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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光伏发电技术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大尺寸、高效率光伏组件

技术迭代 | 成本降低
助 推 光 伏 全 面 平 价

• 182/210mm大尺寸硅片
• TOPCon、HJT、钙钛矿 …

更大功率光伏逆变器

• 250kW+组串式逆变器
• 4MW+集中/集散式逆变器

更大容量、更高容配比组网方阵
• 4MW+ / 6MW+ / 12MW+
• 1.2~1.8倍高容配比

光储融合，高比例新能源接入

• 直流侧光储一体化
• 交流侧独立储能

数字化、智能化光伏运维

搭载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技术的信息化电站

——成本驱动下的光伏电站技术迭代速度进一步加快



大尺寸硅片推动500W、600W以上大功率组件在地面电站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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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终端用户对高功率组件需求的提升，2021年光伏国内市场上呈现多硅片尺寸共线的现象



大功率组件大电流发展趋势要求逆变器具备更高的支路电流匹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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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变器输入支路电流受组件电流变化的趋势影响分析

405W（158硅片）

445W（166硅片）

500W（210硅片三分片）

520W（182硅片）

545W（210硅片二分片）

600W（210硅片二分片）

组件功率提升由电压和电流同时提升
带来逆变器输入组串支路最大电流设计：9A → 11A → 13A → 15A→ 20A



光伏+储能的新业态场景，要求逆变器具备光储一体化功能

直流耦合，更简单，成本低充电效率高

支持高容配比设计，提高设备利用率

分散布置，无需额外土地及审批流程

组串式逆变器匹配困难

交流耦合，更灵活，适配多种场景

交流母线接入，集中管理，适用性广

电站发电预测更精准，减免双细则考核

储能放电环节少，放电收益率高

35kV母线

光伏逆变器汇流箱组件

电池集成系统 直流变换器

电网

35kV母线

组件 光伏逆变器 电网

储能变流器电池集成系统

直流侧光储一体化 交流独立储能



中国地面电站市场逆变器技术路线图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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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MW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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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320kW，4.5MW

3.125MW一体机
3.125MW一体机

4.4MW一体机

196/225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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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MW方阵

受制于芯片短缺及国产化器件替代的影响，今年以来地面电站逆变器的技术迭代速度明显放缓

196/225/250kW

315/320kW，4.5MW



集中式逆变器的高功率、集成化、国产器件替代将继续推动产品成本下降

更高逆变器单机功率，可以形成单体规模更大的光伏子阵，大子阵
可以节省逆变器、变压器数量，大幅降低BOS成本。故可预见，集
中式逆变器单机功率将逐步增大，从3.125MW逐步升级到4.4MW
及更高的功率等级。

