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勇：我们先做一个铺垫，为什么我们要做户用分布式的主题，一开始我们在跟

PVP365 谈的时候，当时就意识到，说作为这个行业需要做一些规范。昨天你们

也知道中国出现了一个大事，股市搞了一次熔断，很多人都在骂证监会，主要是

有些规则没有理清楚，有些市场不规范的操作，才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分布式行

业在中国来讲刚刚起步没有多久，我们不希望这个市场也会出现这种阶段性的熔

断。就像昨天晚上闭门会议上讲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蓝海，能够给企业带来

价值，能够给市场带来新的风气。2014年，国家开始倡导分布式以来，通过 2014、

2015两年，我们没有看到市场快速形成，没有看到非常普遍的大家都比较认同

的操作模式，还是一种融资支持也好，没有去实现。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某

些示范性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市场所需要的，所以我们急需要联合整个行业，尤

其是一些致力于将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推向市场的这些优秀的企业跟个人，来共

同的分享、展望。我们来规划，目的就是说我们要让一些优秀的经验得以分享，

同时我们要共同做一些探讨，如何能够尽快的去形成一个比较规范的市场规则，

我们来加速市场的形成。

户用分布式市场一定会来！多长时间来对我们每个企业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

仅希望它来，还要来得更快一点，更有节奏一点，这是整个户用分布式沟通会

根本的初衷。所以这次我们非常荣幸，自从我们提出这个观点之后，行业里面有

30多家企业，其中有很多都是非常优秀的一线企业，积极的响应，并愿意与

PVP365也好，与天合光能也好，与整个行业也好，一起分享各自的经验，我们

一起探讨如何能够加快屋顶分布式行业市场的到来。今天我们是第一场，屋顶分

布式我们有户用，有商用的，有工业用的，我们作为第一次试探，我们关心是每

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房子，都可能会消费，我们第一场聚焦在户用分布

式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直接进入主题。

首先我们研讨的三场，第一场对话讲的是户用分布式光伏市场的市场和商业模

式。第二场谈户用分布式光伏系统的产品与技术，第三场谈户用分布式系统的金

融与服务，这三个主题，分别我们有请了三个比较优秀的企业牵头主持。第一场

关于市场与商业模式部分，我们会邀请晶科的常总，第二场是由天合光能的董总，

第三场是由爱康的刘总进行沟通的互动。接下来我们首先邀请第一场对话的组织

企业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常依斌总。

常依斌：我们是迎着太阳一直奔跑的事业。我们回到整个研讨会的主体，大家知

道整个光伏行业的发展是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包括在整个世界的地位上也是举足

轻重的。具体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讲，户用分布式的光伏电站，发展速度比较慢，

今天主要主题一个是市场及商业模式，我想在讲商业模式之前，商业模式的根本

还是一个业务的模式，从现在目前，晶科在这一块的投入也比较大，从前年开始，



有大的团队，在全国甚至全球做一些布局。在这些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业务模式角度来讲，第一种还是一个学习传统的地面电站建设的方法，

