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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息  导  读  

【技术跟踪】正泰电源系统上海张江专项发展资金项目顺利验收 
摘要：正太电源三电平兆瓦级光伏逆变器 MPPT 效率大于 99.9%，逆变器转化率大于 98.8%。负载从

10%到 100%逆变器的响应时间，测试结果为 13.98ms，达成了项目书中要求的对电力调度毫秒级的响

应速度。 

 

【技术跟踪】新太阳能技术将效率提升至 50% 
摘要：美国普渡大学的研究者们利用太阳光谱，将 PV、热点技术（TE）和聚光太阳能技术混合构建

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系统，将太阳光利用率提升至 50%。 

 

【市场分析】九月市场续冷 硅片加速跟跌 
摘要：硅片市场价格持续下跌，价格降至 RMB4.7~4.9/pc。 

 

【企业动态】隆基股份洪荒之力来袭 单晶硅 PERC 产量达到 900MW 
摘要：隆基股份 2016 年上半年收入为 64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8.85 亿元人民币；单晶硅片产量为

6.67 亿片，对外出货量为 7.4 亿片，单晶组件出货量为 922.85MW。 

 

【企业动态】英利盈利未解债务隐忧 

摘要： 英利绿色能源 2016 年二季度营收 25.24亿元人民币，总利润达到 4.6亿元，连续两个季度

实现盈利，债务问题得到缓解，但仍未解除。 

 

【政策解读】江苏省发改委下达 2016 年度光伏电站新增建设规模和组织编制实施

方案 

摘要：江苏省发改委下达 2016 年度普通光伏电站新增建设规模，一是安排 17万千瓦，继续在省定

扶贫开发县、六大片区开展光伏扶贫工作。二是安排 3 万千瓦，打造同里绿色能源小镇，引导扬中

市创建绿色能源岛（太阳岛）省级示范区。三是安排 30 万千瓦，实施光伏“领跑者”计划。四是安

排 70 万千瓦，继续采用“因素法”分解下达各省辖市规模。 

 

 

 

 

http://guangfu.bjx.com.cn/zt.asp?topic=%d3%a2%c0%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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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开发】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分析与选址技巧 

摘要:一个成功的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考虑：（1）项目潜在开发地

点；（2）业主类型选择（用电类型）；（3）业主尽职调查（信用风险管理）（4）装机容量选择；

（5）逆变器选型；（6）现场勘测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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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跟踪】 

正泰电源系统上海张江专项发展资金项目顺利验收 

正泰电源顺利通过张江发展专项资金验收获批 500万元，三电平模块化兆瓦级光伏逆变器引起

园区管委会高度关注。 

由正泰电源系统申报的张江发展专项资金经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

称：园区委员会）进行审核评估，与本月正式验收，获批 500 万元。园区管委会协同松江区科委组

织领域内专家就正泰电源系统申报的三电平模块化兆瓦级光伏逆变器项目（简称：光伏逆变器项

目）从三个层面进行了系统地评估，各项效益完成情况喜人： 

创新效益 

获得 4个专利数量，5个创新产品，超出申报技术指标要求并获得 2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 

社会效益 

光伏逆变器项目累计服务企业 58家，培养专业人才 35 位以上，增加就业岗位 39 人并引进 1名

国际尖端人才，实现节能 547.5万吨。 

经济效益 

销售金额完成项目申报要求的 150%，已完成税收达 600万元。 

三电平兆瓦级光伏逆变器 

本次张江发展项目资金的顺利验收，缘于园区委员会各专家和评审小组对正泰电源系统 1MW三

电平模块化光伏逆变器性能及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逆变器是光伏发电系统的核心器件，也是智能

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市场上的主力产品还是两电平逆变器，开关频率低，体积大，功率密度

低，转换效率低。本次项目评审考核的各项指标皆完全达到甚至超过各项指定标准： 

1.三电平模块化 

5个逆变模块并联，5个 MPPT 

 

2.转化效率 99.9% 

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效率）效率大于 99.9%，逆变器的转化效率大于 98.8% 

 

http://guangfu.bjx.com.cn/zt.asp?topic=%d5%fd%cc%a9%b5%e7%d4%b4
http://guangfu.bjx.com.cn/zt.asp?topic=%b9%e2%b7%fc%c4%e6%b1%e4%c6%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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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力调度毫秒级响应 

