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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会致辞 

 

尊敬的太阳能光伏领域的各位同仁，第 19 届中

国光伏学术大会（CPVC19）在线上隆重举行。我谨代

表大会组委会衷心感谢您参加全国规模最大、最具影

响力和权威性的 CPVC19。 

2020 年 9 月，习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

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再生能源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近

期，习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进一步

强调中国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更加清晰地描绘出了我国未来实现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也为光伏行业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这样千载难逢的大背景下，第十九届中国光伏学术大会（CPVC19）以

“争创新﹒促光伏﹒碳中和﹒承大任”为主题，针对光伏领域新技术、热点技术

等学术和行业前沿开展学术交流，推动光伏技术和产业实现创新发展，共享光

伏行业学术盛宴。届时，全光伏行业将聚首镇江，共同谋划产业发展战略、聚

焦产业难题、共商技术创新，共谋未来发展新格局。 

中国光伏学术大会（CPVC）发展至今已有 30 余年历史，大会坚持致力

于光伏科学与技术和应用的学术交流，在光伏行业各界同仁的热情参与下，已

经成为我国光伏领域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科学技术风向标年度

行业盛会。大会秉承学术交流为主的宗旨，交流、分析、总结光伏技术研究的

最新成果，推动我国光伏技术深入发展。 

我们热烈欢迎各位朋友的莅临，期待您为光伏事业的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祝愿您在此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大会组织委员会主任 

                                     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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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程序委员会主任 

2022 年 4 月 

 

 

 

 

光伏发电作为新能源发电的重要方式，对支撑

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服务国

家“双碳”战略，推动光伏产业科技创新和持续健康

发展，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主办，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光伏专委会、江苏大学、江苏省光伏科学与

工程协同创新中心、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联

合承办，江苏省可再生能源学会协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光伏学术大会（CPVC19），

定于 2022 年 4 月 20-22 日在线上隆重召开。 

本次会议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争

创新﹒促光伏﹒碳中和﹒承大任”为主题，围绕光伏行业核心热点，设置晶体

硅材料与太阳电池、薄膜与聚光太阳电池及材料、钙钛矿与新型太阳电池及材

料等六大分论坛、近两百场专题报告，同时还设置了企业创新论坛、专家对话

及企业人才招聘等形式多样的交流环节。将为与会学者专家提供一个交流学术

研究和产业化成果、研讨光伏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吸引优秀人才加盟企业的交

流平台。 

为保证会议顺利召开，我们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筹备工作，努力为与会学

者提供周到的服务。 

在此，我谨代表大会程序委员会诚挚欢迎大家相聚第十九届中国光伏学术

大会，共商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大计，为早日实现国家“双碳”目标贡献光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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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会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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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 谭天伟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理事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化工大学 校长 

大会副主席： 

 

杨德仁 
中国科学院院士 

浙江大学 教授 

李宝山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副理事长 

科学技术部 原副巡视员 

赵  颖 南开大学 教授/院长 

丁建宁 扬州大学 教授/校长 

顾问委员会主任： 赵玉文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 名誉主任 

评奖委员会主席： 许洪华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副理事长 

北京科诺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评奖委员会委员： 

赵  颖 南开大学 教授/院长 

王一波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主任 

丁建宁 扬州大学 教授/校长 

李美成 华北电力大学 教授/院长 

王文静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 

麦耀华 暨南大学 教授/院长 

张晓丹 南开大学 教授 

袁  晓 华东理工大学 研究员 

张  雪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新能源部 部长 

组织委员会主任： 赵  颖 南开大学 教授/院长 

组织委员会副主任： 

丁建宁 扬州大学 教授/校长 

祁和生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副理事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组织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李美成 华北电力大学 教授/院长 

李世民 甘肃省新能源协会 会长 

吕  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管理中心 总裁 

麦耀华 暨南大学 教授/院长 

唐  骏 亿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王文静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 

赵  为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张军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任 