基本上还是希望是大规模。规模大，完了之后有一些集中式电站。另外一种模

式学习是家电模式，这个模式起步会更早一些，但是这几种模式从市场上来讲，

都没有几个太大的进展。

再回到商业模式本身，从商业模式本身，我们最早的时候大家是讲户用分布式的，

大家一说美国，就是一个标杆。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美国和在中国是有本质的区

别，为什么这么说呢？有没有必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讲，对于屋顶的产权，这些东

西是不清晰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对屋顶本身，我们把这些户用的东西寄托

一个主体上，这个主体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能够成功？大家在前年开

始国内也出现说，国内光伏电站也是一个金融产品，但是金融产品，金融市场本

身，中国的金融市场跟欧美的金融市场差异很大，不管是一级金融市场，还是二

级金融市场，连续的国家的熔断机制推出之后，2天四熔，证券行业真好，牛市

的时候可以赚很多钱，熊市的时候可以下班很早。昨天晚上证监会把熔断机制暂

停了，在户用分布式系统里面跟欧美有很大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在商业模式和

业务模式本身跟欧美有比较大的区别。套用一句俗套的话来讲，我们必须要走具

有中国特色户用分布式建设，这是我讲商业模式的，我起了一个引子。

再看整个市场发展来看，今年累计到 2015年 9月底，分布式累计装机容量是 6.25

个 G瓦，据我们公司不完全统计来讲，这部分分布式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渔

光互补。户用的，包括屋顶式，包括工商业，包括用户的，是只占了其中比例的

44%。当然这 44%里面更多的一部分，可能还是工商业的部分，我们想户用分布

式系统，占比会更小，当然这是不好的一面。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机会，机会在哪

里呢？屋顶面积非常大，而建设的规模还是比较小，我们未来才会更好。

首先是 KOSTAL集团亚洲区光伏业务总经理的汪总，KOSTAL是德国一家著名的

企业，是 1912年开始建立的，进入市场非常早，我们想请他谈一谈，在国内的

户用分布式跟欧美的差异，包括结合产品，在这些光伏的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国

内的市场的开发这些相关的建议。

汪扬：首先向大会组委会表示感谢。昨天得到了一个新锐奖，光伏行业新锐奖，

感谢各位领导给 KOSTAL 这样一个机会和鼓励，给我们一个入场券，允许我们加

入联盟和协会，为中国光伏行业做一些贡献。KOSTAL 是一个家族企业，我们是

1912年成立的，我们是做汽车电子起家的，我们在全球目前电子行业排名第 72

位，在欧洲也是排名靠前面的电子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我们是 95年进来，20

年了。但是主要还是以汽车电子为主，从去年前年开始，我们也看到中国市场光

伏市场发展迅速，从欧洲准备把生产产品引进来。



我们自己是这样看的，在欧洲 KOSTAL产品做光伏，15年前成立了新能源汽车，

包括逆变器，前前后后 10多年时间，我们大概有 20多万亿的分布式，尤其在屋

顶这个项目上有一些案例。产品从 3千瓦到 20千瓦这样一个中小型等级，单项

单路和双项多路的，基本上覆盖了目前所有的屋顶项目的需求。在欧洲，我们主

要工作模式，业务模式，欧美和中国地区的屋顶项目上发展差距很大，中国光伏

上面，我们过去员工也看到，发展是非常迅猛，完全是欧盟国家不能够相比的。

但是在屋顶这一块，我觉得对市场始终是比较慢的状态。户用分布式的项目，这

个就是在欧洲，一个是商业信誉，还有一个就是工作状态，工作模式不一样。是

