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热线：4001-014-879；http：//www.jleec.com 

 

 

 

 

 

 

10kV 分布式光伏设计施工图设计产品介绍 



 
服务热线：4001-014-879；http：//www.jleec.com 

 

 

目录 

1. 产品概述 ...............................................................................................................................................  

2 .光伏电站前景 .......................................................................................................................................  

2.1世界能源的现状 ..................................................................................................................................  

3 .10kV光伏电站的组成和设计内容 .......................................................................................................  

3.1 光伏电站的基本流程..........................................................................................................................  

3.2 光伏阵列利用原理..............................................................................................................................  

3.3 光伏阵列方式 .....................................................................................................................................  

3.4 逆变器 .................................................................................................................................................  

3.5 汇流箱 .................................................................................................................................................  

3.6 并网柜 .................................................................................................................................................  

3.7 升压变压器 .........................................................................................................................................  

3.8 光伏箱变 .............................................................................................................................................  

3.9 防孤岛装置 .........................................................................................................................................  

3.10 光伏监控 ...........................................................................................................................................  

4 .产品优势 ...............................................................................................................................................  

4.1品牌价值 ..............................................................................................................................................  

4.2本地化专业服务团队...........................................................................................................................  

4.3管信息化管理 ePM................................................................................................................................  

4.4工日签到 ..............................................................................................................................................  

5 .售后服务 ...............................................................................................................................................  

6 .产品主要标准 .......................................................................................................................................  

6.1国家电网公司有关文件及主要规程规范 ...........................................................................................  



 
服务热线：4001-014-879；http：//www.jleec.com 

 1 

1. 产品概述 

分布式光伏发电特指在用户场地附近建设，在配电系统平衡调节为特征的光伏发

电设施，是一种新型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发电和能源综合利用方式，它倡导就近

发电，就近并网，就近转换，就近使用的原则。 

2 .光伏电站前景 

2.1 世界能源的现状 

    全球人口 2017年是 75亿，中国以 14亿位居第一，能源需求折合成装机是 145TW，

到 2050 年全世界人口大概要达到 100 亿，按照每人每年 GDP 增长 1.6%GDP，单位能

耗按照每年减少 1%，则能源需求装机将是大约 3060TW，届时主要要靠可再生能源来

解决。 

    世界上潜在水能资源 4.6TW，经济可开采资源只有 0.9TW；风能实际可开发资源

2-4TW；生物质能 3TW(加起来总共 8TW)。只有太阳能是唯能够保证人类未来需求的能

量来源，其潜在资源 120000TW，实际可开采资源高达 600TW。 

    我国陆地表面每年接受太阳辐射能相当于约 49000亿吨标准煤，全国三分之二的

国土面积年日照在 2200 小时以上，年太阳辐射量超过 5000 兆焦耳每平方米(相当于

17 千克标准煤每平方米) ，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永续繁衍的

最宝贵的财富。 

 

    我国国土面积幅员辽阔，太阳能资源丰富；全国太阳能资源分布区域大体可以划

分为四大区域，分别为：Ⅰ最丰富带、Ⅱ很丰富带、Ⅲ较丰富带，Ⅳ一般；总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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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资源利用前景广阔。 

  太阳能发电优点 

重量轻：即使建筑设计之初未考虑太阳能组件荷载也不影响结构安全。 

寿命长：20-50年(工作 25年，输出功率下降不超过 20%)。 

零排放：无燃料消耗、无噪声、无污染。 

发电不用水：可以在荒漠地区建设。 

运行可靠：无机械转动部件，使用安全、免维护。 

生产资料丰富：硅材料储量丰富，为地壳上除氧之外的丰度排列第二，达到 26%之多。 

安装容易：建设周期短，安装成本低。 

规 律 性 强 ， 可 预 测 ： 调 峰 效 果 明 显 ， 调 度 比 风 力 发 电 容 易 。

当今国内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所以大力发展太阳能是能源和环境的的可持续发展的迫

切需求。 

3 .10kV 光伏电站的组成和设计内容 

10kV光伏电站的设计内容 

10kV 光伏电站的设计内容主要包括现场实勘，组件倾角排布，设备接线图，设

备位置图，线缆选型，变压器选型，10kV升压并网设计，基础设计，支架强度计算，

支架部件装配详图，系统效率计算，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通讯及图像监控、安全及

火灾报警系统等，而每个部分的设计的原则和内容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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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光伏电站的基本流程 

找房顶 

1) 宏观了解项目资源详情信息及地址 

2) 联系项目资源业主，沟通确认现场勘查 

3) 现场勘查，并完善收资清单 

4) 项目报告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5) 企业立项 

6) 与业主签订建设屋项太阳能光伏电站合同 

备案 

1) 确定建设项目性质(分布式电站) 

