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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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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 第 1 部分：现场勘查与安装场地评估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户用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现场勘查、安装场地评估的操作方法及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以220V、380V电压等级接入用户侧电网或公共电网的户用并网光伏系统。本标准不适用

于带储能系统的户用光伏系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797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GB 51101     太阳能发电站支架基础技术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JGJ 125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DB33T        既有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利用评估导则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户用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residential gridded PV system 

指安装于居民所属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地面，并以 220V或 380V接入用户侧电网或公共电网运行的光

伏发电系统。 

3.2 

平屋面 flat roof 

指屋面坡度较平缓，排水坡度不大于 10%的屋面。 

3.3 

斜屋面 slope roof 

指屋面坡度较陡的屋面，其排水坡度一般大于 10%，主要有单坡式、双坡式、四坡式和折腰式等。 

3.4 

屋面可利用面积 utilizable roof area 

建筑屋面扣除建筑必要功能区及其他不可利用区域以外的区域面积。 

注：屋面建筑必要功能区是指电梯机房、屋面水箱间等为建筑服务的必要功能用房 

[DB33_T 2004-2016，定义 3.5] 

3.5 

年均总日间用电量 average annual daytime power consumption  

在一定年限内，建筑物计量关口内所有用电设备在 6点至 19点这一时间段内，总用电量的年平均值。 

[DB33_T 2004-2016，定义 3.6] 

4.通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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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是指现场实地勘查，现场了解项目详细情况及周边环境；明确安装场地条件，如屋面类型、

结构、尺寸等；确认组件安装容量、方式；明确逆变器、配电箱安装位置及电缆走线路径；了解当地并网

条件和政策；了解用户需求。 

户用并网光伏系统安装场地评估属于现场勘查的重要工作，通过实地勘查，收集安装场地的相关资料，

针对不同安装场地进行勘查和测量，确定安装场地评估等级，根据评估结果判定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通过现场勘查和安装场地评估，可为后续电站设计、施工和验收提供依据。 

