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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省电力设计院简介



云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p  始建于1958年；

p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滇企业；

p  全院在岗员工542人，注册资本16000万元；

p  从事电力工程勘测、设计、总承包及投资业务；

p  长期承担着云南省电力系统规划任务；

p  2007年10月开始了“昆明石林166MW光伏示范项目”勘测设计；

p  2009年5月参与“甘肃敦煌10MW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并于2010

年建成投产

p截至目前，我院设计投产的光伏发电项目累计约950MW，项目分布于云

南、甘肃、西藏、内蒙、广东等省区



云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p  昆明石林166MW光伏项目（已投产约150MW）；

p  甘肃敦煌特许权招标项目（累计投产28MW）；

p  西藏山南20MW光伏项目；

p  大理西村、干塘子、大龙潭电站已投产约180MW ；

p  楚雄永仁维的、秀田、干巴拉光伏项目（总计80MW）；

p  红河建水南庄300MW光伏项目（现已投产230MW)；

p  保山施甸木瓜山光伏投产30MW



云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p获得“可调整光伏支架”专利二项

       ——针对山地场地开发的实用新型、发明专利技术，已在大理西村项

目、昆明石林、建水南庄项目成功应用

p  开发“光伏方阵施工图设计软件”一项（已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

       ——为优化和控制场区直流电缆长度、提高电站效率、提高设计工作

效率而开发的专用软件，之后我们的所有项目均有应用



云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p提出了“光伏支架二次设计”方法

       ——山地光伏场地微地形起伏变化大，为了确保安装支架达到设计要

求，我们提出的“二次设计”方法已在大理西村等多个项目成功应用

p  为配合农业、牧业发展需要，开发了多种光伏支架结构形式

   



二、山地光伏电站设计需要关注的问题



山地光伏电站地形复杂，设计难度大

地形复杂，组件布局难度大 山路艰险，行走困难

碎石林立，维护困难 杂草丛生，火灾风险



p  第一个问题：太阳能资源问题（与山地无关）

p   太阳能资源：自然的，变化的，研究其规律、确定设计值，是设计的重

要工作

p   难点：同一县内、不同测光站，同期所测数据相差较大？？

               实测数据长系列订正问题？？（没有参证站）

p  设计要点：简单方法——数据 → 软件 → 倾角、发电量计算 → 完事

                         最佳倾角  ≠  设计倾角    怎么选择？

                         我们的方法：简单方法+多数据对比分析+经验  

                         在云南，风电与光伏一样，经验对判断资源是很重要的                     



p   第二个问题：方阵布置问题

p  山地光伏电站场地：微地形起伏、微地块坡向变化、地块属性矛盾、周

边高山遮挡、等等

p  设计问题：微地块坡度控制、方阵之间的阴影遮挡控制、高山或坡地的

遮挡控制、方阵支架平整控制、尖角遮挡控制——如何将图面上的规整

布置变为现实？

p施工安装问题：设计图上的支架基础点位布置（x，y坐标）在实际施工

中如何控制精度，容许多大的误差？

                    支架基础施工完成后，其顶标高与设计约定的顶标高（z）有

多大误差？（设计图上给出的高程点本身是不准的）

        基础施工完成后，x,y,z的误差只能靠支架结构调整，能保证吗？



p  第三个问题：如何保证组件安装倾角及平整

p  组件支架：是市场产品？还是设计产品？——谁设计？

                     单位MW钢材耗量作为竞争性指标（低估了产品属性）

p施工安装：人工耗量巨大、在立体三维中如何保证安装倾角及平整——

对安装人员个体要求很高 ——这是很困难的事

p方法：为此，我们尝试过提高地形图精度、采用现场设计等多种方法

p我们的成功方法：采用“二次”设计（控制一次安装精度），采用可调

整的支架结构（控制二次安装精度——局部控制支架安装平整）



p  除此外，还有：

p  设备选型：集中式逆变器or组串式逆变器？

                    组件产品（为什么同期市场的组件价差达0.5元/W）

p  主要方案：组件与逆变器的“容量配置比”问题

                    组件横排与竖排布置问题

                    一个固定支架布置n串、1串、半串或更少（单柱结构）

                   集中逆变器布置在方阵的什么位置、为什么？

                   你的设计真的做到了“直流电缆长度最短”吗？

                   电缆沟与电缆桥架怎么用？

                   支架结构？支架基础？

——平原地区不是问题的事，在山地上就显得尤为困难——



总之：

p电站规模不断扩大，很小的设计改进即可以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p电站类型日益多样化，不同类型的电站特点、设计需求不同；

p面对日益下调的电价，为了获得更好的投资收益，需要不断降低光伏系

统的度电成本（LCOE），为早日实现平价上网的到来；



三、精细化设计，迎接平价上网新时代



精细化设计的原则：更低的LCOE
p LCOE = 生命周期总成本/生命周期总发电量（元/kWh）
              or = 一次单位投资/年平均发电小时（元/kWh）



注意

p LCOE = 光伏发电成本 or 一次投资度电成本

p 生命周期成本 = 初始投资+运行费用+。。。。
     ——我们可以设计、计算、分析，可以“对标”
     ——这是可以完全市场化的行为，是大家“动脑筋”努力降低成本的