2) 确定建设项目的指标 

3) 查阅国家和地方有关该项目的支持文件 

4) 报当地发改委立项 

5) 根据发改委立项提供相关资料(①、建设用地连续一年的实测太阳能辐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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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②、市电力部门同意接入、消纳、平衡的意见；③、获取金融部门贷款

承诺函；④、获得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函；⑤、同国土局部门签订用地协议

或合同；⑥、获取当地政府对项目的支持性文件；) 

6) 将资料上报上一级发改委备案 

7) 获得项目建设指标 

并网申请 

1) 业主提出并网申请，到当地的电网公司大厅进行备案 

2) 电网企业受理并网申请，并制定接入系统方案 

3) 业主确认接入系统方案，并依照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重复申请 

4) 电网公司出具接网意见 

5) 业主进行项目核准和工程建设 

6) 业主建设完毕后提出并网验收和调试申请 

7) 电网企业受理并网验收和调试申请，安装电能计量装置(原电表改装成双向电

表) 

8) 电网企业并网验收及调试，并与业主联合签订购售电合同及并网调度协议 

9) 正式并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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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光伏阵列利用原理 

光伏阵列利用光生伏打原理将太阳能转变成直流电能，经逆变器的直流和交流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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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后，根据光伏电站接入电网技术规定光伏电站容量确定光伏电站接入电网的电压等

级，由变压器升压后，接入中压或高压电网。 

3.3 光伏阵列方式 

光伏方阵一般分为两种，最佳倾角和水平角度。

 

1) 水平角度(屋面原有角度) 

 冷受屋面安装条件制约，必须和屋面坡度相同的角度铺设 

 太阳能利用效率较低，发电量较差 

 一般铺设在彩钢屋顶，琉璃瓦等轻型屋面 

 

2) 最佳倾角 

 根据当地经纬度推算年度最大日照条件下的倾斜角度 

 具有较高的太阳能利用效率，发电量较高 

 铺设在地面、水泥屋面 

3.4 逆变器   

    逆变器（inverter，又称变流器、反流器，或称反用换流器、电压转换器）是一

个利用高频电桥电路将直流电变换成交流电的电子器件，按组件接入情况可划分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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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串式，多组串式和集中式逆变器 。 

3.5 汇流箱  

    汇流箱又名太阳能汇流箱，太阳能光伏汇流箱，光伏阵列防雷汇流箱，太阳能发

电汇流箱，光伏发电汇流箱，光伏防雷汇流箱。 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中，为了减

少太阳能光伏电池阵列与逆变器之间的连线使用到汇流箱。结合多年防雷系统设计经

验，研制出了多种开号汇流箱。用户可以将一定数量、规格相同的光伏电池串联起来，

组成一个个光伏阵列，然后再将若干个光伏阵列并联接入光伏汇流防雷箱，在光伏防

雷汇流箱内汇流后，通过控制器，直流配电柜，光伏逆变器，交流配电柜，配套使用

从而构成完整的光伏发电系统，实现与市电并网。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在光伏防雷汇流箱里配置了光伏专用直流防雷模块、直流熔断器和断路器等，方便用

户及时准确的掌握光伏电池的工作情况，保证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发挥最大功效。 

3.6 并网柜 

    光伏并网柜是连接光伏电站和电网的配电装置，其主要作用是作为光伏电站与电

网之间的分界。对于低压并网的光伏电站。光伏并网柜，作为光伏电站的总出口必须

存在于光伏系统中。 

3.7 升压变压器  

    变压器是一种常见的电气设备，可用来把某一数值的交变电压变换为同频率的另

一数值的交变电压。升压变压器就是用来把低数值的交变电压变换为同频率的另一较

高数值交变电压的变压器。应用在 10KV 分布式光伏电站中，先将光伏电站发的低压

电流经过升压后接入 10KV国家电网。 

3.8 光伏箱变  

    光伏箱变，是一种高压开关设备、配电变压器和低压配电装置，按一定接线方案

排成一体的工厂预制户内、户外紧凑式的配电设备，主要用于光伏发电。 

3.9 防孤岛装置 

    光伏防孤岛保护装置适用于清洁电源或小电源并网供电系统，与其公众电网配电

系统（由一台 10kV/0.4 kV 配电变压器供电）一起并网供电。由于并网系统地外部原

因或自然原因，很有可能造成本地电源系统孤岛运行，这对于现场的发电设备和系统

电网危害都很大，一般逆变器和风电发电系统都自带防孤岛的功能，但是为了安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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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外部并网点也可安装防孤岛的保护装置，在发生孤岛现象时，作为后备保护可以