5.勘查准备 

5.1勘查信息准备 

事先确认现场勘查的具体时间和项目所在地详细地址；确认现场的合作伙伴或业主的姓名和联系方

式；事先咨询攀爬屋面的方式并做好相关准备。 

现场勘查需求确认后，宜提前获取安装场地的相关图纸资料。现场勘查前，宜先从图纸了解现场信息，

如场地尺寸、屋面结构和材料等。 

5.2勘查工具准备 

根据提前获取的现场信息，现场勘查时宜从 5.2.1~5.2.3 中选择适合的工具。 

5.2.1  测量工具 

皮卷尺、钢卷尺、激光测距仪、万用表、指南针或带指南针功能的手机等。 

5.2.2防护工具 

防滑鞋、安全带、安全帽、安全手套等安全护具。 

5.2.3其他工具 

纸笔、工具包、相机、无人机等。 

5.3 勘查安全事项 

勘查前应了解天气情况，应避开如雨雪、大风等影响勘查操作安全的恶劣天气。 

根据现场情况配备并正确使用 5.2.2 所列防护工具。 

电气设备勘查等应遵循相关规范，勘查人员须具备相关资质。 

6.现场勘查 

6.1 信息确认内容 

确认户用并网光伏系统基本信息、安装场地结构信息、电气和并网信息等，并完成相关记录。 

6.2 基本信息确认 

宜确认并记录以下事项： 

a) 现勘时间、现勘人员； 

b) 现勘详细地址及经纬度坐标； 

c) 项目所在地电网营业厅名称及电网联系人姓名、电话； 

d) 确认项目土地、房屋所有权信息，记录业主姓名及联系方式； 

e) 项目收益方姓名、开户银行； 



T/CPIA XXX—201X 

 3 

f) 确认项目电表的产权归属，电表产权方为电网公司方可并网； 

g) 现场确认周边道路情况及二次搬运路径，确认运输车辆和施工机械进场条件和现场作业条件； 

h) 了解业主每月用电量、主要用电设备、年均总日间用电量及当地居民用电电价； 

i) 了解现场环境因素，包括沿海/台风地区环境、油污、固体废弃物排放（烟，粉尘）、气体排放（酸

碱性气体）等； 

j) 确认周边遮挡物，了解周边未来建设规划； 

k)了解并记录用户对电站的详细需求和特殊要求。 

6.3 结构信息确认 

6.3.1 地面信息确认 

宜确认并记录安装现场地面基本信息： 

a) 确认电站安装区域，测量安装场地的基本尺寸； 

b) 确认地面的地质信息，如土质分类、盐碱度、地下水位高度、土层分布、地面坡度等。  

6.3.2 房屋建筑信息确认 

宜确认并记录安装现场房屋建筑有关结构的基本信息： 

a) 了解房屋建筑竣工时间； 

b) 确认屋面的朝向和坡度； 

c) 确认屋面类型、安装区域及平整情况，记录屋面的基本尺寸，确认是否存在凹陷凸起和障碍物等

情况影响安装，确认可利用面积； 

d) 确认建筑结构类型，记录屋面结构，记录屋面做法、材质、厚度等关键信息，记录房屋梁、檩条

位置和尺寸等关键信息； 

e) 每个安装区域测量完毕宜绘制一张草图，每张草图宜对应相应的现场照片，必须标注遮挡物或障

碍物的位置和尺寸，周边南向或者偏南方向，有较高建筑的，必须标注位置和尺寸； 

f) 根据现场的房屋结构或既有图纸资料对承载力做出初步评估，预判是否可以安装； 

g) 房屋勘查照片，应可充分反映周边环境和屋顶结构，包括：房屋周边遮挡物照片、屋面整体照片、

屋面细部照片、瓦片下结构照片等； 

h) 地面勘查照片，应记录周边环境照片、地表地貌照片等。 

6.4 电气和并网信息确认 

宜确认并记录安装现场有关电气和并网的基本信息： 

a) 根据屋面可利用面积和阴影遮挡情况来判定可安装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其中光伏阵列应按《光伏

发电站设计规范》GB 50797 的要求来避让阴影遮挡。宜以障碍物冬至日 9:00~15:00（当地真太阳时）最

大阴影水平投影南北向距离与障碍物垂直相对高度的比值来评估避让区域，计算公式见式（1）-（3），

南方宜按 1.4-2.5 倍考虑，北方宜按 2.5-3.2 倍考虑； 

        



tan

cos


H
D                                （1） 

        )sin399.0cos648.0arcsin(              （2） 

        )cos707.0917.0arcsin(                   （3） 

式中： 

D ——障碍物冬至日 9:00-15:00 最大阴影水平投影南北向距离，米； 

H ——障碍物垂直相对高度，米； 

α——太阳高度角，见图 1； 

β——障碍物水平投影与水平南向夹角，见图 1； 

φ——电站所在地纬度。 

b) 确认可行的并网模式（参照当地电网公司要求，选择全额上网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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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了解拟安装光伏的场地配电（箱）柜情况，查看业主的进线总开关的容量； 

d) 确认进户电源接入电压等级（单相或三相）； 

e) 确认建筑的防雷接地设计，确认屋面可靠接地点，或确认接地引下线位置； 

f) 确认逆变器、配电箱（柜）安装位置；综合考虑走线方便节约、设备的散热通风和防水防晒。配电

箱不宜安装于室内，楼顶等位置，并且离地高度宜适中； 

g) 确认所在区域变压器容量及位置，确认用户电缆规格，确认用户侧典型时段负载供电电压； 

h) 了解当地电网公司的并网政策，如不同变压器容量对应的接入户用光伏电站容量； 

i) 绘制现场电气走线草图，预估线路总长度，拍摄必要照片记录对应线路路径。 

 

 

 

 

 

    

     

      

 

 

 

 

 

 

 

