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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太阳能电池板最大输出功率和转换效率测试 

1.实验目的 

（1）了解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压、短路电流、填充因子及功率曲线 

（2）了解太阳能电池板的转换效率  

（3）熟悉太阳能表和太阳能电池测试仪的功能 

2.仪器用具 

太阳能电池板 1 块，电压表 1个，电流表 1个，滑动变阻器（200 欧姆，100

瓦）1个，导线若干，米尺 1把，太阳能照度计 1台，太阳能电池分析仪 1台 。 

3.实验原理 

3.1 开路电压(
ocU ) 

电池不放电时，电池两极之间的电位差被称为开路电压。一个基本的带电源、

联接导体，负载的电路，如果某处开路，断开两点之间的电压为开路电压。电路

开路时我们可理解为就是在开路处接入了一个无穷大的电阻，不可质疑，这个无

穷大的电阻是串联于这个电路中的，根据串联电路中电阻的分压公式，这个无穷

大电阻两端的分电压将为电路中的最高电压即电源电压。所以线路开路时开路电

压一般表现为电源电压。 

3.2 短路电流( scI ) 

短路电流是由于故障或连接错误而在电路中造成短路时所产生的过电流。短

路电流将引起下列严重后果：短路电流往往会有电弧产生，它不仅能烧坏故障元

件本身，也可能烧坏周围设备和伤害周围人员。巨大的短路电流通过导体时，一

方面会使导体大量发热，造成导体过热甚至熔化，以及绝缘损坏；另一方面巨大

的短路电流还将产生很大的电动力作用于导体，使导体变形或损坏。短路也同时

引起系统电压大幅度降低，特别是靠近短路点处的电压降低得更多，从而可能导

致部分用户或全部用户的供电遭到破坏。网络电压的降低，使供电设备的正常工

作受到损坏，也可能导致工厂的产品报废或设备损坏，如电动机过热受损等。电

力系统中出现短路故障时，系统功率分布的突然变化和电压的严重下降，可能破

坏各发电厂并联运行的稳定性，使整个系统解列，这时某些发电机可能过负荷，

因此，必须切除部分用户。短路时电压下降的愈大，持续时间愈长，破坏整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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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可能性愈大。 

3.3 填充因子(FF ) 

太阳能电池的另一个重要参数是填充因子 FF, FF 是衡量太阳能电池输出

特性的重要指标, 是代表太阳能电池在带最佳负载时, 能输出的最大功率的特

性, 其值越大表示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越大，FF 的值始终小于 l，它是最大

输出功率与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乘积之比，即 max .
oc sc

P
FF

U I
=  

3.4 功率曲线（
outP ） 

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的乘积即为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功率，

用 out out outP U I=  表示。把测得的不同组数据所获得的输出功率用曲线连接起来

就得到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曲线，通过功率曲线还可以大致地估计太阳能电池板

的最大输出功率。 

3.5 太阳能电池板的转换效率（） 

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指在外部回路上连接最佳负载电阻时的最大能量转

换效率,等于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与入射到太阳能电池表面的能量之比。采用

一定功率密度的太阳光照射电池，电池吸收光子以后会激发材料产生载流子，对

电池性能有贡献的载流子最终要被电极收集，自然在收集的同时会伴有电流、电

压特性，也就是对应一个输出功率，那么，用产生的这个功率除以入射光的功率

就是转换效率。效率用表示，  

.out oc sc

in in

P U I FF
P P


 

= =  

4. 实验内容、步骤与要求 

  通过电压表和电流表测出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并通过测量、

记录多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绘制出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功率曲线。用米尺量出

太阳能板的面积，并用太阳能表测出照到太阳能电池板上的太阳辐射，从而求出

入射到太阳能电池板上的太阳能总功率。由测得的输出功率除以入射的总功率求

出太阳能电池板的转换效率。 

4.1 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压（ ocU ）测量 

用导线把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端用电压表连接起来，测出开路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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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太阳能电池板的短路电流(
scI )测量 

用导线把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端用电流表连接起来，测出短路电流 

4.3 太阳能电池板功率曲线（
outP ）的绘制 

用导线把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端用电压表、电流表、滑动变阻器连接起来，

通过改变滑动变阻器的阻值来改变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并把电压

表、电流表上所测得的数据记录下来，根据
out out outP U I=  求出每组的输出功率，

从而绘制出功率曲线图 

 

 

 

 

 

 

 

 

4.4 求太阳能电池板的转换效率（） 

用米尺测出太阳能电池板的长a和宽b ，并求出面积 S ，并用太阳能表测出

入射到太阳能电池板上的太阳辐射 vE ，从而求出入射到太阳能电池板上的太阳

能总功率 in vP E S=  。由测得的输出功率除以入射的总功率求出太阳能电池板的

转换效率， .out

in

P
P

 =  

4.5 与太阳能电池分析仪测得的转换效率进行对比  

教师演示用太阳能电池分析仪直接测量太阳能电池板的转换效率，把由前面

四个步骤获得的转换效率与太阳能电池分析直接测量太阳能电池板所得到的转

换效率进行对比，从而验证实验的准确性。让学生了解太阳能电池分析仪的功能

和用途。 

5. 数据记录与处理 

5.1 路电压 ocU 与短路电流 scI 的测量与记录 

用电压表和电流表分别测出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压 ocU 与短路电流 scI 并

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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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功率曲线的绘制 

将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填入下表中并计算出输出功率，由下

表所得的数据绘制出功率曲线。 

序号 1 2 3 4 5 6 

outU (V) 19.6

6 

19.9

3 

19.9

7 

20.

0 

20.4 20.

72 

outI (A) 0.66 0.83 0.86 0.8

1 

0.87 0.9

3 

out out outP U I=   12.9

7 

16.5

4 

17.1

7 

16.

2 

17.7

5 

19.

27 

5.3 太阳能电池板的面积计算 

用米尺量出太阳能电池板的长a和宽b ，并由此计算得到太阳能电池板的面

积 .S ab=  

分析：分成 8小块，每小块是边长为 35cm 的正方形。 

     则 S=0.35*0.35*8=0.1346m^2 

5.4 太阳能总功率计算 

用太阳能表测出入射到太阳能电池板上的太阳辐射 vE ，从而求出入射到太

阳能电池板上的太阳能总功率 .in vP E S=   

Ev=684.2w/m^2    Pin=684.2*0.1346=92.09W 

5.5 太阳能电池板的最大转换效率计算 

由 .out out out

in in

P U I FF
P P


 

= = 计算出太阳能电池板的最大转换效率。 

 

注意事项 

  1． 电压表、电流表的量程必须分别大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

流。  

  2． 滑动变阻器的阻值范围应为 200欧姆左右。 

3． 在绘制功率曲线时应多测几组数据。 

附：太阳能电池板背面参数英文翻译 

Monocrystalline Solar pannel 单晶太阳能板        Model 型号 

Maximum power mP   最大功率                 Output tolerance  输出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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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power voltage mpV  最佳工作电压    Maximum power current mpI 最

佳工作电流 

Open circuit voltalge 
ocV   开路电压           Short cicuit current 

scI  

短路电流 

Maximum system voltage 最大系统电压     Dimension(L*W*D)    尺寸（长*

宽*厚） 

Weight 重量                          Test condition 测试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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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太阳能电池板方位角、倾斜角的选择及太阳能组件