负载从 10%到 100%逆变器的响应时间，测试结果为 13.98ms，达成了项目书中要求的对电力调度

毫秒级的响应速度 

 

4.电压穿越认证 

在南京电科院通过了零电压穿越，高电压穿越，频率穿越认证测试，满足 GB/T19964-2012要求

并取得认证 

张江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概要 

张江专项资金重点资助符合《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3-2020）》及各

专项规划，聚焦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部署和张江示范区重点工作安排，推进张江示范区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和产业能级，体现新兴产业发展重点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推广应用，促

进各分园整合优势资源、协同发展的项目。主要包括以下 6项资助重点 

（一）优化示范区创新创业环境 

（二）培育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四）培养和集聚优秀创新人才 

（五）提升示范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品牌效应 

（六）市委市政府明确支持的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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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太阳能技术将效率提升至 50% 

如今，太阳能技术已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薄膜太阳能发电效率已高达 31%，聚光太阳能技术也

已日渐成熟。然而，现有太阳能技术也有其技术瓶颈，发电效率始终在 30%左右徘徊，但这种局面即

将为新的技术所打破。日前，美国普渡大学的研究者们通过将现有多种太阳能技术混搭，构建一个

混合系统，将太阳光利用效率提升至 50%。 

技术混搭 

通过技术混搭，普渡大学的研究者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混合了现有三种太阳能技术，

分别是 PV、热电技术（TE）和聚光太阳能技术。当然，该系统并不是简单地将三种技术累加在一

起，而是充分利用太阳光谱，构建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系统。 

 

首先，PV太阳能电池板能将可见光与紫外线等高能光子转化为电能，提供系统约 20%的电能。

如采用薄膜太阳能电池板，发电效率会提升至 31%。 

同时，研究者们采用一种全新设计的“选择性的太阳能吸收器和反射镜”热电装置，能将太阳光热

低能光子转化为电能，生成约 5%的电能；与此同时，该热电装置通过使用镜组聚光，将热量收集并

进行存储，驱动蒸汽涡轮，生成约占本系统 25%的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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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渡大学电子和计算机工程学院的助理教授 PeterBermel 向记者表示，“这种做法集成了现有

的几种使用太阳能的方法，通过使用混合系统，能全光谱利用太阳光线，从而提高太阳能发电效

率。” 

系统优势 

该系统通过利用光谱分裂的优点，提高太阳光利用效率，降低发电成本，并能显著提高电网兼

容性。理想状况下，这套系统能在现有条件下利用太阳光效率超过 50%，而单靠 PV系统，效率最多

只有 31%。 

 

这套系统的关键在热电装置，它主要发挥两种重要作用：一、热电装置在反射可见光的同时，

吸收近红外的光子，从而提高太阳光照的利用率；二、热电装置不断提高储热温度，在日落之后，

蓄热器的高温能保证涡轮机运转发电。 

Bermel进一步解释，“这是一种选择性的系统，能充分利用太阳光谱，蓄热器能为生产电能提

供更高的灵活性，整套系统在日落之后仍然能持续发电几个小时。”所以，整套系统能满足全天不

同时段的用电需求。 

研究进展 

目前，该项研究工作已得到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支持。然而，整套系统仍处于理

论设计阶段，为验证其可行性，研究者们还需做进一步实验分析。 

 

谈及未来，Bermel 显得信心满满，“这种混合系统无疑是可行的，理论上，我们已知道应该做

什么，但目前还需通过更多实验，去验证各个部分及整套系统的运转情况。” 

该项研究的论文，已发表在 8月 15日的《能源环境科学》杂志的网络平台上；该系统的演示视频，

也已在 YouTube视频网站同步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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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九月市场续冷 硅片加速跟跌 

