森林，最终实现“一面

汉墙，一片森林”的愿景。

INTRODUCTION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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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能简介

汉能汉墙

汉墙价值

汉墙产品系列

汉墙应用实例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Hanergy Thin Film Power Group）是全球优

秀的薄膜太阳能企业之一，全球薄膜太阳能产业领导者，致力于“用

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

自2009年开始，本集团专注薄膜太阳能领域，多年来积极投入与研

发先进薄膜太阳能技术，颠覆性地创造了“移动能源”产业。2017

年，“移动能源”战略作为推动能源供给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

在国务院文件中被明确提出。

汉能聚焦于薄膜太阳能战略主航道，以全球领先的薄膜太阳能技术为

基础，涵盖技术研发、高端装备制造、组件生产和应用产品开发等全

产业链整合，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技术皆领先的薄膜太阳能

企业。

HANERGY PROFILE
汉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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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能先后并购德国Solibro、美国 MiaSolé、Global Solar Energy 

和Alta Devices公司，在全球设立八大研发中心，通过全球技术整合

和持续自主创新，保持薄膜太阳能发电效率的五项世界纪录,其中，

砷化镓（GaAs）组件获得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

认证，最高转换效率达31.6%，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LEADING TECHNOLOGY 
技术领先

31.6%
最高转换效率

铜铟镓硒玻璃基薄膜（共蒸发法）

产品特性：转换效率达21%; 量产冠军组件(AA)效率达到18.72%

创造了世界纪录。

外形美观，高温性能卓越，安装便捷，有卓越的自清洁功能，易于

维护。

目标市场：户用系统、建筑一体化薄膜发电墙、分布式与地面电站。

德国Solibro技术

铜铟镓硒柔性薄膜（溅射法）

产品特性: 转换效率达19.4%;量产冠军组件(AA)达到17.44%，

为铜铟镓硒柔性溅射法的世界纪录。

转换效率高，质量轻，超薄，可弯曲，可直接黏贴，安装成本低，适

用于轻荷载和曲面屋顶，以及民用产品应用开发。

目标市场: 大众消费品、薄膜太阳能建筑一体化、车船应用、特种产

品、电子产品。

美国MiaSolé技术

砷化镓柔性薄膜

产品特性: 单结转换效率29.1%; 双结转换效率31.6%; 单结量产

转换效率 25.1%为全球之冠。

超轻，超薄，可弯曲，易赋型，转换效率高，特别是高温及弱光

条件下表现好。 

目标市场: 可移动、携带或是穿戴的产品、户外用品、消费电子品 

以及无人机、卫星等高端太阳能应用市场。

美国Alta Devices技术 

铜铟镓硒柔性薄膜（共蒸发法）

产品特性: 量产转换效率18.7%。

质量轻，超薄，可弯曲，可直接黏贴，安装成本低，适合于轻荷载和

曲面屋顶，以及民用产品应用开发。

目标市场: 大众消费品、薄膜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汽车应用、特种产

品、电子产品。

美国 Global 
Solar Energy技术

产品特性: 转换效率23.7%。

组件性能稳定 ，温度系数低 ，高温下功率输出高 ，双玻封装寿命可达

30年以上，且双面均可发电，使发电量大幅增加。

目标市场: 可广泛用于分布式电站、建筑一体化、隔音墙、农业应

用、渔/牧光互补、污水处理厂发电、移动能源等市场。

高效硅异质结技术

(SHJ)