支架的安装 

1.实验目的 

（1）了解太阳能电池板最佳方位角、倾斜角该如何确定 

（2）了解太阳能组件支架结构对系统的输出功率、安装费用、养护要求的影响  

2.仪器用具 

太阳能电池板 1 块，太阳能组件支架 1 套，太阳能组件支架安装工具 1套，

太阳能照度计 1台，太阳能电池分析仪 1台。 

3.实验原理 

3.1 方位角 

  太阳电池方阵的方位角是方阵的垂直面与正南方向的夹角(向东偏设定为负

角度，向西偏设定为正角度)。一般情况下，方阵朝向正南(即方阵垂直面与正南

的夹角为 0°)时，太阳电池发电量是最大的。在偏离正南(北半球)30°度时，

方阵的发电量将减少约 10%～15%;在偏离正南(北半球)60°时，方阵的发电 量

将减少约 20%～30%。但是，在晴朗的夏天，太阳辐射能量的最大时刻是在中午

稍后，因此方阵的方位稍微向西偏一些时，在午后时刻可获得最大发电功率。 在

不同的季节，太阳电池方阵的方位稍微向东或西一些都有获得发电量最大的时

候。方阵设置场所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例如，在地面上设置时土地的方位角、

在屋顶上设置时屋顶的方位角，或者是为了躲避太阳阴影时的方位角，以及布置

规划、发电效率、设计规划、建设目的等许多因素都有关系。 如果要将方位角

调整到在一天中负荷的峰值时刻与发电峰值时刻一致时，请参考下述的公式。至

于并网发电的场合，希望综合考虑以上各方面的情况来选定方位角。 

  方位角 =(一天中负荷的峰值时刻(24 小时制)-12)×15+(经度-116)。在不

同的季节，各个方位的日射量峰值产生时刻是不一样的。 

3.2 倾斜角 

  倾斜角是太阳电池方阵平面与水平地面的夹角，并希望此夹角是方阵一年中

发电量为最大时的最佳倾斜角度。 一年中的最佳倾斜角与当地的地理纬度有关，

当纬度较高时，相应的倾斜角也大。但是，和方位角一样，在设计中也要考虑到

屋顶的倾斜角及积雪滑落的倾斜角(斜 率大于 50%-60%)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对

于积雪滑落的倾斜角，即使在积雪期发电量少而年总发电量也存在增加的情况，

因此，特别是在并网发电的系统中， 并不一定优先考虑积雪的滑落，此外，还

要进一步考虑其它因素。 对于正南(方位角为 0°度)，倾斜角从水平(倾斜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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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度)开始逐渐向最佳的倾斜角过渡时，其日射量不断增加直到最大值，然后再

增加倾斜角其日射量不断 减少。特别是在倾斜角大于 50°～60°以后，日射量

急剧下降，直至到最后的垂直放置时，发电量下降到最小。方阵从垂直放置到

10°～20°的倾斜放置都 有实际的例子。对于方位角不为 0°度的情况，斜面

日射量的值普遍偏低，最大日射量的值是在与水平面接近的倾斜角度附近。 以

上所述为方位角、倾斜角与发电量之间的关系，对于具体设计某一个方阵的方位

角和倾斜角还应综合地进一步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考虑。 

3.3 倾斜角度的初步估计 

太阳能板倾角的选择取决于站点的位置，一般会选择比其所处地区纬度大

200的倾角。表 3-1 为推荐方阵倾角与纬度的关系。 

表 3-1 方阵倾角与纬度的关系 

当地纬

度  

0～15° 15°～

20°  

20°～

30° 

30°～

35° 

35°～

40° 

>40° 

方阵倾

角   

15°    +5°  +10°  +15°  +20° 

 

3.4 辐照量 

利用已有的太阳能辐照数据，可以估算出投射在指定倾斜面上的辐照量。在

设计计算前，需收集当地的气象数据资料，包括当地的太阳能辐射量及温度变化，

一般为 10～20 年的平均值作为依据且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一般是水平面的太阳

辐射量，需根据理论计算出光伏板表面的实际辐射量。 

4. 实验内容、步骤与要求 

  通过查阅资料、理论计算确定太阳能电池板的方位角、倾斜角，并通过太阳

能照度计进行实际的确定。确定好太阳能板的方位角和倾斜角度后，把太阳能组

件支架安装起来，并按确定的角度将太阳能电池板固定在支架上面。 

4.1 最佳的方位角和倾斜角确定 

通过查阅相关的资料，对太阳能电池板的方位角和倾斜角度进行理论计算，

并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太阳能照度计最终确定出最佳的方位角和倾斜角。 

4.2 太阳能组件支架的安装及太阳能板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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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太阳能电池板支架示意图 

 

4.3 太阳能电池板特性分析 

用太阳能电池分析仪将安装好以后的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端连接起来，测量

太阳能板的 I-V 曲线、最大输出功率 maxP 、最大功率时电压 max pV 和电流 max pI ，

太阳能板的开路电压 openV 、短路电流 shortI 及太阳能板的效率。 

5. 数据记录与处理 

5.1 太阳能板的 I-V 曲线绘制 

将太阳能电池板的最大输出功率 maxP 、最大功率时电压 max pV 和电流 max pI ，

太阳能板的开路电压 openV 、短路电流 shortI 及太阳能板的效率填入下表中并画出

太阳能板的 I-V曲线。 

最大输出功

率 maxP （W） 

最大功率时 

电压 max pV (V) 

最大功率时 

电流 max pI (A) 

开 路 电 压

openV (V) 

短路电流

shortI (A) 

太 阳 能 板

的 

效率  

      

注意事项 

  1． 在支架安装过程中，注意安全，避免受伤。 

  2．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应小心、轻放，避免太阳能电池板表面被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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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的拆解与组装 

1.实验目的 

（1）了解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 

（2）熟练掌握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的组装 

2.仪器用具 

太阳能电池板 1 块，控制器 1 个，蓄电池 1 个，直流/交流逆变器 1 个，交

流负载和直流负载各 1台，电烙铁等焊接器具 1套，吸盘 1个。 

3.实验原理 

3.1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电池板是太阳能发电系统中的核心部分，也是太阳能发电系统中价值

最高的部分。其作用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或送往蓄电池中存储起来，或推动

负载工作。太阳能电池板的质量和成本将直接决定整个系统的质量和成本。 

3.2 控制器 

太阳能控制器的作用是控制整个系统的工作状态，并对蓄电池起到过充电保

护、过放电保护的作用。在温差较大的地方，合格的控制器还应具备温度补偿的

功能。其他附加功能如光控开关、时控开关都应当是控制器的可选项。 

3.3 蓄电池 

一般为铅酸电池，一般有 12V和 24V这两种，小微型系统中，也可用镍氢电

池、镍镉电池或锂电池。其作用是在有光照时将太阳能电池板所发出的电能储存

起来，到需要的时候再释放出来。 

3.4逆变器 

在很多场合，都需要提供 AC220V、AC110V 的交流电源。由于太阳能的直接

输出一般都是 DC12V、DC24V、DC48V。为能向 AC220V 的电器提供电能，需要将

太阳能发电系统所发出的直流电能转换成交流电能，因此需要使用 DC-AC 逆变

器。在某些场合，需要使用多种电压的负载时，也要用到 DC-DC 逆变器，如将

24VDC的电能转换成 5VDC的电能（注意，不是简单的降压）。 

4. 实验内容、步骤与要求 

  在本实验中，我们采用的是 40W或 80W 便携式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该系统

是一个小型的太阳能电源系统，是为农民，牧民，户外野营，旅游等使用方便，

便于携带而设计的。控制器，逆变器和电池存储在控制箱。该系统为实地工作，

户外工作，移动办公电源，停电等紧急情况提供电力支持。实验中要求学生把该

http://baike.baidu.com/view/7509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51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0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0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3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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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太阳能电池板、控制器、蓄电池、逆变器几个部分的线路进行分离，然后

再完成组装、测试。 

 
图 1 40W 便携式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实物图 

 

图 2 80W 便携式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实物图 

 

图 3 太阳能电池发电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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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太阳能电池板的拆解 