市场不仅中国市场持续冷清，美、日、欧等市场也需求平淡，待中国大型电站大量拉货，订单

量才能开始回温。且本次价格跌幅过深，且需待第四季一线大厂库存陆续消化后，才能让需求反映

在价格上，故第四季初情势并不乐观。 

各地多晶硅已如预期开始出现缓跌，后续多晶硅跌势也将带动硅片持续跌价。虽多晶硅片一、

二线厂八月仅微幅降低稼动率，但九月恐有再一波的降幅。尤其电池片厂的低稼动率，也让硅片成

交量骤降，带动本周价格大幅下滑。中国价格从上周 RMB5~5.2/pc下跌至 RMB4.7~4.9/pc，台湾方面

也普遍低于 US$0.68/pc，在上周最低价转眼会变为本周最高价的情况下，更加速硅片最新报价屡创

新低。 

电池片是目前跌幅最深的区段，成交的单价多让电池片厂大幅亏损，在多做多亏情势下，台湾

电池片厂稼动率持续下探，平均稼动率低于五成。另外，中国电池厂商仍陆续做出下修稼动率的反

应，整体而言下月情况更加低迷，价格无法在九月落底。因中国“领跑者计划”需采用高效电池，

单、多晶 perc 产品近期询问度高，虽台湾 perc量产的量、与效率首屈一指，但一般电池的跌幅也

带动 perc价格跌价明显，目前主流单晶 perc 价格已到 US$0.28-0.3/W之间。 

 

 

  

http://guangfu.bjx.com.cn/zt.asp?topic=%b6%e0%be%a7%b9%e8
http://guangfu.bjx.com.cn/zt.asp?topic=%b9%e8%c6%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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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动态】 

隆基股份洪荒之力来袭 单晶硅 PERC 产量达到 900MW 

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光伏产品制造商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股份”）上

半年财报显示，2016 年上半年，单晶硅 PERC 太阳能电池产量达到 900MW。 

从 2016年上半年财务报告可知，达到 900MW 的 PERC 太阳能电池产量使公司在中国向高效电池

的迁移领先于竞争对手，并且在今年下半年将进一步提高 PERC 产量。 

PERC产量提高也将降低生产成本，过去几年，隆基股份通过提高硅片、电池和组件的研发支

出，以技术创新促进生产成本降低。 

据悉，公司 2016年上半年研发投入 3.4亿元人民币(五千一百三十万美元)，建立了全球领先的

电池研究中心和组件设计中心。5月推出 Hi-MO1低衰高效单晶组件，解决了困扰行业许久的光伏电

池初始衰减问题。 

隆基股份最新技术的发展包括单晶硅锭生产的进步，推动拉晶和切片成本的快速下降，实现单

晶硅片非硅成本同比降低 33%。公司还在进一步大幅扩大金刚石线切割设备的采用，以进一步降低单

晶硅生产成本。 

报告显示，隆基股份 2016 年上半年收入为六十四亿元人民币(9.68 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

2.53 亿美元左右，提高约 282%。净利润为 8.85亿元人民币(1.33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提高约

900%。 

单晶硅片产量为 6.67亿片，较 2015 年上半年提高 132%。单晶硅片出货量为 7.4亿片，其中包

括对外部客户出货 5.75亿片，内部使用 1.65 亿片，主要用于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子公司乐叶光伏。 

报告还指出，隆基股份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 2016 年全年硅片出货量目标的 65%。单晶组件产

量为 910.28MW，较 2015年上半年增加 757.78MW。 

单晶组件出货量为 922.85MW，其中包括对外部客户出货 873.14MW，对内部下游项目出货

49.71MW。该公司指出，其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 2016 年全年组件出货量目标的 40%。 

预计 2017年隆基股份(包括旗下子公司乐叶光伏科技)将成为“硅基组件超级联盟”的下一个成

员。 

  

http://guangfu.bjx.com.cn/zt.asp?topic=%c2%a1%bb%f9%b9%c9%b7%dd
http://guangfu.bjx.com.cn/zt.asp?topic=%b5%a5%be%a7%d7%e9%bc%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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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利盈利未解债务隐忧 

日前，英利绿色能源（以下简称“英利”）发布上半年业绩公告称，2016年二季度营收 25.24

亿元人民币，总利润达到 4.6 亿元，连续两个季度实现盈利。 

财报显示，今年二季度英利组件发货量 662 兆瓦，高于早前预期的 580-620兆瓦，综合毛利率

为 18.2%，净盈利为 7180 万元。 

英利称，出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国内需求的增长，从上季度的 190兆瓦增加到本季度的

440 兆瓦。国际方面，日本市场连续 7个季度单季度发货量超过 120 兆瓦，二季度占英利出货量国际

市场总量的 60%以上。不过，英利也表示，由于国内光伏组件价格较低，产品的毛利率从 20%降低到

二季度的 18.2%。虽然英利持续盈利，债务问题得到缓解，但仍未解除。 

英利在公告中称，目前英利绿色能源子公司的未偿还的中期票据总额达 20.57 亿元。目前仍在

与债权人进行谈判，并与基金积极讨论解决方案。英利提出三个备选方案，引进战略投资者注资英

利；引进新的债权人给予公司或其附属公司新的借款和销售一定寿命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获得额

