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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发电装机继续呈现爆发式增长势头，新增并网装机容量再创新高。根据中

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快报数据 ，2017年，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5306万千瓦，

同比增长68.3%。太阳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火电新增装机容量，成为新增装

机规模最大的电源，约占全年电源新增装机容量的40%，约为当年风电新增装机的2.7倍。

其中，光伏电站新增装机约3362万千瓦，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1944万千瓦，占光伏

发电新增装机的比重接近40%。

2010-2017年我国光伏发电逐年新增装机容量

一、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现状

（1）光伏发电发展总体情况

2017年我国电源新增装机构成



中国光伏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突破1.3亿千瓦。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快报数据 ，2017年，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13025万千瓦，同比增长

68.7%。太阳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站电源装机的比重已超过7%。其中，光伏

电站装机10059万千瓦，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超过2966万千瓦。



分布式光伏呈现爆发式增长，发展进入新元年。截至2017年，我国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

容量达到2966万千瓦，是2016年的三倍。分布式光伏主要集中在“三华”（华东、华北、华

中）地区，合计占分布式光伏总容量的92%。分布式光伏累计并网户数74.28万户，约为

2016年的4.3倍；新增并网户数53.94万户，约为2016年的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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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布式光伏发展情况

2011-2017年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容量 2017年分布式光伏分区域装机占比



2017年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容量超过百万的省份 2017年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超过百万的省份

分布式光伏地区发展不平衡。从累计装机容量来看，8个省份分布式光伏累计并网容量超

过百万千瓦，其中浙江省接近500万千瓦；从新增装机容量来看，7个省份分布式光伏新增并

网容量超过百万千瓦。



从分布式光伏装机构成来看：

 从用户类型来看：居民和一般工商业比重占27.4%；

大工业占37.3%。

 从运营模式看：以全部上网为主，余电上网为辅，全

部自用比例仅为3.5%；

 从接入电压等级来看：以10千伏及以下为主，35千

伏并网容量占比不到20%。

2017年并网分布式光伏类型构成 2017年并网分布式光伏接入电压等级构成

2017年并网分布式光伏运营模式构成



2013-2016年居民户用光伏并网户数 2013-2016年居民户用光伏发电系统累计并网容量

居民分布式光伏增长。国家电网经营区居民分布式光伏累计并网容量375万千瓦，约为

2016年的4倍；并网户数39.6万户，约为2016年的4.3倍。



二、分布式光伏发展新形势

一是规范分布式光伏项目管理。着力加强光伏发电行业管理，规范行业

发展，避免行业出现大起大落。近期若干相关文件开展讨论或征求意见。

（一）《关于完善光伏发电建设规模管理促进光伏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有关要求》

（二）《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分布式发电管理办法》（修订）

（四）《分布式电源并网技术要求》（GBT 33593-2017）已于2017年12月颁布

（五）《分布式电源并网运行控制规范》（GBT 33592-2017）已于2017年12月颁布



二是积极开展分布式光伏市场化交易，创新分布式光伏运营模式，探索补贴拖

欠问题解决之道。一方面随着新能源规模不断扩大，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补贴退坡已是大势所趋，分布式光伏也没有例外。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7]1901号）

（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补充通知（发改办能源〔2017〕

2150号）

（三）《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审核办法》（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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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4号）、《 关于

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按照电量补贴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13〕390号）：

大力开拓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鼓励各类

电力用户按照“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电网调

节”的方式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工商业企业、工业园区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

统；

学校、医院、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居民社

区建筑和构筑物的小型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结合建筑节能加强光伏发电应用，推进光伏