王一波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主任 

袁宁一 常州大学 教授 

程序委员会主任： 丁建宁 扬州大学 教授/校长 

副主任： 李美成 华北电力大学 教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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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王一波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主任 

袁宁一 常州大学 教授 

委员：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程广贵 江苏大学 教授/院长 

黄国华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李海玲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李世民 甘肃省新能源协会 会长 

刘仁生 顺德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刘生忠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教授 

吕  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管理中心 总裁 

吕小军 华北电力大学 教授 

麦耀华 暨南大学 教授/院长 

孙  强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 主任 

唐  骏 亿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王士涛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TO 

王斯成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研究员 

王文静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 

余学功 浙江大学教授 

袁  晓 华东理工大学 研究员 

张军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任 

张晓丹 南开大学 教授 

张  雪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新能源部 部长 

张  毅 南开大学 教授 

张  臻 河海大 学副教授 

张忠强 江苏大学 教授 

赵  为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分会场会议主席：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丁建宁 扬州大学 教授/校长 

黄国华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李美成 华北电力大学 教授/院长 

李世民 甘肃省新能源协会 会长 

刘生忠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教授 

吕  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管理中心 总裁 

麦耀华 暨南大学 教授/院长 

孙  强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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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骏 亿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王士涛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TO 

王斯成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研究员 

王文静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 

王一波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主任 

王照奎 苏州大学 教授 

余学功 浙江大学 教授 

袁宁一 常州大学 教授 

袁  晓 华东理工大学 研究员 

张军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任 

张晓丹 南开大学 教授 

张  雪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新能源部 部长 

张  毅 南开大学 教授 

张  臻 河海大学 副教授 

张忠强 江苏大学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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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会日程 

大会总日程 

时间 内容 

4 月 20 日 

9:00-16:45 异质结(HJT)技术论坛 

13:30-16:40 主题讲座 

4 月 21 日 

8:30-8:45 大会开幕式 

8:45-9:00 2021 太阳电池中国最高效率结果发布 

9:10-10:50 主旨报告 

10:50-11:50 主题对话 

13:30-15:50 主旨报告 

13:30-17:55 新一代光伏变换器技术论坛 

4 月 22 日  

8:30-17:40 第一分会场：晶体硅材料及太阳电池 

8:30-17:35 第二分会场：无机薄膜与聚光太阳电池 

8:30-17:35 第三分会场：钙钛矿、有机及新型太阳电池（一） 

8:30-16:55 第三分会场：钙钛矿、有机及新型太阳电池（二） 

8:30-16:10 第四分会场：太阳电池组件、辅材及工艺装备 

8:30-16:35 第五分会场：光伏系统及并网技术 

8:30-11:35 第六分会场：政策与市场分析、标准与检测认证 

17:30-18:00 大会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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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及主旨大会 
时间：2022 年 4 月 21 日 

开幕式 

主持人：赵颖 南开大学 教授/院长 

8:30-8:35 嘉宾介绍 

8:35-8:40 学会领导致辞 

8:40-8:45 国家科技部领导致辞 

8:45-9:00 

2021 太阳电池中国最高效率结果发布 

王文静、吕俊、李美成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 副主任 

9:00-9:10 休息 

大会主旨报告 

主持人：丁建宁 扬州大学 教授/校长 

9:10-9:30 
光伏产业发展回顾与未来展望 
王勃华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名誉理事长 

9:30-9:50 

题目待定 

韩文科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9:50-10:10 

题目待定 

李振国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10:10-10:30 

题目待定 

赵为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10:30-10:50 

设备在光伏电池效率提升中的重要作用 

王俊朝 

深圳市大族光伏装备有限公司 CTO 

主题对话 

主持人：王一波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主任 

10:50-11:50 

对话主题: 新局面下光伏技术创新的突破与挑战 

对话嘉宾: 

韩文科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王俊朝 深圳市大族光伏装备有限公司 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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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成 华北电力大学 教授/院长 

赵为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唐骏 亿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待定） 