高功率

逆变器和变压器集成一体化设计，节省占地面积、低压开关柜及逆

变器与变压器之间的电缆。 同时一体化设计也方便运输和安装。集

中式逆变器，逆变一体化设计也将成为主流设计。

集成化

受制于全球供应链的限制，功率器件和芯片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

随着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国产化器件替代将进一步降低逆

变器成本

器件国产化

集中式逆变器
成本持续下降



300kW+大功率组串式逆变器的技术路线争议：“集散式”架构的组串式
方案与成熟的组串式方案孰优孰劣？

“集散式”组串方案

组件 组串控制器 光伏控制器 变压器 电网 组件 光伏逆变器 变压器 电网

成熟组串方案

+1500V

0V

+1500V

-1500V

800V +1500V

0V

800V

成本差异 发电量 可靠性

n 3000V高压降低电缆成本？

n 8.8MW子阵减少变压器成本？

n 两组控制器增加设备成本

n 两组控制器转换效率低于一台逆变器

n 前级控制器采用3/4路组串接入1路MPPT

n 控制器数量增加一倍，故障次数增多带来

发电量损失更大

n 线损差异

n 组串式的大道至简变成复杂的集散式组网

方案，可靠性降低

n 方案首次提出，未经过任何实证

n 8.8MW变压器在国内无规模应用

8.8MVA 3250MVA



n 单机3125kW，可集成逆变升压一体化，

单瓦价格最低

n 支持高容配比，降低度电成本

n 适合大型平坦地面电站，最低LCOE

n 250/320kW，多机并联组网大容量方阵

n 多路MPPT，提升山地电站发电量

n 适合平坦地面及山地电站，最大化提升

复杂场景的发电量收益

n 单机3150kW，可集成逆变升压一体

化，单瓦价格略高于集中式

n 多路MPPT，设备少，发电量高

n 支持高容配比，降低度电成本

上能电气三条主流技术路线逆变器，为地面电站因地制宜提供解决方案



大型平坦地面

漂浮水面

 复杂山地

渔光互补水面

全系列多技术路线逆变器，满足全场景地面电站需求



高容配比、集中型并网——平坦地面/水面光伏发电最低LCOE解决方案

电站类型 推荐方案 核心优势

平坦地面电站
• 设备价格低

• 可实现变压器集成，进一步降低

造价

• 灵活配置容配比，最低LCOE

• 高温场景不降额，发电量高

集中并网型逆变器汇流箱组件 箱变

规模大、

地形平坦、

朝向一致、

电网接入要求高

EP-3125-HC-UD/35
（3.125MW集中式）

EP-6250-HC-UD/35
（6.25MW集中式）



逆变器

3.125MW大容量
支持1.8倍容配比

底座

一体化设计
节省地基、施工便利

1500V / 3.125MW集中式逆变升压一体机仍将是国内市场主力机型

变压器

低压侧铜排连接

低压柜

三合一测控
UPS 、辅助配电等

逆变器与箱变之间采用铜排取代电缆连接 取消箱变中重复配置的低压开关柜 集成智能通讯系统



电站类型 推荐方案 核心优势

复杂山地电站
• 多路MPPT，提高发电量

• 组串IV曲线扫描及故障诊断

• 故障恢复时间短

不同朝向和遮挡问题

地形差，安装维护困难

组件布局优化设计

CP-3150-HA-UD/35
（3.15MW集散式）

多路MPPT解决组串失配 — 山地电站最优LCOE解决方案

SP-250K-H
SP-320K-H
（250/320kW组串式）



250kW/320kW大功率组串式逆变器

型号 SP-320K-H

额定输出功率 320kW

最大输出功率 352kW

输入路数 24/32路

MPPT电流 45A

量产时间 2022.3

型号 SP-250K-H

额定输出功率 250kW

最大输出功率 275kW

输入路数 24路

MPPT电流 40A

量产时间 2021.3



地面电站第四代组串式逆变器 ---- 支路最大电流20A覆盖各种类型
组件（166/182/210）

组件型号 445Wp（166） 530Wp（182） 550Wp（210） 600Wp（210） 670Wp (210)

工作电流（A）
单面 10.8 12.82 17.29 17.22 17.55

背面增益10% 11.88 14.1 18.5 18.94 19.41

短路电流（A）
单面 11.52 13.71 18.39 18.5 18.62

背面增益10% 12.67 15.08 19.68 20.35 20.48

开路电压（V） 49.4 49.2 38.1 41.4 46.3

支路电流11A 支路电流13A 支路电流15A 支路电流20A

50kW 175kW 225kW 250/32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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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县分布式推进包含场景丰富，项目容量多样

党政机关、公共建筑屋顶
40~50%

典型场景： 政府、学校、医院等
电站容量：中等
并网电压：低压

工商业建筑屋顶
30%

典型场景：超市、物流中心、仓库
电站容量：较大

并网电压：低压，中压

农村住宅屋顶
20%

典型场景： 居民自建住宅
电站容量：较小
并网电压：低压



高功率组件将更广泛地应用在分布式光伏电站场景

210mm182mm166mm156mm

210组件(三切) 182组件 210组件(两切)