重要方向（唯一努力方向？）

p 生命周期发电量：我们无法“对标”
     ——哪种设计、哪种方案，它的发电量最高？？？
     ——系统综合效率是设计出来的吗？如何证明？？



方阵容量选择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p 光伏方阵单元的大型化：
      ——与风电单机容量大型化发展趋势一致，是具有优势的

p 光伏单元组串化：
      ——分布式光伏项目的优选技术

——大型化与组串化逆变器在未来的应用中，必将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最佳间距设计，节省土地成本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不
同
的
排
间
距

p大型地面电站，综合评估系统成本与发电量之间的关系，寻找平衡点；

p尤其是山丘电站，根据坡度大小和坡向不同，采用优化非固定间距设
计是必须的

山丘电站根据地形进行灵活的间距设计实例



最优经济倾角（次优倾角）设计，节省土地成本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p 阵列倾角设计原则：选择最优经济效益倾角，而非最佳发电量倾角！

p 比选原则：占地面积减少、电缆长度减少、钢材耗量减少与发电量减
少之间的平衡问题

倾角 
间
距

(m) 

年发
电量

(MWh) 

发电量
损失率 

占地
面积
(㎡) 

土地
节省
率 

30度 5.3 1693 0.87% 16790 6.4%

32度 5.6 1700 0.46% 17172 4.3%

34度 5.8 1704 0.23% 17554 2.1%

36度 6.1 1708 0.00% 17935 0.0%

38度 6.4 1706 0.12% 18317 -
2.1%



组件布局：横排与竖排的选择

p土地利用率、电缆成本、
支架成本比较，横向排布
方式略有优势

p横向排布发电效率略高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精细化设计工具：三维设计、二次设计、专用软件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组件与逆变器容量最佳比例设计
p 光伏-逆变器容量比：
            1.0   还是  大于1.0？

  资源特性、电站效率、逆变器超配能力：
          ——限光率

   组件单价、电站综合单价水平：
          ——新增投资的度电投资水平
               
   装机规模： 逆变器容量还是组件容量？
                    发电小时数的计算问题？

右图分析结论：
      在当前投资及电站效率水平条件下，适

当提高容量比是有好处的；
      反之，将得不偿失。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逆变器选型：综合平衡发电量和初始投资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集中式 组串式

MPPT数量 少 多

单机功率 500KW 2.5KW-80KW

并联数量 少 多

设备成本 低 略高

效率 >99% >99%

故障率 1%以下 1%以下

组串监测 具备 具备

适用场景 大型地面  水面  屋面 复杂山丘  屋顶  

发电量 Ø平坦的地面电站，实际电站数据证明集中式与组串式持平；

Ø存在严重朝向和遮挡现象导致失配的电站，组串式发电量高；



重视组件、逆变器等关键设备选型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p 不断爆出的产品质量问题对发电量影响巨大……

安装场景 综合投资 发电量 电网接入 品牌系统容量



电缆优化设计：降低损耗、减少成本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p 通过电缆的优化设计，可将现场电缆数量减少一半左右，大幅度降低电缆损耗 

如何： 1）一定要提供方阵区直流电缆敷设图

做到 ：2）采用专用软件控制设计人员的随意性
好的设计可降低直流损耗2-3%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p  支架高度采用二次设计，按照设计图纸加工完成后，现场施工人员按照编号
安装，保证支架的平整性，以确保组件朝向一致；

二次设计的核心意义：以工厂化生产为保证，降低现场施工人员的工作要求

（需要时间、需要好的工程建设管理）

支架优化设计：可调整的支架结构  



各种跟踪系统应用，增加发电量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平单轴跟踪系统 带倾角平单轴跟踪系统

  斜单轴跟踪系统   双轴跟踪系统

技术理念先进，土地（场地）矛盾突出 → 市场不成熟 → 产品技术进步缓慢



光伏+互联网，实现光伏电站数字化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p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挖掘的智能运维系统，诊断技术 

• 云架构的智能监控系统，完成电站的数据采

集与监控；

•大数据存储与分析；

• 专家诊断系统，故障远程在线分析与解决；

• 电池板积灰、PID诊断；

• 61850协议的兼容和匹配；

20~
40%
维护
成
本下
降

2~
7%发
电量
提升

投入需要适度，
不能过度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p特别是高温高湿的应用环境，PID防护要求高
组件安全：系统PID防护

衰减前EL照片 衰减后EL照片

抗PID组件

逆变器带防PID功能
虚拟电位的PID防护 

双重保障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电网安全：关注网侧电能质量、故障穿越能力

共振导致谐波放大、继电保护误动作 快速响应调度

低电压穿越、零电压穿越能力 高电压穿越，确保电网和设备安全



火灾防范，确保电站资产安全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光伏系统电弧发生的位置 

p热斑导致局部发热

p电缆绝缘遭到破坏

p组件接线盒松动

p设备质量问题

p其它……



人身安全防范

更低成本 更高发电量 更安全

p特别是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电站，直流漏电威胁到人身安全 

pIEC62548-2012 要求光伏电站实时监测对地绝缘 



精细化设计：成本低、发电量明显提升 

精细化设计：是态度、是良心——但需要市场支持



谢谢，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