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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屋顶电站勘察要素

        很多业主投资屋顶光伏电站时，都会非常关注屋顶光伏的可行

性、装机容量、投资收益、合作模式的等问题，而分布式屋顶光伏勘察

属于项目的前期工作，通过实地勘察，搜集屋顶相关资料，为后续设计

最优方案和投资收益分析做准备。专业的踏勘记录是对屋面电站进行评

估的一个重要因素。前期对屋顶电站踏勘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

素：（1）厂房建设年限；（2）屋面状况；（3）屋面板类型；（4）彩

钢板锈蚀情况；（5）电网接入距离；（6）原厂房设计资料、用电负荷

等。并且根据所得到的汇总信息形成以下一个表格，对该屋面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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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屋顶电站勘察要素

        光伏电站现场踏勘一般采用GPS定位，拍现场照片，测量屋顶突出物的方式取得

前期初步成果。GPS定位一般用于从谷歌地球当中得到实际厂房定位关系，拍照片可以真实

反映厂房的现阶段的状况，测量屋顶突出物可以为后续的组件图纸提供依据。



河北能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二、屋顶电站选址建议

2 屋顶电站选址建议



河北能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首先注意原厂房的设计使用功能。

        根据《建筑防火设计规范》GB50016-2014，生产车间以及存

储仓库的火灾危险等级可以分为甲、乙、丙、丁、戊类，由于甲、

乙类厂房及仓库火灾危险等级较高，因此严禁在该类厂房上部建设

光伏电站，丙类厂房和仓库可以根据下部厂房的使用功能并且结合

生产工艺综合确定，丁、戊类厂房可以作为电站的建设地点。

二、屋顶电站选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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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建厂房禁止建设光伏电站。

     根据规范要求建筑的设计使用年限1、临时性结构5年；2、易于替

换结构构件25年；普通房屋和构筑物50年；4、纪念性和特别重要的建

筑结构100年。

     光伏电站设计使用寿命为25年，临建结构不能满足电站设计的使用

耐久性的要求，因此临建建筑物和构筑物不能进行光伏电站的建设。

尤其是厂区内建设的一些临时通道，临时车棚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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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厂房的使用寿命已经大于10年，并且屋顶彩钢板锈蚀严重或者防

水层破漏水较为严重，对于这样的厂房要慎重选择。

     

二、屋顶电站选址建议



河北能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4、屋顶租赁注意事项

        在25年的电站运营过程中，屋顶业主方可能出现破产、被司法机关查封，或者将屋顶抵

押出售等情形。这些情况，对于光伏电站来说无疑都是埋藏的“地雷”。在选择分布式屋顶时，

建议投资商必须确定4个事项和明确1个问题。

     （1）必须确定一：房屋本身合法，无被拆除、禁用风险。

依据相关法律，面临被拆除或被禁止使用的几种情形：

1）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

2）未经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不合格；

3）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存在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

如何规避风险：

承租人在签署租赁合同之前，应首先要求房屋业主提供四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竣工验收证明

消防验收证明

房屋产权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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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必须确定二：屋顶租赁合同签署前，房屋未被抵押、查封

根据相关法律，发生以下两种情形，屋顶租赁合同将无法履约：

1）在签署屋顶租赁协议前，房屋已经被抵押。债务到期，屋顶业主（抵押人）还未清偿债务，债

权人对其拍卖、变卖导致所有权发生变化；

2）房屋在出租前已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

如何规避风险：

1）建议承租方在签订屋顶租赁协议前，前往当地的不动产登记部门对出租方提供房屋、土地的产

权进行调查，了解房屋、土地上是否存在抵押权。

2）在屋顶租赁协议或能源管理协议中增加因抵押权人实行抵押权的特别赔偿条款；或者与抵押权

人约定在其行使抵押权后继续维持租赁合同效力。

一旦发生“拍卖”、“查封”等意外，下述2种情况，屋顶租赁人可以证明房屋租赁协议签署在房

屋产权变动之前，可以“买卖不破租赁”为由，要求新产权所有者继续履行租赁合同。

1）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在抵押、查封前，已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或办理租赁合同公证的；

（实践中，有企业出于税负、登记繁琐等考虑未进行租赁登记，这给光伏电站25年的生命周期内

房屋租赁权潜藏了法律风险。）

2）有其他确切证据证明租赁合同签订于抵押、查封前的，如租赁合同当事人已在抵押、查封前缴

纳相应租金税、在案涉房屋所在物业公司办理租赁登记、向抵押权人声明过租赁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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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须确定三：屋顶出租房有权签合同

根据相关法律，以下几种情形，业主对建筑物无全部所有权：

1）建筑物（居民楼）产权分散问题

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单独所有权，即对该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排他性的支
配权；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共有部分为相关业主所共
有，均不得分割，也不得单独转让。

专有部分：一栋建筑物内区分出的住宅或者商业用房等单元。

共有部分：指区分所有的建筑物及其附属物的共同部分，地基、屋顶、梁、柱、承重墙、外墙、
地下室等基本构造部分由全体业主共同使用。

如何规避风险：

对于住宅楼、大型市场等建筑物的屋顶，由于产权较为分散，其屋顶的出租、利用需要按照业主
委员会或业主大会的议事规则，经过合法有效的民主决策程序后方可进行租赁。建议事先做好建
筑物产权权属的调查，规避相关风险。