11:50-13:30 休息 

大会主旨报告 

主持人: 李美成 华北电力大学 教授/院长 

13:30-13:50 

掺镓直拉单晶硅及其光衰减 

杨德仁 

中国科学院院士 

浙江大学 教授 

13:50-14:10 

“双碳”目标下光伏技术发展趋势 

赵颖 

南开大学 教授/院长 

14:10-14:30 

光伏系统及部件关键技术的 2021 年进展 

王一波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主任 

14:30-14:50 

钙钛矿-奇异的光电材料 

刘生忠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教授 

14:50-15:00 休息 

主持人：麦耀华 暨南大学 教授/院长 

15:00-15:20 

突破铜锌锡硫薄膜太阳能电池瓶颈的溶液化学策略 

辛顥 

南京邮电大学 教授 

15:20-15:35 

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发输配用”解决方案 

周洪伟 

特变电工西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5:35-15:50 

p 型与 n 型大尺寸晶硅电池组件量产技术趋势及发电量分析 

徐伟智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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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讲座日程 
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20 日 

主题讲座 

主持人：袁宁一 常州大学 教授 

13:30-14:50 

光伏电站质量鉴定剖析 

恽旻 

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14:50-15:00 讨论 

15:00-15:10 休息 

15:10-16:30 

高效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 

谭海仁 

南京大学 教授 

16:30-16:4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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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结（HJT）技术企业创新论坛日程 

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20 日 

异质结（HJT）技术企业创新论坛日程 

主持人：王文静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00-9:05 

致辞 

祁和生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副理事长 

9:05-9:30 

中国 HJT 电池技术的崛起 

王文静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 

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30-9:55 

为什么选择 HJT？ 

沈文忠 

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 教授/所长 

9:55-10:20 

HJT vs PERC+TOPCon:机遇和挑战 

刘正新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 

通威太阳能光伏研究院 院长 

10:20-10:25 讨论 

10:25-10:30 休息 

主持人：刘正新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通威太阳能光伏研究院 研究员/院长 

10:30-10:55 

非晶硅/晶体硅异质结电池中各层非晶硅膜的结构需求与量产实现 

周浪 

南昌大学光伏研究院 教授/院长 

10:55-11:20 

硅太阳电池光注入提效的物理本质 

刘文柱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11:20-11:45 

HBC 技术的发展 

贾锐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教授/院长 

11:45-11:50 讨论 

11:50-13:30 休息 

主持人: 沈文忠 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 教授/所长 

13:30-13:55 

HJT 电池的产业化实践 

徐晓华 

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第十九届中国光伏学术大会 

 

18 

13:55-14:20 

晶硅异质结太阳电池的理论结构设计 

赵雷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副主任 

14:20-14:45 

GW 级异质结生产线设备 

耿茜 

上海理想万里晖薄膜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14:45-14:50 讨论 

14:50-15:00 休息 

主持人：周浪 南昌大学光伏研究院 教授 

15:00-15:25 

HJT 电池的测试设备 

张鹤仙 

陕西众森电能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15:25-15:50 

高效异质结电池用低温浆料研发方向及进展 

洪玮 

苏州晶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15:50-16:15 

HJT 低温金属化技术 

王栋良 

常州聚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16:15-16:2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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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光伏变换器技术企业创新论坛日程 
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21 日 

新一代光伏变换器技术企业创新论坛 

主持人：王一波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主任 

13:35-13:40 

致辞 

祁和生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副理事长 

13:40-13:45 

致辞 

李建飞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CTO/副总裁 

主持人：张军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任 

13:45-14:00 

高渗透率光伏发电并网逆变器技术摡述 

张兴 

合肥工业大学 教授/主任 

14:00-14:15 

面向新型电力系统的光伏逆变器技术发展趋势 

张军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任 

14:15-14:30 

光伏逆变器在高比例并网模式下的挑战欲发展趋势 

李建飞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CTO/副总裁 

14:30-14:45 

光伏制氢系统技术进展 

赵为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14:45-15:00 

大型光伏全直流发电系统研究进展 

王环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副研究员 

15:00-15:15 

模块化光伏发电变换关键性技术研究 

陈敏  

浙江大学 教授/主任 

15:15-15:30 

高功率密度光伏中压直流变换模块关键技术初探 

曹国恩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副研究员 

15:30-15:35 讨论 

15:35-15:45 休息 

主持人：王一波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主任 

15:45-16:00 

关于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思考和实现路径 

周万鹏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清洁能源发展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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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15 

