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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高效

尽量减少透镜变形并保持其清晰度是保证设备高效的关键所在。如

今的技术实现了使用体积更小的外壳容纳更多电子设备的要求，但

也因此带来内部温度升高的弊端。因内部较高温度与外部不断变化

的环境条件而造成的压差会导致水份的进入，并会使污物沉积在透

镜表面，因而降低其工作效率。

提高集成度和自动化

技术的快速变革增加了对系统设计、零部件集成、性能测试和设

备制造方面灵活性和快速原型开发的需求。对采用自动化技术的

生产过程而言，易于安装是产品实现快速上市进而取得成功的关

键因素。

降低成本

为了防止液体、污物和凝露进入，设计更加坚固耐用的外壳通常被

认为是可确保持久防护的解决之道；然而，坚固耐用的设计会增加

制造成本，却无助于解决存在压差这一根本成因，因而也无法解决

保养及维修成本增加的问题。

延长产品寿命，满足客户期待 

安装太阳能系统需要大笔投资，因此，无论应用环境如何，您的客

户都会期待设备能持续可靠地工作至少20年。必须要保护这些系

统免受严酷环境条件的影响，因为它们会损害太阳能电池，增加保

修索赔，导致客户不满。

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戈尔帮助您 
在快速变化的行业内一路领先

得益于新技术的开发和效率的提高，太阳能行业正在经历飞速的变

化。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电子设备也变得更加复杂。而您的客户期

盼系统的使用寿命能超过二十年。理解这些复杂系统的挑战以及它

们的变革方式，是唯一的制胜之道。我们期待与您合作，携手打造

一款防水透气解决方案，它将大幅提升您太阳能系统的可靠性。

戈尔产品的设计、尺寸和外形丰富多样，能非常方便地集
成到您的太阳能产品外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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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允许空气通过防水透气膜，
以此来均衡壳体内外压力

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允许水蒸汽分子通过透气膜，
因而能减少凝露的形成。

面对的挑战： 
太阳能系统的内压积聚、污染、进水和凝露

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可均衡压力

从每天日出开始，太阳能电池就会产生源源不断的能量，同时其内

部温度也会随之升高。当内部温度快速变化时，压差便不约而至，

有时甚至可高达200 mbar (3 psi)。压差变化会导致在外壳密封圈中产

生极大的应力，并最终使其失效，导致水分和其他污物进入外壳。

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戈尔帮助您 
在快速变化的行业内一路领先

TM

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可提供对液体、灰尘、污垢
以及其他污物的持久防护作用。

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可防止污染

通常而言，将电子设备放入坚固耐用的外壳中是工程师们应对污染

的首选方式。为了均衡压力，他们曾经采用过曲径和开孔，但这些

方式显然无法用于太阳能设备，因为风力驱动的雨水、灰尘和其他

颗粒物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些开口。

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可减少凝露

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虽然会阻止水的入侵，但水蒸汽却能通过

微孔透气膜扩散，从而可以减少外壳内壁上凝露的形成。第三方研

究显示，凝露的危害比雨水更大，因为它们会一直留在表面。凝露

会造成腐蚀，进而损坏透镜、太阳能电池和外壳。

在未采用防水透气产品的外壳内，经历反复温度循环后，70 mbar (1 psi)的
压力会导致密封圈发生泄漏。而采用防水透气产品的外壳能够均衡压力，
防止密封圈发生泄漏。



值得信赖的戈尔专家会为您的太阳能应用 
量身打造出色的防水透气解决方案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跟踪系统的性能及可靠性， 
Zimm Solar GmbH公司安装了戈尔的高透气量卡扣