可以从安装到售后服务的一系列工作，中国空调这样的业务，比如说装个中央空

调，会有一个选择，找一个施工单位，这种模式在欧洲是成熟的，建立在一种社

会规范和技术规范这样一个信用机制上，比较好操作。我们其实是做产品，做制

造业的，在上海 20年，我们有的其他公司年产达到 40多个亿了。我们是以专注

生产制造，我们擅长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把产品做精做好，为光伏事业和为其他

用户做好服务。

常依斌：非常感谢汪总的发言，我们知道刚才在下面的时候，在座的专家已经在

讨论了，实际上真正的户用分布式系统，不管什么样的产品，最终真正能够普及

开来，还是在用户侧，或者在客户端，真正能够给客户带来价值。就是说我们

知道在联盟成立的时候，大家也在讨论整个户用分布式系统，整个的结构，整个

部分还是比较相对简单，实际上 KOSTAL作为生产逆变器比较资深的公司，在产

品方面也是比较领先的公司，我们也希望未来 KOSTAL能够更多给我们整个行业

做出贡献。从降本的角度，哪一天真的能把户用分布式系统能够做到平价上网，

给企业带来利益，给客户带来利益，在国家扶持几年之后能够自己来成长，我

想那个时候户用分布式系统是真正的市场才会打开。

在最开始开场的时候也提到，我们户用分布式系统跟屋顶主体连接是非常密切

的，刚才汪总也提到，在德国也是一样，毕竟是要建立在所有的房顶上，所有的

建筑上，主体不存在，主体问题不解决的话，对整个市场，对商业模式是没有可

以谈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光电建筑应用技术委员会的章主任，给我们讲

一讲市场和商业的情况。

章放：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参加户用分布式系统光伏这个会，我感觉大家对

户用分布式系统关注度非常高，其实户用分布式系统或者是屋顶光伏系统都是光

电的范畴、我们光电建筑应用委员会，是 2009年当时住建部推动光电示范项目

建筑，主要是推动光伏在建筑上的应用。因为鉴于欧洲的光伏的发展，特别是德

国，真的 70% 都是在户用建筑上发展，当时我们国家对这一块很重视，但是这

几年发展过来，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建筑光伏特别是户用系统远远的滞后，其

实这并不是我们国家决策层的初衷。



我们国家决策层一直想平衡发展，实际过程中适得其反，当然电价倾斜有一定的

关系，能够吸引资金大量涌入也有关系。刚才主持人说的话我非常欣慰，户用光

伏的时期要到来了。这是对趋势的预测，但是到底到来的指标是什么，最近我们

委员会完成了十三五的规划纲要，我说一些要点，其中特别重要的，首先你说要

发展，总得有个指标吧，总得有个目标吧，其实作为国家来讲，能源局来讲，每

年也有指标，但是对现在的建筑发展光伏，现在心里已经没底了，拿不出具体的

指标了，就是说现在配额也取消了。2014年指标太让他失望。但是不管怎么说，

要想有序，这个一定还是要有规划，还是要有一个目标，我们在起草光电建筑发

展十三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指标大概有这么一个设想，第一个概念是要逐步的

提高，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差距跟地面电站的差距太大了。

昨天开闭门会议的时候我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当前中国在建筑上，或者说

在屋顶上的光伏到底完成了多少，现在这个谁也搞不清楚，现在只能出来分布式

的大概的一个数字，分布式里呢，现在能源局对荒山荒坡开了口子，容易形成规

模，所以那块比较热，所以说现在分布式到 9月份是 6个多 G瓦，但是要把荒

山荒坡抛掉的话，我们姑且说 3G瓦左右，你要想 2020年达到一个期望值的话，

其实有很大的差距，我先说只能是一个每五年内是逐步提高，因为差距太大了。

