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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电站应用



备注：当前国内外普遍定义的分布式光伏发电是指：分布式并网光伏系统，不包括离网系统。

分布式光伏电站定义及分类



分布式光伏电站运作模式

A：全部上网（单向电流，不能孤岛运行）或全部自用（单向电流，逆功率保护）； 
B：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双向电流，不能孤岛运行）； 
C：自发自用，双向平衡（双向电流，可以孤岛运行。 ( C可以是单一的发供电单元，也可以是微电网)。



分布式光伏电站应用分类
CommercialCommercial

Residential

BAPV&BIPV



投资回报



发电政策
2013年国家电网出台《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
的意见》，进一步放大分布式电源的定义范围，将35KV
电压等级接入（或10KV电压等级接入规模大于6MW），
但是自发自用比例大于50%的电源项目”同样定义为分布
式电源。

2013年8月，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
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指出国内分布式光伏电站实
行“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的模式，每度电给予0.42元的
补贴。我国分布式光伏应用正式从“初装补贴（金太阳）
”阶段迈入“自发自用，余量上网”阶段。

自2014年开始，我国确立分布式为国内光伏主要应用方向
，短期、中期目标清晰，规模庞大。1月17日，能源局发
布《关于下达2014年光伏发电年度新增建设规模的通知》
，指出2014年全国光伏备案目标为14GW，其中分布式
为8GW，集中式电站6GW；3月24日，发改委出台《能
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进一步指出分布式
中期目标：2015年达到20GW，2017年达到35GW。

2015年3月9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向求河北、山西、内
蒙古、安徽、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省（自治区
）等部门下发《关于光伏扶贫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大纲》，
从配套资金及财税政策等方面，对户用、基于农业设施的
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提供高比例的初装补贴。对户用和基
于农业设施的光伏扶贫项目给予35%初始投资补贴、对
大型地面电站给予20%初始投资补贴，国家按等比例进
行初始投资补贴配置；户用和基于农业设施的光伏扶贫项
目还贷期5年，享受银行全额贴息，大型地面电站还贷期
10年，享受银行全额贴息。

2016年9月29日，一份国家发改委《关于调整新能源标杆
上网电价的通知(征求意见稿)》：I/II/III类光资源区内的
分布式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则将由当前全国统一的0.42下调
至0.20、0.25及0.30。

2016年10月11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给出新一轮的电价
征求意见函：分布式光伏的补贴标准由之前的“一类资源
区0.2元/千瓦时、二类资源区0.25元/千瓦时、三类资源
区0.3元/千瓦时”调整为“一类、二类资源区0.35元/千
瓦时，三类资源区0.4元/千瓦时”。



省份 地区 分类 初装补贴
（/瓦）

国家补贴（/
千瓦时）

省补贴（/千
瓦时）

市补贴（/千
瓦时）

合计（/千瓦
时） 备注 地方补贴年限

浙江省
温州市

商业电站2014年底前
建成并网发电 　

0.42元 0.1元 0.15元 0.62~0.72元
已享受国家“金太阳”、“光
电建筑一体化”项目投资补助
的光伏发电项目，不再补贴。

连续补贴五年商业电站2015年底建
成并网发电 0.42元 0.1元 0.1元 0.82元

家庭电站 　 0.42元 0.1元 0.3元 0.82元

杭州市 根据项目建成后的实际
发电效果 　 0.42元 0.1元 0.1元 0.62元 　 连续补贴5年

安徽省 合肥市 家庭投资建设光伏发电
项目 2元/W 0.42元 0.25元　 　 0.67元

在肥注册的光伏企业在我市新
建光伏发电项目，且全部使用
由我市企业生产的组件和逆变
器，根据项目建成后的实际发
电效果，除按政策享受国家、
省有关补贴外，按其年发电量
给予项目运营企业0.25元/千

瓦时补贴

　

江西省

“万家屋顶”
一期工程 4元/W 0.42元 0.2元 　 0.62元

　 省级连续补贴20年“万家屋顶”
二期工程 3元/W 0.42元 0.2元 　 0.62元

山东省 　
分布式电站：

自发自用 　 0.42元 0.05元 　 0.47元

光伏扶贫项目 　 0.42元 0.1元 　 0.52元 　 　

上海市 　
个人 　 0.42元 0.4元 　 0.82元

　 连续补贴5年企业 　 0.42元 0.25元 　 0.67元
全额上网 　 　 0.3元 　 0.3元

广西省 4元/W 0.42元 0.42元 　

江苏省 苏州市 　 0.42元 0.1元 　 0.52元 暂定补贴3年
无锡市 2元/W 0.42元 0.42元

河南省 洛阳市 　 0.1元/W 0.42元 　 　 0.42元
2015年底前建成并网发电的

分布式发电项目且优先使用本
市企业生产的光伏组件

连续奖励3年

山西省 晋城市 　 3元/W 0.42元 　 0.2元 0.62元

2013年—2015年建成的项目，
按新建项目标准的50%补贴。
国家、省单独立项予以专项补
贴的项目，不再享受上述政策

补助。

2015—2020年

北京市 　 2015年1月1日-2019
年12月31 　 0.42元 　 0.3元 0.72元 　 连续补贴5年

现行的地方补贴政策



FAQ: “ How much is the cost tariff of PV power now?”