先用十字螺丝刀把太阳能电池板两端的固定螺丝旋出，再用吸盘把太阳能板

吸起，然后用电烙铁把太阳能板的接线拆除。 

4.2 观察控制器、蓄电池、逆变器等的线路连接 

拆除太阳能电池板后，仔细观察光伏电源系统各部件的线路是如何连接的并

画出系统的连接图。 

4.3 拆解控制器、蓄电池、逆变器的连接线路 

完成系统的连接图后，对各部件的连线进行拆解。 

4.4 光伏电源系统的组装 

把拆除线路后的控制器、蓄电池、逆变器及太阳能电池板组装起来，安装后

进行系统测试。 

4.5 光伏电源系统的测试及使用 

5. 数据记录与处理 

画出光伏电源系统的连接图 

注意事项 

  1．注意安全，蓄电池铅酸蓄电池安全注意事项见附录。 

  2．仔细观察控制器、蓄电池、逆变器及太阳能电池板的连接线路，不要接

错。 

 

附录 

铅酸蓄电池安全注意事项 

1.蓄电池内有腐蚀性较强的硫酸，请远离儿童。安装检查等操作时请采取防护措

施。如酸溅到皮肤或衣服上，请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严重时请立即送到医院治

疗。 

2.不要将蓄电池的正、负极短路或接反，否则可能造成点击火灾事故，电池正极

连接充电器正极，负极连接充电器负极。 

3.蓄电池连接请用适合的导线，连接端应牢固，否则会发热起火或产生火灾。 

4.蓄电池充电和使用时，有大量的氢氧气体产生。不能接近明火或高温热源，否

则可能造成爆炸事故。高温季节严禁电池在阳光下直接暴晒。 

5.为了电池有较好的性能，使用过程中，严禁放电、欠充电或过充电。 

6.在连接或者断开电池组的任何连接时，必须确保电池组与所有充电装置及负载

处于断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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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严禁用手担提拉电池端极柱来移动电池 

8.严禁将金属工具或者待连接导线放置在电池顶部 

9.请勿拆卸用于保护电池系列的设备，如熔断器，隔离开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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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太阳能光伏发电综合实训 

1.实训目的 

（1）熟悉太阳光伏发电系统设计方法；熟悉系统图、施工图的绘制流程；熟悉

设备的参数和选型原则；熟悉设备安装调试、验收规范。 

（2）培养小型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施工、安装调试、检测、验收等技

能。 

2.仪器用具 

太阳能电池板 1 块，控制器 1个，逆变器 1个，蓄电池 1个，支架 1套，扳

手 1把，投影仪 1台， CAD软件 1套，控制箱 1个，led灯 1盏，照度计 1台，

罗盘 1个，角度计 1个。 

3.实训流程 

3.1 实习内容安排与讲解 

教师对实习内容进行安排与讲解，并根据班级实际情况进行分组，每组 3-4

人，确定一个小组长，负责该组人员的整个实训安排。每一个小组选定一个项目

进行实训。 

3.2 查阅资料 

学生到机房进行资料的查阅，所需查阅的资料包括项目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

包括经度、纬度以及该地区的环境状况、气候条件、风力状况、阳光资源、气象

资料等，特别是安装地区逐月辐照强度随倾角变化规律的查阅，具体过程由该组

的小组长负责相应的小组成员严格执行。 

3.3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要求给出方案书、系统图、施工图、配置表、

预算清单） 

光伏系统的设计包括两个方面：容量设计和硬件设计。 

光伏系统容量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计算出系统在全年内能够可靠工作所

需的太阳电池组件和蓄电池的数量。同时要注意协调系统工作的最大可靠性和系

统成本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满足系统工作的最大可靠性基础上尽量地减少系统成

本。光伏系统硬件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硬件设备包括太阳

电池组件的选型，支架设计，逆变器的选择，电缆的选择，控制测量系统的设计，

防雷设计和配电系统设计等。在进行系统设计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系统的软件和

硬件两个方面。 

针对不同类型的光伏系统，软件设计的内容也不一样。独立系统，并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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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混合系统的设计方法和考虑重点都会有所不同。 

在进行光伏系统的设计之前，需要了解并获取一些进行计算和选择必需的基

本数据：光伏系统现场的地理位置，包括地点、纬度、经度和海拔；该地区的气

象资料，包括逐月的太阳能总辐射量、直接辐射量以及散射辐射量，年平均气温

和最高、最低气温，最长连续阴雨天数，最大风速以及冰雹、降雪等特殊气象情

况等。 

3.3.1 太阳能电池板方阵的设计 

总体要求：根据用户要求确定用电器及用电量，选择合适的系统。根据安装

地区逐月辐照强度随倾角变化规律进行合适的倾角选择、支架设计，计算所需要

的太阳能电池板容量，进行太阳能电池板型号选择及数量确定，最终列出基本技

术参量表、用 CAD软件画出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布局图。 

太阳电池组件设计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要满足平均天气条件下负载的每日

用电需求；因为天气条件有低于和高于平均值的情况，所以要保证太阳电池组件

和蓄电池在天气条件有别于平均值的情况下协调工作；蓄电池在数天的恶劣气候

条件下，其荷电状态（SOC）将会降低很多。在太阳电池组件大小的设计中不要

考虑尽可能快地给蓄电池充满电。如果这样，就会导致一个很大的太阳电池组件，

使得系统成本过高；而在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太阳电池组件的发电量会远远

大于负载的使用量，从而造成太阳电池组件不必要的浪费；蓄电池的主要作用是

在太阳辐射低于平均值的情况下给负载供电；在随后太阳辐射高于平均值的天气

情况下，太阳电池组件就会给蓄电池充电。 

设计太阳电池组件要满足光照最差季节的需要。在进行太阳电池组件设计的

时候，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设计的太阳电池组件输出要等于全年负载需求的平

均值。在那种情况下，太阳电池组件将提供负载所需的所有能量。但这也意味着

每年都有将近一半的时间蓄电池处于亏电状态。蓄电池长时间内处于亏电状态将

使得蓄电池的极板硫酸盐化。而在独立光伏系统中没有备用电源在天气较差的情

况下给蓄电池进行再充电，这样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和性能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整个系统的运行费用也将大幅度增加。太阳电池组件设计中较好的办法是使太阳

电池组件能满足光照最恶劣季节里的负载需要，也就是要保证在光照情况最差的

情况下蓄电池也能够被完全地充满电。这样蓄电池全年都能达到全满状态，可延

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减少维护费用。 

如果在全年光照最差的季节，光照度大大低于平均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按

照最差情况考虑设计太阳电池组件大小，那么所设计的太阳电池组件在一年中的

其它时候就会远远超过实际所需，而且成本高昂。这时就可以考虑使用带有备用

电源的混合系统。但是对于很小的系统，安装混合系统的成本会很高；而在偏远

地区，使用备用电源的操作和维护费用也相当高，所以设计独立光伏系统的关键

就是选择成本效益最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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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公式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讲述了光伏供电系统中蓄电池的设计方法。下面我们