再说我们想提出一个概念，什么呢？就是到 2020年末，希望建筑上的光伏能够

占分布式光伏的 70%这么一个数据。为什么？我们应该提倡一个观念，就是建筑

光伏在分布式应该成为主流。如果让荒山荒坡，农业大棚，鱼塘成为主流，我觉

得与世界光伏的发展好像不太吻合。合理不合理还是权宜之计，我认为建筑光伏

应该是在分布式，应该成为一个主流，怎么体现主流呢？就是比例要大一些，所

以我们提出到 2020年末，建筑光伏占分布式光伏应该占 70%，才能成为主流的

概念。

第三个概念就是建筑光伏应该占光伏装机总量的 33%，为什么占 33%呢？其实已

经比较保守，没有办法，因为前几年地面光伏发展的太快，现在分布式只能占到

16%，想迅速提高上来，需要一个过程，这是说的比例的指标，具体的规模应该

达到多少呢？应该达到到 2020年末，我们希望建筑光伏能够达到 50个 G瓦，

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能源局大家都知道了，拿出的意见稿到 2020年末，整个

光伏装机量要完成 150G瓦，希望地面电站达到 80个，让分布式达到 70个 G瓦。

按照刚才的建筑光伏的占比，那就是数量应该达到 50个 G瓦，我们想一下，50

个 G瓦，假如现在是 3个 G瓦，还有 47个 G瓦，47个 G瓦 5年，平均每年要

完成 9.4个 G瓦，怎么完成这么大的量，很严峻，能源局把指标搁这儿了，作为

我们建筑，我们户用怎么完成呢？所以我先讲一下指标的概念，给我们的构想，

这就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这里需要很多具体的措施，一些任务，这个时间

的关系，我们有时候再讨论，我先把概念大致讲一下，谢谢。



常依斌：谢谢章主任，章主任把整个目标也分享了一下，每年要进行 10个 G瓦

左右的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这远远超过了截止到今年 9月份整个的装机。户用

屋顶怎么跟建筑的结合？下面欢迎来自力诺瑞特的高总，他有更好的经验，热水

器在推广的过程中，再转到现在来做户用分布式系统，这一块我相信他会给我们

带来更多经验的分享，谢谢。

高均义：非常感谢组委会给这个机会，力诺瑞特是传统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的一员，

力诺瑞特是 2001年开始在中国市场开始开拓中国的光热，太阳能热水器。应该

说通过十几年的耕耘，热水器由原来的一个很小的行业，到现在做到了一个十三

五重点规划的行业，我们力诺瑞特从 2014年开始，尤其借助我们的资源优势，

还有我们母公司这种产业链的优势，我们迅速进入到固有市场，特别推出我们光

伏家庭用的产品，通过 2014年国家政策推广之后，迅速借助我们网络的优势，

开始在全国布局。而且通过 2015年整个一年的时间，我们的推广包括整体的市

场推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方面的问题，但是从整个形势上来说，我们说中国市

场分布式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从商业模式上说，我们目前主要通过遍及全国 1万 5千家网络和乡镇，我们迅速

开展复制和推广，应该说社会效果非常好。在我的朋友圈里，在座有些是我的朋

友圈的朋友，目前 3—5天就有一个小型的电网，市场是非常大的。整体在市场

推广过程中，我觉得作为一个光热行业的厂家来说，我们在市场推广中和我们原

来传统的热水器还是不太一样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我们

原来光伏行业可能对于一些大型的地面电站，这个产品应该说我们感觉既不同于

传统的光伏行业这种大型的，也不同于原来家电行业。因为这个需要从一开始，

我们不管是 3G瓦还是 5G瓦，都是一个小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源头开始，从设