，



汉能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进并率先完成了薄膜太阳能装

备的国产化、规模化，目前已经具备了超GW级装备

交付能力，成为全球范围领先的薄膜太阳能产线“交

钥匙提供商”。通过与多个移动能源产业园合作，实

现了薄膜太阳能产线解决方案的销售，并开始规模化

交付。

HIGH-END EQUIPMENT
高端装备

汉能始终坚持以客户为核心，围绕“住、行、用”三大

领域进行重点产品布局，不断研发、推出创新性的优质

产品及解决方案，让每个普通物品都能成为太阳能发电

体，使太阳能的应用突破想象边界，使能源无处不在、

自由而为。目前，汉能的薄膜太阳能产品已经广泛应用

于建筑屋顶、墙、道路、汽车、船舶、共享单车、无人

机、卫星、便携式户外充电、电子设备、特种装备等领

域。针对城市降低能源消耗的需求，汉能针对性地推出

生态城市综合解决方案，助力“生态城市、低碳城市、

美丽城市”建设。

真正的能源变革已经开启。汉能将紧紧抓住全球能源

转型与低碳发展的契机，专注于薄膜太阳能产业链，

持续推进薄膜太阳能技术的产业化、市场化，使薄膜

太阳能技术这一真正“绿色”的太阳能技术惠及全球，

逐步实现“用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的伟大使命。

PRODUCT APPLICATION 
产品应用

薄膜太阳能服装

汽车· 薄膜太阳能解决方案

户用· 薄膜太阳能解决方案

公用设施·薄膜太阳能解决方案

商用· 薄膜太阳能解决方案 汉墙

共享单车· 薄膜太阳能解决方案

汉包

物流车· 薄膜太阳能解决方案

卫星·薄膜太阳能解决方案

便携式薄膜太阳能应急电源箱 汉伞汉纸

农业· 薄膜太阳能解决方案

船舶·薄膜太阳能解决方案

汉路

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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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Solibro 公司于 2006 年成立。2013 年 9 月，汉能薄膜发电集

团完成对Solibro的CIGS技术知识产权及其位于瑞典的技术研究公

司 Solibro Research AB 的收购。通过本次收购，汉能掌握了全球 

转换率最高的玻璃基铜铟镓硒（CIGS）薄膜太阳能技术，量产冠军

组件（AA）转换效率创造了世界纪录，并成为在基础研发、产线交

付和电池及组件生产方面世界领先的薄膜太阳能企业。

Solibro拥有超过10年的连续生产运营经验，设备—工艺—产业化交

钥匙工程的集成能力和交付经验，以及低成本产线的建设和生产成本

集成控制能力。目前，Solibro可按客户需求从设计CIGS POWER 

LINE交钥匙工程开始，直至产线启动运行，提供全面支持。

产品特性 SOLIBRO生产线 & SOLIBRO光伏产业园

转换效率

量产冠军组件(AA)效率

创造

18.72%

世界纪录

21%

SOLIBRO
简介

Solibro创始人及公司现任首席技术官
Lars Stolt博士

HANWALL
汉墙

汉墙，是全球首套“发电墙绿色系统解决方案”，在具备卓越稳定的安

全性能基础之上，汉墙采用全球技术领先的玻璃基铜铟镓硒芯片，转化

光能为电能，让建筑自主发电。同时，汉墙形态多样，涵盖不透光产品

和透光产品两大系列，拥有不同花纹、多种色彩，能适配全球主流的建

筑风格，可以为各类建筑创造性地提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汉墙，以全球领先的技术将一块玻璃赋予发电性能，成为发电玻璃，并

通过电气等集成系统拼接成一面发电墙，筑建成一座发电建筑，让每栋

建筑都成为一座绿色发电站，再通过技术和装备的智能化联结形成区域

智能微网，最终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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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太阳能芯片与建筑完美

