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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光伏电站构成并网光伏电站构成



并网光伏电站构成并网光伏电站构成

分布式电站特点：分布式电站特点：

1. 并网点在配电侧；

2. 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方式，用户侧既可以
从电网取电 也可向电网从电网取电，也可向电网
送电；

3 “上网电价 度电补贴”3. 上网电价，度电补贴
以广东为例，脱硫电价
0.52元/kWh，工业用电价

分布式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结构示意图

格在0.8-0.9元/kWh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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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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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日常维护光伏电站日常维护

1. 光伏阵列

2 直流防雷汇流箱2.��直流防雷汇流箱

3.��并网逆变器并网逆变器

4.��高低压配电及变压器

5.��交直流电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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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日常维护光伏电站日常维护

• 光伏阵列• 光伏阵列
1. 表面清洁

柔软洁净布料擦拭 120�W/m2�?柔软洁净布料擦拭
辐照度低于200 W/m2

× 腐蚀性溶剂和硬物擦拭
× 与组件温差较大的液体

2. 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应立即调整或更换组件
玻璃破碎 背板灼烧 明显颜色变化等× 玻璃破碎、背板灼烧、明显颜色变化等

× 电路连接间形成连通通道的气泡
× 接线盒变形、扭曲开裂、烧毁等

3. 金属边框组件与支架结合良好，并牢固接地

4. 支架所有螺栓、焊接和连接牢固可靠，表面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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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涂层不存在开裂和脱落。



光伏电站日常维护光伏电站日常维护

• 直流防雷汇流箱• 直流防雷汇流箱
安装于光伏阵列内，主要用于对光伏组件串直流
电缆进行汇流 再与并网逆变器或直流配电柜连电缆进行汇流，再与并网逆变器或直流配电柜连
接。

1 不存在箱体变形 锈蚀 漏水等 外表面安全1. 不存在箱体变形、锈蚀、漏水等，外表面安全
警示完整无破损，防水锁启闭灵活，防火堵泥
封堵完备；

2. 器件规格符合设计规定，电气连接良好；

3. 直流输出母线正负对地绝缘电阻不大于2MΩ；

4. 直流短路器分断功能灵活可靠；

5. 确保防雷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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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日常维护光伏电站日常维护

• 并网逆变器

1. 微逆变器

• 并网逆变器

2. 组串式逆变器

3. 集中式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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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日常维护光伏电站日常维护

• 并网逆变器
1. 结构和电气连接保持完整，不存在锈蚀积灰；

2 警示标识完整无破损

• 并网逆变器

2. 警示标识完整无破损；

3. 散热环境应良好，模块、电抗器、变压器等
散热器风扇应根据温度自动启闭功能正常散热器风扇应根据温度自动启闭功能正常，
风扇运行时不应有较大振动及异常噪声，如
有异常应断电检查；

4. 定期将交流输出侧（网侧）断路器断开一次，
逆变器应立即停止向电网馈电；

5. 逆变器中直流母线电容温度过高或超过使用
年限，联系厂家并及时更换（右图：红外热
成像仪检查逆变器是否存在温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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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仪检查逆变器是否存在温度异常）



光伏电站日常维护光伏电站日常维护

• 高低压配电装置及变压器• 高低压配电装置及变压器
1. 外观符合要求，各电气连接稳定可靠。

2. 直流配电柜直流输出母线正负极对地绝缘电阻
应大于2 MΩ。

3 交流配电柜中母线接头连接紧密 无放电变黑3. 交流配电柜中母线接头连接紧密，无放电变黑
痕迹；开关主触点无烧溶痕迹，灭弧罩无烧黑
和损坏；柜、屏、台、箱、盘间线路的线间和
线对地绝缘电阻值，馈电线路必须大于0.5 
MΩ，二次回路必须大于1 MΩ。

4. 变压器温度计完好，油温正常，运行中的变压
器不能单纯以上层油温不超过允许值为依据，
按实际情况和运行经验判断；套管油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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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际情况和运行经验判断；套管油位正常，
无放电痕迹；引线无断股，接头无热变色。



光伏电站日常维护光伏电站日常维护

交直流电缆

1. 电缆不在过负荷状态下运行，铅包不出现膨胀、龟裂、渗油等；

2. 及时清理室外电缆境内的堆积物、垃圾；如电缆外皮损坏，应及时处理；

3. 检查室内电缆明沟时防止损坏电缆，确保支架接地与沟内散热良好；

4. 确保电缆沟或电缆井的盖板完好无缺，沟道中不应有积水或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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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查线槽与桥架的等电位连接线是否完好、紧固。