将讲述如何设计太阳电池组件的大小。太阳电池组件设计的基本思想就是满足年

平均日负载的用电需求。计算太阳电池组件的基本方法是用负载平均每天所需要

的能量（安时数）除以一块太阳电池组件在一天中可以产生的能量（安时数），

这样就可以算出系统需要并联的太阳电池组件数，使用这些组件并联就可以产生

系统负载所需要的电流。将系统的标称电压除以太阳电池组件的标称电压，就可

以得到太阳电池组件需要串联的太阳电池组件数，使用这些太阳电池组件串联就

可以产生系统负载所需要的电压。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并联的组件数量＝
AH

AH

日平均负载（ ）

组件日输出（ ）
                        

（1） 

            串联组件数量 ＝ 
V

V

系统电压（ ）

组件电压（ ）
                          

（2） 

（2）光伏组件方阵设计的修正 

太阳电池组件的输出，会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而降低，根据上述基本公

式计算出的太阳电池组件，在实际情况下通常不能满足光伏系统的用电需求，为

了得到更加正确的结果，有必要对上述基本公式进行修正。 

I. 将太阳电池组件输出降低 10％ 

在实际情况工作下，太阳电池组件的输出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而降低。泥

土，灰尘的覆盖和组件性能的慢慢衰变都会降低太阳电池组件的输出。通常的做

法就是在计算的时候减少太阳电池组件的输出 10％来解决上述的不可预知和不

可量化的因素。我们可以将这看成是光伏系统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工程上的安全系

数。又因为光伏供电系统的运行还依赖于天气状况,所以有必要对这些因素进行

评估和技术估计，因此设计上留有一定的余量将使得系统可以年复一年地长期正

常使用。 

II. 将负载增加 10％以应付蓄电池的库仑效率 

在蓄电池的充放电过程中，铅酸蓄电池会电解水，产生气体逸出，这也就是

说着太阳电池组件产生的电流中将有一部分不能转化储存起来而是耗散掉。所以

可以认为必须有一小部分电流用来补偿损失，我们用蓄电池的库仑效率来评估这

种电流损失。不同的蓄电池其库仑效率不同，通常可以认为有 5～10％的损失，

所以保守设计中有必要将太阳电池组件的功率增加 10％以抵消蓄电池的耗散损

失。 

(3)  完整的太阳电池组件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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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上述因素，必须修正简单的太阳电池组件设计公式,将每天的负载除

以蓄电池的库仑效率，这样就增加了每天的负载，实际上给出了太阳电池组件需

要负担的真正负载；将衰减因子乘以太阳电池组件的日输出，这样就考虑了环境

因素和组件自身衰减造成的太阳电池组件日输出的减少，给出了一个在实际情况

下太阳电池组件输出的保守估计值。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可以得到下面的计算公

式。 

        并联的组件数量＝
AH

AH 

日平均负载（ ）

库仑效率 (组件日输出（ ）衰减因子)
         

（3） 

               串联组件数量＝
V

V

系统电压（ ）

组件电压（ ）
                          

（4） 

利用上述公式进行太阳电池组件的设计计算时，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I. 考虑季节变化对光伏系统输出的影响，逐月进行设计计算 

对于全年负载不变的情况，太阳电池组件的设计计算是基于辐照最低的月

份。如果负载的工作情况是变化的，即每个月份的负载对电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设计时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按照不同的季节或者每个月份分别来进行计

算，计算出的最大太阳电池组件数目就为所求。通常在夏季、春季和秋季，太阳

电池组件的电能输出相对较多，而冬季相对较少，但是负载的需求也可能在夏季

比较的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是用年平均或者某一个月份进行设计计算是不准

确的，因为为了满足每个月份负载需求而需要的太阳电池组件数是不同的，那么

就必须按照每个月所需要的负载算出该月所必须的太阳电池组件。其中的最大值

就是一年中所需要的太阳电池组件数目。例如，可能你计算出你在冬季需要的太

阳电池组件数是 10 块，但是在夏季可能只需要 5 块，但是为了保证系统全年的

正常运行，就不得不安装较大数量的太阳电池组件即 10 块组件来满足全年的负

载的需要。 

II. 根据太阳电池组件电池片的串联数量选择合适的太阳电池组件 

太阳电池组件的日输出与太阳电池组件中电池片的串联数量有关。太阳电池

在光照下的电压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从而导致太阳电池组件的电压会随着

温度的升高而降低。根据这一物理现象，太阳电池组件生产商根据太阳电池组件

工作的不同气候条件，设计了不用的组件：36片串联组件与 33片串联组件。 

36 片太阳电池组件主要适用于高温环境应用，36 片太阳电池组件的串联设

计使得太阳电池组件即使在高温环境下也可以在 Imp附近工作。通常，使用的蓄

电池系统电压为 12V，36片串联就意味着在标准条件（25℃）下太阳电池组件的

Vmp 为 17V，大大高于充电所需的 12V 电压。当这些太阳电池组件在高温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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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于高温太阳电池组件的损失电压约为 2V，这样 Vmp为 15V，即使在最热的

气候条件下也足够可以给各种类型的蓄电池充电。采用 36 片串联的太阳电池组

件最好是应用在炎热地区，也可以使用在安装了峰值功率跟踪设备的系统中，这

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太阳电池组件的潜力。 

33 片串联的太阳电池组件适宜于在温和气候环境下使用 33 片串联就意味着

在标准条件（25℃）下太阳电池组件的 Vmp为 16V，稍高于充电所需的 12V电压。

当这些太阳电池组件在 40-45℃下工作时，由于高温导致太阳电池组件损失电压

约为 1V，这样 Vmp为 15V，也足够可以给各种类型的蓄电池充电。但如果在非常

热的气候条件下工作，太阳电池组件电压就会降低更多。如果到 50℃或者更高，

电压会降低到 14V或者以下，就会发生电流输出降低。这样对太阳电池组件没有

害处，但是产生的电流就不够理想，所以 33 片串联的太阳电池组件最好用在温

和气候条件下。 

III. 使用峰值小时数的方法估算太阳电池组件的输出 

因为太阳电池组件的输出是在标准状态下标定的，但在实际使用中，日照条

件以及太阳电池组件的环境条件是不可能与标准状态完全相同，因此有必要找出

一种可以利用太阳电池组件额定输出和气象数据来估算实际情况下太阳电池组

件输出的方法，我们可以使用峰值小时数的方法估算太阳电池组件的日输出。该

方法是将实际的倾斜面上的太阳辐射转换成等同的利用标准太阳辐射 1000 W/ 

m2 照射的小时数。将该小时数乘以太阳电池组件的峰值输出就可以估算出太阳

电池组件每天输出的安时数。太阳电池组件的输出为峰值小时数×峰值功率。例

如：如果一个月的平均辐射为 5.0kWh/m2，可以将其写成 5.0 hours × 1000W/ 

m2，而 1000 W/ m2 正好也就是用来标定太阳电池组件功率的标准辐射量，那么

平均辐射为 5.0kWh/ m2就基本等同于太阳电池组件在标准辐射下照射 5.0小时。

这当然不是实际情况，但是可以用来简化计算。因为 1000W/ m2是生产商用来标

定太阳电池组件功率的辐射量，所以在该辐射情况下的组件输出数值可以很容易

从生产商处得到。为了计算太阳电池组件每天产生的安时数，可以使用峰值小时

×太阳电池组件的 Imp。例如，假设在某个地区倾角为 30 度的斜面上按月平均

每天的辐射量为 5.0kWh/ m2，可以将其写成 5.0 hours × 1000W/ m2。对于一

个典型的 75W太阳电池组件，Imp为 4.4Amps，就可得出每天发电的安时数为 5.0

×4.4Amps = 22.0Ah/天。 

使用峰值小时方法存在一些缺点，因为在峰值小时方法中做了一些简化，导

致估算结果和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偏差。 

首先，太阳电池组件输出的温度效应在该方法中被忽略。在计算中对太阳电

池组件的 Imp要进行补偿。因为在工作的时候，蓄电池两端的电压通常是稍微低

于 Vmp，这样太阳电池组件输出电流就会稍微高于 Imp，使用 Imp 作为太阳电池

组件的输出就会比较保守。这样，温度效应对于由较少的电池片串联的太阳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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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输出的影响就比对由较多的电池片串联的太阳电池组件的输出影响要大。所

以峰值小时方法对于 36片串联的太阳电池组件比较准确，对于 33片串联的太阳

电池组件则较差，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对于所有的太阳电池组件，在寒冷气候

的预计会更加准确。 

其次，在峰值小时方法中，利用了气象数据中测量的总的太阳辐射，将其转

换为峰值小时。实际上，在每天的清晨和黄昏，有一段时间因为辐射很低，太阳

电池组件产生的电压太小而无法供给负载使用或者给蓄电池充电，这就将会导致

估算偏大。通常，这一点造成的误差不是很大，但对于由较少电池片串联的太阳

电池组件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对 36 片串联的太阳电池组件每天输出的估算就比