计，从屋顶，从各个方面就得需要去有技术支持，包括整体的安全性，从后期的

运维，包括发电量。从整个来说，我们目前感觉对于整个我们户用系统推广最大

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标准严重缺失，我们系统的标准目前为止各家有各家

的系统，整个国内没有。太阳能热水器有能效标识，标识对消费者就可以有一个

很清晰的认识，昨天我们在成立联盟讨论的时候，大家提出来，现在可以做到 5

块多钱 1瓦，我跟大家讲我时常产品，可以卖到 10块钱 1瓦，不存在。我对用

户有了口碑，这个时候更多是思考能不能在行业内尽快把我们户用系统做成一个

整体，类似于能效标准，对于我们在座的这些大的企业，或者产品体量好的企业，

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应该说市场潜力非常大，各种商业模式，根据我们不同

的厂家去设计。

目前我感觉力诺瑞特这种模式，我跟经销商网络前期都是以工程安装，自己既安

装也进行销售，也进行后期服务，这样的话保证了全过程的运维，这是我谈的对

于户用市场最大的痛点，让老百姓清清楚楚认识到，什么东西是最好的。



第二点，刚才章主任谈到的光电和建筑一体的概念。我们力诺瑞特合资从 2001

年开始，我们是引进到中国市场，当时第一个合资的初衷，就是把国外这种分体

式技术引进到国内。我们 2002年开始在国内推广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一直不

遗余力的在推广，但是前期，刚才讲了，我们太阳能热水器，仅仅和建筑进行

1.0时代，就是简单的叠加，进入 2.0时代，我们出一些标准，跟地方上前期联

合，包括上海，包括浙江，包括山东的，我们参与地方的一些标准，到最后通过

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刚一开始说行业内很多人感觉太阳能建筑一体的结合，不

是天方夜谭吗？让一开始产品从不成熟，随着技术的进步，随着我们不遗余力的

去改变，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从房地产，从设计阶段就已经，从设计院就考虑进

去。所以我想对于太阳能，对于建筑一体化，光伏建筑一体化，这个需要我们在

座各位共同努力，我们要积极参与，各个地方的标准，谢谢大家。

常依斌：高总提到，热水器从 1.0简单的安装，类似于我们现在户用系统一样，

各家有各家的标准，各家有各家的操作，都是根据客户的不同，然后做一个简单

的安装。我想在昨天的分布式联盟成立的时候也讲到，我们大家重点关注的也是

一个标准的成立，也是整个联盟把整个行业做一个良性发展和良性循环，包括可

持续发展，给社会带来社会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多是客户的利益，标志着我们户

用分布式系统在 2.0行业的发展，行业发展过程中，中电在行业里面，我们都会

碰到，在不同场合都会碰到中电做户用分布式的应用，在中国发展起步也是比较

早，发展的情况也是比较好。

下面有请中电金屋顶光伏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罗玉川跟我们分享一下。

罗玉川：其实这个研讨会我是期盼已久，我本人对光伏行业从业时间不太长，但

是正是因为从业时间不太长，然后也就看到光伏行业有一些可以值得大家一块探

讨的问题。

第二块，我介绍一下中金电屋顶，是集团在 2013年做战略调整的时候，然后我

们当时看到了很清楚的市场，这个市场就是未来的城市屋顶这一块，一定会出现

像以产品以品牌为品类的一些公众的公司，一定出现在老百姓口碑中，一定会出

现像格力空调，像大金空调，这样一些品类性的强势品牌。为了这样一种趋势的

话，我们集团拿出了一些精力，包括研发、制造，我们进行了一个高度的融合，

做了一个产品。中电金屋顶光伏电站，目前有两个系列，一个是户用的，一个是

商用的。就是产品，我们不把它去说是系统，是说什么工程，这是一块，中电为

什么要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现在怎么做呢？我们做这一块有三个坚持，一

个我们就是一个牌子，一个产品，我们是一个制造商，是一个品牌商，也就是坚

持以品牌为中心，以品牌为导向，这是第一个坚持。那么第二个坚持，我们坚持

以合作伙伴的建设去沉淀这个市场。目前呢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从事光伏行业

的，也是说有 10多年这样的经验，或者是说进入这个市场，其实我们看这个行

业，相对来说还是蛮年轻的，还有很多的不成熟，有浮躁的成分，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说，毕竟这是一个很大的行业，我们要调动全国的很多的社会资源去做这个

事情。也就是要有一个合作伙伴的计划。当然这个合作伙伴可以不同层次去说，

因为对于合作伙伴的理解，每一个品牌企业每一个集成商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这是对合作伙伴。

