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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及污水厂项目

设计理念



• 中机国能浙江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为央企（上海电气）旗下中机国能
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中机电力）的控股子公司，是一家集电力工程咨询设计、工程
总承包、工程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性电力工程服务企业。

• 公司具有电力行业乙级、输变电专业甲级设计资质，同时还具有工程咨询、电力施
工总承包和电力工程承装（试、修）等资质。公司通过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

• 公司现有职工200余人。工程技术人员205人，其中高级工程师28名、工程师76名
、助理工程师92人，其中注册电气工程师12人、注册建造师14名、注册结构工程师
5名以及其他各类注册工程师9人。

• 随着国家对能源结构的调整，公司在承接传统输变电设计业务的同时，致力于发展
新能源、分布式电能、电动汽车、储能系统等的技术能力，为客户提供从综合能源
开发规划（计划）、项目咨询、工程设计、施工、EPC总承包、项目融资等全过程
、全方位服务，谋求企业新的发展。

• 公司被评定为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并成功入选杭州高新区（滨江）瞪羚企业。

一、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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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伏组件优化选型

2020年组件优化选型走势：
1、采用大功率组件
    随着光伏厂家生产工艺的进步，当前单晶硅组件功率越来越大。目前72
片组件容量达到了540Wp，部分厂家甚至突破了600Wp。更大功率的组
件意味着：



二、光伏组件优化选型



二、光伏组件优化选型

  事实上，更大单片功率的组件未必意味着更高的转化效率。故在设备选
型上，还需要综合考虑单瓦造价和转化效率进行判断。另外，部分单个屋
面面积较小的屋顶分布式光伏也未必适用于较大尺寸的组件，某些情况下
降低总布置容量。
  故最终组件选型，还是要综合组件单瓦价格、转化效率、衰减率等，对
整体度电成本进行评估。

序号 组件功率（Wp）组件尺寸（mm）转化效率（%）

1 410 2008*1002*30 20.38

2 540 2256*1133*35 21.1

3 520 2256*1133*35 20.3



二、光伏组件优化选型

2020年组件优化选型走势：
2、采用双面组件
单面PERC电池的工艺，仅在常规单晶电池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背面叠层
钝化膜(一般为Al2O3/SiNx)和背面激光开空两道工艺。如果将单面PERC
电池的背面全铝背场改为背铝栅线印刷，就成了双面PERC电池。

相对于单面perc组件，双面组件的优势如下：
（1）正面效率与典型（单面）PERC电池正面效率相当
（2）制造成本与典型（单面）PERC电池相当
（3）双面受光，背面 5%～25%的功率增益



二、光伏组件优化选型

各地面条件的反射率如下。



三、逆变器优化选型

1、1500V系统
目前，1500V系统已成为有效降低度电成本的一个有效方案。过去，虽然
组件和逆变器已推出部分1500V产品，但是受限于国内其余设备（如断路
器等）未能大范围提供与1500V匹配的产品，因此没有广泛推广。目前，
随着国内主流产品不断更新并获得试验报告，1500V系统已具备成熟的条
件。
选用1500V系统逆变器优势如下：
（1）由于逆变器出线电压抬高，线损降低，单个方阵容量可由原来的
1250kW抬高到3150kW。该方案可有效降低箱变造价及相对应的基础造
价。同时，出线电压抬高可以减少交流电缆线径，有效降低交流电缆造价。
（2）逆变器进线电缆由1100V抬高至1500V，光伏组串块数理论上可增加
40%~50%，可节约直流电缆。
（3）1500V系统单台逆变器容量较大，逆变器本身造价将会有所降低。
（4）通过减少线损，提高发电量。
有效利用1500V系统，约可降低造价成本，增加系统效率。



三、逆变器优化选型

2、箱逆变一体机：
分布式光伏可采用集散式逆变器。集散式逆变器可采用箱逆变一体机的型式，
逆变器与变压器通过铜排连接，可减少框架断路器成本及连接电缆成本。
设备尺寸的减少还可以减少基础成本。
        



四、支架型式创新

 1、导流板
我司提出导流板技术可极大降低混凝土屋面的支架造价成本。
此支架安装方式能够有效解决非上人屋面屋面载荷承重问题 ，且安装周期
缩短，支架成本降低，并可以实现对前后左后的整体调节，有效的降低了
对安装精度的要求。
以浙江项目25年的风压、雪压为例，导流板轻型支架的负重块和光伏组件
自重总荷载控制在20kg/m2左右。支架满足抗风要求的同时，也满足原屋
面的荷载要求。