融为一体，多样款型、色彩

时尚，适配全球主流建筑风

格。

汉墙通过主动发电，为建筑

注入新的生态理念，以绿色

生态定义未来建筑潮流。

汉墙是一款会发电的墙，在

传统幕墙坚固耐用的基础之

上，集光变电，主动造能。

新功能

新颜值

新趋势

依托完整的全产业链自主控制，从研发、组件、生产、到销售、服务，打通全

产业链上下游，实现需求定制、降低成本、全程服务的综合一体化模式。汉能

将成为全球首家集成全价值链“发电墙”的服务商。

基于此，汉墙将不止是一款“会发电的墙”，而是应客户实际应用需求，为客

户提供从设计、施工到售后，包括整体布局、场地验收、系统调试、安装指

导、质检维修等在内的全周期应用解决方案，为客户解决一切应用烦恼。

360º CUSTOMIZABLE SOLUTION
全周期定制化解决方案

深入建筑理念

合理设计结构

高效布局组件

规划发电系统

施工技术培训

现场作业指导

系统调试支持

工程验收配合

技术人员培训

项目巡检监管

产品维修保障

日常维护支持

设计环节 施工环节 售后环节

HANWALL CASTING A NEW 
LANDMARK
发电墙成就新地标

建筑，是城市的脊梁，承载着人类的生活与梦想，容纳着时代的活力与

精神。

汉墙，为建筑带来生态气息，让建筑学会深呼吸，薄膜太阳能与建筑的

结合，让生态成为建筑的核心。

汉墙，建筑之肺，城市之心，从现在到未来，助力更多建筑成为城市生态新

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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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VALUE
安全价值

从研发之初，汉墙产品以保证安全为重中之重。在

燃烧性能等级、正常工作温度范围、抗风压性能、

产品质保期限、功率衰减率等各个方面，始终以严

苛的工艺和技术为标准，提升汉墙品质，确保汉墙

在各种极端环境下也能从容发电。

安全不只是标准，也是一种责任。集匠心精神和极

致追求于一体的汉墙，让客户应用更加放心，使用

更加安全。

建筑材料燃烧性能达到国

家A级，充分满足超高层

建筑应用需求。

A级

6000Pa抗压能力，相当

于12级台风强度，抗风荷

载能力超强。

12级台风

宽幅工作温度设计，耐热

抗冻，极限环境也能从容

发电。

-40℃至+85℃
最高10年质量保证，25年功

率输出不低于85%，使用年

限100%匹敌普通幕墙。

25年

抗风压检测（基础款）燃烧性能报告 CCC认证证书

汉墙为建筑赋予可观的投资收益和品牌效益。

融入薄膜太阳能科技的墙体，让每一栋建筑成为一

座发电站。经计算，综合绿建和光伏补贴等，汉墙

的年投资回报率约12%-18%，安装后，6~8年即

可收回成本，极具投资价值。同时，使用汉墙产品

可提高绿建认证得分，增加建筑附加值，提升企

业美誉度，实现对领先企业的吸引和聚集，可带来

25%-30%的租金溢价能力（同一地段）。

ECONOMIC VALUE
经济价值

量产平均转换效率高于行业2-3个百分点。

综合绿建和光伏补贴等，年投资回报率约12%-

18%，6~8年即可收回成本。

1000平米汉墙不透光产品，安装在南立面，日发

电量326度电，年发电量11.89万度电。

极大提高绿建认证得分，增加建筑附加值，提升企

业美誉度，可带来25%-30%租金溢价能力（同一

地段）。

日发电量326度电

年发电量11.89万度电

6~8年即可收回成本年投资回报率约

回报高 升值快

技术强 发电多

行业均值 汉墙

高于行业2-3个百分点

可带来25%-30%

的租金溢能力

量产平均
转换效率

12%-18%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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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汉能顺势而为，汉墙应运而生。

集发电、环保功能于一体的汉墙，让每一栋建筑成为一座绿色发电站，实现建筑用电自

给，有效降低建筑能耗，极大地推动生态建筑和生态城市的发展。

汉墙，正在为重视环保价值、有社会责任感的国家和企业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并与他们

携手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态世界。

SOCIAL VALUE
社会价值

+6000
多种了6000棵绿树

棵

1000平米汉墙发电墙系统，安装在南立面，1年所发电量的社会价值相当于

-48

-125.9

减少了48吨煤炭的燃烧

减少了125.9吨二氧化碳排放

吨

吨 公斤

公斤-408.3

-355.5

减少了408.3公斤的二氧化硫排放

减少了355.5公斤氮氧化物排放

汉墙产品系列

汉墙分为两大系列，发电墙与发电窗。发

电墙为不透光产品，分为基础款、彩色款

和仿石材款；发电窗为透光产品，分为基

础款、彩色款和隔音隔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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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黑