县域分布式光伏发展应对与展望 

吴鸣 

国网上海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技术总监 

16:15-16:30 

光伏电站逆变器的发展及需求 

庞秀岚 

国家电投集团光伏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6:30-16:45 

多元化光伏应用对光伏逆变器技术的新要求 

刘璇璇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主题对话 

主题：”双碳”目标下逆变器应用场景复杂化、功能多样化及性能高端化的发展方向 

主持人：王一波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主任 张军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任 

16:45-17:45 

王跃林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 总经理 

张兴 合肥工业大学 教授/主任 

刘云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数字能源产品线 首席科学家 

赵为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陆荷峰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市场总监 

张利霞 广东省古瑞瓦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市场总监 

黄蕾 上海正泰电源系统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周洪伟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7:45-17:55 光伏变换器技术路线图启动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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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分会场日程 

第一分会场:晶体硅材料及太阳电池 
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22 日 

第一分会场:晶体硅材料及太阳电池 

主持人：余学功 浙江大学 教授 

8:30-8:50 

“碳中和”背景下晶硅材料发展 

严大洲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8:50-9:10 

太阳能晶体硅生长技术的发展趋势与挑战 

刘立军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9:10-9:30 

铸锭单晶技术介绍和应用前景展望 

路景刚 

江苏宝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9:30-9:50 

铸造单晶硅籽晶拼接缺陷 

原帅 

浙江大学 副研究员 

9:50-10:10 

铸造单晶硅大板回收籽晶的缺陷繁殖机理分析及成本价值评估 

何亮 

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院副院长 

10:10-10:15 讨论 

10:15-10:25 休息 

主持人：吕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管理中心 总裁 

10:25-10:45 

高效 TOPCon 电池技术及设备 

张耀 

深圳市拉普拉斯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总监 

10:45-11:05 

热丝 CVD 技术在高效 n 型晶体硅太阳电池应用方面的研究 

黄海宾 

南昌大学光伏研究院 教授 

江西汉可泛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05-11:20 

非铟基透明导电氧化物在硅基异质结太阳电池中的应用 

殷实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0-11:35 

N 型 TOPCon 太阳能电池背面形貌与多晶硅层减薄钝化特性研究 

果椿林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11:35-11:40 讨论 

11:40-13:30 休息 

主持人：王文静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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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3:50 

基于管式 PECVD 技术路线的 TOPCon 电池量产研究进展 

王玉明  

金辰股份拓升分子公司 总经理 

13:50-14:10 

纳米铜催化刻蚀制绒单晶硅技术研究 

马文会 

昆明理工大学 教授 

14:10-14:25 

再生手段对多晶 P 型 PERC 太阳电池性能及热辅助光诱导衰减（LeTID）的影响 

吁洵哲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14:25-14:40 

用于硅异质结太阳电池的 TCO薄膜 

王光红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14:40-14:55 

NiOXAg 空穴传输层对晶硅异质结电池性能的影响 

杨旭东 

南开大学 

14:55-15:00 讨论 

15:00-15:10 休息 

主持人：丁建宁 扬州大学 教授/校长 

15:10-15:30 

激光加工技术在光伏电池制造中的应用和前景 

王振华 

深圳市大族光伏装备有限公司 光伏电池激光工艺中心总监 

15:30-15:50 

缺陷工程和氢钝化技术在晶硅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宋立辉 

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 研究员 

15:50-16:05 

退火处理对铈掺杂氧化铟透明导电薄膜性能的影响 

刘欢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16:05-16:20 

氢化非晶硅氧层在硅异质结太阳电池的应用 

姜铠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16:20-16:35 

二氧化锡/镁在 P 型晶硅异质结太阳电池中诱导反型层 

王琦 

中国科学院大学 

 