另一块，我们要做这个业务，要把这个业务形成闭环，仍然是要有合作伙伴，

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以一种开放，品牌开放的心态，让更多的让参与这个行业，

这是我们在做的。应该说我们目前参与这个行业的已经有一些，有很多一些企业

都在这样去做，这是我们坚持的第二点。

坚持的第三个，我们认为无论是户用还是屋顶式，就是说商用屋顶式的，其实有

一些有金融属性的，我们还是坚持用一些投资的思维也好，方式也好，游戏规则

也好，去带动屋顶分布式的一个业务建设，这是一块。

价格昨天我们晚上也谈到这个问题，其实价格，我们不用去谈的太多，因为毕竟

售电用户都正常，良性的基础上要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产品，我们不能单纯的

谈价格，产品质量是第一位的，因为有了产品才有口碑。跟我合作伙伴所有的场

合，我们都可以去承诺，我们目前的能够去承载这样一个产品形式，能够对于产

品的认识，另外一块，我们也有一个愿景，我们也希望中电金屋顶和我们的合作

伙伴一道，当然也包括我们行业圈，从事屋顶光伏产品或者是系统，或者是各个

环节的一些贡献者，我们一块来为中国的屋顶分布式事业做出一些贡献。我们实

实在在的期望能够让天下的屋顶都成金块，这就是我们中电金屋顶的一个美好的

期望。我们也将一直这样做下去，谢谢大家。

常依斌：非常谢谢罗总的分享。这个行业还是在起步的阶段，也必须需要一些新

生的力量，比如说像北京的清芸阳光这种新生的公司，而又有科技含量的公司，

也需要像赵总这样的人才，我希望赵总用三句比较简练的话来表达我们对整个户

用分布式系统的项目和整个模式的分享。

赵国军：朋友们好，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叫赵国军，是来自清芸阳光的。我们

公司比较年轻。清芸阳光主要做什么呢，清芸阳光在光伏这个领域刚刚成立 1

年，背靠启迪，做光伏还有其他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包括我们的运维监督

系统，也是依靠清华技术总结提高研发出来的，对于分布式这一块，我用三句话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我觉得分布式用三句话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第一，屋顶

分布式的前景非常美好。第二是现在存在比较多的问题，第三我们共同努力是

可以实现这个屋顶分布式的，包括新能源还有光伏事业的发展。其他的领域我就

看看主持人再简单介绍我们公司的情况。

清芸阳光成立的时间确实非常新，在座的大多数确实是第一次听说。清芸阳光本

身没有更多可介绍的事情，我们上游的两家公司，一家是启迪，一家是清华。启



迪布局清芸阳光之后，整个新能源光伏的投资的决心还是非常大的，成立一年之

后我们在三个方向吧，一个是大型的电站，集中式电站上面有一些突破，做了一

些业绩，屋顶大型的分布式也做了非常多的项目，户用型我们是非常关注，然后

也非常有信心能够将来做好。像刚才专家说的那样，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优势，

我们更多都是整合资源，整合我们自己的科技地产板块的屋顶资源，另外还有就

是分销网络上面，我们也很早就进入了太阳能光热的领域，清芸阳光也是做的光

热，本身有比较好的渠道，后期在屋顶这一块户用分布式，我们还会整合我们这

种资源，然后继续推进这种分布式的发展，关于户用分布式分布式的现状是非常

有些困难的，但是我相信从国际国外的经验来看呢，国内现在还是滞后于国外的

发展的，不是说规模上，规模上中国已经发展的非常快了，总量上已经超过欧洲

了，发展模式上来说呢，个人感觉国外的，主要是欧洲发展是非常的完备的，

国内相对他们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有些滞后的。

但是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信心，从发展规律上来说，我们前途还是比较大

的。今后清芸阳光在继续做好大型的电站，还有商业型电站的基础上，全力推进

我们这种分布式的推广，哪怕有一个客户，或者一个业主，我们也全力去争取，

为我们的户用分布式做一个共享，为我们整个的新能源领域的发展做一份贡献。

谢谢大家。

常依斌：近几年有一句话，中国的光伏行业已经占据我们全球产能的 60%以上，

是吧？所以呢，我们相信既然中国的光伏行业可以那么好的服务于世界各国人

民，为什么就不能够很好的服务于我们中国人民呢？刚刚通过第一组嘉宾，每个

人光伏，我一直认为光伏人是这样的，是有财富，有梦想的，大家都是有激情的，

有这样一群光伏人，我们相信我们会有很好的产品，很好的体验服务于中国的户

用分布式市场。中国在 2020年计划要做 200万户，我们假如说一户做 3千瓦，

2020年光伏扶贫，定点扶贫实现是多少呢？6个 G瓦，这还是少数，何况我们

户用市场，除了定点之外，还有一个商品化的市场。加在一起在未来的 5年之内，

整个市场是足够大的，政府的决心也是足够大的，剩下就看我们交付什么样的产

品跟服务，或者说什么样的产品与技术，来钩起整个中国市场。无论是金屋顶的

概念，还是会生钱的屋顶概念也好，我信任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