W-BASIC SERIES
发电墙基础款

长度 1192（+1/-1）mm

宽度 792（+1/-1）mm

厚度 15（+0.2/-0.2）mm

重量 33kg

产品结构 5mm超白钢化玻璃+1.14mmPVB+3mm Solibro(CIGS)芯片+1.14mmPVB+5mm超白钢化玻璃

接线盒 防护等级IP67, （66mm×60mm×12.5mm） 

一体式接线盒，带一个旁路二极管

电缆类型 2.5mm2 太阳能电缆

电缆连接器 MC4

最大系统电压VSYS [ V ] 1000（IEC）  防护等级 Class II

最大反向电流IR [ A ]  4                     燃烧性能等级                                                          A（GB8624）

雪荷载 (IEC61646) [ Pa ] 6000               持续运行状况下            -40℃至+85℃

风荷载 (IEC61646) [ Pa ] 6000               允许的组件温度          -40°F至+185°F

外尺寸（含托盘） 长（1310mm）

宽（1140mm）

高（1007mm）

总重量（装满） 740 kg

每一包装箱中含的

组件数
20

1000W/m2 时的温度系数

PMPP γ [%/K] - 0.30 ISC α [%/K] + 0.01 VOC β [%/K] - 0.24

NMOT

组件额定工作温度 [ ℃ ] 42

机械规格

系统整合特性参数

包装箱信息

提示！

必须遵守安装说明条款 • 其它更多与产品使

用许可有关的信息请参阅安装和操作说明，

或者也可以咨询技术服务人员。

STC测试条件  （1000W/m2  25℃，AM1.5G光谱）1

最大功率 （+5/-0W） Pmax [ W ] 140

短路电流 ISC [ A ] 1.72

开路电压 VOC [ V ] 108.90

PMPP 时的电流 IMPP [ A ] 1.63

PMPP 时的电压 VMPP [ V ] 86.10

最高转换效率 [ % ] 15

电气特性参数

10年产品质保，25年功率输出不低于85%

更多发电量

 • 最大附加功率（+5W）

 • -0.3%/K功率温度系数

靓丽典雅的外观

 • 黑色均质表面

 • 可满足高视觉要求的光伏解决方案

易于安装

 • 标准化模块设计，易于安装

质量管控

 • 产品100%通过太阳能组件IV检测

 • 保证生产工艺

 • 通过比IEC 61646更长且更严苛的

测试

增加产品可靠性

 • 使用附框连接安装，增加使用

可靠性

认证和测试

 • IEC 61646

 • IEC 61730

 • GB 29551-2013

 • UL 1703 （UL）

 • FCC PART 15 B

 • ISO 9001

碧水蓝

W-COLOR SERIES
发电墙彩色款

金蕊黄 蔷薇紫

长度 1192（+1/-1）mm

宽度 792（+1/-1）mm

厚度 15（+0.2/-0.2）mm

重量 33kg

产品结构 5mm超白彩色镀膜钢化玻璃+1.14mmPVB+3mm Solibro(CIGS)芯片+1.14mmPVB+5mm超白钢化玻璃

接线盒 防护等级IP67，（66mm×60mm×12.5mm） 

一体式接线盒，带一个旁路二极管

电缆类型 2.5mm2 太阳能电缆

电缆连接器 MC4

最大系统电压VSYS [ V ] 1000（IEC）  防护等级 Class II

最大反向电流IR [ A ]  4                     燃烧性能等级 A（GB8624）

雪荷载 (IEC61646) [ Pa ] 6000               持续运行状况下           -40℃至+85℃

风荷载 (IEC61646) [ Pa ] 6000               允许的组件温度          -40°F至+185°F

外尺寸（含托盘） 长（1310mm）

宽（1140mm）

高（1007mm）

总重量（装满） 740 kg

每一包装箱中含的

组件数
20

1000W/m2时的温度系数

PMPP γ [%/K] - 0.28 ISC α [%/K] + 0.01 VOC β [%/K] - 0.21

NMOT

组件额定工作温度 [ ℃ ] 42

机械规格

系统整合特性参数

包装箱信息

提示！

必须遵守安装说明条款 • 其它更多与产品使