快速切出分布式孤岛电源，由此本装置可以完全满足此功能。 

    防孤岛保护装置的任务是对配电变压器的低压侧进行实时监测；对清洁电源进行

必要的控制。采用专门为其设计的微机装置和控制电路，这样可以孤岛保证保护动作

快速性和控制的准确性。 

3.10 光伏监控 

    光伏监控就是将光伏电站的逆变器、汇流箱、辐照仪、气象仪、电表等设备通过

数据线连接起来，用光伏电站数据采集器进行这些设备的数据采集，并通过 GPRS、 以

太网、WIFI 等方式上传到 网络服务器或本地电脑，使用户可以在互联网或本地电脑

上查看相关数据，方便电站管理人员和用户对光伏电站的运行数据查看和管理。 

光伏监控可以让人们进行集群监测和管理，无需到现场逐台设备查看状况，更有利于

进行数据汇总、生成曲线、数据分析，网络监控更加便于人们进行远程管理，大量节

约人力成本。 

    光伏电站一般建设在屋顶或者偏僻的地区，现场查看不是很方便，而且发电的数

量直接和经济效益挂钩，因此光伏监控有利于人们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特别是网络 

远程监控，可以通过手机、邮件等方式通知管理者，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通过 远

程查看数据来判断问题的原因。 

4 .产品优势 

4.1 品牌价值 

 “交联”品牌誉享海内外，公司参与了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的设计任务，积极响

应国家的“一带一路”政策，参与了卢旺达、刚果（金）等多个国家的电力工程建设

项目。 

 公司拥有一批高精尖的专业人才队伍，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比例达 70%以上，

并拥有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结构师、注册建筑师、造价工程师、一级建造师等专业

人才数十名，保持行业领先，为广大电力客户提供优质、高端、个性化的电力设计服

务。  

 公司拥有电力系统（送电、变电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证书，具备项目设计、采购、

施工管理和并网调试于一体的 EPC总承包服务能力，并具有丰富的 EPC 总承包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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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公司拥有丰富的项目设计经验，光伏设计也得到大力发展。 

公司已涉足岸电设计、充电桩设计等新兴领域。 

4.2 本地化专业服务团队 

 交联打造没有围墙的公司，凭借其厚重的品牌、完善的服务、坚强的保障能力，

为广大合伙伴搭建了一个成就梦想的平台。 

 目前已有 60 多位合伙人加入交联平台，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以其对当地

市场的了解、政策的熟悉，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用户，为当地用户提供本地化的专业

服务。 

 

4.3 管信息化管理 ePM 

公司率先提出“互联网+电力服务”理念，并于 2007年全面启用项目管理协同工

作平台（ePM），实现了对项目全过程、全方位的信息管理及远程实时管理，进而大幅

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客户也可以通过 ePM系统，查看、监督项目进度和质

量，与公司协同进行项目管理。 

ePM系统包括：进度管理子系统、预决算管理子系统、合同管理子系统、文档管理子

系统。 

ePM系统功能点： 

 依据项目实际情况，在信息化系统中进行项目进度节点的设置，方便对于整个项

目的把控。 

 对于项目规划的节点，依据完成情况进行进度的录入，随时掌握项目的进展情况。 

 项目施工结束之后，生成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对照表，并以柱状图、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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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特图等表现形式进行最终项目时间进度的展示。 

 

4.4 工日签到 

 ePM系统将项目中的各个节点进行划分，并根据工艺流程进行标准工时的设

定，自动生成整个项目的标准用时，为客户展现透明化、系统化的设计项目管理。

同时工日签到的应用，将人员的管理与生产任务相结合，工日签到与项目总用时

的对比，合理控制设计进度。  

 

 

5 .售后服务 

 工程施工阶段提供现场配合 

 提供 400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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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品主要标准 

6.1 国家电网公司有关文件及主要规程规范 

规程规范均应采用现行版本，目前常用的主要规程规范现行版本如下，供参考：  

1)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16-2008； 

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2009； 

3)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50053-2013； 

4)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50217-2007； 

5) 《电能质量电力系统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GB12325-2003； 

6)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14285-2006； 

7)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  DL/T620-1997； 

8)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95； 

9)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GB/T14549-1993； 

10) 《光伏系统并网技术要求》   GB/T19939－2005； 

11) 《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设计规范》  GB/T50866-2013； 

12) 《建筑物防雷设计标准》   GB50057-2003； 

13) 《电力变压器》  GB1094； 

14)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2019； 

15) 《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技术规定》 DL/T 5222-2005； 

16) 项目接入系统报告及电力部门关于本项目接入报告的批复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