2）承租人转租问题

屋顶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
租赁合同继续有效。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如何规避风险：

承租方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应确认转租人的出租行为是否经过出租人的同意，要求出租人出示房屋
所有权人允许其转租房屋的授权委托书，并在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转租人违反上述规定时应承担
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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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须确定四：合同期限是有效的

1）屋顶租赁合同期最长20年

就屋顶租赁协议而言，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租赁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租赁合同

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

如何规避风险：

分布式光伏项目一般项目为25年，建议在合同中约定租赁期限为20年，同时约定协议到期之后，

双方对该协议以补充协议形式续签5年。

2）能源管理合同

分布式光伏项目以能源管理协议的方式开展，通常采用“电价优惠、屋顶免费使用”的形式。由

于不满足“租金支付租赁物使用权对价”这一典型租赁合同的构成要件，仅签订了能源管理协议

而未单独签订租赁协议的项目，是否应当适用于《合同法》对租赁协议期限上限的约定存在一定

争议。

建议：

能源管理合同的期限为25年应该是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鉴于目前仍有争议，为稳妥起见，我

们建议在能源管理合同中约定项目周期为20年，并同时约定：协议到期之后，双方对能源管理协

议以补充协议形式续签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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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必须明确的事情：拆迁补偿问题

房屋被征收、拆迁，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的补

偿包括：

1）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2）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

3）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显然，补偿是给房屋所有权人的，屋顶承租人并不是征收补偿的直接主体。

补偿标准：实践中，各地对于房屋征收的补偿标准存在差异。有案赔偿款比例补偿，有按面积补

偿，有按前三年的平均效益补偿，等等。

如何规避风险：

在屋顶租赁合同中，对其停产、停业损失是需要预先与出租人进行约定，并明确房屋面临征收时

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计算方式、征收补偿的分配比例，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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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筋混凝土屋面

        钢筋混凝土屋面分为上人屋面和不上人屋面，上人屋面多为平屋面，不上人

屋面中平屋面与坡屋面均常见。平屋面的厂房结构形式多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排

水坡度多为材料找坡2%；坡屋面的厂房结构形式多为钢筋混凝土排架结构，常见坡度

为10%。其中框架结构屋面形式多为框梁或混凝土次梁上铺混凝土板或现浇钢筋混凝

土板；排架结构屋面形式多为混凝土屋面梁上铺设预制钢筋混凝土屋面板。上人屋面

的屋面活荷载多为2.0kN/m2，不上人屋面的屋面活荷载多为0.5kN/m2。根据屋面防水

形式的不同，屋面又分为柔性防水屋面（防水层外露）和刚性防水屋面（防水层在内

部，外表面多为40厚细石混凝土）。对不同结构形式的厂房及不同防水形式的屋面，

支架设计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案。对于钢筋混凝土屋面，光伏组件可沿屋面坡度平行铺

设，也可设计成一定倾角的方式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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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屋顶电站设计要点

1、钢筋混凝土屋面。

       光伏电站同钢筋混凝土屋面结构的连接方式主要有（1）混凝土配重、

（2）植筋连接、（3）结构胶连接。

     

混凝土配重形式一       
（配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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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屋顶电站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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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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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屋面植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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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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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彩钢板形式屋面。

       光伏电站同钢筋混凝土屋面结构的连接方式主要有（1）通过光伏专用夹具连接

（2）通过铆钉固定或者冷焊连接。彩钢板屋面一般原厂房设计恒荷载多为0.3KN/㎡，

屋顶光伏电站满布荷载为0.15KN/㎡。

     

光伏专用夹具连接一
（平铺）

3、屋顶电站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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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专用夹具连接二
（小角度）

3、屋顶电站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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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搭建屋外步梯

       本项目施工场地均为建筑物屋顶，在每一个建筑物（厂房）旁边都需要搭建

一个屋外步梯作为施工通道，并在施工通道顶部的位置搭建脚手架施工平台，平台高

度与女儿墙平齐，没有女儿墙的与屋面平齐。在屋顶施工完成后，在原位置安装正式

检修爬梯一部。施工期间搭建的施工平台实物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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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件安装
（1）光伏组件定位
       按照施工图及现场情况，放线确定各个光伏组件的安装位置。
（2）检查电池板
        首先目测电池板是否有结构损伤，玻璃、电池片、边框有无破损。然后用万
用表测量电池板在阳光下的开路电压及短路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注意不能用手直
接触摸电池板组件出线接头，更不能直接短路组件正负两极。
安装电池板时注意搬运电池板时要轻拿、轻放，避免碰撞损坏电池板，避免将工具放
在安装好的电池板上，不能将工具等硬物放在未安装的电池板的背面，电池板上不能
站人，切勿将组建上下左右安装调换（接线盒向下）。固定电池板的螺栓要适度拧紧，
太紧容易引起滑丝。
（3）固定方法
       光伏组件首先根据定位线初步调整到位，然后用铝合金中压块或边压块进行
初步定位，再次检查组件是否与其它组件位置协调无误后拧紧压块螺栓将组件固定于
铝合金龙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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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件之间布线