安全标识安全标识

地面安装标识 屋顶倾斜安装标识 斜屋顶安装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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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遮阳安装标识 光伏幕墙安装标识 平铺式屋顶安装标识



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



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

• 阴影遮挡• 阴影遮挡

现象：

同一组件内温差较大

诊断：

光伏阵列前后排之间遮挡，
阵列安装太靠近女儿墙造
成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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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

• 阴影遮挡效应• 阴影遮挡效应
组件横放与竖放

某大型屋顶电站—美国 国内某大型地面电站—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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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

• 阴影遮挡效应• 阴影遮挡效应
组件横放与竖放 横放产生的遮挡竖放产生的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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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

• 阴影遮挡效应• 阴影遮挡效应
组件横放与竖放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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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

• 遮挡效应• 遮挡效应

现象：

光伏系统输出下降严重

诊断：

光伏组件受沙尘覆盖，遮
挡严重，影响输出电流

西北某大型地面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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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

遮挡效应• 遮挡效应
沙尘覆盖

1. 在西北地区，通过组件清洗，
单块功率平均提升9.64%

2. 一般地区亦可平均提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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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

• 汇流箱燃烧 现象：• 汇流箱燃烧 现象：

广东某地面电站，夏季早上6点左右发
生汇流箱火灾事故。

诊断：

约200W/m2，光伏组件已开始工作；
清晨较为清凉，组件温度也较低，
太阳电池输出电压随温度下降而相
对升高对升高；
在高压下，汇流箱中开关或导线在
导通瞬间引发直流故障电弧，并导
致火灾事故。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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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规格符合规定；确保电气连接稳固



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

• 电气短路故障• 电气短路故障

现象：现象：

1. 并网逆变器停止工作；
2. 交流配电柜中断路器跳闸

组串输出电压正常
检测：

组串输出电压正常（356.8�V）；

组串输出电压正常

（ ）
负极对地电压（180.2�V）和正
极对地电压（142�V）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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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负极对地电压异常



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故障诊断与解决方案

• 电气短路故障• 电气短路故障

诊断：
分析：

1. 组串共9快组件，组件标称开路
电气短路故障；
组串某组件连接线与光伏组件连
通 可能使电缆绝缘层损坏造成

电压为40�V；
2. 第4块与第5块组件之间的连接线

与支架短路通，可能使电缆绝缘层损坏造成。 与支架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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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案例分享故障案例分享



组件损坏 汇流箱着火 电缆走线不合理组件损坏、汇流箱着火、电缆走线不合理

电池闪电纹、组件与边框脱离、阵列间连接线太紧



其它案例其它案例

组件表面烧坏
组件背面烧穿组件背面烧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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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纹闪电纹

电气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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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盒接线盒

电气短路 二极管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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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流箱汇流箱

电气短路造成燃烧 电气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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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案例其它案例

连接头脱落 直流断路器触点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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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损坏组件损坏

组件被破坏 组件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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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遮挡阴影遮挡

树荫遮挡 方阵之间遮挡树荫遮挡 方阵之间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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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错误安装错误

安装错位 野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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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积灰组件积灰

组件边框附近大量灰尘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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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处理不当电缆处理不当

电缆直角转弯，且压在支架
上 有绝缘损毁 接地风险

长时间后，电缆穿管处最容易损坏
上，有绝缘损毁，接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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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间连线未留伸缩长度，冬季易拉断，有风易摩擦损毁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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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房内的电缆有渗水与积水现象

2014年3月20日 -演讲标题--37-



设计不足设计不足

设计时未考虑雨篷 逆变器室外围排水设计施工不合理
排水功能较差

2014年3月20日 -演讲标题--38-



安全安全

超重，地面承重差，存在事故风险 组件放置不安全，容易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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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管理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



