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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21日，格力“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系统”通过专家评审团
联合鉴定，被认定为“全球首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格力电器又一
次凭借着首创的核心技术抢占了全球制冷技术的制高点。                                                                   

格力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系统



       2014年12月25日，格力“光伏直驱变频多联机系统”完成评审，家用
中央空调实现高效光伏直驱化，从此，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对大中小型建
筑及家庭的应用实现全覆盖。

格力光伏直驱变频多联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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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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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三次转换，能量损失6%以上增加稳压设备，能量损失约2%

方案一：光伏发电+变频空调模式方案二：增加稳压单元，利用光伏直流电驱动创新方案：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

无法实现能量双向流动

1.1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创新方案



核心技术

1.2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核心技术



1.3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运行模式

五种
运行模式



       当空调主机不工作时，光伏发电系统所发电能全部向电网送电的工作模式。此时

系统相当于一个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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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模式一：纯光伏发电工作模式

变频压缩机
光伏直驱变频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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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模式二：纯空调工作模式

发用电一体化
管理系统

光伏阵列 汇流单元

机载换流器变频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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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光伏发电系统不工作时，空调主机向公共电网取电运行的工作模式。此时系统

相当于一个变频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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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模式三：光伏发电及系统发电工作模式

       当光伏发电功率＞空调主机耗电功率时，光伏发电系统所发电能优先满足空调主

机运行，多余电能向公共电网发电的工作模式。

发用电一体化
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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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模式四：光伏发电及系统用电工作模式

       当光伏发电功率＜空调主机耗电功率时，光伏发电系统所发电能不足以满足空调

主机运行，需要从公共电网补充部分电能的工作模式。

发用电一体化
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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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模式五：光伏空调工作模式

       当光伏发电功率等于空调主机耗电功率时，光伏发电系统所发电能刚刚好全部用

于空调主机运行的工作模式。此时系统电能完全自发自用，对外零电耗。

380V市网

发用电一体化
管理系统

光伏阵列 汇流单元

机载换流器变频压缩机
光伏直驱变频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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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的特点



 格力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是具有光伏发电功能的变频中央空调系统，集光伏、变

频、直流应用为一体，响应国家分布式能源战略，真正实现发用电一体化，世界首

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主机综合能效达11.68，比常规中央空调节能至少40%。光伏

直驱变频多联机主机综合能效达7.6，高于国标一级能效110%。

 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系统光伏能直驱利用率达99.04%，光伏直驱变频多联机系统

光伏直驱利用率达98.3%，适应各种能量变化的五种工作模式10ms内实时切换，

并网侧电能质量满足并网要求。

 光伏离心机、光伏多联机的配合使用，满足多种形式的光伏空调系统应用场合。系

统中，光伏发电与空调用电存在潜在季节适应性强，可避开用电高峰。

2.1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特点



光伏发电+变
频空调模式

光伏直驱
变频空调系统

光伏阵列 光伏逆变器

直流 交流

直流

光伏阵列

直流

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 省设备
 省转换

常规变频离心机

       格力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将常规光伏逆变器功能直接集成到机载换流器上，省

去光伏逆变器设备，设备及工程总体投入降低约10%，同时，能量损耗减少6%-8%。

2.2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优势



太阳能空调类型 系统特点 能源等效利用率 单位面积初投资 产业化前景

光热空调

空调能效比低
能源品位较低
需加蓄热环节，设备复
杂

低 大 一般

大型光伏发电站
+空调系统 并网发电供给空调 中 大 较好

光伏直驱变频空
调系统

光伏能直接驱动离心机
发用电高度匹配
多余电能回馈电网

高 小 好

2.3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综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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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直驱变频空调系统的应用



       国内，在华南、华北、华东、华中、东北、西北地区均已有光伏空调系统订单，

以华南地区订单居多，2016年我们将全面打造地区样板工程。

       国外，在东南亚、中东、南亚、澳洲、北美地区均已有光伏空调系统订单，以

东南亚地区热度最高（东南亚气候特点非常适用光伏空调），美洲、澳洲地区光伏

空调系统热度在2015年下半年陡增，争取在2016年实现更多地区的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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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离心机/多联机系统应用广泛，目前已应用于厂房、学校、办公楼、实验室、