较准确，而对于 33 片串联的太阳电池组件的估算则较差。 

再次，在利用峰值小时方法进行太阳电池组件输出估算时默认了一个假设，

即假设太阳电池组件的输出和光照完全成线性关系，并假设所有的太阳电池组件

都会同样地把太阳辐射转化为电能。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种使用峰值小时数

乘以电流峰值的方法有时候会过高地估算某些太阳电池组件的输出。 

不过，总的来说，在已知本地倾斜斜面上太阳能辐射数据的情况下，峰值小

时估计方法是一种对太阳电池组件输出进行快速估算很有效的方法。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使用上述方法计算光伏供电系统需要的太阳电池组件数。 

一个偏远地区建设的光伏供电系统，该系统使用直流负载，负载为 24V，

400Ah/天。该地区最低的光照辐射是一月份，如果采用 30 度的倾角，斜面上的

平均日太阳辐射为 3.0 kWh/ m2，也就是相当于 3个标准峰值小时。对于一个典

型的 75W 太阳电池组件，每天的输出为： 

组件日输出=3.0峰值小时 ×4.4安培=13.2 Ah/天 

假设蓄电池的库仑效率为 90%，太阳电池组件的输出衰减为 10％。根据上述

公式， 

并联组件数量=
AH

AH 

日平均负载（ ）

库仑效率 (组件日输出（ ）衰减因子)
 

＝
400 AH

0.9 [13.2 AH 0.9] 

（ ）

（ ）
=37.4  

串联组件数量＝
V

V

系统电压（ ）

组件电压（ ）
＝

24 V

12 V

（ ）

（ ）
=2 

根据以上计算数据，可以选择并联组件数量为 38，串联组件数量为 2，所需

的太阳电池组件数为： 

总的太阳电池组件数=2串×38并 = 76块 

3.3.2 蓄电池组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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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要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蓄电池组的规格及数量，并用 CAD 软件画出布

局图。 

蓄电池的设计思想是保证在太阳光照连续低于平均值的情况下负载仍可以

正常工作。我们可以设想蓄电池是充满电的，在光照度低于平均值的情况下，太

阳电池组件产生的电能不能完全填满由于负载从蓄电池中消耗能量而产生的空

缺，这样在第一天结束的时候，蓄电池就会处于未充满状态。如果第二天光照度

仍然低于平均值，蓄电池就仍然要放电以供给负载的需要，蓄电池的荷电状态继

续下降。也许接下来的第三天第四天会有同样的情况发生。但是为了避免蓄电池

的损坏，这样的放电过程只能够允许持续一定的时间，直到蓄电池的荷电状态到

达指定的危险值。为了量化评估这种太阳光照连续低于平均值的情况，在进行蓄

电池设计时，我们需要引入一个不可缺少的参数：自给天数，即系统在没有任何

外来能源的情况下负载仍能正常工作的天数。这个参数让系统设计者能够选择所

需使用的蓄电池容量大小。 

一般来讲，自给天数的确定与两个因素有关：负载对电源的要求程度；光伏

系统安装地点的气象条件即最大连续阴雨天数。通常可以将光伏系统安装地点的

最大连续阴雨天数作为系统设计中使用的自给天数，但还要综合考虑负载对电源

的要求。对于负载对电源要求不是很严格的光伏应用，我们在设计中通常取自给

天数为 3～5 天。对于负载要求很严格的光伏应用系统，我们在设计中通常取自

给天数为 7～14天。所谓负载要求不严格的系统通常是指用户可以稍微调节一下

负载需求从而适应恶劣天气带来的不便，而严格系统指的是用电负载比较重要，

例如常用于通信，导航或者重要的健康设施如医院、诊所等。此外还要考虑光伏

系统的安装地点，如果在很偏远的地区，必须设计较大的蓄电池容量，因为维护

人员要到达现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光伏系统中使用的蓄电池有镍氢、镍镉电池和铅酸蓄电池，但是在较大的系

统中考虑到技术成熟性和成本等因素，通常使用铅酸蓄电池。在下面内容中涉及

到的蓄电池没有特别说明指的都是铅酸蓄电池。 

蓄电池的设计包括蓄电池容量的设计计算和蓄电池组的串并联设计。首先，

给出计算蓄电池容量的基本方法。 

（1）基本公式 

I. 第一步，将每天负载需要的用电量乘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自给天数就可以

得到初步的蓄电池容量。 

II. 第二步，将第一步得到的蓄电池容量除以蓄电池的允许最大放电深度。因为

不能让蓄电池在自给天数中完全放电，所以需要除以最大放电深度，得到所

需要的蓄电池容量。最大放电深度的选择需要参考光伏系统中选择使用的蓄

电池的性能参数，可以从蓄电池供应商得到详细的有关该蓄电池最大放电深

度的资料。通常情况下，如果使用的是深循环型蓄电池，推荐使用 80%放电

深度（DOD）；如果使用的是浅循环蓄电池，推荐选用使用 50%DOD。设计蓄电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实训指导书 

 

21 

 

池容量的基本公式见下： 

 


=
自给天数 日平均负载

蓄电池容量
最大放电深度

                       

（5） 

下面我们介绍确定蓄电池串并联的方法。每个蓄电池都有它的标称电压。为

了达到负载工作的标称电压，我们将蓄电池串联起来给负载供电，需要串联的蓄

电池的个数等于负载的标称电压除以蓄电池的标称电压。 

                                     

 
=

负载标称电压
串联蓄电池数

蓄电池标称电压
                   

（6） 

为了说明上述基本公式的应用，我们用一个小型的交流光伏应用系统作为范

例。假设该光伏系统交流负载的耗电量为 10KWh/天，如果在该光伏系统中，我

们选择使用的逆变器的效率为 90％，输入电压为 24V，那么可得所需的直流负载

需求为 462.96Ah/天。(10000 Wh ÷ 0.9 ÷ 24 V = 462.96 Ah)。我们假设这

是一个负载对电源要求并不是很严格的系统，使用者可以比较灵活的根据天气情

况调整用电。我们选择 5天的自给天数，并使用深循环电池，放电深度为 80％。

那么： 

蓄电池容量＝5天×462.96Ah/0.8＝2893.51Ah。 

如果选用 2V/400Ah 的单体蓄电池，那么需要串连的电池数： 

         串联蓄电池数＝24V/2V=12（个） 

需要并联的蓄电池数： 

       并联蓄电池数＝2893.51/400＝7.23 

我们取整数为 8。所以该系统需要使用 2V/400Ah 的蓄电池个数为：12 串联×8

并联 = 96（个）。 

下面是一个纯直流系统的例子：乡村小屋的光伏供电系统。该小屋只是在周

末使用，可以使用低成本的浅循环蓄电池以降低系统成本。该乡村小屋的负载为

90 Ah/天，系统电压为 24V。我们选择自给天数为 2天，蓄电池允许的最大放电

深度为 50％，那么： 

    蓄电池容量＝2天×90Ah/0.5＝360Ah。 

如果选用 12V/100Ah 的蓄电池，那么需要该蓄电池 2串联×4并联 = 8个。 

（2）设计修正 

以上给出的只是蓄电池容量的基本估算方法，在实际情况中还有很多性能参

数会对蓄电池容量和使用寿命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了得到正确的蓄电池容量设

计，上面的基本方程必须加以修正。 

对于蓄电池，蓄电池的容量不是一成不变的，蓄电池的容量与两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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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蓄电池的放电率和环境温度。 

