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M在您身边

凭借100多年卷材制品的生产经验，70年户外

用产品开发历程，及40年从事可再生能源应用

的历史，3M致力于为太阳能产业提供创新且可

靠的解决方案。

从边框粘接到导光膜，我们的应用范围广泛而

丰富，建立在氟材料、聚合物熔融加工、薄

膜、粘胶及耐候性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的基础之

上。3M既生产原材料也生产成品，因此能够对

整个3M物料清单展开全面的可靠性测试，从而

确保稳定的高端性能及与太阳能组件部件的优

化匹配。

与同一家专业供应商进行合作可以帮助您轻松

解决许多问题。作为一家运营机构遍及70个国

家、实验室遍及36个国家的全球性企业，我们

可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由当地3M员工为您提供

专业技术与商业支持。欢迎联系我们，了解我

们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如何帮助您提升组件的性

能及可靠性。

技术信息：本文包含的技术信息、建议和其他声明均基于3M认为具有可靠性的测试或体验，但不确保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产品用途：非可控因素及客户专有应用可能会影响产品的使用和效果。考虑到可能会影响3M产品的使用与性能表现的因素的多样性，用户应对3M产品的评

估，以及确定是否适于某一特定用途并适于用户的应用方法负全部责任。

质保、有限补救措施及免责声明：除非在相关3M产品包装或产品资料上述明有额外的保证，否则3M保证在产品运出时每个3M产品均达到相关3M产品规范。

无论明示还是暗示，3M均不作其他保证或条件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对产品适销性或适用性（针对某一具体用途）的任何暗示的保证或条件规定，或是因交易

过程、商业习惯或惯例而产生的任何暗示的保证或条件规定。如果3M产品与此保证存在分歧，则唯一补救方法就是退/换3M产品（退或换由3M自行选择）。

责任范围：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无论是否具有法律义务（包括担保、合同）或是否存在疏忽或重大过失行为，3M公司及卖方对因3M产品造成的直

接或间接、特殊、附带性损失或损害均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有关我们太阳能产品线的更多介绍，请电话联系3M可再生能源部（800 755 2654）或登陆我们的网站3M.com/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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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值得信赖的太阳能组件技术供应商
3M业务遍布全球

美国
800 755 2654

德国
49 2131 144450

丹麦
45 43 480100

西班牙 
34 91 3216000

法国
33 1 30316161

英国
44 1344 858000

意大利
39 02 70351

新加坡 
65 6450 8888

中国
86 21 62753535

韩国
82 2 3771 4043

印度
91 80 22231414

加拿大
800 364 3577

巴西
0800 13 23 33

墨西哥
52 55 52702250

台湾
886 933 896752

日本
81 3 3709 8283

马来西亚
603 78062888

其他地区
800 755 2654

3M对用户的
承诺：

降低BOM成本

提升效率

降低每瓦成本！

可再生能源产品部（美国）

3M 中心, 235-1S-67 大楼
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  55144-1000
800 755 2654
3M.com/solar

可再生能源产品部（中国）

上海市兴义路8号
万都中心大厦38F  200336
021-6275 3535
3M.com/solar

请回收使用。
© 2016 3M. 版权所有。
发布日期：4月16日 11361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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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是3M公司的商标，
使用需经过3M子公司和
分支机构的许可。

3M™ 太阳能产品

为高效而生
        为长久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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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太阳能产品的应用

从组件制造到户外应用

3M与您一路相随

40多年来，3M持续不断地为太阳能产业提供先进材料。从可以

替代玻璃的耐用薄膜到用于固定组件的胶粘剂，3M产品均力争

强化性能，提升可靠性，降低单瓦及度电成本。作为先进薄膜、

胶带、涂层及胶粘剂的领先供应商之一，我们有能力在全球范围

提供产品和技术支持。

让太阳能得到更高效利用
更可靠并更经济

�  晶硅（c-Si）组件

�  刚性薄膜组件

�  柔性薄膜组件

� 聚 光光伏（CPV）组件

入射光优化利用

输出功率优化   

组件制造解决方案



金属箔

胶粘剂

基材

基材

导电粒子

胶粘剂

金属箔

入射光优化利用

4     |     3M™太阳能产品

输出功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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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太阳能导光膜