16:35-16:50 

蛾眼 PDMS 薄膜在超薄晶硅太阳电池中的双重应用 

耿奇 

华北电力大学 

16:50-16:5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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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无机薄膜与聚光太阳电池 
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22 日 

第二分会场：无机薄膜与聚光太阳电池 

主持人：武莉莉 四川大学 教授 

8:30-8:50 

硒硫化锑太阳能电池 

陈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  

8:50-9:10 

VTD 法制备硒硫化锑及其合金薄膜太阳能电池的研究 

陈少强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9:10-9:30 

提高硒化锑薄膜太阳电池开路电压的策略研究 

梁广兴  

深圳大学 研究员  

9:30-9:45 

乙二醇甲醚溶液法制备高效 CZTSSe 薄膜太阳电池 

赵祥云 

中南大学 

9:45-10:00 

背接触钝化总是对铜铟镓硒（CIGSe）太阳能电池有益？ 

殷官超 

武汉理工大学 

10:00-10:15 

硫属化合物薄膜与量子点太阳能电池研究 

周儒 

合肥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10:15-10:20 讨论 

10:20-10:30 休息 

主持人：孙强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首席专家 

10:30-10:50 

空间高效太阳电池 

肖志斌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天津恒电空间电源公司 总工 

10:50-11:10 

多结高效太阳电池 

涂洁磊 

云南师范大学 教授 

11:10-11:30 

具有 ZnxMg1-xO/CdS/CdSe 复合窗口层结构的高效 CdTe 太阳电池 

武莉莉 

四川大学 教授 

11:30-11:45 

基于 PYTHON 的多结电池仿真及其应用 

郭宏亮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 

11:45-12:00 

基于有序缺陷化合物可控制备的高效 CuInGaSe2太阳能电池 

袁胜杰 

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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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2:05 讨论 

12:05-13:30 休息 

主持人： 麦耀华 暨南大学 教授/院长 

13:30-13:50 

基于湿法冶金的锌黄锡矿与钙钛矿光伏材料低成本制备 

刘芳洋 

中南大学 教授 

13:50-14:10 

液相法制备高效的 CZTS 电池器件 

武四新 

河南大学 教授 

14:10-14:30 

效率超过 20%的宽光谱 CdTeSe 薄膜太阳电池制备 

沈凯 

暨南大学 教授 

14:30-14:50 

高效无镉化薄膜太阳能电池研究策略（CIGS & Sb2(S,Se)3） 

李建民 

武汉大学 副教授 

14:50-15:10 

基于纳米棒阵列的硒化锑太阳电池 

李志强  

河北大学 副教授  

15:10-15:30 

铜基和锑基硫族光伏半导体中的缺陷关联效应 

陈时友 

复旦大学 教授 

15:30-15:35 讨论 

15:35-15:50 休息 

主持人：张毅 南开大学 教授 

15:50-16:10 

高效率柔性铜锌锡硫硒薄膜太阳电池：硒化钼的调控与刮涂法制备 

林显忠  

中山大学 教授 

16:10-16:30 

提升柔性 CZTSSe 太阳能电池性能的途径 

程树英 

福州大学 教授 

16:30-16:45 

超薄硒化锑薄膜太阳电池研究 

郭华飞 

常州大学 

16:45-17:00 

Sb2(S,Se)3 薄膜太阳能电池缺陷复合机制研究 

陶加华  

华东师范大学   

17:00-17:15 

界面及带隙工程制备高效 Sb2Se3,Sb2(S,Se)3 太阳电池 

刘聪 

暨南大学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17:15-17:30 

表面后处理改善富铜 Cu(In,Ga)Se2 薄膜及电池性能研究 

姚毅峰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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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会场：钙钛矿、有机及新型太阳电池（一） 
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22 日 

