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7 济南

PVT组件在分布式光伏项目中的应用探讨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China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分布式” 发展方向



能源现状

l 煤炭消费比例大，近年来略有下降

注1：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 注2：数据来自2017年“矿业汇”整理



能源现状

燃煤供暖合计81%；
燃气供暖为15%；
可再生能源供暖4%；
工业余热0.5%

注1：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建筑节能中心

l 燃煤供暖合计81%；

l 燃气供暖为15%；

l 可再生能源供暖4%；

l 工业余热0.5%



能源发展目标

注：数据来自《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

l 非化石能源消耗占比：

     2018年，占13.8%；

     2020年，占15%；

     2030年，占20%

能源替代方针：油气替代煤炭；

                        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l 天然气消耗占比：

     2018年，占8%；

     2020年，占10%；

     2030年，占15%



按照“集中为主，分散为辅”、“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原则，推进燃煤供暖设施清洁化改造，推广热泵、燃气锅炉、电锅炉、分散式电
（燃气）等取暖，因地制宜推广地热能、空气热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多能互补应用的新型取暖模式。
                                                                                                    ——《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的通知》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取暖等6个问题，都是大事，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关系北方地区广大群众温暖过冬，关系雾霾天能不能减少，是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农村生活方式革命
的重要内容。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言”

有效推进清洁取暖，加快调整能源结构。集中资源大力推进散煤治理，各地按照2020年采暖季前平原地区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
代的任务要求，制定三年实施方案。坚持因地制宜，合理确定改造技术路线，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
                                                                                     ——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政策导向



资源禀赋 冷热需求

能源需求：北方供暖需求

资源禀赋：北方有充足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

存在难题：能流密度低，间断性

匹配度高



“分布式” 发展现状

挑战 机遇

补贴政策力度降低

市场缺乏监管

前期项目开发难度较大

平价时代自发自用市场潜力大

“分布式”+多种技术融合

能源转型战略+光伏发展目标



“分布式” 发展方向

高效，太阳能利用率达60%；

清洁，零碳

适于推广在北方采暖地区

功率平衡；

能量平衡；

“分布式”+PVT组件 “分布式”+储能



PVT热泵技术



PVT组件

ØPVT——太阳能光伏光热联产系统

集太阳能光伏发电（PV）+太阳能集热器

（PT）为一体。

系统光伏发电的同时，收集其余的太阳辐

射及光电转换过程中的热能，产生热空气

或40~80℃的热水。

ØPVT在太阳能电池背板铺设流体通道带

走热量，光伏发电系统发电量提高8%；

Ø产生的热水可用于采暖和生活热水或者

跨季节供暖。



PVT组件技术参数



PVT组件技术参数



“分布式”+PVT组件

PVT应用场景和传统分布式光伏发电一致

酒店

医院

车棚

学校



游泳池电力和生活热水系统

居民楼电力和生活热水系统

“分布式”+PVT组件



Ø单体建筑

Ø区域能源站，在供电的基础上，更注重

区域内的生活供暖问题，能够为独立社区、

城市提供统一的供暖、热水、制冷、发电

等绿色能源，是可再生能源综合能源系统

应用的重要形式。

“分布式”+PVT组件



PVT+地源热泵系统由五大部分组成，分别是：

Ø 源端集能系统

Ø 地源热泵系统

Ø 储能系统

Ø 末端放能系统

Ø 智能控制系统

PVT热泵系统



Ø  春夏秋三季时，PVT吸收太阳能并转化成热能，

通过跨季节储能系统将热能储存，待冬季时，提取

储存好的热能，用于冬季供暖和全年热水。

Ø冬季时，PVT散热，待夏季制冷使用。

Ø PVT每天生产电能，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夏热冬用 冬冷夏用

PVT热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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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T热泵系统

降低背板温度，提高发电量12%。

PVT和地源热泵联供技术可获得的能量是传统PV板5倍。

对太阳能的利用效率高达64%



实际应用案例



案例一—湿地公园管理站

Ø地点：湿地公园管理站位于某地国家级湿

地公园内

Ø规模：集办公、宣教、科研、培训、管护

于一体的综合性办公楼，总占地面积3500㎡，

建筑面积为2518.66㎡。

Ø附近无市政热源

Ø功能需求：供暖、制冷、一年四季热水；



基本参数：

建筑热工设计地区分类  1区（严寒地区）

采暖室外计算温度      -16.6℃

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5.1℃

最冷月（12月）平均气温  -9.4 ℃

计算采暖天数          180天

极端最低气温          -31.4℃

极端最高气温          39.2℃

最大冻土深度          175cm

需求：

室内供暖温度：室内温度18～22℃。

夏季室内温度：室内温度25±1℃。

办公时段：08:00~17:00

案例一—湿地公园管理站



最大热负荷：128 kW

平均热负荷： 86 kW

最小热负荷： 48 kW kW

建筑逐时热负荷

系统配置：

Ø 超导能量板：6块

Ø 地源热泵系统： 1套（打孔占地面积减少30%）

案例一—湿地公园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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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湿地公园管理站