外资金。英利也承认：“公司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中期票据持有人或任何其他方就任何具体的融资

计划或计划的中期票据偿还达成协议。” 

不过英利的子公司已成功地更新或延长了超过一半的贷款，也降低了一些这些贷款的利率。但

鉴于仍然需要短期融资，英利子公司已与贷款银行协商其剩余的贷款延期，其中包括 9910 万元逾期

未偿还金额。 

 

 

  

http://guangfu.bjx.com.cn/zt.asp?topic=%d3%a2%c0%fb
http://guangfu.bjx.com.cn/zt.asp?topic=%b9%e2%b7%fc%d7%e9%bc%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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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江苏省发改委下达 2016 年度光伏电站新增建设规模和组织编制实施方案 

日前，江苏省发改委下达 2016年度普通光伏电站新增建设规模，一是安排 17万千瓦，专项用

于扶贫建设，继续在省定扶贫开发县、六大片区开展光伏扶贫工作，涉及的县（区）各下达 1万千

瓦。二是安排 3万千瓦，专项用于奖励引导，支持苏州建设“国际能源变革论坛”永久会址，打造

同里绿色能源小镇，引导扬中市创建绿色能源岛（太阳岛）省级示范区，奖励中天科技代表江苏参

加“中国清洁能源‘十二五’总结与‘十三五’展望专题活动暨 2016 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各下达 1万千瓦。三是安排 30万千瓦，由省统一组织优选，实施光伏“领跑者”计划。四是安排 70

万千瓦，继续采用“因素法”分解下达各省辖市规模。 

原文如下： 

各市发展改革委：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光伏发电规模管理和实行竞争方式配置项目的指

导意见》（发改能源〔2016〕1163号）、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 2016 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

知》（国能新能〔2016〕166 号）以及近年来国家光伏电站管理相关规定，在充分征求方方面面意见

的基础上，结合各市报送的年度光伏发电建议方案，经研究，现将 2016 年度普通光伏电站新增建设

规模分解下达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分类管理建设规模。按照发改能源〔2016〕1163 号和国能新能〔2016〕166 号文件要求，

国家对光伏发电年度建设规模实行分类管理，分为不限规模的光伏发电类型和地区、普通光伏电站

项目、光伏发电领跑技术基地。其中，利用固定建筑物屋顶、墙面及附属场所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

以及全部自发自用的地面光伏电站项目不受年度规模限制，各地可随时受理、备案，电网企业及时

办理并网手续，项目投产后随即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范围。普通光伏电站项目、光伏发电

领跑技术基地均实行规模管理，由国家能源局统一下达。国家能源局国能新能〔2016〕166号文件下

达我省 2016年度 120万千瓦普通光伏电站新增建设规模。 

为加快落实具体项目，同时推动扶贫建设，探索和尝试采用竞争方式配置项目，试行光伏“领

跑者”计划，经研究决定，对国家能源局下达的 120 万千瓦普通光伏电站新增建设规模作如下安排。

一是安排 17 万千瓦，专项用于扶贫建设，继续在省定扶贫开发县、六大片区开展光伏扶贫工作，涉

及的县（区）各下达 1万千瓦。二是安排 3万千瓦，专项用于奖励引导，支持苏州建设“国际能源

变革论坛”永久会址，打造同里绿色能源小镇，引导扬中市创建绿色能源岛（太阳岛）省级示范区，

奖励中天科技代表江苏参加“中国清洁能源‘十二五’总结与‘十三五’展望专题活动暨 2016 中国

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各下达 1万千瓦。三是安排 30 万千瓦，由省统一组织优选，实施光伏“领

跑者”计划。四是安排 70万千瓦，继续采用“因素法”分解下达各省辖市规模。在去年各市和有关

专家共同参与，“因素法”分解规模的基础上，结合新情况、新政策和新要求，修改完善《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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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新增建设规模配置管理暂行办法》，组织有关专家、相关厅局及各市代表共同研究，科学