第三分会场：钙钛矿、有机及新型太阳电池（一） 

主持人：徐保民 南方科技大学 教授 

8:30-8:50 

大面积高效率高稳定性碳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孟庆波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8:50-9:10 

Efficient Lead-free Tin Perovskite Solar Cells 

韩礼元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9:10-9:30 

高效钙钛矿太阳电池 

游经碧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研究员 

主持人：袁宁一 常州大学 教授 

9:30-9:45 

界面及添加剂工程增强印刷型柔性钙钛矿光伏器件性能和稳定性 

麦耀华 

暨南大学 

9:45-10:00 

高效率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 

谭海仁 

南京大学 

10:00-10:15 

钙钛矿半导体结晶研究 

赵奎 

陕西师范大学 

10:15-10:20 讨论 

10:20-10:30 休息 

主持人：张晓丹 南开大学 教授 

10:30-10:50 

金属卤化物钙钛矿中面缺陷对太阳能电池性能的作用机理 

李蔚 

武汉理工大学 研究员 

10:50-11:10 

近红外无毒铜铟硒量子点的光电应用 

杜骏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主持人：谭海仁 南京大学 教授 

11:10-11:30 

钙钛矿产业进展 

范斌 

昆山协鑫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30-11:45 

高效率铯甲脒铅卤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易陈谊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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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11:50 讨论 

11:50-13:30 休息 

主持人： 刘生忠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教授 

13:30-13:50 

钙钛矿太阳电池的材料设计和组分工程 

徐保民 

南方科技大学 教授 

13:50-14:10 

宽禁带钙钛矿及叠层太阳电池 

方国家 

武汉大学 教授 

14:10-14:30 

钙钛矿电池的电荷传输层研究 

张文华 

云南大学 研究员 

主持人：王照奎 苏州大学 教授 

14:30-14:45 

钙钛矿太阳电池组件场试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彭勇 

武汉理工大学 

14:45-15:00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缺陷调控 

石将建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15:00-15:15 

非甲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究 

薛启帆 

华南理工大学 

15:15-15:30 

钙钛矿太阳电池中的缺陷钝化及光调控策略 

丁毅 

南开大学 

15:30-15:35 讨论 

15:35-15:50 休息 

主持人：李美成 华北电力大学 教授/院长 

15:50-16:10 

高效稳定 Cs 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赵一新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16:10-16:30 

低维结构锡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宁志军 

上海科技大学 教授 

16:30-16:45 

多功能无机酸处理提高无电子传输层钙钛矿太阳电池的性能 

王奉友 

吉林师范大学  

主持人：张文华 云南大学 研究员 

16:45-17:00 

复合电子传输层助力高开压 N-I-P 型两端钙钛矿/晶硅叠层电池 

陈兵兵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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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15 

电子传输层改性增强钙钛矿太阳电池性能研究 

杜淑贤  

华北电力大学 

17:15-17:30 

High-quality Interface Contact for Efficient NiOx-based Perovskite Solar Cells 

王有生  

暨南大学 

17:30-17:3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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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会场：钙钛矿、有机及新型太阳电池（二） 
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22 日 

第三分会场：钙钛矿、有机及新型太阳电池（二） 

主持人：马万里 苏州大学 教授  

8:30-8:50 

含梯形稠环有机太阳能电池材料与器件 

郑庆东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研究员 

8:50-9:10 

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功能型电极研究 

陈敬德 

苏州大学 副研究员 

9:10-9:30 

有机光电转换机制超快光谱研究 

张春峰 

南京大学 教授 

9:30-9:45 

高效碳基 CsPbI2Br 太阳电池 

饶华商 

华南农业大学 

9:45-10:00 

基于狭缝涂布法制备高效率大面积钙钛矿电池组件的研究 

杜敏永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10:00-10:05 讨论 

10:05-10:15 休息 

主持人：陈敬德 苏州大学 副研究员 

10:15-10:35 

量子点太阳能电池的产业化探索 

马万里 

苏州大学 教授 

10:35-10:55 

新型量子点吸光材料及高负载沉积提高量子点敏化太阳电池效率 

潘振晓 

华南农业大学 教授 

10:55-11:15 

高效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之界面工程的作用 

彭军 

苏州大学 教授 

11:15-11:30 

“双碳”目标下的钙钛矿技术及产业化发展 

邵君 

无锡极电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11:30-11:40 讨论 

11:40-13:30 休息 

主持人：张春峰 南京大学 教授 

13:30-13:50 

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受体材料与器件 

郭旭岗 

南方科技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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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10 