“现在光伏上网成本电价能到多少钱一度了？”

Answer: Depending……

答案取决于如下五大因素：

Installed Cost 装机成本Civs

Sunshine（annual generating hours equivalent in full scale

日照条件（等效年满负荷发电时间,Hfp）

Loan status 贷款状况（interest and the loan ration，利息和贷款比例）

Payback period 投资回收期（depreciation time，折旧年限）Per

Operating Cost（运行维护成本）

投资回报（ROI）



u组件发电量



u装机成本（Civs）

Civs = Cpanl+ Cstrc+ Casbl+ Ccabl+ Cbase+ Ctrcg+ Cpom+ Cinv+ 
Cdist+ Ctrfm+Caccs+ Ccons+ Cmoni+ Ceng+ Cmana + Cland……  （2-1）

其中，Cpan 为光伏组件成本；Cstr为组件支架成本， Casb为安装费， Ccab为电缆成本

， Cbas为支架基础成本， Ctrc为追踪系统成本，Cpom为功率优化系统成本， Cinv为逆变器成

本， Cdis为高低压配电系统成本， Ctrf为变压器成本， Cacc为外线接入费用，Ccon为土建（基

础、配电房、中控室、宿舍、道路）成本， Cmon为电站监控系统成本， Ceng为施工与安装费

用， Cman为施工管理费，Cland为土地购置费用。



u光伏电站的年收入（Ip）
Ip = P * Hfp * Tarif + Isub （2-2）

u年度内部收益率（ IRR ）

式中，P为电站装机功率，应当以千瓦（KW）为单位，Hfp 为年满负荷发电小时数，它相
当于1KW容量在当地一年发出的电度数；Tarif 并网售价。Isub为电站的其它收入，如CDM指标
销售收入和来自于政府的其它补贴。

Ip*Proi=Cpi+(1-k)*Civs+k*Civs*(1+Proi*r)+Cme*Proi+Ctax*Proi  （2-3
）

式中，Cpi为电站前期调研及项目申报手续费用；Civs为电站装机成本；k为银行贷款比例
；r为银行利息率；Cme每年的运营维护费用；Ctax每年平均产生的增值税费和所得税。Proi为资
金回收周期。

u资金回收周期（ Proi ）

IRR=Ip/[Cpi+(1-k)*Civs+k*Civs*(1+Proi*r)+Cme*Proi+Ctax*Proi] （2-
4）



u成本电价（LOCE）

成本电价的定义是，在预定的投资回报期内能够收回光伏电站总投资成本的最低电价。
Dr.Shi’s Formula:

LCOE =Cp（1/ Per + Rop + Rloan * Rintr - isub）/ Hfp   （2-5）

上式（史氏公式） 表示出了光伏电站的成本电价与光伏电站的单位装机成本Cp（

Cpi+Civs）、投资回收期Per(电站折旧周期，一般为20年)、运营费用比率Rop 、贷款状况（包

括贷款占投资额的比例Rloan和贷款利息Rintr两个参数）、年等效满负荷发电小时数Hfp等五大

因素的具体关系。此外，还有该电站所享受到的其它补贴收入系数isub有关。



尚德·益家

『尚德·益家』
      分布式光伏系统



       无锡尚德拥有20多年欧洲、日本分

布式项目经验，同时拥有顺风集团强大

的资源优势、品牌优势和市场优势加之

最新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政策在国内

部分地区相继出台，其补贴力度超过业

内预期，分布式光伏发电近3年呈现爆

发。在此背景下为了能够更快更好得推

进分布式项目，公司及时推出“尚德·益

家”分布式品牌走向国内市场！

产生的背景

为更好的推进分布式项目，尚德及时推出【尚德·益家】户用系统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



项目展示



收益分析-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定义： 
光伏自用电度电补贴价：S
负载总消耗：T
光伏总发电量： G
用电网电量： P
光伏直给负载电量：C
富余上网电量：Q
富余上网电量度电补贴 ：R
电网售价：E
脱硫标杆电价：X
光伏发电收益： 
W=R*Q+S*C；
其中 T=C+P，G=C+Q；
W=R*Q+S*（G-Q）；
0.42=S-E;
0.42=R-X；
与电网公司结算：
I=W-E*T=R*Q+S*（G-Q)-E*（ G-Q +P
）；
I=X*Q+0.42*G-E*P



成本 经济收益（日自发自用比例50%） 环保收益

装机
容量

5kWp 收益=自发自用电量×（用电电价+0.42+0.4）+余量
上网电量×（脱硫电价+0.42+0.4）
【上海地区执行阶梯电价，第一阶0.4883元；上海
脱硫电价0.4568元】

电站运行过程中完全实现
零排放

年均省煤炭2.3t，减少排

放二氧化碳5.6t、二氧化

硫0.2t、氮氧化物0.1t。

占用
面积

25㎡
【注：5㎡/kWp】

成本 8元/Wp

发电
量

17.5kWh/天 22.6元/天(前5年)，15.6元/天（后15年），8.3元/天

（最后5年）

525kWh/月 678元/月(前5年)，468元/月（后15年），249元/月

（最后5年）

6387.5kWh/年 8136元/年（前5年），5616元/年（后15年），

2988元/年（最后5年）

合计：~4万元
合计：光伏电站寿命25年，前5年收回成本，25年
纯收入约10万。

25年省煤炭57.5t，减少排

放二氧化碳140t、二氧化

硫5t、氮氧化物2.5t。

u5kWp电站案例（上海个人用户）

备注：未考虑组件的功率衰减,失效风险以及系统运行的不稳定性



Be un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