首先，我们考虑放电率对蓄电池容量的影响。蓄电池的容量随着放电率的改

变而改变，随着放电率的降低，蓄电池的容量会相应增加。这样就会对我们的容

量设计产生影响。进行光伏系统设计时就要为所设计的系统选择在恰当的放电率

下的蓄电池容量。通常，生产厂家提供的是蓄电池额定容量是 10 小时放电率下

的蓄电池容量。但是在光伏系统中，因为蓄电池中存储的能量主要是为了自给天

数中的负载需要，蓄电池放电率通常较慢，光伏供电系统中蓄电池典型的放电率

为 100～200 小时。在设计时我们要用到在蓄电池技术中常用的平均放电率的概

念。光伏系统的平均放电率公式如下： 

平 均 放 电 率  ( 小 时 )=
自给天数 负载工作时间

最大放电深度
               

（7） 

上式中的负载工作时间可以用下述方法估计：对于只有单个负载的光伏系

统，负载的工作时间就是实际负载平均每天工作的小时数；对于有多个不同负载

的光伏系统，负载的工作时间可以使用加权平均负载工作时间，加权平均负载工

作时间的计算方法如下： 

加 权 平 均 负 载 工 作 时 间  = 




负载功率 负载工作时间

负载功率
           

（8） 

根据上面两式就可以计算出光伏系统的实际平均放电率，根据蓄电池生产商

提供的该型号电池在不同放电速率下的蓄电池容量，就可以对蓄电池的容量进行

修正。 

下面考虑温度对蓄电池容量的影响。蓄电池的容量会随着蓄电池温度的变化

而变化，当蓄电池温度下降时，蓄电池的容量会下降。通常，铅酸蓄电池的容量

是在 25℃时标定的。随着温度的降低，0℃时的容量大约下降到额定容量的 90％，

而在-20℃的时候大约下降到额定容量的 80％，所以必须考虑蓄电池的环境温度

对其容量的影响。 

如果光伏系统安装地点的气温很低，这就意味着按照额定容量设计的蓄电池

容量在该地区的实际使用容量会降低，也就是无法满足系统负载的用电需求。在

实际工作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蓄电池的过放电，减少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增加维护

成本。这样，设计时需要的蓄电池容量就要比根据标准情况（25℃）下蓄电池参

数计算出来的容量要大，只有选择安装相对于 25℃时计算容量多的容量，才能

够保证蓄电池在温度低于 25℃的情况下，还能完全提供所需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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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蓄电池温度－放电率－容量曲线 

蓄电池生产商一般会提供相关的蓄电池温度-容量修正曲线。在该曲线上可

以查到对应温度的蓄电池容量修正系数，除以蓄电池容量修正系数就能对上述的

蓄电池容量初步计算结果加以修正。上面是一个典型的温度－放电率－容量变化

曲线。 

因为低温的影响，在蓄电池容量设计上还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修正蓄

电池的最大放电深度以防止蓄电池在低温下凝固失效，造成蓄电池的永久损坏。

铅酸蓄电池中的电解液在低温下可能会凝固，随着蓄电池的放电，蓄电池中不断

生成的水稀释电解液，导致蓄电池电解液的凝结点不断上升，直到纯水的 0℃。

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如果蓄电池放电过多，随着电解液凝结点的上升，电解液

就可能凝结，从而损坏蓄电池。即使系统中使用的是深循环工业用蓄电池，其最

大的放电深度也不要超过 80％。下图给出了一般铅酸蓄电池的最大放电深度和

蓄电池温度的关系，系统设计时可以参考该图得到所需的调整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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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铅酸蓄电池最大放电深度－温度曲线 

在设计时要使用光伏系统所在地区的最低平均温度，然后从上图或者是由蓄

电池生产商提供的最大放电深度－蓄电池温度关系图上找到该地区使用蓄电池

的最大允许放电深度。通常，只是在温度低于零下 8度时才考虑进行校正。 

（3）完整的蓄电池容量设计计算 

考虑到以上所有的计算修正因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蓄电池容量的最终计

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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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电池容量(@指定放电率)＝




自给天数 日平均负载

最大允许放电深度 温度修正因子
      

（9） 

根据用电情况、安装地点的气象情况以及用户的特殊要求计算系统所需要的

容量，根据安装地区户用电压情况及系统要求选择蓄电池型号，确定总的数量确

定，规划整体布局。 

3.3.3 蓄电池和光伏组件方阵设计的校核 

我们有必要对光伏组件方阵和蓄电池的设计计算进行校核，以进一步了解系

统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保证光伏组件方阵的设计和蓄电池的设计可以协调工

作。 

I. 校核蓄电池平均每天的放电深度，保证蓄电池不会过放电。 

计算公式如下，但是如果自给天数很大，那么实际的每天 DOD可能相当小，

不需要进行校核计算。 

蓄电池日放电深度＝
V

V

日负载（ ）

设计蓄电池的总容量（ ）
 

                              ＝
V

V

日负载（ ）

设计并联蓄电池数 蓄电池容量（ ）
     

（10） 

如果一个光伏系统使用了 4000 Ah 的深循环蓄电池，每天的负载为 500 Ah，

那么平均每天的 DOD 校核计算如下：500Ah/4000Ah＝0.125<0.8。所以该系统中

蓄电池不会过放电。 

II. 校核光伏组件方阵对蓄电池组的最大充电率 

另外一个校核计算就是校核设计光伏组件方阵给蓄电池的充电率。在太阳辐

射处于峰值时，光伏组件方阵对于蓄电池的充电率不能太大，否则会损害蓄电池。

蓄电池生产商将提供指定型号蓄电池的最大充电率，计算值必须小于该最大充电

率。下面给出了最大的充电率的校核公式，用总的蓄电池容量除以总的峰值电流

即可。 

最大充电率＝
Amps

Ah设计蓄电池总容量（ ）

设计光伏阵列的峰值电流（ ）
 

＝
Ah

A





并联蓄电池数 蓄电池容量（ ）

并联光伏组件数 组件峰值电流（ ）
            

（11） 

下面举例说明，光伏供电系统使用了 75W 太阳电池组件 50 块（25 并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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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工作电压 24V，配备 4000 Ah 的蓄电池。最大充电率为： 

最大充电率 = 4000Ah/25×4.4(75W 组件峰值电流) = 24 hours 

将计算值和蓄电池生产商提供的该设计选用型号蓄电池的最大充电率进行

比较，如果计算值较小，则设计安全，光伏组件方阵对蓄电池的充电不会损坏蓄

电池；如果计算值较大，则设计不合格，需要重新进行设计。 

3.3.4 控制器的设计 

首先，根据光伏系统蓄电池的电压选择光伏充电控制器的工作电压等级；然

后，根据光伏阵列的容量大小和光伏组件串的并联数量，计算光伏充电控制器的

充电电流和控制方式；接着，根据负载特点选择是否需要光伏充电控制器的蓄电

池放电控制功能，如果需要可依据负载功率计算放电电流大小；最后，依据用户

要求选择是否需要其他的辅助功能，列出满足要求的光伏充电控制器的提供厂家

和型号，最终按照系统配置最优原则确定光伏充电控制器。 

3.3.5 逆变器的设计 

首先要确定是并网还是离网，然后确定输入的直流电压、负载的大小以及负

载的类型。一般逆变器输入的直流电压只有一档，用户需根据直流电源选择相应

规格的逆变器；负载的大小和类型是用户在选购逆变器时应重点考虑的内容，由

于逆变器最大输出功率是一定的，如使用带有压缩机的负载，它的启动功率要超

过其额定功率数倍，就要选择输出功率较大的逆变器  

3.3.6 电缆的选取 

系统中电缆的选择主要考虑如下因素： 

电缆的绝缘性能； 

电缆的耐热阻燃性能； 

电缆的防潮，防光； 

电缆的敷设方式； 

电缆芯的类型（铜芯，铝芯）； 

电缆的大小规格。 

光伏系统中不同的部件之间的连接，因为环境和要求的不同，选择的电缆也

不相同。以下分别列出不同连接部分的技术要求： 

组件与组件之间的连接 

必须进行 UL测试，耐热 90℃，防酸，防化学物质，防潮，防曝晒。 

方阵内部和方阵之间的连接 

可以露天或者埋在地下，要求防潮、防曝晒。建议穿管安装，导管必须耐热

90℃。 

蓄电池和逆变器之间的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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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通过 UL测试的多股软线，或者使用通过 UL测试的电焊机电缆。 