展馆、超市、商场、酒店、医院、住宅等多种场合。因为屋顶铺设光伏组件面积的

关系，目前项目中厂房和低层办公楼的应用更为突出。

       光伏多联机系统可以模块化组合，实际应用中，光伏多联机应用较光伏离心机

系统应用更为广泛。



格力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系统组成

光伏阵列防雷汇流箱直流配电柜

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 变压器 交流配电柜 公共电网



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冷量范
围：350~1000RT



光伏阵列
防雷汇流箱

光伏直驱变频多联机 公共电网

格力光伏直驱变频多联机系统组成



室外机阵容：机组模块自由组合，冷量范围25.2-134kW

1、单模块阵容：GMV-Y252/280/335WM/A

2、多模块阵容：GMV-Y504~1340WM/A



高效低静压风管式室内机
2.2kW~14.0kW

高效高静压风管式室内机
5.6kW~14.0kW

高效静音型风管式室内机
 2.2kW~7.2kW

高效双面出风天井式室内机
2.8kW~14kW

高效四面出风天井式室内机
2.8kW~16kW

高效单面出风天井式室内机
2.8kW~5.0kW

高效座吊式室内机
2.8kW~14kW

室内机阵容：七大系列室内机



       光伏系统装机容量根据实际项目情况确定。如果有足够的光伏电池组件安装面积，建

议光伏系统装机容量与光伏直驱变频空调配电功率比例为0.9~1.1

单晶硅光伏电池组件 多晶硅光伏电池组件 薄膜光伏电池组件



发用电一体化管理平台

是一套结合光伏发电管理

技术和中央空调群控管理

技术的能效管理平台。

包含了光伏发电管理单

元和中央空调用电管理单

元，该平台还可定制管理

常规的光伏发电系统，实

现工程的统一控制，提高

系统稳定性。



 光伏直驱变频多联机系统发用电一体化
管理系统有两种做法：

    1）发用电管理集中控制器（光伏好e控）
    2）一体化管理机

 一台发用电管理集中控制器可以管控16
套光伏多联机系统，即64个光伏多联机
模块。

 一台一体化管理机可以管控更多套光伏
多联机系统，具有很好的展示效果。

发用电管理集中控制器

一体化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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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例介绍



广州项目   东经113 °北纬23 °

日均日照时数：3.69h

建筑总冷负荷：1230kW

光伏离心机：LSBLX350SVS

光伏系统装机容量：253kWp

广州国光电器项目



系统可发电约27.26万千瓦时/年

每年可减排

二氧化碳255.07吨

二氧化硫2.15吨

氮氧化物0.98吨

粉尘66.71吨

相当于种了13845棵树

增加绿化覆盖面积11.16万㎡

年节约费用26.43万元

回报周期为5年



保定项目   东经115 °北纬39 °
日均日照时数：4.32h
建筑总冷负荷：6680kW
光伏离心机：LSBLX900SVS
                        LSBLX1000SVS
光伏系统装机容量：1200kWp

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



伊朗项目   东经51 °北纬35 °

日均日照时数：5.12

建筑总冷负荷：1200kW

光伏离心机：LSBLX350SVS

光伏系统装机容量：240kWp

伊朗德黑兰大学项目



天津项目   东经117 °北纬39 °

日均日照时数：4.37h

建筑总冷负荷：300kW

光伏多联机：9台GMV-Y335WM/A

光伏系统装机容量：82.5kWp

天津建物街小学项目



系统可发电约10.53千瓦时/年

每年可减排

二氧化碳98.53吨

二氧化硫0.83吨

氮氧化物0.38吨

粉尘25.77吨

相当于种了5384棵树

增加绿化覆盖面积4.31万㎡

年节约费用10.21万元

回报周期为5年



上海项目   东经121 °北纬31 °

日均日照时数：3.81h

建筑总冷负荷：67kW

光伏多联机：2台GMV-Y335WM/A

光伏系统装机容量：10.07kWp

上海上交大中意绿色能源实验室项目



马来西亚项目   东经103 °北纬1 °

日均日照时数：4.56h

建筑总冷负荷：3024kW

光伏多联机：108台

                     GMV-Y280WM/A-X

光伏系统装机容量：884.52kWp

马来西亚叶氏工厂项目



格力光伏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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