用许可有关的信息请参阅安装和操作说明，

或者也可以咨询技术服务人员。

STC测试条件  （1000W/m2  25℃，AM1.5G光谱）

最大功率  （+5/-0W） Pmax [ W ] 130

短路电流 ISC [ A ] 1.65

开路电压 VOC [ V ] 108.80

PMPP 时的电流 IMPP [ A ] 1.50

PMPP 时的电压 VMPP [ V ] 86.80

最高转换效率 [ % ] 14

电气特性参数

10年产品质保，25年功率输出不低于85%

更多发电量

 • 最大附加功率（+5W）

 • -0.28%/K功率温度系数

时尚炫彩的外观

 • 流畅的彩色质感

 • 可满足高视觉要求的光伏解决方案

易于安装

 • 标准化模块设计，易于安装

质量管控

 • 产品100%通过太阳能组件IV检测

 • 保证生产工艺

 • 通过比IEC 61646更长且更严苛的

测试

增加产品可靠性

 • 使用附框连接安装，增加使用

可靠性

认证和测试

 • IEC 61646

 • IEC 61730

 • GB 29551-2013

 • UL 1703 （UL）

 • FCC PART 15 B

 • ISO 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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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ONE SERIES 
发电墙仿石材款

大雨花纹

钻石纹

长度 1192（+1/-1）mm

宽度 792（+1/-1）mm

厚度 15（+0.2/-0.2）mm

重量 33kg

产品结构 5mm超白钢化压花玻璃+1.14mmPVB+3mm Solibro(CIGS)芯片+1.14mmPVB+5mm超白钢化玻璃

接线盒 防护等级IP67，（66mm×60mm×12.5mm） 

一体式接线盒，带一个旁路二极管

电缆类型 2.5mm2 太阳能电缆

电缆连接器 MC4

外尺寸（含托盘） 长（1310mm）

宽（1140mm）

高（1007mm）

总重量（装满） 740 kg

每一包装箱中含的

组件数
20

1000W/m2时的温度系数

PMPP γ [%/K] - 0.29 ISC α [%/K] + 0.01 VOC β [%/K] - 0.22

机械规格 包装箱信息

STC测试条件  （1000W/m2  25℃，AM1.5G光谱）

最大功率（+5/-0W） Pmax [ W ] 140

短路电流 ISC [ A ] 1.73

开路电压 VOC [ V ] 109.60

PMPP 时的电流 IMPP [ A ] 1.58

PMPP 时的电压 VMPP [ V ] 88.70

最高转换效率 [ % ] 15

电气特性参数

最大系统电压VSYS [ V ] 1000（IEC）  防护等级 Class II

最大反向电流IR [ A ]  4                     燃烧性能等级 A（GB8624）

雪荷载 (IEC61646) [ Pa ] 6000               持续运行状况下            -40℃至+85℃

风荷载 (IEC61646) [ Pa ] 6000               允许的组件温度           -40°F至+185°F

NMOT

组件额定工作温度 [ ℃ ] 42

系统整合特性参数

更多发电量

 • 最大附加功率（+5W）

 • -0.29%/K功率温度系数

时尚大气的外观

 • 纹理流畅的表面

 • 可满足高视觉要求的光伏解决方案

易于安装

 • 标准化模块设计，易于安装

质量管控

 • 产品100%通过太阳能组件IV检测

 • 保证生产工艺

 • 通过比IEC 61646更长且更严苛的

测试

增加产品可靠性

 • 使用附框连接安装，增加使用

可靠性

认证和测试

 • IEC 61646

 • IEC 61730

 • GB 29551-2013

 • UL 1703 （UL）

 • FCC PART 15 B

 • ISO 9001

提示！

必须遵守安装说明条款 • 其它更多与产品使

用许可有关的信息请参阅安装和操作说明，

或者也可以咨询技术服务人员。

10年产品质保，25年功率输出不低于85%

P-BASIC SERIES 
发电窗基础款

长度 1192(+2/-2)mm(不含接线盒)/1207(+2/-2)mm (含接线盒)