室内接线（环境干燥） 

可以使用较短的直流连线。 

电缆大小规格设计，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蓄电池到室内设备的短距离直流连接，选取电缆的额定电流为计算电缆连续

电流的 1.25倍。 

交流负载的连接，选取的电缆额定电流为计算所得电缆中最大连续电流的

1.25倍。 

逆变器的连接，选取的电缆额定电流为计算所得电缆中最大连续电流的

1.25倍。 

方阵内部和方阵之间的连接，选取的电缆额定电流为计算所得电缆中最大连

续电流的 1.56倍。 

考虑温度对电缆的性能的影响。 

考虑电压降不要超过 2％。 

适当的电缆尺径选取基于两个因素，电流强度与电路电压损失。完整的计算

公式为： 

 线 损  =  电流  ×  电路总线长  ×  线缆电压因子 

式中线缆电压因子可由电缆制造商处获得。 

3.3.7 供电系统的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包括太阳电池组件地基和控制机房的建设。太阳电池组件可以安装

在地面上，也可以安装在屋顶上。如果光伏方阵安装在地面上，在设计施工的时

候需要考虑建筑抗震设计（参考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J 11-89） 

太阳电池组件地基属于丙类建筑，要符合以下要求： 

选择建筑场地时，应尽量选择坚硬土或者开阔平坦密实均匀的中硬土。 

同一结构单元不宜设置在截然不同的地基土上。 

地基油软弱粘性土、液化土、新近填土或者严重不均匀土层时，宜采取措施

加强基础的整体性和刚性。 

混凝土砌块的强度等级，中砌块不宜低于 MU10，小砌块不低于 MU5，砌块的

砂浆强度等级不宜于 M5。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0。 

地基基础抗震验算： 

FsE= ζ sfs                                       

（12） 

FsE―为调整后的地基土抗震承载设计值 

ζs―为地基土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参考《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J 11-89 

fs―为地基土静承载力设计值，采用《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J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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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存在液化土层的地基应根据地基的液化等级采取一定的措施： 

采用深基础时，基础地面埋入液化深度以下稳定涂层中的深度不应小于

500mm； 

采用加密法（如振冲、振动加密、强夯等）加固时，应处理至液化深度下界，

且处理后土层的标准贯入锤击数的实测值，应大于相应的临界值； 

挖出全部液化土层。 

冻土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建设。 

在西藏，青海和新疆，都存在大量的冻土地区。太阳电池组件地基的设计应

针对季节性冻土地基和多年冻土地基分别进行设计计算，可参考《冻土地区建筑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JGJ 118-98。 

对于组件基础，安装支架的混凝土基础技术规范。 

1) 基础混凝土的混合比例为 1:2:4 （水泥、胶石、 水），采用 42 号水泥

或更细，胶石每块尺寸为 20mm 或更小； 

2) 基础尺寸建议为 500mm 长 x 500mm 宽 x 400mm 高。如果发现现场土壤

疏松，要相应地增加基础深度。 

3) 基础的上表面要在同一水平面上，平整光滑。 

4) 支架四个支撑腿所用的四个基础应保持在同一水平上。 

5) 基础上的预埋螺杆应该要求正确地位于基础中央，同样要注意保持螺杆

垂直，不要倾斜。 

6) 基础上的预埋螺杆应该高出混凝土基础表面 50mm。确保已经将基础螺杆

的凸出螺纹上的混凝土擦干净。 

7) 要注意每付组件支架两个基础之间的朝向和尺寸。建议安装一付支架 

(不安装太阳电池组件)，将四条支架安装到适当的位置，为基础建造作标记。 

如果太阳电池组件安装在屋顶就不需要考虑冻土的情况，但是要考虑抗震对

房屋和支架的技术需要。 

3.3.8 接地和防雷设计 

太阳能光伏电站为三级防雷建筑物，防雷和接地涉及到以下的方面：（可参

考 GB50057 -94 《建筑防雷设计规范》） 

电站站址的选择; 

尽量避免将光伏电站建筑在雷电易发生的和易遭受雷击的位置; 

尽量避免避雷针的投影落在太阳电池组件上; 

防止雷电感应：控制机房内的全部金属物包括设备、机架、金属管道、电缆

的金属外皮都要可靠接地，每件金属物品都要单独接到接地干线，不允许串联后

再接到接地干线上。 

防止雷电波侵入:在出线杆上安装阀型避雷器，对于低压的 220/380V 可以采

用低压阀型避雷器。要在每条回路的出线和零线上装设。架空引入室内的金属管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实训指导书 

 

28 

 

道和电缆的金属外皮在入口处可靠接地，冲击电阻不宜大于 30 欧姆。接地的方

式可以采用电焊，如果没有办法采用电焊，也可以采用螺栓连接。 

接地系统的要求 

所有接地都要连接在一个接地体上，接地电阻满足其中的最小值，不允许设备串

联后再接到接地干线上。 

光伏电站对接地电阻值的要求较严格，因此要实测数据,建议采用复合接地体，

接地机的根数以满足实测接地电阻为准。 

光伏电站接地接零的要求 

电气设备的接地电阻 R≤4欧姆，满足屏蔽接地和工作接地的要求。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中，要重复接地，R≤10欧姆 

防雷接地应该独立设置，要求 R≤30欧姆，且和主接地装置在地下的距离保持在

3M以上。 

总的来讲，光伏系统的接地包括以下方面。 

防雷接地:包括避雷针、避雷带以及低压避雷器、外线出线杆上的瓷瓶铁脚

还有连接架空线路的电缆金属外皮。 

工作接地:逆变器、蓄电池的中性点、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 

保护接地:光伏电池组件机架、控制器、逆变器、以配电屏外壳、蓄电池支

架、电缆外皮、穿线金属管道的外皮。 

屏蔽接地:电子设备的金属屏蔽。 

重复接地:低压架空线路上，每隔 1公里处接地。 

接闪器可以采用 12mm 圆钢，如果采用避雷带，则使用圆钢或者扁钢，圆钢

直径≥48mm，厚度不应该小于等于 4 mm2。 

引下线采用圆钢或者扁钢，宜优先采用圆钢直径≥8mm，扁钢的截面不应该

小于 4mm。 

接地装置:人工垂直接地体宜采用角钢、钢管或者圆钢。水平接地体宜采用

扁钢或者圆钢。圆钢的直径不应该小于 10mm，扁钢截面不应小于 100 mm2，角钢

厚度不宜小于 4mm，钢管厚度不小于 3-5mm。人工接地体在土壤中的埋设深度不

应小于 0.5mm，需要热镀锌防腐处理，在焊接的地方也要进行防腐防锈处理。 

根据实际情况安装电涌保护器。参考 GB50057-94。 

3.4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方案答辩，改进 

每组选出一个代表上台介绍本组的设计方案以及各成员的分工情况，教师及

其他同学认真听取相关的方案，遇到问题可提出疑问，由报告人及该组成员共同

回答，对于方案中的不足，该方案的成员应认真记录并加以改进。 

3.5 设备、材料领取清点、检测 

领取实训设备、材料，对设备进行安装前的检测，检测后填写光伏发电系统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实训指导书 

 

29 

 

主要设备报审表。 

3.6 现场模拟施工 

    各组成员把检测好的实训设备及材料转移到操场指定位置进行现场模拟施

工，期间填写施工日记。 

3.7 组间组织验收 

   不同组之间相互进行模拟组织验收，并且填写监理日记、工 程 报 验 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8 答辩总结 

    各组派代表进行答辩总结，包括各组的设计方案、设计施工过程、完成情况、

心得体会等。 

注意事项 

  1．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2、本次实训周要求大家自觉参与，希望各组成员明确职责，及时到位，齐