设置各因素权重，分解下达各市新增建设规模。 

二、科学配置建设规模。一是光伏扶贫规模。相关县（区）发展改革委要商当地扶贫办，因地

制宜选择建设场址，准确识别确定扶贫对象，明确扶贫收益分配方式。鼓励地方整合扶贫资金和其

他涉农资金，采用入股方式参与光伏扶贫项目建设。项目确定后，自动纳入所在市实施方案。二是

奖励引导规模。苏州市按照制定上报国家的《国际能源变革论坛永久会址申报方案》，优选投资主

体，在吴江区同里镇镇域范围内选址建设。扬中市应按已上报国家的《扬中市绿色能源岛（太阳岛）

实施方案（2015-2020）》，落实具体项目，优先支持具备资金、技术和管理实力的企业投资建设，

确保年底前光伏电站建成投运。中天科技要商南通市发展改革委，在南通市范围内确定建设场址，

在实施项目过程中推动新能源微电网示范建设。三是省光伏“领跑者”规模。按照发改能源〔2016〕

1163 号和国能新能〔2016〕166号文件要求，制定《江苏省光伏“领跑者”项目优选暂行办法》，

报备国家能源局，并依据《办法》，统一组织开展优选工作。四是采用“因素法”分解下达各市的

规模。各市要优先支持实力强、业绩好、技术先进的投资主体，尤其是这些投资主体用地、选址等

前期工作充分、年内可以建成投产的项目。方法上，各市可参照省“因素法”对下分解规模，也可

按国家 1163 号和 166号文件“鼓励”采取公开优选等竞争方式配置项目的精神，参照省《江苏省光

伏“领跑者”项目优选暂行办法》进行优选。 

三、抓紧编制年度实施方案。各市要在 8 月 17 日前，确定除省光伏“领跑者”之外的项目清单，

形成实施方案，严格按照附件格式填写，送达我委。列入各市清单的项目，属于省采用“因素法”

下达规模的项目，其单体规模原则上不小于 20MW；属于扶贫规模的项目，其规模依据实际情况确定。 

四、切实加强项目管理服务。各市要在本通知印发后 20 个工作日内，确定项目，并按规定权限

完成备案工作。各市备案总规模不得超过省下达的规模。备案文件中须载明投资主体及其出资人、

股权结构、建设规模、建设地点等内容。备案前，投资主体应当提供关于项目开工时间、并网时间

（具体到年、月、日）的承诺。项目投产前，项目投资主体及出资人、股权结构不得调整；竞争性

方式确定的项目，建设规模、地点也不得调整。对未按既定承诺日期开工建设的项目，各市要及时

开展调剂工作，对其出资人今后提出的建设规模实行限制配置，并将投资主体及出资人、未如期开

工建设等相关信息书面报告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2016年 12月 31 日以后，各市纳入 2016年新

增建设规模的项目清单不得变更。各市要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化管

理的通知》（国能新能〔2015〕358 号）要求，及时组织项目单位填报信息。严格执行月报制度，各

市要按照附件格式，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于每月前 3个工作日内，向我委报送项目上月进度。 

五、请国家能源局江苏监管办、省物价局、省电力公司等部门及时办理发电业务许可证、上网

电价核定、购售电合同、并网调度协议等手续，并严格审核，对项目投资主体及其出资人等主要信

息，与备案文件不一致的，不予办理。 

附件：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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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7月 20日 

抄送：省扶贫办，省财政厅、物价局，国家能源局江苏监管办，省电力公司。 

附件 1： 国家能源局正式公开 2016 年 18.1GW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 

附件 2.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下发《关于完善光伏发电规模管理和实施竞争方式配置项目的指导

意见》 

附件 3．《江苏省普通光伏电站新增建设规模配置管理暂行办法》 

江苏省普通光伏电站新增建设规模配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光伏发电规模管理和实行竞争方式配置项目的

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16〕1163 号）和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 2016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

通知》（国能新能〔2016〕166号）规定，普通光伏电站实行规模管理。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普通光伏电站是指作为公共电源建设及运行管理的光伏发电设施。 

第三条为规范普通光伏电站新增建设规模（以下简称“年度规模”）分解程序，提高科学决策

和依法行政水平，制定本办法。 

利用固定建筑物屋顶、墙面及附属场所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全部自发自用的地面光伏电站

项目不限制建设规模，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省发展改革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采取“因素法”，在国家下达的年度规模中，对各市