         组件带有光伏专用直流电缆，每根末端带有MC4兼容公母接头。正极为公接

头，负极为母接头，与同一组串的下一块组件正负公母头相连接。

单个电池板的最佳工作电压在30V左右，开路电压在36V左右，而电池板每一组串串联

后电压很高，最小的电压在400－500V，对人体有很大危险。有可能接触到带电体时，

必须带好绝缘手套。采用MC4连接器连接，可以把工人接触带电体的机会降低到最低

程度。组件串连后，接头处需有配套堵头堵好并做醒目的提醒触电标志，正负极开路

电压测量必须分不同时段进行，且记录，开路电压应该在不同时段是不同的，无电压

说明组件安装出现问题，需及时检查，经过核实后的组件串才能接入直流汇流箱、逆

变器。组件连接需经过专业培训人员操作，旁边有专人监督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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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汇流箱、逆变器安装

1）汇流箱、逆变器运抵现场后应仔细检查汇流箱、逆变器及其附件有无损坏，特别

要检查配件是否齐全，如与清单或设计不符或有缺陷，应及时写相应的报告。

2）汇流箱、逆变器开箱检查后，如不立即进行安装，

须储存于干燥、通风良好室内，用塑料覆盖物罩住，

防止灰尘，如有加热器的话，根据气候情况采用临时

电源投入加热器以防结露。

3）按照施工图纸在屋顶标记汇流箱的具体安装位置，

保证安装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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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缆敷设和接线施工方案

1）电缆沿桥架或线槽敷设时，应单层敷设，排列整齐，不得有交叉。拐弯处应以最

大截面电缆允许弯曲半径为准。电缆严禁绞拧、护层断裂和表面严重划伤。

2）不同等级电压的电缆应分层敷设，截面积大的电缆放在下层，电缆跨越建筑物变

形缝处，应留有伸缩余量。

3）电缆转弯和分支不紊乱，走向整齐清楚。

4）沿桥架或线槽敷设时，每层至少加装两道卡固支架。

敷设时，应放一根立即卡固一根。

5）电缆穿过楼板处应装套管，敷设完后应将套管与

楼板之间缝隙用防火材料堵死。

6）挂标志牌：标识牌规格应一致，本工程采用塑料

标识牌，挂装应牢固。标识牌上应注明回路编号、

电缆编号、规格、型号及电压等级。

     

4、屋顶电站施工



河北能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6、开关站及箱变安装

1、安装场所必须运输方便，道路平坦，有足够的宽度，地面应坚实，平坦并干燥，

远离烟窗和水塔，与附近建筑物距离要符合防火要求；    

2、变压器在光伏施工中属于重量超大型设备，吊装前应编制《变压器专项安装方

案》，严格按照方案充足准备安装；    

3、安装前检查变压器各外部、零部件及各部件接触部分，应完好无损，接触良好。 

1） 内部无机械损伤。 2） 各部位螺栓牢固可靠。 3） 表面无腐蚀，面漆完好。 4） 

如所用变压器为油浸式变压器时，应检查变压器是否漏油；     

4、安装前检查变压器的绝缘，应检查变压器是否漏油；     

5、安装前检查变压器的基础承台强度达到要求，且牢固可靠；

6、变压器接线前确认上级电网及逆变器侧有明显断开点；

7、变压器的进出接线严格按照电缆头制作安装要求施工，螺栓连接牢固可靠；

8、高压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高压电器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147的相关规定。

4、屋顶电站施工



河北能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7、防雷接地

1、光伏电站防雷系统的施工应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施工。

2、光伏电站接地系统的施工工艺及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

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的相关规定。 

3、屋顶光伏电站的金属支架应与原建筑物的接地系统可靠连接或单独设置接地极。 

4、盘柜、汇流箱及逆变器的接地应牢固可靠，导通良好，金属柜门应用裸铜软导线

与金属构件或接地排可靠连接。

5、光伏发电站接地电阻阻值应满足设计要求，在验收前应找有资质的测试单位进行

测试，并出具测试报告。

6、彩钢屋面接地系统应在每组方阵两端焊接或螺栓固定于支架。

7、彩钢屋面防雷连接采用焊接时，注意采取防火措施，禁止对原厂房屋面面漆造成

炙烤，屋顶上焊接作业时焊接操作员身边备有消防灭火器。

8、焊接作业前对钢材材质及防腐层进行检查，焊接完成后，焊接点做防腐防锈处理。

4、屋顶电站施工



河北能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7、防雷接地

4、屋顶电站施工



n 公司背景、性质、营业范围

            公司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于1989年，主要从事发、输、变

电工程的设计、咨询和服务，包括常规火力发电、太阳能、风能、垃圾、污

泥、生物质等新能源发电 、送变电、电力系统规划、接入系统、电力通信、

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等工程的设计、咨询和总承包业务。



河北能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河北能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