建筑一体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支持光伏发

电应用；新城镇、新农村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

新能源智能微电网试点、示范项目

偏远地区及海岛光伏发电

 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实行备案管理，豁免

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发电业务许可。

 对不需要国家资金补贴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如具备接入电网运行条件，可放开规模

建设。

申请补贴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按照程序完成备案。具体备案办法由国家能源

局另行制定。

 项目建成投产，符合并网相关条件，并完成并

网验收等电网接入工作。

补贴支付：电网企业根据项目发电量和国家确定的

补贴标准，按电费结算周期及时支付补贴资金。

一、分布式光伏项目管理



2013年11月，国家能源局出台《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能新

能〔2013〕433号）规定：

规模管理：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依据全国太阳能发电相关规划、各地区分布式光

伏发电发展需求和建设条件，对需要国家资金补贴的项目实行总量平衡和年度指导规

模管理。不需要国家资金补贴的项目不纳入年度指导规模管理范围。

项目备案：省级及以下能源主管部门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实行备案管理。对个

人利用自有住宅及在住宅区域内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由当地电网企业直接登

记并集中向当地能源主管部门备案。

计量与结算：享受电量补贴政策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由电网企业负责向项目

单位按月转付国家补贴资金，按月结算余电上网电量电费。



充分利用具备条件的建筑屋顶（含附属空闲场地）资源，鼓励屋顶面积大、

用电负荷大、电网供电价格高的开发区和大型工商企业率先开展光伏发电应

用

建筑光伏：公共机构、保障性住房和农村；火车站（含高铁站）、高速公路

服务区、飞机场航站楼、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建筑、大型体育场馆和停车场等

公共设施

因地制宜利用废弃土地、荒山荒坡、农业大棚、滩涂、鱼塘、湖泊等建设就

地消纳的分布式光伏电站。

 在地面或利用农业大棚等无电力消费设施建设、以35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

接入电网（东北地区66千伏及以下）、单个项目容量不超过2万千瓦且所发电

量主要在并网点变电台区消纳的光伏电站项目

纳入分布式光伏发电规

模指标管理

对各类自发自用为主的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可申

请追加规模指标。

利用建筑屋顶及附属场地

建设的，在项目备案时可

选择“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或“全额上网”中的

一种模式

2014年9月，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的通知》（国能新

能〔2014〕406号），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首次提出分布式光伏电站

概念。



2015年3月，《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2015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能新能【2015】73号）：对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及全部自发自用的地面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不限制建设规模，各地区能源主管部门随时受理项目备案，电网企业及时办

理并网手续，项目建成后即纳入补贴范围。

国家电网《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项目抄表结算工作的通知》：全额上网分布式项目

在进入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前暂停补助资金结算，待财政部公布目录以后再行结算。请

各单位及时做好和发电项目用户的解释工作，保证分布式光伏电站补助资金稳妥发放到

位。



2016年6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源局关于完善光伏发电规模管理和实行竞

争方式配置项目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

〔2016〕1163号）扩大了不限规模分布

式光伏发电：

 利用固定建筑物屋顶、墙面及附属

场所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

 全部自发自用的地面光伏电站项目；

 结合电力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开展市

场交易试点地区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光伏扶贫中的村级电站;