分解配置年度规模： 

（一）各市上年度完成情况； 

（二）各市上年度新增并网屋顶等分布式光伏情况； 

（三）光照资源分布情况； 

（四）土地资源分布情况； 

（五）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分布及建设进展； 

（六）国家绿色能源示范县分布及建设进展； 

（七）国家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分布及建设进展； 

（八）各市本年度项目储备及拟新开工规模情况。 

第五条根据国家光伏发电政策取向和我省光伏发电发展情况，省适时调整用以配置年度规模的

参考因素。 

第六条按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要求，省发展改革委采取座谈会、论证会等方式，征求地方、

部门和专家对年度规模配置参考因素的意见。 

省发展改革委将采取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听取地方、部门和专家对各类因素权重设计的意见。 

第七条本办法由江苏省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自配置 2016 年年度规模时开始实施。 

第八条国家和省出台新政策时，本办法及时调整。 

附件 4： 

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60613/741838.shtml
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60613/741838.shtml
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60613/7418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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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6年扶贫开发规模和奖励引导规模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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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6年各市光伏电站实施方案报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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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市光伏电站月度信息报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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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开发】 

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分析与选址技巧 
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的通知》国能新能[2014]406号

正式发布，该政策的发布对分布式光伏电站的推广起到了直接催化的作用。专家预计 2016

年将成为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及地面电站投资的趋势风水岭，对于投资者而言，分布式光伏

电站报批流程虽然比大型地面电站简易很多，但在投资决策阶段，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下

面我们就从分布式光伏电站选址作以下分析： 

目前，国内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商多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项目开发，一方面采用电

价折扣，还有些采用房租租赁合作。然而从项目投资的规模来看，投资分布式光伏电站的装

机容量越大，风险就越大，而且风险系数成指数比例增加； 

一个成功的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考虑：（1）项目潜在开

发地点；（2）业主类型选择（用电类型）；（3）业主尽职调查（信用风险管理）（4）装

机容量选择；（5）逆变器选型；（6）现场勘测实施要点； 

下面我们试从这几个方面来逐一的分析。 

一、项目潜在开发地点 

从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的角度来看，最直接的逻辑就是业绩=发电量*销售电价，这里的

电价既包含折扣后给用电业主的电价，也包含上网电价。目前，国内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商

对项目标的的动态投资回报期大多为 7-8年，自有资金回报率在 30%以上，基于目前组件、

逆变器等价格因素，1MWp 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初期投资成本在 6.5元-7.2 元之间。综合考

虑折旧，运维，备件，税务等数据，每瓦年电费收益需达到 1.3元以上，如何保证这一要

求？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从发电量和电价综合考虑。 

首先来看发电量，目前国内各地区由于海拔、日照强度、空气洁净度等差异，各地区实

际发电量与理论发电量也存在较大差异。 

发电量最大前 4大城市分别为：拉萨、呼和浩特、西宁及银川，然而实际上截至目前这

些地区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寥寥，倒是发电量倒数第 4的杭州(浙江地区)分布式光伏发电

的装机量排在了全国的前列。 

这主要是电价直接影响的，一方面南方地区大工业用电及商业用电普遍是北方地区高，

例如山东地区大工业白天 8：00到下午 17：30加权平均电价达到 0.81元，而陕西地区大工

业白天 8：00到下午 17：30加权平均电价只有 0.71 元，另一方面，伴随着南方地区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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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针对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补贴政策的发布和实施，使得每瓦每年节约电费的绝对值可以超

过光照资源很好的银川地区。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给了例如山东、浙江、江苏地区较多的分布式光伏电站配额。 

从国家分布式光伏电站配额来看，配额最大的前十个省份主要集中在华东及东南沿海地

区，这些地方空气洁净程度较高，很少受到雾霾的影响，同时加以当地大工业及商业较高的

电价，以及地方光伏补贴政策的双管激励，如浙江、山东、江苏、广东、上海等地区成为了

国内分布式光伏发电投资的第一阵营。首先从分布式光伏电站的财务模型来看，占据优势。 

那么对于西北地区，分布式光伏电站如何实施，是否具有投资价值，例如甘肃和宁夏地区，

大工业用电加权平均电价只有不要 0.6元。采用电价折扣的合同能源管理合作模式就不符合

投资人的资本回报率考核，对于这些地方，实施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适用于采用标杆电价全

部上网，并支付业主房顶租赁费用的模型。 

综述，对于呼和浩特、西宁、银川、太原等光照资源较好的地区，在没有地方补贴政策

的情况下，建议采用全部上网的模式方可符合投资者对分布式光伏电站收益的要求。 

对于例如杭州、福州、广州、南宁、西安等光照资源较差的地区，在没有补贴政策的情

况下，可先行实施电价较高的商业用地项目，而考虑分布式光伏电站的规模化实施，建议地

方政府出台相应的补贴政策，截至目前浙江地区已经走在了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的前列，广