宽度 792(+2/-2)mm

厚度 33(+2/-2) mm

重量 49kg

产品结构 5mm超白钢化玻璃+1.14mmPVB+3mmSolibro(CIGS)芯片+1.14mmPVB+5mm超白钢化玻

璃+12A+6mm超白钢化玻璃

接线盒 笔式接线盒 

防护等级IP67,带1个旁路二极管

电缆类型 2.5mm2 太阳能电缆,正负极电缆长度均为1200mm

电缆连接器 MC4

外尺寸（含托盘） 长（1300mm）

宽（1140mm）

高（1020mm）

总重量（装满） 875kg

每一包装箱中含的

组件数
17

1000W/m2 时的温度系数

PMPP γ [%/K] -0.24 ISC α [%/K] + 0.01 VOC β [%/K] -0.21

NMOT

组件额定工作温度 [ ℃ ] 30.2

机械规格

系统整合特性参数

包装箱信息

提示！

必须遵守安装说明条款 • 其它更多与产品使

用许可有关的信息请参阅安装和操作说明，

或者也可以咨询技术服务人员。

STC测试条件  （1000W/m2  25℃，AM1.5G光谱）1

最大功率（+5/-0W） Pmax [ W ] 100

短路电流 ISC [ A ] 1.3

开路电压 VOC [ V ] 103

PMPP 时的电流 IMPP [ A ] 1.24

PMPP 时的电压 VMPP [ V ] 81

最高转换效率 [ % ] 11

电气特性参数

5年产品质保，25年功率输出不低于80%

更多发电量

 • 最大附加功率（+5W）

 • -0.243%/K功率温度系数

靓丽典雅的外观

 • 透光，兼顾发电效率

 • 可满足多种应用场景的光伏解决方案

易于安装

 • 标准化模块设计，易于安装

质量管控

 • 产品100%通过太阳能组件IV检测

 • 保证生产工艺

 • 通过比IEC 61646更长且更严苛的

测试

增加产品可靠性

 • 成熟可靠的系统方案，增加产品

可靠性

认证和测试

 • IEC 61646

 • IEC 61730

 • GB 29551-2013

 • UL 1703 （UL）

 • FCC PART 15 B

 • ISO 9001

圆点

最大系统电压VSYS [ V ] 1000（IEC） 防护等级 Class II

最大反向电流IR [ A ] 3 燃烧性能等级 A(GB8624)

设计载荷 [ Pa ] 6000 
持续运行状况下 -40℃至+85℃            

允许的组件温度 -40°F至+185°F

透光折减系数Tr 0.18 U值 2.71

可见光反射比 0.07（正面）/0.4（背面）      可见光透射比            0.23

隔声降噪性能 [dB] 39 遮阳系数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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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OLOR SERIES
发电窗彩色款

长度 1192(+2/-2)mm(不含接线盒)/1207(+2/-2)mm (含接线盒)