3M™太阳能导光膜（LRF）是一种微结构反光膜。将其贴在电

池焊带上可以利用不少原本会从组件反射出去的光线。在焊带上

使用导光膜有助于增加电池面的入射光，可使组件功率得到1.5 - 
2.5%的提升。该产品可以轻松地集成到组件自动化制造工艺中。

3M™冷光膜

作为一种全聚合物结构的波长选择性镜面膜，3M™冷光膜可反射

对于光伏组件转换效率较高的波段，而透过红外光并吸收紫外光。

冷光膜可用于低倍聚光光伏（LCPV）以增加光伏组件的入射光，

从而在减少组件发热的同时显著提高发电量。事实证明，相对于非

聚光系统，在低倍聚光光伏系统中使用冷光膜可以使年发电量获得

多达15-34%的提升*。

* 发电量的提升幅度根据安装所在地纬度、一年中不同时间、光伏组件倾斜角及反
光板倾斜角的差异而存在变化。

照片提供：

3M™减反涂层

3M™减反（AR）涂层可提高前板玻璃的透光率，从而提

升太阳能组件的效率。值得强调的是，水性涂层的亲水性

表面有助于增强在户外环境下的防灰性能。该产品专为光

伏玻璃供应商设计，在玻璃钢化前涂覆可增强涂层的持久

性及耐紫外线、湿热和刮擦性能。该产品可均匀成膜，有

利于降低涂层不良率。

无涂层玻璃

大量反射光

玻璃

带涂层玻璃

减少反射光

玻璃

AR涂层

3M™导电及汇流胶带

3M™太阳能导电胶带由镀锡铜箔和丙烯酸类压敏胶构成，适于需

要x、y和z轴导电性的薄膜太阳能应用。该胶带可通过自动化设备

高速粘贴。由于无需固化（液体导电性胶粘剂所需），该产品有助

于在组件制造过程中提高生产效率。

� 稳定的电学性能

� 适用于常规层压工艺

� 镀锡层提供了可焊接性

� 形式多样，满足不同制造工艺的要求

3M™绝缘胶带

3M™ 绝缘胶带用于薄膜太阳能组件中的汇流条/背场的绝缘粘

接，内含PET薄膜层及单/双面丙烯酸胶。该胶带可通过自动化设

备高速粘贴，从而提升组件生产效率。

�  适用于常规层压工艺

�  有单面和双面胶带可供选择

�  形式多样，满足不同制造工艺的要求

金属汇流箔层

压敏胶

压敏胶

PET绝缘层

基材



组件制造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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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太阳能产品可为组件提供出众保护，抵御极端天气条件，包括有可

能损害组件及系统寿命的高温和潮湿。另外，这些先进材料可以结合

使用，有助于提升输出功率，在降低每瓦成本的同时提高您的潜在收益。

3M™太阳能封装胶膜

3M™太阳能封装胶膜

是专为光伏组件而设计

的可快速固化的封装用

产品。产品可耐紫外、抗

老化，同时具备高透光性能。这种贴合

的柔性胶膜易于层压，收缩率低，粘弹

性出色，可满足太阳能电池封装所需。

薄膜组件解决方案

接线盒粘接

标记/条码

导电胶带

绝缘胶带

背板

前膜

封装胶膜

标记/条码

绝缘胶带

接线盒粘接

导电胶带

玻璃

背轨粘连接

封装胶膜

3M™太阳能专用丙烯酸泡棉胶带

30多年来，世界上不同行业都在使用3M™ 太阳能丙烯酸泡棉胶带技术，以用于粘接和固定多种不同基材。对于汽车、电子、

标牌、玻璃装配及建筑行业等具有高耐候性要求的重要应用来说，丙烯酸类胶带是理想之选。

3M™ EPE绝缘薄隔离膜

作为多层薄膜产品，3M™ EPE隔离绝缘薄膜由PET膜
及，两面EVA层构成。该产品适用于晶硅及薄膜太阳能

刚性或柔性组件。产品可保证部件间的绝缘性，同时可

作为美观性遮蔽为组件提供统一外观等。

3M™特种胶带

3M可提供一系列专用于光伏组件的胶带。从美

观遮蔽到电池定位，这些胶带均能保证可靠且长

效的使用。

�  边框粘接 
UL认证的3M™太阳能丙烯酸泡棉胶

带能为太阳能电池组件边框提供经

久耐用的固定方案。良好的初粘性能

有利于高效生产。相对于液态密封

剂，本产品无需清理残胶，可以降低

减少人工成本，改进产品外观。

�  接线盒粘接  
3M™太阳能丙烯酸泡棉胶带技术

可将接线盒快速粘接到光伏组件

上。简便有序的粘接有助于加速

生产工艺，相对于液体及膏状胶粘

剂，也可得到更整洁的外观。所有

产品均已通过UL认证。

�  背轨粘接 
3M™太阳能丙烯酸泡棉胶带作为经过广泛

验证和认可的胶粘剂产品，可用于光伏组件

背轨粘接及其他长期户外应用。产品的优势

包括：良好的初粘性，易于施工并带来稳定

的粘结效果，耐热机械应力，并通过分散应

力及可靠的长期耐候性保护粘接界面。

3M太阳能解决方

案致力于优化产品

性能、外观及长期

可靠性。

常规组件 采用3M材料的组件

导光膜

减反涂层

封装胶膜

封边胶带

集中多项优势 更高效

更美观

更耐用

更轻质

3M™太阳能阻水膜

透明的3M™太阳能阻水膜可以替代

玻璃，打造出高效、轻盈的柔性光伏

组件。3M™太阳能阻水膜具有高透光

性、阻水性和耐候性，可以满足柔性太

阳能薄膜厂商的需求。3M™太阳能阻

水膜已获得UL认证。

定位胶带

标签/条码

密封剂

玻璃

边框

边框粘接

无边框

遮蔽

导光膜
导电胶带

封装胶膜

晶硅电池片硅

绝缘

减反涂层 

接线盒粘接

晶硅组件（c-Si）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