蓝光钙钛矿发光二极管 

任振伟 

苏州大学 副教授 

14:10-14:30 

分子静电势及高效率有机光伏材料设计 

姚惠峰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主持人：李昌治 浙江大学 教授 

14:30-14:45 

宽光谱 PbS 量子点太阳能电池的界面调控研究 

王莹琳 

东北师范大学  

14:45-15:00 

通过设计钝化对无机钙钛矿太阳电池进行表面缺陷控制 

田庆文 

陕西师范大学  

15:00-15:15 

基于非卤溶剂涂布制备高效有机光伏模组 

范靖源 

浙江大学 

15:15-15:20 讨论 

15:20-15:35 休息 

主持人：教授；姚惠峰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15:35-15:55 

光伏半导体异质界面电荷输运 

李昌治 

浙江大学 教授 

15:55-16:10 

钙钛矿太阳电池的紫外稳定性研究 

纪军 

华北电力大学 

16:10-16:35 

大面积钙钛矿串并联组件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徐一波 

常州大学 

16:35-16:4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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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会场：太阳电池组件、辅材及工艺装备 
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22 日 

第四分会场：太阳电池组件、辅材及工艺装备 

主持人：袁晓 华东理工大学 研究员 

8:30-8:50 

先进光伏产品的设计逻辑和价值分析 

吕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管理中心 总裁 

8:50-9:10 

微导整线技术在 TOPCon 电池上的突破与创新 

廖宝臣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TO 

9:10-9:30 

新技术发展趋势下光伏背板解决方案 

张付特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9:30-9:50 

>24.5%效率 TOPCon 电池及其关键金属化方案探讨 

包健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9:50-10:05 

紫外湿热条件下复合型透明光伏背板的老化行为研究 

冯皓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05-10:10 讨论 

10:10-10:20 休息 

主持人：黄国华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10:20-10:40 

大电流背景下接线盒、连接器潜在风险 

邰小俊 

苏州同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40-11:00 

光伏技术的变化对高分子材料提出的新要求 

陈洪野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CTO 

11:00-11:15 

双面组件温度特性及户外发电特性研究 

冯云峰 

陕西众森电能科技有限公司 

11:15-11:30 

用于太阳电池散热的织构 PDMS 辐射制冷发射极的性能研究 

高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30-11:35 讨论 

11:35-13:30 休息 

主持人: 唐骏 亿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13:30-13:50 

低温氟膜背板及组件老化性能研究 

张军 

上海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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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10 

HJT 薄片化组件封装技术 

朱永生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4:10-14:25 

低轨柔性太阳电池阵原子氧防护技术 

马聚沙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主持人：张臻 河海大学 副教授 

14:25-14:40 

基于硅基高效电池分切技术的性能衰减及可靠性研究 

葛华云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14:40-14:55 

210 大组件制造过程功率测量系统管控的探讨 

闫萍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14:55-15:00 讨论 

15:00-15:15 休息 

主持人:张忠强 江苏大学 教授 

15:15-15:35 

超薄硅异质结及其应用探索研究 

刘正新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 

通威太阳能光伏研究院 院长 

15:35-15:50 

晶硅双玻组件完整拆解回收封装玻璃的研究 

赵雷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15:50-16:05 

晶硅异质结电池中金属铟回收实验研究 

刘明 

河海大学 

16:05-16:10 讨论 

 



第十九届中国光伏学术大会 

 

38 

 

  



第十九届中国光伏学术大会 

 