州也刚出台光伏电站建设规划和补贴政策。同时，对于地方补贴政策，笔者建议取消地方政

府对于投资者欲拿补贴政策需采购当地组件及逆变器生产商产品的强制性要求。毕竟不是每

个省份的组件和逆变器产品的质量可以保证，价格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地方保护主义市分布

式光伏电站实施过程中的“肿瘤”。 

二、业主类型选择（用电类型） 

目前国内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商如河北新奥光伏、浙江精工能源、晶科光伏等企业对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收益率最低不小于 12%，即考虑融资成本的前提你下，项目投资回报期

不长于 8.5年，与用电业主和合作模式主要为合同能源管理，即：（1）租赁业主屋顶支付

租赁费，电价按照实时电价收取；（2）租赁业主屋顶支付租赁费，发电量全部上网，（3）

免费租赁业主屋顶，光伏电站发电供给业主使用，电价打 9折，合同期限一般设定为 25

年；（4）与业主成立合资公司，共同投资屋顶电站，共同获取电站收益； 

对于居民用电如小区、社区，一方面屋顶面积较小，装机容量受限，另一方面居民用电

电价较低（西安地区为 0.59 元每度电），再次，居民用电主要集中在晚上，白天用电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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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使得光伏电站发电量自发自用比例较小，目前居民小区并不适合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电

站。 

对于西安地区而言，在没有地方补贴的前提下，商业用电业主屋顶适合投资分布式光伏

电站，大工业用电业主屋顶不适合投资分布式光伏电站。 

在地方补贴（0.2元每度电，政策持续 5年）出台的前提下，商业用电业主屋顶比较适

合投资分布式光伏电站，周六周日也上班的大工业用电业主的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也适合投

资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 

居民小区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目前不具备投资价值。 

三、业主尽职调查（信用风险管理） 

在基于电站投资商项目收益率的前提下，对屋顶业主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国家

能源局 406号文件中提到在自发自用比例显着下降时，可选择光伏电力全部上网，对于上网

标杆电价确定的各个地区，发电量较高的地区例如银川、呼和浩特等城市，分布式光伏电站

投资收益率影响不大，而对于南方一些城市，特别是没有地方补贴的城市，光伏电力从自发

自用转为全部上网的模式，对于投资者而言，影响是极大的。所以光伏电站潜在屋顶业主的

选择就显得比较重要。 

首先是行业，我们应优先选择用电量较大的行业中的企业，从而保证自发自用电力可全

部消纳。例如钢铁、化工、建材、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化工、机械制造业等。对于国家不

鼓励的行业或者产业。即便屋顶资源及用电量条件都较好，也需要谨慎的判断。特别需要提

到的是对于释放对电池板有腐蚀气体的企业需慎重选择。例如化工、橡胶深加工企业。同时

优先选择周六、周日也有生产的企业，从而可以有效保证自发自用比例仍然可以保持在 95%

以上。 

其次，对于企业的合同履约情况进行核实，可以通过财务报表（上市公司）、供应商走

访、合同合作方调查，甚至对于单体项目较大的项目，可通过从第三方调查中介公司如邓白

氏有偿获取数据用于决策判断。 

四、装机容量选择 

装机容量的确定不仅仅要考虑屋顶面积，需综合考虑用电负荷及屋顶规划等相关指标。 

在我们之前在西安高新区进行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开发的过程中，找到 5万平米的钢结

构屋顶，计算下来可做 3.5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年发电量可达到 380万度电，12个月中，

光伏电站最大的发电量达到 50万度电，最小的发电量也有 20万度电，然而通过与企业动力

部门进行沟通后，获悉该企业月均用电量只有 5万度电，光伏电站自发自用比例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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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光伏发电只能选择全部上网，如没有地方补贴，再考虑西安地区不甚好的太阳能资

