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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能源局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统计

    2017年上半年光伏发电市场规模快速扩大，新

增光伏发电装机2440万千瓦，其中，光伏电站1729

万千瓦，同比减少16%；分布式光伏711万千瓦，同

比增长2.9倍。到6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02亿千瓦，其中，光伏电站8439万千瓦，分布式

光伏1743万千瓦，占比17.08%。

一、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现状



 

   由西北地区向中东部地区转移，华东地区新增装机为

825万千瓦，同比增加1.5倍，占全国的34%。华中地区新

增装机为423万千瓦，同比增长37%，占全国17.3%。西北

地区新增装机为416万千瓦，同比下降50%。

    分布式光伏发展继续提速，上半年浙江、山东、安

徽三省新增装机均超过100万千瓦，同比增长均在2倍以

上，三省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占全国的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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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现状

 利好-脱硫煤标杆电价上调

序号 地区 价格（分/kWh）

1 江苏 1.3

2 陕西 1.99

3 河南 2.28

4 山东 1.88

5 广西 0.67

6 重庆 1.68

7 天津 1.41



二、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开发要点

 2.1 开发前期条件

序号  名称

1  房屋产权证明（土地证、规划证、房产证）

2  租赁合同 

3  荷载复核报告

4  房屋和土地抵押查封情况

5  备案

6  电网接入报告及批复

7  图纸（结构图、建筑图、总图、管线图等）

8  屋顶照片（屋顶照片及周边环境照片）



二、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开发要点

 2.2  荷载承载核算

Ë 1.承载核算前的准备工作

Ë a.竣工图纸的收集

Ë 主要内容包括：建筑竣工图、结构竣工图、以

及相关设备主业在屋面或者吊顶中的设备平面

布置图等。

Ë b.建筑现状

Ë 核实屋面设备，彩钢瓦屋面是否存在锈蚀，彩

钢瓦的波型和间距以及室内是否存在吊挂。



Ë （1）建筑图纸中需要注意的细节：

Ë 建筑已经使用年限

 屋面的性质：混凝土屋面（上人屋面、不上人

屋面）、彩钢瓦屋面（彩钢瓦类型、保温材料

的厚度、女儿墙高度、排气扇大小及高度，彩

光带）

Ë （2）结构图纸中需要注意的细节：

 项目概况：1）抗震设防烈度，2）恒载、活载标

准值，3）特别标明的吊挂荷载。4）图纸时间，

设计依据和软件版本。

 恒载标准值：根据实际使用建筑材料料进行核算。

 注意吊挂部分荷载，一般会在说明中标明，或者与

屋面材料恒载合算。

 复核所需图纸：1）钢架平面布置图，2）钢架详

图，3）檩条平面布置图，4）檩条节点图。5）墙

檩布置图。

 2.2  荷载承载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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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 （3）结构软件分析中需要注意的细节：

Ë 檩条部分

Ë 檩条作为敏感结构构件，需采用当地100年一

遇的雪压来进行验算。

Ë 檩条的规格Z型，C型。（涉及到简支檩条或

连续檩条，如连续檩条则需明确搭接长度）

Ë 拉条对檩条翼缘的限制作用（依据来源：现

场照片或图纸详图）

Ë 门式刚架的规范在2016.08.01进行过更新，

需与甲方进行明确规范的版本号。

 2.2  荷载承载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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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刚部分

明确分析软件的版本，门刚分析软件与规范均有更新，需

明确使用版本，结果会产生较大的差异。

2016.08.01之前，采用的规范为CECS 102：2002（门式

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2012版）），2016.08.01

之后，采用的规范为GB51022-2015（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

技术规范）

完全根据收集的图纸进行模型的还原，不能遗漏构件。

 2.2  荷载承载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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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系统设计要点

3.1  组件布置-根据荷载

以梁为中心对称排布组件满布置组件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系统设计要点

3.1 组件布置-考虑后期运维检修

           满布置组件间隔布置组件            中间很难检修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系统设计要点

3.1 组件布置-优化设计

苏州地区 北坡5度倾角

投资高1.8%

发电量提高5%

彩钢瓦屋面北坡带倾角设计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系统设计要点

3.1 组件布置-优化设计

混凝土屋面

组件倾角安装

最佳倾角

最佳倾角降低5度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系统设计要点

3.2 关键设备选型

（1） 电池组件

高效电池组件；

N型双面电池组件；

减少电缆用量、支架用钢量；

减少线损，提高发电量。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系统设计要点

3.2  关键设备选型

（2） 逆变器

采用组串式逆变器或者集散式逆变器

组串式逆变器不占用地面场地

减少土地协调和纠纷

安装、检修方便

损坏可直接更换，不会影响大规模停止发电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系统设计要点

3.2 关键设备选型

（2） 逆变器和箱变超配

 根据不同区域辐照情况，可采取1.1~1.25倍超配

序号 名称 组件数(件) 组件功率(Wp) 50kW逆变器(台
) 总容量（kWp） 箱变（功率数量）

1 1# 单元 6444 270 30 1739.88 1600kVA 
2 2# 单元 3984 270 20 1075.68 1000kVA 
3 3# 单元 6468 270 30 1746.36 1600kVA 

小计 16896 80 4561.92 3

天奇股份4.5MW屋面分布式光伏电站 逆变器、箱变配置表

 节省约35万投资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系统设计要点

3.3  电缆敷设

屋面桥架电缆敷设 散热问题 

桥架太小，电缆紧密

散热不好，容易发热产生火灾
托盘桥架

T型桥架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系统设计要点

3.4  支架及基础设计

严格按照规范设计

设计使用年限最少25年

支架材料强度及连接节点

设备基础配重

基础太小

强度不够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系统设计要点

3.5  防水设计-混凝土屋面

混凝土屋面老化、开裂

保证电站25年寿命做防水设计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系统设计要点

3.5  防水设计-柔性PVC屋面

支座固定 防水处理 支架安装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系统设计要点

3.6 考虑施工和运维通道

彩钢瓦屋面施工通道

避免组件安装踩踏 产生隐裂

避免后续不方便运维

施工通道 运维通道



四、天奇新能源简介及项目案例

  天奇股份位于中国无锡，创建于1984年，

2004年6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技术和销

售在国内处于同行业首位。主要产品汽车总装

线国内占有率70%。



四、天奇新能源简介

江苏天奇新能源集成有限公司是天奇股份旗下的新能源公司，主要从

事分布式能源项目开发、投资、EPC、咨询设计。公司下属四川协合电

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拥有新能源乙级设计资质等。

工程咨询设计 工程总承包工程投资



四、天奇新能源简介
  

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



四、天奇新能源简介

合作伙伴



五、天奇新能源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案例

天奇股份4.5MW屋面分布式光伏电站



五、天奇新能源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案例

湖北红安经济开发区25MW屋面分布式光伏电站



五、天奇新能源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案例

苏州高新区10MW屋面分布式光伏电站



五、天奇新能源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案例

合肥2+2.5MWp屋面分布式光伏电站



江苏天奇新能源集成有限公司

四川协合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777号A3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