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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能量
太阳能创新之旅已经开启
你 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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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斯曼，我们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清洁的太阳能在全世界范围内
变得触手可及。 我们是材料与技术行业的科技创新引擎，助力太阳能发
电行业进一步降低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永恒阳光，无限能量™

帝斯曼介绍
我们是一家全球化的科技型公司，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材料科技方面一直
享誉全球，服务于众多不同的行业。
我们致力于携手全球精英共解世界难题，以可
持续性发展核心价值观，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
我们在亚洲和欧洲均设有大型研发中心。汇聚
众多业界菁英，将帝斯曼拥有的大量专业知识
和独有技术，运用到诸如太阳能等蓬勃发展的

未来我们将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太阳能将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
这将在不久的将来全面实现。

新兴产业的开放式创新中去。
例如，我们在欧洲、印度和中国建立了测试基
地，有助于更直观的了解光伏相关材料在实际
应用过程中的真实性能表现，进而为创新指明
方向。

我们取得的第一项突破性进展是用于光伏玻璃
的减反射涂层。如今，该技术已经运用到2亿
多个太阳能组件上，以获取更多太阳能。

这两项技术现已投入市场，随着我们与各大机
构、光伏玻璃与光伏组件制造商、项目开发商
和能源供应商不断合作，我们将推出更多创新
性技术，提供一代又一代光伏创新解决方案。

持续创新，再创佳绩。适用于光伏组件的耐久
背板有助于提高组件发电量，适用于干热环境
的独创防尘涂层可降低光伏组件的积尘速率，
提高投资回报。

创新之路漫漫其修远兮，愿同您携手上下而求索！

并肩同行 生生不息
众所周知，创新离不开合作。正因为如此，帝斯曼打破地域的
界限，同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紧密合作，促进整个太阳能行业
取得全面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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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型初创企业通力协作
我们不断寻求新的光伏技术
和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开
发、技术许可和风险投资，
与初创企业合作伙伴共同
发展壮大。比如，我们与
Fraunhofer CSE以及Greentown
Labs合作，组织进行SunRISE
Techbridge Challenge，并在

过去两年发掘了100多家创
新型初创公司。随后，我们
从其中评选出9家，参与到
Greentown Labs初创企业加
速计划之中，享受Fraunhofer
研发中心的技术验证服务，并
有资格获得帝斯曼投资，或同
帝斯曼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与太阳能工程总承包公司、开发商
和综合性参与者通力协作

2050
全球有25%至50%的电力
是通过太阳能发电产生的*

整个太阳能行业对此充满信心。
通过与众多合作伙伴携手共进……
我们终会实现这一目标。

与研究机构
通力协作
我们携手国家太阳能光伏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CPVT）、Fraunhofer研究
所和美国国家能源部可再生
能源实验室（NREL）等知名
机构，在实验室和电站现场
为用户检验光伏新材料的性
能。通过整合优势，我们不
懈努力，力求进一步降低平
准化度电成本（LCOE）。

光伏企业决策者斥巨资兴建
光伏电站，同时还必须保证
作出正确的产品投资选择。
我们同全球多家太阳能电力
投资集团合作，确保双方深
入了解创新性涂层材料在实
际电站使用时的表现，以及
我们的创新成果如何实现对
客户的价值。

与供应链伙伴通力协作
我们与各大顶级设备、材料
和/或组件制造商强强联手，
共同制定解决方案，助力行
业降低短期和长期太阳能平
准 化 度 电 成 本 （ LCO E ） 。
比如，我们同芬兰薄膜专家
Beneq公司达成了创新协议，
为生产提供更出色的视觉效
果和美观度的镀膜光伏玻璃

铺平道路；我们与福莱特玻
璃集团合作，推出了使用帝
斯曼新型涂层的光伏玻璃；
我们携手知名组件企业，将
帝斯曼可持续耐久绿色环保
超耐磨背板整合到他们自主
生产的光伏组件中，以进一
步降低太阳能平准化度电成
本（LCOE）。

总之，我们与20多个合作伙伴密
切合作，包括Solliance Network、
多 家 科 技 大 学 、 A p r i c um 和 L u x
Research。
*来源：绿色和平组织出版的愿景模型（2050年能源发展前景：23%）
以及芬兰拉彭兰塔科技大学（能源系统模型：45%）

实现能源可持续增长
在帝斯曼，我们追求创造美好生活解决方案，生产出利润可观的产品和
创新成果，为我们的地球和人类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在太阳能领域，这
意味着产品不含有毒有害材料，保护宝贵的自然资源，并且能够以低成
本、低碳排放来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100%
可循环利用

比如，与常规背板相比，我
们的耐久背板材料的碳排放
量降低了30%，并且100%
可循环利用，不会造成生产
浪费。

经实践验证可提高发电量
我们的所有光伏材料解决方案均具有一个重要的优点：经实践验证能够
提高光伏组件的发电量。
不论您是光伏玻璃制造商、
光伏组件制造商、项目开发
商还是技术咨询公司，我们
都能帮助您降低太阳能平准

化度电成本（LCOE）。以下
通过三个示例来说明目前帝
斯曼的运作模式（为行业带
来了大量创新性成果）。

下一步目标：助力太阳能行
业制造100%可循环利用的
光伏组件。

减反射涂层

更高发电量

帝斯曼耐久背板
100%可循环利用

专利保护

防尘涂层

更高
发电量

专利保护

降低
清洁成本

耐久背板

100%
可循环利用

未来创新性突破
一切才刚刚起步。
我们将继续开发太阳能材料和技术，以提高现在和未来光伏组件的性能。
这意味着需要提高主流太阳能电池技术，探索智能新型技术：通过稳定、
可持续的途径造福人类和地球，并带来可观利润。
永恒阳光，无限能量™

耐久性

专利保护

前途一片光明
我们不遗余力地同业内翘楚合作，创造一个采
用太阳能发电的缤纷世界，但是我们的成功最
终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创新力度和速度。
仅凭一种技术无法推动整个太阳能领域的发
展，需要多项技术的整合与共融。同样，仅凭
一人之力无法完成这一宏伟事业，需要成百甚
至上千名精英贤士齐心协力。
如果您同我们一样希望所有人都能用上清洁的
太阳能，并且希望这一愿景早日实现……

让我们携手共进，在太阳能创新竞赛中取得成功。

永恒阳光，
无限能量™

帝斯曼先进太阳能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发送邮件至: info.samesunmorepower@ds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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