源，这个项目基本是不具备投资价值的，最终我们按照 300千瓦的容量进行了一期项目的实

施。 

第二种情况是，一个大工业企业，月均用电量达到 90万度，屋顶面积有 6万平米，且

周六周日午休，当时，我们就做出安装 5MWp光伏电站的规划，我们认为自发自用比例应可

达到 96%。然而，我们又错了，实际上这家企业 24 小时设备不停转，白天太阳能光伏电站

发电的 8个小时时段，企业月度耗电量只有 30万度电，如安装 5MWp电站，自发自用比例只

有 60%。 

第三种情况是，业主屋顶确认为 3万平米的钢结构屋面，可利用面积达到 2500平米，

业主月度用电量为 40万度电，白天太阳能光伏电站发电时段企业月度用电量达到 25万度

电，我们就确定了装机 2MWp，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就在进入商务谈判的前几天，业主告

知，厂区南侧 20米刚规划的 15层高楼获批，屋顶将近 1/4产生遮挡，最终我们安装

1.5MWp 实施。 

五、逆变器选型 

目前通用的太阳能逆变方式为：集中逆变器、组串逆变器，多组串逆变器和组件逆变

（微型逆变器）。按照笔者之前光伏电站价值提升策略之逆变器选型分析。在接近的初始投

资成本下，对于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组串式逆变器解决方案较集中式逆变器及微型逆变器

拥有着较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好的解决了集中式解决方案遇到的问题。 

六、现场勘测实施要点 

1、屋顶分类：瓦片屋顶、混凝土屋顶及彩钢瓦结构。 

2、现场勘查携带工具：20米以上卷尺、激光测距器、水平仪、指南针或手机指南针

APP 和纸笔等。如果需要上倾斜屋面建议穿上防滑鞋带上安全绳。 

3、瓦片屋顶及彩钢瓦结构屋顶勘测要点 

（1）询问建筑的竣工年份，产权归属。 

（2）屋顶朝向及方位角。现场指南针测量加 Google卫星地图查询。 

（3）屋顶倾斜角度。量出屋面宽度和房屋宽度即可计算出屋顶倾斜角度。南方屋顶倾

角一般大于北方屋顶。 

（4）瓦片类型、瓦片尺寸。民用建筑常见瓦型包括罗马瓦、空心瓦、双槽瓦、沥青

瓦、平板瓦、鱼鳞瓦、西班牙瓦和石板瓦。如果瓦片尺寸现场不容易测量，也可在确定瓦片

类型后网上查询尺寸。因为瓦片的尺寸特别是厚度决定支架系统挂钩等零件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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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虑屋顶的遮挡情况。准确测量屋顶周围遮挡物的尺寸，后期用阴影分析软件建

模做出屋顶可利用区域简图。太阳能电池板上的阴影遮挡会很大地影响发电量。 

（6）掀开部分瓦片查看屋顶结构，注意记录主梁、檩条的尺寸和间距。瓦屋顶的支架

系统挂钩是安装固定在檩条上。 

（7）从项目业主方获取房屋结构图，便于计算屋顶荷载。 

（8）询问业主拟安装光伏系统屋顶南面是否有高楼建设规划。 

4、混凝土屋顶勘测要点 

（1）建筑竣工年份、产权归属；屋顶朝向和方位角。 

（2）测量女儿墙高度，后期进行阴影分析，确定可安装利用面积。 

（3）查看屋面防水情况，以不破坏屋面防水结构为原则，考虑支架的安装是采用自

(负)重式还是膨胀螺栓固定式。标准民用混凝土屋顶的承载能力需大于 3.6KN/m2，在考虑

短时风载、雪载的情况下支架系统的荷载也小于混凝土屋顶的承载能力。为避免安装光伏系

统后建筑产生任何的防水结构破坏问题，优先采用自(负)重式支架安装方式。 

（4）从项目业主方获取房屋结构图，便于计算屋顶荷载。 

（5）询问业主拟安装光伏系统屋顶南面是否有高楼建设规划。 

5、电气方面勘查要点 

（1）查看进户电源是单相还是三相。民用别墅一般是三相进电。单相输出的光伏发电

系统宜接入到三相兼用进线开关用电量较多的一相上。条件允许最好用三相逆变器或三个单

相逆变器。 

（2）询问月平均用电量或用电费用和主要用电时间段。作为光伏系统安装容量的参

考。 

（3）查看业主的进线总开关的容量。考虑收益问题，光伏发电系统的输出电流不宜大

于户用开关的容量。现行补贴政策下还是自发完全自用收益最大。 

（4）以走线方便节约的原则，考虑逆变器、并网柜的安装位置。逆变器、并网柜的安

装位置也好考虑到散热通风和防水防晒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