型防水透气产品，以保护机械组件免受污物和腐

蚀的影响。

Enecsys Europe GmbH公司选用戈尔®卡扣型

防水透气产品来防潮，以减小其微型逆变器所

受的腐蚀。

安装在Valldoreix大型CPV模
块上的戈尔®XL防水透气产品 
起到了均衡压力、提高设备
工作效率的作用。

凭借在太阳能行业十多年的成熟专业技术知识，戈尔已确立了针对

高可靠性及高性能产品的新标准。您可以将我们的应用工程师当成

您设计团队中的一员，他们会为您提供从初始产品概念到生产流程

集成的全程协助。

Mencke & Tegtmeyer GmbH公司通过安装戈尔®

螺纹型防水透气产品来降低辐照度传感器外
壳中形成凝露的可能性，从而保证了设备的
可靠性。

借助于戈尔®卡扣型防水透气产品提供的防

护屏障，Delta Energy System减少了因液体

进入而造成的潜在腐蚀问题。

安装在Tyco Electronics接线盒中的戈尔® VE0001SLR
焊接型防水透气产品可阻止水份的进入，从而避免

腐蚀和短路。

戈尔积极响应太阳能行业的需求，提供：

• 为您量身定制、可提高您产品的可靠性、耐久性和盈利能力

的防水透气解决方案

• 在产品生命周期全程为您提供服务的全球研发及工程团队

• 提高产品可靠性的严格性能测试

• 可缩短产品设计流程的快速试样

• 通过采用多种安装选择来提高生产灵活性

• 提供易于集成到任何外壳中的防水透气产品

我们为您提供的不仅仅是防水透气产品—我们提供的是全方

位的服务解决方案。



均衡压力
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通过均衡压力，让流动空气持

续穿过透气膜来降低IP65等级（或更高等级）外壳密封

圈的应变。

防止污染
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可持续屏蔽液体、昆虫、盐、

沙子甚至灰尘等污染物，保护敏感的电子元件，提高

其稳定性。

减少凝露
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允许水蒸汽通过微孔透气膜扩

散，从而可以极大程度地减少凝露，进而提高设备的输

出功率并减少内部组件的损坏。

轻松集成

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的设计和尺寸多种多样，包括

螺纹型、卡扣型和焊接型构造，能够轻松集成到任何外

壳设计中。

延长使用寿命
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通过释放压力、减少凝露来延

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完全无需使用更牢固的密封圈、附

加螺栓或其他加固方案。

满足行业标准
戈尔通过遍布全球的精密实验室，对防水透气产品进行

测试，以使其满足严苛的UL、TÜV和IEC外壳保护标准协

议规定。

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为您的太阳能设备带来诸多益处 

别让污染、进水和凝露问题 
造成金钱损失或客户流失 

接线盒
水会导致接线盒中的电子设备腐蚀和短路。通过均衡接

线盒内部压力，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可防止外壳密

封圈中产生应力，因此避免了水份的进入。

组串汇流箱
无论组串汇流箱的尺寸和体积如何，戈尔都能为其量

身定制防水透气解决方案，以确保密封圈和密封垫圈

的可靠性，防止连接器因进水而造成短路。

微型/串型逆变器
腐蚀作用会迅速破坏微型/串型逆变器内部的敏感电子

设备。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通过提供对水、油和其

他液体的持久防护来防止发生损坏。

CPV模块
CPV模块尺寸较大，这使它们更易受到因温度变化造成

的压差影响。安装了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的外壳可

均衡压力，提高工作效率。

跟踪设备
跟踪系统的机械组件暴露于水或其他污物中时会受到

损坏。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可阻止水和其他污物进

入，防止其造成腐蚀。

监控设备
凝露现象会损坏控制元件的性能。由于水蒸汽能轻松通

过透气膜扩散，因此戈尔®防水防尘透气产品能减少外

壳内形成凝露的可能性。

适合各种太阳能应用的防水透气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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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工业用途。不适用于食品、药品、化妆品或医疗设备等制
造、加工或包装作业。
本文所有技术信息和建议都依据戈尔公司先前的经验和/或试验结果。戈尔公司尽力提供这些信息，但对此不承担法律责

任。客户应检查具体应用中的适应性和可用性，因为只有具备了所有必要的工作数据才能判断本产品的性能。

上述信息可能会不时变更，不作为产品规格使用。 

戈尔公司的销售条款适用于戈尔产品的销售。

GORE, GORE-TEX及其设计是W. L. Gore & Associates（戈尔公司）的注册商标。

© 2012 W. L. Gore & Associat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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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工业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南京西路1468号中欣大厦43楼 邮编：200040 
电话：86-21 5172 8299 • 传真：86-21 6247 9199 
电邮：info_china@wlgore.com

gore.com/ptvchina

W. L. Gore & Associates 
公司简介

戈尔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研发和产品创新的技术驱动型公司，以防水

透气型GORE-TEX®纺织物闻名于世。戈尔产品涉及领域极其广泛，

从高性能纤维和植入式医疗设备，到工业部件和太空电子产品，几

乎无所不在。多年来，戈尔的产品始终屹立于开创性解决方案的前

沿，其产品专为具有挑战性的应用而设计，能够提供这些应用所需

的持久性能。

近三十年来，戈尔一直致力于为全球各种挑战性应用提供防水透气

解决方案——其应用范围包括：太阳能、照明、安全、电信和其他

电子系统；汽车和重型车辆；化学和农业包装。戈尔的防水透气产

品设计采用了戈尔最新材料和技术，凭借多年的研发和测试，可延

长客户产品寿命并提高可靠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这些防

水透气产品能够满足具有挑战性的环境和当今技术的应用需求。

戈尔的总部位于美国，目前在全球30个国家拥有约10,000名员工。

戈尔在1958年成立后不久即开始在欧洲开展业务。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gore.com/ptvchina。

 

请联系戈尔，以了解适
合您独特应用的戈尔®

防水防尘透气产品

全球各地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