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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

       据此测算，十三五期间，地面集中式电站将新增8GW，平均每年新增1.6GW，分布式电站将新增
54GW，平均每年新增10.8GW。按照分散开发、就近消纳为主的原则布局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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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上网电价下调 I类地区 II类地区 III类地区

2015年 0.9 0.95 1.0

2016年 0.8 0.88 0.98

2017年 0.65 0.75 0.85

弃光限电、电价下调、补贴拖欠对西部光伏电站
的投资回报率有较大影响，光伏电站建设由西部
向中东部转移，将促进分布式光伏的发展。

国内光伏发电面临的新变化－由西部向中东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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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光伏发电面临的新变化－应用场景多样化

领跑者基地 项目容量 光伏资源 项目特点 

阳泉 1GW 三类 回填区/平缓山地 

芮城 500MW 三类 平缓山地 

包头 1GW 二类 复杂山地/回填区 

乌海 500MW 二类 回填区

新泰 500MW 三类 地势平坦/农光互补 

济宁 500MW 三类 渔光互补 /农光互补

两淮 1GW 三类 水面光伏 

由荒漠电站向山地电站、农光互补、渔光互补、水面电站、屋顶光伏、光伏扶贫项目等应用场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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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设备技术先进性： 10%

技术管理能力先进性： 5%系统能力先进性：5%

系统设计创新性：5%

技术经济合理性：5%

系统效率

系统成本

领跑者计划
先进技术
竞价上网
推动上网电价加速下降

国内光伏发电的发展趋势 – 持续推进平价上网

超级领跑者计划

对已具备规模化量产能
力但由于成本偏高、市
场认知等阻碍产能尚未
释放的先进技术进行重
点扶持，以帮助先进技
术突破“技术锁定”瓶
颈。

初期不将电价作为竞标
重点，新技术大规模应
用后再降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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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光伏发电的发展趋势 – 有序推进光储一体化

随着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占比越来越多，光伏发电的波动性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影响就必须考虑。在光伏电站

应用储能技术，不仅可以切实解决弃光问题，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也可以实现平滑功率波动、削峰平谷、调

频调压，是实现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电网的重要手段，同时它也是分布式微电网、智能电网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未来的能源互联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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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主流光伏逆变器类型－集中式逆变器、组串式逆变器、集散式逆变器

  集中式逆变器

DC

AC

PV+

PV-

A

B

C

• 逆变器直接逆变

• 输出电压通常为315V

• MPPT数量通常为1路

• 单机功率通常500kW

PV1+
PV1- A

B

C
PVn+

PVn-

• 汇流箱先直流升压，逆变器再逆变

• 输出电压通常520VAC

• MPPT数量通常较多

• 单机功率通常大于1MW

DCPV1+
PV1 - DC

DC
PV2+
PV2 - DC

DCPV3+
PV3 - DC

DC

AC

A

B

C

• 逆变器先直流升压，再逆变

• 输出电压通常480VAC

• MPPT数量通常较多

• 单机功率通常小于60kW

组串式逆变器 集散式逆变器

DC
DC

DC
DC

DC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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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电站地形复杂，组件朝向不一致和组件遮挡导致“失配”，多路MPPT有助于提升发电量

朝向差异
倾角差异
阴影遮挡
直流线损不一致

集散式光伏逆变方案解决了国内光伏发电面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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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青海省