现场实景图



供暖季最冷月室内、外温度变化

温度

案例一—湿地公园管理站



建筑能源消耗图

电量

案例一—湿地公园管理站



建筑供暖季运行能耗对比图

能耗同期下降
19.08%

2017年供暖季未进行

储能，2018年供暖季

经过2018年春、夏、

秋三季储能。

预计2019供暖季能耗

同比下降约27%。

案例一—湿地公园管理站



Ø 园区地势平坦，排灌良好，交通便利；
Ø 年日照时数为3047~3222h，日均8.6h，光照资源充足；
Ø 平均无霜期160天左右，昼夜温差大；
Ø 水源：地表径流是黄河，地下水丰富，水质好，埋深50~150m。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基本参数：

建筑热工设计地区分类  1区（严寒地区）

采暖室外计算温度      -17℃

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4.8℃

计算采暖天数             180天

极端最低气温            -26.2℃

极端最高气温             38.7℃

最大冻土深度            178cm

近年最冷日温度曲线

温室蔬菜适宜温度

种类 白天气温℃ 夜间气温℃ 100mm深土温度℃
最高 适宜 适宜 最低 最高 适宜 最低

西红柿 35 20~25 8`13 5 25 15~18 13

黄瓜 35 23~28 10`15 8 25 18~20 13

辣椒 35 25~30 15`20 12 25 18~20 13

西瓜 35 23~28 13`18 10 25 18~20 13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冬季典型日单棚热负荷与接收太阳辐射

kW
℃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基本数据：

Ø土地可使用面积：100亩（ 5号地）

+25亩+15亩（ 2、3号地）

Ø棚型1：2亩砖墙日光温室大棚（全

钢骨架、覆盖薄膜、保温棉被）、7 m

棚间距

Ø棚型2：10亩玻璃温室

规划设想：

2、3号地：零炭产业园功能及展示区

Ø10亩玻璃温室大棚数量：1个（棚顶布置光伏）

Ø1000㎡保鲜库一座（布置PVT）

Ø500㎡能源站及展示中心（布置PVT）

Ø10个充电桩（棚顶布置光伏）

Ø30个停车位（棚顶布置光伏）

Ø就近布置PVT和光伏板，以期实现年内能量平衡

5号地：

Ø充分利用耕地资源布置棚型1；

Ø就近布置PVT和光伏板，以期实现年内能量平衡。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总图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玻璃温室、冷库、展示区规划

序号 区块 项目 需求量 单位 规划

1 玻璃大棚

占地面积 6758.4 ㎡

　
热负荷 576 kW

耗电量 638668 kwh/年

PVT板数量 164 块　

光伏板 1557 块 2088

2 保鲜库

热负荷 81 kW 　

PVT 14 块 120

光伏板数量 57 块 　

3 机房及展示厅 PVT 6 块 64

4 充电桩
功率 170 kW 　

光伏板数量 952 块 112

5 停车位 光伏板数量 　 块 336

6 PVT 电功率小计 184 块 184

7 光伏 电功率小计 759.26 kW 768.04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总图

Ø日光大棚数量：20个（2亩棚型）

ØPVT数量：252 块

Ø光伏装机：505 kW（PV）

Ø发电装机：581 kW（含PVT）

装机发电量与园区用电量基本实现年内平衡

据计算20个大棚年用电量为75.5×104kWh；

          装机发电量为76.1×104kWh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效果图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效果图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保鲜库

充电桩
车棚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示范大棚（ 1亩棚型 ）

蔬菜大棚剖面图

大棚面积：690㎡ ；

大棚末端：四周低温辐射供暖+风机盘管；

种植品种：西红柿、辣椒、西瓜等；

室内温度：≥12℃；≤33℃。

蔬菜大棚平面图

蔬菜大棚效果图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运行效果：

Ø种植品种：西红柿；

Ø室内温度控制：不低于15℃，高于30℃时打开通风换气；

Ø太阳能自然能源智慧系统经过示范大棚应用验证，即使在零下26℃的极端天气条件下，棚内温

度始终维持在植物生长的适宜温度区间，系统运行稳定可靠，调节性、保障性强。

Ø维护方便：一次性投入、一次性处理技术难题，不需要再增加额外投入，几乎不需要对“地暖”

敷设管路部分进行复维护，整个系统的后期运营维护菜农可自行处理解决；

Ø示范大棚能耗为30 kWh/(㎡·供暖季) 。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规划：

Ø光伏装机：197.12 kW

Ø储能：250 kWh

ØPVT数量：12

kW

单棚实现功率平衡

案例二—某市零碳高科技农业产业园规划

PVT组件+PV+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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