四、支架型式创新

导流板支架实拍



索杆支架承重梁结构类似于上述渔腹型结构，不同承重梁之间用
檩条固定成一个平面，在平面上面可以根据需要将组件布置成最佳倾
角或水平布置。

四、支架型式创新

2、中机浙江索杆专利技术



索杆结构支架示意图

采用索杆式光伏支架，用钢立柱立于两侧，通过索杆式桁架结构作为支承
梁，通过预应力锁紧于立柱上，并在钢柱两侧端部设置拉杆，以抵抗横向水
平力。考虑上方的作业面，钢柱高度取值为5m（根据项目要求），纵向柱列
每40~60 米左右在两柱中间设置一道剪刀撑，以抵抗纵向水平力。支承梁上
部设置不等高檩条，用以固定光伏组件。整个结构形成排架式稳定结构作为
光伏支架，组件按最佳倾角或者水平布置。基础采用柱下独立基础， 混凝土
现场浇筑。

四、支架型式创新



索杆支架（平铺）轴测图

四、支架型式创新

张弦梁索杆支架（最佳倾角）轴测图



四、支架型式创新

索杆支架方案效果



    索杆张拉结构体系以其简洁明确的力学概念为大跨度结构的应用创造了新
的奇迹。1962 年著名建筑师Fuller 提出了由索和杆组成的张拉整体结构的全
新结构思想。他希望在这种结构中尽可能的减少受压构件，结构处于连续的张
拉状态，使压力成为张拉海洋中的孤岛。由于这种连续拉间断压的状态符合自
然界的固有规律，能最大限度的利用结构材料特性，从而可以以尽量少的材料
建造更大跨度的空间。无论从仿生学角度还是最佳承重杆件形式，无论从理论
分析上还是工程实践中，都证明轴向受拉杆件是组成最佳结构体系的单元体。
这种单元只有强度、刚度的问题，而无稳定困扰。由张力单元组成的中机国能
浙江工程有限公司索杆张拉结构，如单向悬索结构、索-桁架已发展成现代预应
力钢结构张拉体系。从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国内很大一部分体育馆就采用
了索杆结构体系。
    建筑领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索结构建筑已经非常普及，而且技术也
相当成熟。将索杆结构体系跨界引入到光伏建设领域，是中机国能浙江公司根
据大量的技术研究，联合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等国内著名空间结构
学术机构，提出的大跨度光伏支架解决方案。

必须有成熟理论体系支撑！

四、支架型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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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乔治亚巨蛋—跨度120米

浦东机场

济南高铁站

南京奥体中心

浙江大学建筑中心

必须有成熟理论体系支撑！

四、支架型式创新



理论验证

浙江大学空间力学实验室风动试验模型

四、支架型式创新



四、支架型式创新

1.柔性支架方案
2.渔腹支架方案
3.网架结构支架
4.良乡污水厂柔性光伏

1 2

3 4

稳定性、隐裂
已经拆除

造价高，影响工艺

利用率低、隐裂

相对其他柔性支架方案的优势



1.时代广场光伏项目俯视照片
2.下部结构，跨度约20米
3.索结构剖面图
4.屋顶原状图

1

索杆支架与BIPV系统结合案例：扬州时代广场

2

3 4
四、支架型式创新



大跨度水池项目实施情况—北仑污水厂

四、支架型式创新

    宁波北仑岩东水务有限公司2.95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位于宁

波北仑岩东水务有限公司内，该项目由宁波金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投资，由中机国能浙江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运营模式为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



项目特点

四、支架型式创新

Ø 跨度大：水池直径为44米和52米；

Ø 地下管线多：各种污水、污泥、给排水、电缆管道等多而密集，且实

际管线位置或与图纸上有偏差，基础排布在初定基础上，经现场开挖

反馈后再做深化设计；

Ø 障碍物高：二沉池集配水井及污泥泵房、回流及剩余污泥泵房地面以

上高度约10m，结构布置需做避让；

Ø 施工困难：由于管线密集，地下开挖需人工开挖确认下部无管线后方

可用使用机械。



四、支架型式创新

设计要点：

Ø 用钢立柱立于水池两侧或水池壁，通过索杆式桁架结构作为支承梁，

通过预应力锁紧于立柱上；

Ø 考虑水池上方的作业面，钢柱高度根据操作空间要求，定为地面以上

10m；

Ø 结合管线平面图，现场开挖情况，合理设置柱位，避让地下障碍物；

Ø 下拱承受向下的自重、风雪荷载作用，上拱承受风吸力作用，结构整

体稳定性好，台风天气不会出现晃动失稳现象，避免光伏组件产生隐

裂；

Ø 大跨度结构，与原有建（构）筑物不发生关系，对原结构不产生附加

荷载及其他影响。



1.在建大跨度项目，跨度超60米
2.结构顶面

1

大跨度水池项目实施情况—北仑污水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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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建大跨度项目，跨度超60米
2.结构顶面