甘肃省 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四川省

云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州省

重庆市

香港

广东省
台
湾

福建省

江西省
湖南省

浙江省

湖北省

安徽省
江苏省 上海市

陕西省

山东省山西省
河北省

北京市
天津市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海南省

澳门

华能陕西靖边二期45MW集散式光伏项目 

中电投湖北麻城二期11MWp/中电投湖北
孝感40MW集散式光伏项目  

智临电气江苏常州30MW集散式光伏项目

中节能大同47MW/华电山西榆社20MW/朔煤
右玉二期30MW/华电大同5MW/浙江正泰大同
5MW/同煤大同5MW/三峡新能源大同9MW集
散式光伏项目

协鑫河南汝州2MW光伏项目

珠海兴业广东2MW集散式光伏项目

中电投山东高青1MW集散式项目

常州天合云南南庄20MW集散式光伏项目

大唐青海共和10MW/大唐青海共和20MW/华
能青海共和23MW集散式光伏项目

中电投宁夏红寺堡20MW集散式光伏项目

内蒙古恒隆能源内蒙呼和浩特1MW/东方日升内蒙乌海6MW光

伏项目

敦煌清洁能源1MW集散式光伏项目

截至2016年，上能近1GW集散式逆变器应用在全国各类应用场景

集散式光伏逆变方案迅速得到客户的认可和批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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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同领跑者项目，上能集散式逆变器中标 71MW

项目 中标容量 集中式逆变器 集散式逆变器

同煤 90MW 85MW 5MW

华电 40MW 35MW 5MW

京能 37MW 37MW

三峡    9MW 9MW

正泰    5MW 5MW

中节能 49MW 2MW 47MW

集散式光伏逆变方案的技术先进性也得到了光伏“领跑者”项目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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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MPPT分散前置到直流汇流箱

支路电流传感器 电子开关 防反隔离二极管 输出直流断路器

内置高性能DSP处理器

集散式光伏逆变方案技术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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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T1

PV1+
PV2+
PV3+
PV4+
PV1-
PV2-
PV3-
PV4-

MPPT2

PV5+
PV6+
PV7+
PV8+
PV5-
PV6-
PV7-
PV8-

PV9+

MPPT3
PV10+
PV11+
PV12+
PV9-
PV10-
PV11-
PV12-

MPPT4
PV13+
PV14+
PV15+
PV16+
PV13-
PV14-
PV15-
PV16-

不一样的汇流箱：

·  4路独立MPPT单元

·  无风扇自然散热

·  既是汇流箱 又是高效能的光伏优化
器提升发电量

不同组串的最大功率点所
对应的电压不完全相同

MPPT分散前置，有效解决“失配”问题，提升系统效率

集散式光伏逆变方案技术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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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W集散式光伏发电单元

520VAC

800VDC

… 智能MPPT控制器1

1MW逆变器 1
智能MPPT控制器12

… 智能MPPT控制器1

1MW逆变器 2

智能MPPT控制器12

系统效率         投资成本        容配比        智能化        可靠性        维护成本

更高的交直流电压、更大功率等级发电单元、集成升压一体化方案，降低系统投资成本

集散式光伏逆变方案技术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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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逆变器与箱变之间采用母线槽取代电缆连接

l 取消箱变中重复配置的低压开关柜

l 集成二次保护设备

l 尺寸更小，地基、安装、通信、施工成本低

集散式一体化并网方案平面布置图

公共断路器二次保护逻辑示意图

系统效率         投资成本        容配比        智能化        可靠性        维护成本

更高的交直流电压、更大功率等级发电单元、集成升压一体化方案，降低系统投资成本

集散式光伏逆变方案技术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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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机额定输出功率（kW） MPPT路数 可接入组串数 接入组件总功率(kW) 容配比 可选方案数量

组串式 50 4 8 51.0 1.02 1

集中式 500 1

78 497.6 1.00 

41

79 504.0 1.01 
… 

90 574.2 1.15 
… 

118 752.8 1.51 

集散式 1000 48~96

157 1001.7 1.00 

79

158 1008.0 1.01 
… 

180 1148.4 1.15 

… 

235 1499.3 1.50 

注：此表采用的290W组件进行核算，如果采用275W组件，该组串式逆变器容配比只能配置到0.968

系统效率         投资成本        容配比        智能化        可靠性        维护成本

集散式逆变器可进行精细化的容配比配置，实现最优化的系统成本设计

集散式光伏逆变方案技术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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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系统监控方案（专利的组串级P-V特征曲线扫描技术、智能化的跟踪支架控制技术）