信息化管理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

1. 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来统一标定和处理光伏电站的信息采集、传输、处

理、通讯，整合光伏电站设备监控管理、状态监测管理系统、综合自动保护

系统 实现光伏电站数据共享和远程监控系统，实现光伏电站数据共享和远程监控。

2. 光伏电站监控系统一般分为两大类：

• 一种是无线网络的分布式监控系统。一般应用于安装区域比较分散，采

用分块发电、低压分散并网的中小型屋顶光伏电站。由于其采用GPRS无

线公网传输，数据稳定性和安全性得不到保证，因此，一般不应用于10�

KV及以上电压等级并网的光伏电站；

• 另一种是光纤网络的集中式监控系统。一般应用于大型地面光伏电站，

或并网电压等级为 10KV及以上的屋顶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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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管理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
• 无线网络的分布式监控系统• 无线网络的分布式监控系统

• 每个监控子站分别通过RS485通讯采集光伏并网逆变器、电表和气象站的数
据 通过Ethernet/WiFi/GPRS等多种通信手段将数据发送到相关本地服务器据，通过Ethernet/WiFi/GPRS等多种通信手段将数据发送到相关本地服务器
或者远程服务器，再通过网络客户端进行数据显示。

• 用户也可以登陆远程服务器进行数据的实时远程访问，并通过网络客户端、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进行数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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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管理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
• 相关管理制度及标准—信息化系统基础• 相关管理制度及标准 信息化系统基础
1. 明确并网光伏电站相关管理制度及运维手册；

2. 建立光伏电站运维相关国家、地方及行业标准（顺德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
院正在编制广东地方标准《并网光伏电站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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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运维成本分析电站运维成本分析



电站运维成本分析电站运维成本分析
• PR值 (Performance Ratio) 评价方法• PR值 (Performance�Ratio)�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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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运维成本分析电站运维成本分析
• PR值 (Performance Ratio) 评价方法

例 以10MWp电站为例

• PR值 (Performance�Ratio)�评价方法

常规每年发电
1000万 kWh

每年发电量增加
30 50万kWh

1.01元/kWh

10�MWp电站
1000万 kWh 30-50万kWh

电站收益增加
单价8元/Wp PR值提高3%-5%

PR值定义

电站收益增加
30-50万元/年

电站造价
8000万元

电站运维费用
12万元

发电功率提高
3% 5%系统造价 用于组件清

PR值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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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万元 12万元 3%-5%系统造价
1.5‰

用于组件清
洗等环节



中大太阳能电站业务中大太阳能电站业务



项目咨询项目咨询

• 光伏电站项目前期的场地勘测、

气象数据收集整理、荷载分析、

结构分析、电气结构及并网分析、

发电量评估、经济收益分析等。

• 从2010年至今已完成多项咨询业

务，服务企业包括：粤电集团、务，服务企业包括：粤电集团、

美的集团、南玻集团、上海航天、

南网综合能源 广州发展新能源南网综合能源、广州发展新能源

等公司。总量超300MWp。

-中山大学光伏团队研究进展--48-2014年3月20日



电站设计电站设计

• 兆瓦级光伏电站的电气 结构 电网接入设计等 以及施• 兆瓦级光伏电站的电气、结构、电网接入设计等，以及施

工期间的安装指导服务。

• 累计设计光伏电站超过80MWp。

福建泉州阳光大地20MW 东莞五星太阳能1.18MW 上海航天三水3MW

-中山大学光伏团队研究进展-

莞

-49-2014年3月20日



电站检测电站检测

2013年完成项目名称

南海瀚天科技电子城500kWp光伏示范电站

佛山绿之彩印刷有限公司2.05WMp示范项目

神舟电力三水2.5MW示范项目

绿之能深圳2.1MW光伏发电项目

中广核深圳机场10MW屋顶项目中广核深圳机场10MW屋顶项目

神舟电力三水3MW项目

台达电子（东莞）2.117MW屋顶光伏发电工程台达电子 东莞 屋顶光伏发电 程

湖北咸宁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11.02MW项目

东莞麻涌太阳能产业基地10.01 MW项目

广东汉能10MW金太阳项目

珠海新青科技工业园10MW项目

-中山大学光伏团队研究进展-

与广东质检共完成电站检测项目超过 200M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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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综合评价体系光伏电站综合评价体系

1、对光伏电站进行全面检测；

2 建立评价光伏电站的模型；2、建立评价光伏电站的模型；

3、未来电站交易的参考依据。

顺德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院正联合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广

东省质检院等共同打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光伏电站评价体系。

2014年3月20日 -并网光伏电站运行与维护--51-



交流与讨论交流与讨论

请批评指正！请批评指正！
li @163sunyunlin@163.com

+86-18929971598

+86-75722915229

—孙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