工作电流 10%增益 15%增益

14.96A13.51A
大尺寸组件可节省BOS成本，将成为分布式场景主流

大尺寸组件的工作电流Impp

G1 M6 M10 G12

同等容量下组件数量更少，

节约屋顶租金及安装费用

组串数量减少，直

流线缆用量减少

高功率组件的大电流特性要求逆变器直流侧有更高的通透性

2020年前主流硅片尺寸 2021年后主流硅片尺寸
19.92A



分布式光伏屋顶的安全防护问题日益凸显

直流拉弧现象

随着光伏系统电压等级的不断提高，光伏

电站起火风险变大。有火灾发生时，组件

仍会持续输出几百乃至上千伏的电压，消

防员若贸然施救，对其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屋顶消防安全隐患及其危害

屋顶光伏电站的直流电压等级高，且分布

有大量直流线缆及对插端子。 线缆老化或

端子的接触不良都有可能引起空气击穿，

从而产生电弧现象。电弧发生点温度高，

持续时间长，可能发展为电站起火事故。

直流侧拉弧现象及其危害



1500V将替代1000V系统成为大型工业屋顶光伏项目的主流技术

1000V 1500V

单瓦成本更低

• 单串组件数量更多，减少并联盒及线缆数量
• 逆变器能量密度高，减少数量
• 更少设备，更低占地面积及施工成本

系统效率更佳

• 电压等级升高，降低系统交直流侧线损
• 提高电站整体效率（PR值）

1500V相比1000V系统更具优势 系统成本对比，1.5MWp/1.25MW电站为例

1. 逆变器成本差异
同等直流容量下，100kW逆变器需要12台，250kW逆变器只需要5台。
两款逆变器单瓦成本差异约为0.03元/W，安装费用也会减少。

VS

100kW 1000V逆变器 250kW 1500V逆变器

1500V单串组件数更多，整体组串数少，直流线缆用量少。

2. 直流侧线缆成本差异

交流侧电压等级更高，可选用线径更细的线缆，交流线缆成本减少。

3. 交流侧线缆成本差异



上能电气全系列分布式产品，覆盖各类屋顶应用场景

党政机关、公共机构屋顶解决方案

无锡市民中心屋顶电站 广州市东风丰田工厂屋顶电站

工商业屋顶解决方案

无锡南阁上村屋顶电站

户用屋顶解决方案



配备直流拉弧检测功能，兼容主流组件级快速关断设备

直流拉弧检测及快速关断功能 组件级快速关断

直流拉弧的分布式安全标准 快速关断的分布式安全标准

北美/加拿大： UL 1699B -2018 光伏直流电弧保护安全标准

欧洲： IEC63027 光伏系统直流拉弧检测及关断标准

北美/加拿大： NEC2017 690 光伏电站快速关断要求

德国： VDE-AR-E 2100-712 光伏电站消防安全标准

墨西哥： NOE-001-SEDE-2021  光伏系统快速关断标准

逆变器内置拉弧信号采集模块及分析软件算法

功能价值点

• 99%以上的故障检测准确度

• 检测拉弧信号后200ms内快速关断

• 检测范围广，最大检测电流26A，最长组串距离200m

快速关断模块

DC PLC头端模块

功能价值点
在电站出现异常情况（温度高）的情况下，逆变器可以自动触

发控制网关通过直流PLC通讯控制关断模块快速动作，使组件

之间的连接瞬时断开。



全系列逆变器升级15A以上支路电流，完美兼容大尺寸组件

户用系列逆变器

最大支路电流16A

1000V组串逆变器

最大支路电流15A

1500V组串逆变器

最大支路电流20A

逆变器最大支路电流13A时，发电量将会收到影响

15A

13A

11A

9A

7A

5A

0.00 4.00 8.00 12.00 16.00 20.00 24.00

受限

实发

14.96A (15%增益)

逆变器最大支路电流15A时，全天发电量不受影响

15A

13A

11A

9A

7A

5A

0.00 4.00 8.00 12.00 16.00 20.00 24.00

14.96A (15%增益)

受限

实发



针对大尺寸组件，工商业场景可选用不同的直流配置方案

版型 功率 工作电流 开路电压 单串数量

182组件（72片） 540W 13.27A 49.5V 19块

210三切组件（50片） 500W 11.69A 51.7V 18块

版型 功率 工作电流 开路电压 单串数量

210两切组件（55片） 540W 17.33A 37.5V 26块

210两切组件（60片） 600W 17.44A 41.5V 23块

MPPT1
30A

MPPT2
30A

MPPT10
30A

…

…

SP-110K-BL，MPPT最大输入电流30A，上述组件工作电流＜15A。
每路MPPT可接入两串，容配比可达1.5以上。

MPPT1
30A

MPPT2
30A

MPPT10
30A

…

SP-110K-BL，MPPT最大输入电流30A，上述组件工作电流＞15A。
每路MPPT可接入一串，容配比可达约1.3左右。

…

采用工作电流＞15A的210两切组件的直流配置方案采用工作电流＜15A的182组件及210三切组件的直流配置方案



针对大尺寸组件，户用场景可选用不同的直流配置方案

版型 功率 工作电流 开路电压 单串数量

182组件（72片） 540W 13.27A 49.5V 19块

210三切组件（50片） 500W 11.69A 51.7V 18块

版型 功率 工作电流 开路电压 单串数量

210两切组件（55片） 540W 17.33A 37.5V 26块

210两切组件（60片） 600W 17.44A 41.5V 23块

MPPT1
32A

MPPT2
32A

SN20PT，MPPT最大输入电流32A，上述组件工作电流＜15A。
每路MPPT可接入两串，容配比可达1.5以上。

MPPT1
32A

MPPT2
32A

SN20PT，MPPT最大输入电流32A，上述组件工作电流＞15A。
每路MPPT可接入一串，容配比可达约1.4左右。

采用工作电流＞15A的210两切组件的直流配置方案采用工作电流＜15A的182组件及210三切组件的直流配置方案



线上智能监控平台，电站信息一手掌握，智能远程运维

可检测出15中常见组件故障

自定义扫描范围，全站/子阵/逆变器级可选

详细诊断报告及故障处理建议

悦享Solar平台

智能在线IV曲线扫描

信息查
看

数据报
表

故障保
修

常规参
数设定

高级参
数设定

固件升
级

服务商
账户

√ √ √ √ √ √

安装商
账号

√ √ √ √ √

业主账
号

√ √ √

账号权限分层管理 获鉴衡L4等级认证

悦享Solar 智慧能源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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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公司成立

2012

深交所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300827

整合艾默生网络能源
光伏逆变器业务

2014

2018

无锡10GW生产基地
建成投产

2016

2020

海外首个光伏逆变器制造
基地在印度班加罗尔投产

宁夏同心10GW
制造基地投产
印度班加罗尔10GW
制造基地投产

2021

2012-2021



Top 10
全球逆变器排名
来源: IHS Markit 2021
全球逆变器出货量

Top 5
全球大功率逆变器排名
来源: IHS Markit 2021
全球＞501kW逆变器出货量

全球逆变器领先品牌
10年+光伏研究及应用经验

Top 3
亚洲逆变器排名
来源: IHS Markit 2021
亚洲市场逆变器出货量



三大研发中心
专注电力电子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10年+

智慧能源管理平台研发中心

成都

无锡

深圳

中小功率电力电子产品研发中心

大功率电力电子产品研发中心



三大制造基地

年产能

10GW

 年产能

10GW

年产能

10GW

30GW全球交付能力，更好满足客户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