自动扫描记
录的正常组
串PV特性

自动扫描识
别出特性异
常的组串

组串级发电
功率曲线，
任何组串异
常立即发现

组件厂商宣称的组件PV特性 内置高性能
浮点运算处理器

智能光伏电站诊断系统”实现站级在线监智
能诊断和总部级故障诊断分析平台

集散式光伏逆变方案技术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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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级主动式断路
保护系统位于汇流
箱输出断路器

第三级主动式断路
保护系统位于逆变
器输入直流配电柜

第四级主动式断路
保护系统位于逆变
器交流输出断路器

第一级主动式断路
保护系统位于汇流
箱输入电子开关

高可靠的系统安全保护方案（高可靠的四级主动式断路保护方案）

集散式光伏逆变方案技术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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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大型光伏电站的技术发展趋势

为进一步降低光伏发电的度电成本，实现发电侧平价上网，大型光伏电站有如下几种发展趋势

1、更大功率等级的发电单元

2、更高电压等级的发电系统

3、更加集成化的系统解决方案

4、更智能化的电站运维和管理方案

5、多元化的光伏发电应用解决方案

6、光伏发电与其他生产系统高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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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VAC

35kVAC
…

……

800VDC

智能MPPT控制器 1

1.25MW逆变器 1

智能MPPT控制器 12

…… 智能MPPT控制器 13

1.25MW逆变器 2 

智能MPPT控制器 24

更大功率等级集散式光伏逆变方案

单机功率越大，系统单W成本越低，集散式光伏逆变方案适合更大功率的发电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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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VAC

35kVAC
…

……

1200VDC

智能MPPT控制器 1

1.5MW逆变器 1

智能MPPT控制器 8

…… 智能MPPT控制器 9

1.5MW逆变器 2 

智能MPPT控制器 16

1500V集散式逆变器更适合1MW以上的单机，
可组成系统成本更低的3MW的发电单元。

1500V集散式逆变器直流传输电压提升到
1200VDC，交流输出电压提升到800V，
线损更低。

1500V集散式光伏逆变方案

更低成本，更高效率，1500V光伏发电系统的最佳逆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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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机直流电机

角度传感器（可选）

直流供电模式 交流供电模式

与跟踪支架解决方案完美融合

集散式光伏逆变器集成跟踪支架智能控制技术

1、支持交、直流电机控制方案
2、集成的通信和控制系统
3、集成跟踪支架控制电源系统



整合世界500强光伏业务

自带的SVG功能（宽范围的有功和无功调节能力，响应速度快，可靠性高）

±30Mvar、35kV直挂式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白天：满发时，超前0.9~滞后0.9可调
夜间：110%视在功率范围内无功可调

√

光伏电站一般按照装机容量的25%配置SVG，如果省去SVG，系统成本可进一步降低大约0.03元/W

集散式光伏逆变器无功调节功能取代传统的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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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式光储一体化技术方案

与传统交流储能方案相比，不需要新建独立的储能电站，系统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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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集中式直流储能方案相比，组件MPPT与电池充放电解耦控制，不影响组件发电量

集散式光储一体化技术方案

1. 方案简单，系统成本最低
2. 系统效率高，不需要多重变换
3. 适用当前所有电池类型
4. 可平滑升级，分期执行
5. 电池组无需并联，循环寿命更长

合理设计，可降低逆变
器和变压器的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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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应用

集散式光储一体化的应用展望

MPPT控制器

DC/DC双向变流器储能电池

并网双向变流器 变压器

削峰填谷，避免弃光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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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分布式光伏电站应用

集散式光储一体化的应用展望

MPPT控制器

DC/DC双向变流器储能电池

并网双向变流器 变压器

平滑波动，提升并网电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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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应用

集散式光储一体化的应用展望

MPPT控制器

DC/DC双向变流器储能电池

并网双向变流器 变压器

DC/DC双向变流器 电动汽车
直流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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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能源
因我而变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整合世界500强光伏业务
        www.si-ne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