心协力地做好；在答辩环节中，希望其它组成员对答辩小组所设计方案中存在的

问题积极踊跃地提出来并加以讨论。 

3、各教学、实训场所，务必做好环境整理，要求整洁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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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流程安排、模拟项目及相关的施工、验收表格 

 

附录 1、流程安排 

时间 内容 地点 主讲人 参与人 

周一上午 实习内容安排、实习内容讲解 光电实验室 廖长庚 各组成员 

周一下午 查阅相关资料   各组成员 

周二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 机房  各组成员 

周三上午 答辩与改进 光电实验室 各组成员 各组成员 

周四上午 设备、材料领取与检测 光电实验室  各组成员 

周四下午 现场模拟施工 操场  各组成员 

周五上午 答辩总结 光电实验室 各组成员 各组成员 

周五下午 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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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模拟项目 

 

1、上海独立光伏系统的优化设计（均衡性负载） 

系统为感性负载 220V360W，每天工作 8小时，阴雨天持续 4天，请设计一个

独立的太阳能发电系统。要求：给出计算所需的蓄电池，太阳能板和公式；如何

选择逆变器和控制器；使用固定式支架 

2、广州独立光伏系统的优化设计（“夏天型”负载） 

系统为非感性负载 220V500W，夏季每天工作 8小时，冬季每天工作 5小时，

阴雨天持续 4天，请设计一个独立的太阳能发电系统。要求：给出计算所需的蓄

电池，太阳能板和公式；如何选择逆变器和控制器，使用固定式支架 

3、北京独立光伏系统的优化设计（“冬天型”负载） 

系统为感性负载 220V600W，夏季每天工作 5小时，冬季每天工作 8小时，阴

雨天持续 4天，请设计一个独立的太阳能发电系统。要求：给出计算所需的蓄电

池，太阳能板和公式；如何选择逆变器和控制器，使用倾角可调式支架 

4、许昌市家用小型离网系统 

设计要求系统要可满足一般家用照明，电视机，电风扇，电脑等小型用电设

备的用电需求。 

 

 

 

家用常用电器用电量 

设备 数量 功率 使用时间/天 总耗能（KWh） 

7W LED灯 6 42w 4小时 0.168 

电风扇 1 60w 3小时 0.18 

32吋液晶电视机 1 80W 3小时 0.24 

计算机 1 200W 2小时 0.40 

电冰箱 1 80W 4小时 0.32 

合计 10 462W  1.308 

5、伊朗家用小型离网发电系统 

用户负载信息 

用电器 额定功率(W) 数量 用电时数(h) 用电量(KWh) 

Saving Lamp 20 3 6 0.36 

Saving Lamp 10 4 3 0.12 

Saving Lamp 11 1 1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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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 21” 65 1 4 0.26 

Satellite 30 1 4 0.12 

Refrigerator 120 1  1.5 

Personal Computer 350 1 2 0.7 

合计  

6、江西新余市 500W 家用/办公太阳能发电系统 

500Wp 家用 / 办公太阳能发电系统 

设计负载电器名称 规格型号 耗电功率 数量 每日工作时间 日耗电量 

照明 节能灯 11W 6 4 264Wh 

电脑 液晶显示 100W 1 5 500Wh 

打印机 喷墨 30W 1 1 30Wh 

传真机 喷墨 150W 1 1 150Wh 

电冰箱(选项) 150L 100W 1 24 800Wh 

卫星电视接收机/VCD   25W 1 6 150Wh 

彩色电视 21寸 70W 1 6 420Wh 

水泵   200W 1 0.5 100Wh 

总计   640W     1614Wh 

7、福州地区太阳能路灯项目设计 

项目安装地点在福州，直流负载，功率为 50-150W,工作电压 12V, 要求照明

时间每天 10个小时，连续阴雨天持续使用 5天。 

8、泉州小型独立发电系统 

项目安装地点在泉州，普通交流感性负载，功率为 30-50W, 每天使用 5个小

时，连续阴雨天持续使用 3天。 

9、厦门并网发电系统 

项目安装地点在厦门，普通交流非感性负载，功率为 1MW, 每天使用 3 个小

时，连续阴雨天持续使用 4天。 

10、太阳能灯饰设计 

负载为 50 个 LED 彩灯，每个工作电压 2.4V，额定功率 3W，每天持续工作 3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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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光伏发电系统主要设备报审表 

光伏发电系统主要设备报审表 

工程名称：                                                  编号：                                  

致 ：        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下列材料经自检试验，符合技术规范及设计要求，报请验证并准予进场使用： 

附件：1、材料出厂质量保证书                     2、材料自检试验报告 

 

 

项目经理                   日    期                 

材料名称    

材料来源、产地    

用  途    

材料规格    

本批材料数量    

现

场

检

验 

取样日期    

取样地点    

试验日期    

试验结果    

监理工程师意见 

（附审查报告） 

□ 同意 

□ 不同意 

□ 同意 

□ 不同意 

□ 同意 

□ 不同意 

审核意见： 

 

 

 

 

 

监理工程师                      日    期              

本表由施工单位填写一式三分，审核后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各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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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施工日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光伏发电工

程 

 

 

 

 

施 

工 

日 

记 

 

 

 

 

 

记录人：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施工日记 

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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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天气状况 风力 最高/最低温度 备注 

     

生产情况记录：（部位项目、机械作业、班组工作、生产存在问题） 

 

技术质量安全工作记录：（技术质量安全活动、技术质量安全问题、质量验收及其他等） 

工程负责人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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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监理日记 

C3-3 

监理日记 

年  月  日  星期                               气候（晴、雨） 

监   理   情  况 

 

 

 

 

 

 

 

 

 

存在问题（包括工程进度、质量、造价等） 处  理  情  况 

  

                                专业监理工程师              

                                      **市建设监理专业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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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工程报验单 

工 程 报 验 单 

工程名称：                            光伏发电工程    编号：  __              

致：      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工程师: 

本工程的                  工程，经施工自检评定验收合格，请于      年  _  月  __  日   时   

分现场核查验收，我方提供所需工程验收资料。 

 

□设计图纸资料 。 □施工技术复核交底记录签证。  □施工测量记录复核签证。 

 

□材料、成品、半成品质保书、检验报告、进场验收确认使用部位记录签证。 

 

□施工自检评定验收资料。 □下一道工序施工的技术方案、人力材料、机具设备、必具条 

 

件的准备资料的准备资料。 

 

 

 

 

全职质检员             签发时间              

                                        

                                        监理工程师             接收时间          

审查、验收意见： 

 

 

 

 

 

        所报单位、分部、分项工程经查验符合要求。 

 

        所报工程不符合要求,应重新报验。                                  

 

 

 

监理工程师                  时间                

 

附注：1、各分部、分项的工程验收，应由质检员提前 24小时（特殊情况不得

少于 12小时）签发本通知单，报送专业监理工程师。 

2、地基与基础工程：主体结构中间验收应由质检员提前二天签发本通知单，

报送监理工程师。 

3、本表由施工单位填写一式三份，审核后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各留一份。 

                                     **市建设监理专业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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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隐 蔽 工 程 验 收 记 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分部（子分部）工 

程 名 称 
基座 

分项工程

名  称 
化学螺栓 

隐蔽项目 种植化学螺栓及螺栓周边防水 隐蔽日期 2011-11-15 

隐蔽

内容 

 

1. 化学螺栓种植设置、做法。 

2. 化学螺栓防水处理。 

 

施工

单位

检查

情况 

 

经检查： 

化学螺栓已按设计图纸要求安装完毕。螺栓材料、质量良好、符合施工规范及设计图纸

要求。对化学螺栓周边做好防水处理，并做渗水试验。无发现有漏水现象。 

隐蔽

验收

结论 

 

施工

单位 

质 检 员 施 工 员 
监理（建

设）单位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 

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