39 

第五分会场：光伏系统及并网技术 
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22 日 

第五分会场：光伏系统及并网技术 

主持人: 赵为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8:30-8:50 

新型光伏抽水蓄能技术 

刘祖明 

云南师范大学 教授/副所长 

8:50-9:10 

光储微网集成及功率协调优化控制 

茆美琴 

合肥工业大学 教授 

9:10-9:30 

光伏系统及部件实证性研究 

庞秀岚 

国家电投集团光伏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9:30-9:45 

光伏全直流微电网的设计与运行实绩 

赵春江 

上海电力大学 

9:45-9:50 讨论 

9:50-10:00 休息 

主持人: 李世民 甘肃省新能源协会 会长 

10:00-10:20 

物理双轴跟踪促聚光光伏新生 

李杰吾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杰华太阳能研究所 教授/所长 

10:20-10:40 

新能源场站模型参数优化与测试 

董玮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中心 专责 

10:40-11:00 

大型光伏全直流发电系统研究进展 

王环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副研究员 

11:00-11:15 

高变比高效单级式光伏直流升压变换器拓扑研究 

卢俊龙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11:15-11:20 讨论 

11:20-13:30 休息 

主持人：王士涛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TO 

13:30-13:50 

光伏制氢跨季调峰技术 

冯毅 

上海科学院新能源技术研究所 所长 

13:50-14:10 

光伏与交通融合发展的潜力模式和关键技术 

金成日 

北京能高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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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25 

新型单相光伏逆变器高精度功率解耦控制策略 

程巍 

合肥工业大学 

14:25-14:40 

光伏电站数字化技术综述 

张彦虎 

阳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4:40-14:55 

光伏电站三维设计工具开发及典型应用案例 

白建波 

河海大学 

14:55-15:10 

光伏柔性支架受力分析数值模拟 

余俊杰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5:10-15:15 讨论 

15:15-15:30 休息 

主持人：王一波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主任 

15:30-15:45 

基于 U-net 的光伏电站航拍图像组件检测方法 

孟子尧 

南开大学 

15:45-16:00 

各光学层光谱吸收与散热机制对光伏组件温度的影响研究 

王丽春 

隆基股份产品管理中心 

16:00-16:15 

基于 DC 1000 V、1500 V 光伏系统方阵布置与经济性分析研究 

王法泽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6:15-16:30 

“双碳”背景下区域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预测模型和分析方法 

陈伟伟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16:30-16:3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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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会场: 政策与市场分析、标准与检测认证 
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22 日 

第六分会场: 政策与市场分析、标准与检测认证 

主持人：张雪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新能源产品认证部战略市场总监 

8:30-8:50 

“双碳”目标下的光伏市场与政策展望 

赵勇强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研究员 

8:50-9:10 

光伏产品高品质认证及央企采购趋势分析 

苏博杰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项目主管 

9:10-9:30 

光伏电站验收的检查与测试 

吕学斌 

中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高级讲师 

9:30-9:45 

双面组件辐照度和辐射量的计算模型 

王斯成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9:45-10:00 

IEC61215:/2016 新旧版本测试序列及测试方法差异比较 

仲政祥 

中认南信（江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00-10:15 

紫外辐照度对 CIGS 薄膜组件电性能的影响 

马潇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主持人：张军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任 

10:15-10:35 

光伏电站生态气候和环境影响研究 

高晓清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10:35-10:55 

基于并网光伏电站发电损失的评估与分析 

连乾钧 

中检集团南方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电站技术总监 

10:55-11:10 

整县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政策解读及解决方案思考 

陈雄飞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 

11:10-11:25 

光伏组件扩展老化测试综述 

陆元元 

杭州汉德质量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11:25-11:3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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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闭幕式 
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22 日 

大会闭幕式 

主持人：王一波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主任 

17:30-17:45 

总结大会亮点 

丁建宁 

扬州大学 教授/校长 

17:45-17:55 

宣布优秀论文 

许洪华 

北京科诺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 

17:55-18:00 

大会总结 

赵颖 

南开大学 教授/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