宽度 792(+2/-2)mm

厚度 33(+2/-2) mm

重量 49kg

产品结构 5mm超白钢化彩色镀膜玻璃+1.14mmPVB+3mmSolibro(CIGS)芯片+1.14mmPVB+5mm超

白钢化玻璃+12A+ 6mm超白钢化玻璃

接线盒 笔式接线盒 

防护等级IP67,带1个旁路二极管

电缆类型 2.5mm2,太阳能电缆,正负极电缆长度均为1200mm

电缆连接器 MC4

外尺寸（含托盘） 长（1310mm）

宽（1140mm）

高（1020mm）

总重量（装满） 875kg

每一包装箱中含的

组件数
17

1000W/m2 时的温度系数

PMPP γ [%/K] -0.21 ISC α [%/K] +0.01 VOC β [%/K] -0.17

NMOT

组件额定工作温度 [ ℃ ] 29.5

机械规格

系统整合特性参数

包装箱信息

提示！

必须遵守安装说明条款 • 其它更多与产品使

用许可有关的信息请参阅安装和操作说明，

或者也可以咨询技术服务人员。

STC测试条件  （1000W/m2  25℃，AM1.5G光谱）1

最大功率（+5/-0W） Pmax [ W ] 95

短路电流 ISC [ A ] 1.3

开路电压 VOC [ V ] 103

PMPP 时的电流 IMPP [ A ] 1.14

PMPP 时的电压 VMPP [ V ] 83.2

最高转换效率 [ % ] 10

电气特性参数

5年产品质保，25年功率输出不低于80%

更多发电量

 • 最大附加功率（+5W）

 • -0.207%/K功率温度系数

靓丽典雅的外观

 • 流畅的色彩质感

 • 可满足多种应用场景的光伏解决方案

易于安装

 • 标准化模块设计，易于安装

质量管控

 • 产品100%通过太阳能组件IV检测

 • 保证生产工艺

 • 通过比IEC 61646更长且更严苛的

测试

增加产品可靠性

 • 成熟可靠的系统方案，增加产品

可靠性

认证和测试

 • IEC 61646

 • IEC 61730

 • GB 29551-2013

 • UL 1703 （UL）

 • FCC PART 15 B

 • ISO 9001

P-INSULATION SERIES  
发电窗隔音隔热款

长度 1192(+2/-2)mm(不含接线盒)/1207(+2/-2)mm (含接线盒)

宽度 792(+2/-2)mm

厚度 33(+2/-2) mm

重量 49kg

产品结构 5mm超白钢化玻璃+1.14mmPVB+3mmSolibro(CIGS)芯片+1.14mmPVB+5mm超白钢化玻

璃+12A+6mm超白钢化Low-E玻璃

接线盒 笔式接线盒 

防护等级IP67,带1个旁路二极管

电缆类型 2.5mm2,太阳能电缆,正负极电缆长度均为1200mm

电缆连接器 MC4

外尺寸（含托盘） 长（1300mm）

宽（1140mm）

高（1020mm）

总重量（装满） 875kg

每一包装箱中含的

组件数
17

1000W/m2时的温度系数

PMPP γ [%/K] -0.19 ISC α [%/K] +0.01 VOC β [%/K] -0.16

NMOT

组件额定工作温度 [ ℃ ] 27.9

机械规格

系统整合特性参数

包装箱信息

STC测试条件  （1000W/m2  25℃，AM1.5G光谱）

最大功率（+5/-0W） Pmax [ W ] 100

短路电流 ISC [ A ] 1.3

开路电压 VOC [ V ] 103

PMPP 时的电流 IMPP [ A ] 1.24

PMPP 时的电压 VMPP [ V ] 81

最高转换效率 [ % ] 11

电气特性参数

提示！

必须遵守安装说明条款 • 其它更多与产品使

用许可有关的信息请参阅安装和操作说明，

或者也可以咨询技术服务人员。

5年产品质保，25年功率输出不低于80%

更多发电量

 • 最大附加功率（+5W）

 • -0.187%/K功率温度系数

靓丽典雅的外观

 • 透光，兼顾发电效率

 • 可满足多种应用场景的光伏解决方案

易于安装

 • 标准化模块设计，易于安装

质量管控

 • 产品100%通过太阳能组件IV检测

 • 保证生产工艺

 • 通过比IEC 61646更长且更严苛的

测试

增加产品可靠性

 • 成熟可靠的系统方案，增加产品

可靠性

认证和测试

 • IEC 61646

 • IEC 61730

 • GB 29551-2013

 • UL 1703 （UL）

 • FCC PART 15 B

 • ISO 9001

圆点
金蕊黄

碧水蓝

蔷薇紫

最大系统电压VSYS [ V ] 1000（IEC） 防护等级 Class II

最大反向电流IR [ A ] 3 燃烧性能等级 A(GB8624)