1

大跨度水池项目实施情况—北仑污水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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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杆技术方案的延伸应用

本项目方案安全可靠，成本低，工期短，适用范围广：

Ø 索杆支架系统适用于需要大跨度安装的建筑廊道、空间要求高的农

（林）光互补、不规则山地等项目，

Ø 适用于大型工厂屋顶分布式；

Ø 适用于大型水库、水池、污水处理厂等分布式电站；

Ø 适用于障碍物多的屋顶分布式；

Ø 适用于渔光互补项目

四、支架型式创新



索杆技术方案的延伸应用——索杆支架常规防臭罩

四、支架型式创新

100*160均质调节池方案 ø55再生沉淀池方案

某污水处理厂的防臭罩方案，项目改造投资高达5000万元。

均质调节池因为跨度大，方案采用了在池中做立柱；

圆形再生沉淀池方案则因为起拱高，造成气量空间大，不得不增加投资
采用反吊双层膜形式。



索杆技术方案的延伸应用——防臭罩光伏一体设计专利

四、支架型式创新

4——光伏组件
51、52、6——索杆支架体系
3——倒吊膜，利用索杆支架支承体系悬挂节省投资，稳定光伏体系。



四、支架型式创新

3、BIPV方案
    BIPV屋顶系统，依据原有屋面檩条及坡度，通过由横截面呈倒V形的
枕梁及横截面呈W形的支撑条构成的整体支撑系统及岛式支撑安装固定，
采取环环相扣的方式进行紧固，不仅整体结构重量轻、用材省，而且太阳
能组件的安装结构极为稳定、使用寿命长，易于安装、拆卸、修葺，可完
全替换传统屋顶。光伏阵列之间不打胶，采用导水的理念进行屋面的防水
设计。因采用W型的主槽设计，可同时兼具建筑的抗震及抗热胀冷缩。我
司的BIPV方式与市场上类似的BIPV方案相比能够有两大优势，增加屋顶防
火安全性，通过我司自主研发的节点增加了组件与主梁间距，与屋顶保温
层增加了10至20公分间距，在光伏组件发电时背板会发热易燃着与保温层，
尤其在夏天能够有效降低消防危险，此外由于增加了20公分左右距离，便
于通风，能够降低背板温度，有利于发电量提高。



四、支架型式创新

安装实例



四、支架型式创新

BIPV项目实例（浙能中远20MW项目）



五、电缆选型优化

    过去项目常用铜芯电缆。但随着铝合金电缆的生产工艺的成熟，用铝
合金电缆替代铜芯电缆已具备可行性。
    铝合金电力电缆是以AA8030 系列铝合金材料为导体，采用特殊辊压
成型型线绞合生产工艺和退火处理等先进技术的新型材料电力电缆。合金
电力电缆弥补了以往纯铝电缆的不足，虽然没有提高了电缆的导电性能，
但弯曲性能、抗蠕变性能和耐腐蚀性能等却大大提高，能够保证电缆在长
时间过载和过热时保持连续性能稳定，采用AA-8030 系列铝合金导体，可
以大大提高铝合金电缆的导电率、耐高温性，同时解决了纯铝导体蠕变等
问题。铝合金的导电率是最常用基准材料铜IACS的61.8%，载流量是铜的
79%，优于纯铝标准。但在同样体积下，铝合金的实际重量大约是铜的三
分之一。因此，相同载流量时铝合金电缆的重量大约是铜缆的一半。采用
铝合金电缆取代铜缆，可以减轻电缆重量，降低安装成本，减少设备和电
缆的磨损，使安装工作更轻松。铝合金电缆造价约为铜芯电缆造价2/3。



六、细节设计优化

光伏已进入平价上网的时代，任何可以降本增项的细节都应被留意。过去
未被注重的细节，在当前设计阶段，应当被重视起来。
1、光伏组件串联数量计算
根据《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GB50797-2012，光伏组件串联数量需要与
并网逆变器相匹配，其计算取值和公式如下:

• KV——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温度系数；

• KV’———光伏组件的工作电压温度系数；

• N———光伏组件串联数(N取整数)；

• t———光伏组件工作下的极限低温(℃)；

• t’———光伏组件工作下的极限高温(℃)；

• Vdcmax———逆变器允许的最大直流输入电压(V)；

• Vmpptmin———逆变器MPPT电压最小值(V)；

• Vmpptmax———逆变器MPPT电压最大值(V)；

• Voc———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V)；

• Vpm———光伏组件的工作电压(V)；



六、细节设计优化

值得留意的是，过去设计中，常用的t，会用环境最低温度进行计算。实际
上，t是光伏组件工作下的极限低温，要高于环境最低温度。在过去多个项
目设计过程中，出现过最终一串组件块钱差一点点，如27.8串这样的计算
结果，结果选取了26块一串这样的结果。如果t换用工作温度，则可计算
过28，可有效减少电缆用量和增加发电效率。



六、细节设计优化

2、放开容配比
容量超配：考虑光伏系统损耗，通过增加方阵的组件容量，使实际输送到
逆变器直流侧的容量达到逆变器允许的最大输入，最大化逆变器利用率，
降低系统成本。
超配比分析：从组件到逆变器，有很多环节的功率损失。目前按照系统效
率81.6%来计算，传输到逆变器直流侧的实际功率为组件容量的84.8%，
逆变器转换损失为2%，其最大输出功率为1.15倍额定功率。根据计算当
逆变器达到满载时此时超配比约为1.38:1。

3、分区域进行支架设计的理念
以风洞试验作为支架设计依据，从外围到中心区域分区域设计支架，降低
用钢量。



六、细节设计优化

4、降低变压器空载损耗
根据光伏电站运行特性，空载运行时间长；由于变压器空载损耗与一次侧
电压有关，在光伏电站不发电时，升压变一直与电网接通，存在空载损耗；
以100MWp光伏发电项目为例，项目配置30座3125kVA箱逆变一体机。空
载损耗如下表：

序号 变压器型号 S11-3150/35

1 负载损耗（kW） 24.6

2 空载损耗（kW） 2.9

3 年日照小时数 1954

4 年空载损耗时间（h） 6804

5 年空载损耗电量（kW.h） 19732

6 25年空载损耗电量（kW.h） 493300



六、细节设计优化

4、降低变压器空载损耗
为解决逆变器升压系统的待机损耗问题，可在光伏逆变器自启动运行前一
时刻能自动与电网接通，在光伏逆变器自动停机并处于待机状态后能自动
与电网断开。在于逆变器厂家沟通过程中，实现逆变器的开机和停机检测
并把信号送出来是可以实现的。本项目采用容量为3125kVA箱逆变一体机，
一台升压变接入一台逆变器，可利用上述方法解决夜间空载损耗问题。

通过上表：1台S11-3150/35变压器的空载损耗为49.33万度电，此项目共
30台S11-3150/35变压器，使用此技术，25年一共可节约1479.9万度电。



七、项目开发

     1、 污水企业引入风、光、储、充一体，成为绿色零排放企业。

     2、结合防臭罩设计省投资。

     3、为企业带来补充电源，提高供电可靠性

     4、防绿藻、减少垃圾入池量。

     5、 为企业带来收入增量。无论出租场地

            收入还是电费打折优惠，创造经济收

            入增量，效益良好。

     6、 消除企业后顾之忧。电站运维

            期间，屋顶维护由电站方负责

            无后顾之忧。



八、关于我们

企业资质

甲级设计



八、关于我们

EPC总承包

业务范围

送电工程 变电工程 储能和
充电桩

分布式
  能源

供热电厂
工程



八、关于我们

核心专利：

Ø 用于固定式光伏组件的索杆支架系统

Ø 用于固定式光伏组件的索网支架系统

Ø 用于安装光伏组件的固定式索管支架

Ø 一种具有自然散热功能的光伏建筑

        一体化屋顶发电结构

Ø 污水厂光伏防臭罩一体系统（受理中）



八、关于我们

Ø 500千伏江丹龙江输电线路增容改造工程

Ø 220千伏杭州滨江协同兴南电缆隧道工程

Ø 杭州特讯网络&计量中心光储充一体项目

Ø 海宁市科技园15MWp微电网系统项目

Ø 扬州时代广场商业综合体屋顶索杆结构光伏示范项目

Ø 宁波岩东污水厂3MWp大跨度结构光伏项目

Ø 镇江丹阳20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Ø 国家电投安吉40MWp渔光互补项目

Ø 攀枝花钢铁厂余热利用工程

Ø 中机国能江山热电项目

中机浙江典型业绩



中机国能浙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1786号国能中心
邮 编：310051
联系人：(0571) 81386978  81180288
传 真：(0571)81180289 

期待与您的双赢合作，共同为环保事业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