分布式光伏发电从补贴结算管理来分：

 户用光伏，即自然人“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分布式光伏，按电费结

算周期发放补贴。

 非自然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分布式光伏（对未纳入目录的非自

然人分布式光伏项目补贴政策不明

确）；

 全部自发自用的地面光伏电站项

目，纳入补贴目录管理



2018年2月，《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修订)》（讨论稿）：

自用为主、余电可上网（上网电量不超过50%）且单点并网，总装机容量不超过

6MW的小型光伏发电设施。

全部自发自用，总装机容量大于6MW单不超过2万kW的小型光伏电站。

2018年3月，《分布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修订)》（讨论稿）：

 接入配电网运行，发电量就近消纳的中小型发电设施，以及有电力输出的能源量综合利用

系统。

 分布式发电接网电压等级在35千伏及以下的，单体容量不超过2万千瓦（有自身电力消费的，

扣除当年用电最大负荷后不超过2万千瓦）；接网电压等级在110千伏的，单体容量不超过5万

千瓦且在该电压等级范围内就近消纳。



二、分布式光伏并网管理

《分布式电源并网技术要求》（GB/T 33593-

2017），2017年5月12日发布， 2017年12月1日正式

实施。

适用范围：通过35kV 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电网的新建、改建

和扩建分布式电源

电能质量：通过通过10kV（6kV）～35kV电压等级并网的分

布式电源发出的电能质量（谐波、电压偏差、电压不平衡度、

电压波动和闪变应满足相关技术要求。

功率控制和电压调节：通过10kV（6kV）～35kV电压等级并

网的分布式电源的启停、有功功率控制、无功电压调节等方面

应接收和执行电网调度机构的控制指令。

运行适应性：通过应满足10kV直接接入公共电网以及通过

35kV 电压等级分布式电源应具备低电压穿越能力，具备耐受

频率异常的能力

通信与信息：通过10kV（6kV）电压等级直接接入公共电网，

以及通过35kV 电压等级并网的分布式电源，应采用专网通信

方式，具备与电网调度机构之间进行数据通信的能力。



《分布式电源并网运行控制规范》（GB/T

33592-2017），2017年5月12日发布， 2017年12月

1日正式实施。

适用范围：通过35kV 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电网的新建、

改建和扩建分布式电源

 并网/离网控制

 有功功率控制

 无功电压调节

 电网异常响应

 电能质量检测

 通信与自动化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

 防雷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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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布式电源市场化交易相关文件



一是分布式发电获得供售电资格。分布式发电可就近与用户开展直接交易（原

则上限制在接入点上一级变压器供电范围内），突破了以往分布式发电“全额上网”

或“优先自用、余电上网”为主的经营模式，提出了直售电（分布式发电项目与电

力用户进行电力直接交易）和代售电模式（分布式发电项目单位委托电网企业代售

电）两种创新模式。

二是推动形成发配售储用一体化的新型商业模式。随着“增量配电网放开”、

“互联网+智慧能源”、“多能互补”、“新能源微电网”等多批试点、示范项目

陆续实施，分布式发电参与市场交易，将进一步推动分布式发电集成储能设施、电

力需求侧管理、电动汽车等综合服务，形成集发配售储用于一体的新型商业模式。

（一）文件出台四大意义



四是以市场化方式推动分布式能源发展，降低度电补贴额度。《通知》提出：

一是纳入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成后自动纳入可再

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范围，按照全部发电量给予度电补贴。二是光伏发电在当地

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度电补贴标准基础上适度降低。

单体项目容量不超过20兆瓦的，度电补贴需求降低比例不得低于10%；

单体项目容量超过20兆瓦但不高于50兆瓦的，度电补贴需求降低比例不得低

于20%

三是提高分布式发电项目总体收益。参与市场化交易将会提高上网电量的度电

收入，从而提高项目总体收益。对山东、江苏、安徽、浙江四个分布式光伏项目较

多的省份进行估算，相比于全额上网，参与一般工商业用户电量交易的度电收入可

增加15%～29%。



 “就近消纳”替代“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分布式 OR 分散式？

 “过网费”替代输配电价，交叉补贴收还是不收？

 “35千伏、20兆瓦”提高到“110千伏、50兆瓦”。接网电压等

级在35千伏及以下的项目，单体容量不超过20兆瓦单体项目容量超过

20兆瓦但不高于50兆瓦，接网电压等级不超过110千伏且在该电压等

级范围内就近消纳。

（二）文件出台三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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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配合开展相关工作。国家电网

公司积极支持分布式电源的发展。要求

各单位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试点方案

编制和试点开展工作，主动作为、先易

后难、稳步推进，并加强试点项目并网

和运行管理。

二、国网公司开展相关工作

（一）转发试点文件



国家电网打造国内最大的“科

技+服务+金融”光伏云网，满足分

布式光伏业主、投资商、生产商、运

营服务商、金融机构，各级政府和公

司服务的需要。

2017年，国网经营区域内分布

式光伏项目全部接入光伏云网。光伏

云网平台入驻优质供应商271家，上

架单品628件，实现交易37.38亿元。

国家电网分布式光伏云网“光e宝”，

为分布式光伏发电用户提供“线上并

网”、“光伏运维”、电费结算和补

贴代发等功能。

（二）打造光伏云网



（三）开展试点地区分布式电源规模测算

（四）加强试点项目并网和运行管理

各省公司要开展分片区、分台区分布式电源渗透率测算，对分布式电源的消纳能力进

行评估分析，提出试点地区分布式电源接入规模上限，据此出具接入电网及消纳意见，引

导合理有序开发。

按照《分布式电源并网技术要求》开展分布式电源并网。现有分布式电源如参与试点，

须具备与调度机构安全可靠网络通信条件，提供实时准确的运行信息，确保可观、可测。

（四）做好试点交易组织实施

省电力交易中心牵头，完善交易规则和管理规范，在省级电力交易平台上建设分布式

发电市场化交易模块，不在市（县）公司组建交易平台。保持现有电费结算结费方式不变。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