设计载荷 [ Pa ] 6000 
持续运行状况下 -40℃至+85℃            

允许的组件温度 -40°F至+185°F

透光折减系数Tr 0.12（蓝色） U值 2.62

可见光反射比 0.11（正面）/0.4（背面）（蓝色）  可见光透射比            0.19（蓝色）

隔声降噪性能 [dB] 39 遮阳系数 0.26              

最大系统电压VSYS [ V ] 1000（IEC） 防护等级 Class II

最大反向电流IR [ A ] 3 燃烧性能等级 A(GB8624)

设计载荷 [ Pa ] 6000 

持续运行状况下 -40℃至+85℃            

允许的组件温度 -40°F至+185°F

透光折减系数Tr 0.16 U值 1.79

可见光反射比 0.07（正面）/0.28（背面）    可见光透射比             0.19

隔声降噪性能 [dB] 39 遮阳系数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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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

智能化远程监控

专业化团队服务

精准化需求实现

CERTIFICATION
认证与测试

SERVICE
服务

极速

快如闪电的服务速度

全面辐射的网络覆盖

超出期待的满意体验

1. 耐热性  

2. 耐湿性  

3. 耐辐照性

4. 落球冲击剥离性能

5. 霰弹袋冲击性能

1. 户外暴露-OE 

2. 光老练-LS    

3. 环境试验-DH

4. 环境试验-TC

5. 环境试验-UV

6. 环境试验-HF

7. 引出端受力

8. 湿漏、绝缘

9. 反向截止电流

GB 29551-2013  建筑用太阳能光伏夹层玻璃

IEC 61646.2008 薄膜太阳能光电模块测试标准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包装测试

建筑幕墙
相关测试

薄膜发电
可靠性测试

国家强制性
3C产品认证

项目 主要测试项目 执行标准 结果

通过

1. JCT  677-1997 建筑玻璃均布静载模似风压试验方法

2. GBT 21086-2007  建筑幕墙

3. GB 8485-2008-T  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4. GBT 10294-2008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1. 均布静载模似风压试验

2. 耐撞击

3. 隔声

4. 隔热

面跌落、棱跌落、角跌落 JC/T  513-1993 平板玻璃木箱包装

GB 29551-2013  建筑用太阳能光伏夹层玻璃

（GB 15763.3-2009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3部分 夹层玻璃）

贴心

严谨认真工作

微笑妥帖交流

定期持久关怀

作为建筑构件结合

安装在钢结构上        

丰富的应用场景，多变的造型样式，满足不同建

筑、不同场合的发电需求，正是薄膜太阳能发电

建筑一体化解决方案所聚焦的核心。

根据不同场合、不同功能、以及不同安装方式，汉

墙可应用于幕墙、采光顶、遮光板、农业大棚、高

速公路隔音墙、公交站台等。创新的应用方式，正

在不断践行汉能“用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的使命

愿景与宏伟目标。

CASES
应用案例

作为遮光板结合

或集成安装在

建筑物上立面

作为建筑材料或构

件集成或结合安装

在屋顶或立面上

集成安装在墙面

上（可做成透光或

不透光墙形式）

作为屋顶材料集成安

装在采光顶或天窗上

作为建筑构件结合或

集成安装在屋顶上

薄膜太阳能发电 

LED 发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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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能总部外观

总装机容量：3MWp

一期装机容量：600KWp

薄膜太阳能发电采光顶广东河源华侨城项目

装机容量：310KWp

国家电投办公大楼

装机容量：170.66KWp

汉能清洁能源展示中心

装机容量：270K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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