图 1 障碍物阴影测算示意图 

7. 安装场地评估 

7.1 安装场地分类 

7.1.1 户用并网光伏系统安装场地分为地面和屋面。 

7.1.2 按屋面坡度可将房屋分为平屋面和斜屋面。 

7.1.3 按房屋结构可将房屋分为混凝土结构、木结构和钢结构三种基本类型。三种基本类型对应的屋面结

构、建筑类型、屋面主要做法详见附录A。 

7.2 评估等级 

安装场地评估应包括地面评估或屋面结构安全评估，同时评估电站建设可行性。评估等级见表1： 

表 1 评估等级 

评估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估结果 适合 有条件适合 不适合 

7.3 评估标准及判定 

7.3.1 地面评估标准及判定 

地面评估标准及判定按《太阳能发电站支架基础技术规范》GB51101 执行。评估标准见表 2。 

表 2 地面评估标准 

评估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H 

D α 

正南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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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评估标准 简单场地 中等复杂场地 复杂场地 

7.3.2 结构安全评估标准及判定 

7.3.2.1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应直接判定为三级。 

a) 地基基本失去稳定，基础出现局部或整体坍塌 

b) 承重墙有明显歪闪、局部酥碎或倒塌；墙角处和纵、横墙交接处普遍松动和开裂 

c) 梁、柱节点损坏严重；梁、柱普遍开裂；梁、柱有明显变形和位移；部分柱基座滑移严重，有歪

闪和局部倒塌 

d) 楼、屋盖板普遍开裂，且部分严重开裂；楼、屋盖板与墙、梁搭接处有松动和严重裂缝，部分屋

面板塌落；屋架歪闪，部分屋盖塌落 

e) 非承重墙、女儿墙局部倒塌或严重开裂 

f) 经历地震、爆炸、水淹、火灾、泥石流等特大型破坏后仍在使用但未经鉴定加固的房屋 

g) 简易棚、临时性房屋以及其他承载力极低的由土坯、茅草、芦杆等低强度材料垒砌而成的屋面 

h) 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9，经过校核，在当地25年一遇风雪荷载及其他所处环境下，屋顶

结构安全存在问题 

7.3.2.2 结构安全评估细则见《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宜参照表3根据危险点数量给予判定： 

表 3 结构安全评估标准 

评估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危险点数量 0 1~5 >5 

7.3.3  电站建设可行性评估标准与判定 

7.3.3.1 当出现如下情况，应直接判定为三级。 

a) 安装场地周边存在强腐蚀性气体、粉末状固体、油污等污染排放物的生产源 

b) 安装场地无法取得合法权属证明或土地性质不符合相关要求 

c) 生产或存储易燃易爆物品，其火灾危险分类为甲类和乙类的建筑。火灾危险分类详见附录B 

7.3.3.2 电站可行性评估标准见表4，评价等级以各个评估项目最低评级为准。 

表 4 电站可行性评估标准 

评估等级 建筑朝向 屋面利用率 阴影遮挡 并网条件 

一级 

斜屋面屋面

朝向偏离正

南方向45°

以内 

≥70% 

不可移除或移除成本较大的障碍物

冬至日真太阳时9-15点在组件方阵

表面上的阴影面积占方阵面积的比

例为≤5% 

电网电压在允许范围内，电压有轻微波

动；变压器容量满足要求，并网线路合

理 

二级 

斜屋面屋面

朝向偏离正

南方向90°

以内的 

≥50% 

不可移除或移除成本较大的障碍物

冬至日真太阳时9-15点在组件方阵

表面上的阴影面积占方阵面积的比

例为≤20% 

电网电压超出允许范围，电压有波动；

变压器容量饱和，并网线路长、电缆线

径细 

三级 

斜屋面屋面

朝向偏离正

南方向90°

以外的 

<50% 

不可移除或移除成本较大的障碍物

冬至日真太阳时9-15点在组件方阵

表面上的阴影面积占方阵面积的比

例为>20% 

电网电压波动明显，大幅超出允许范

围；变压器容量严重饱和，高压自管户

无法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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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安装场地评估标准与判定 

7.3.4.1 当地面评估、屋面结构安全评估和电站建设可行性评估均为一级时，安装场地评价等级为一级。 

7.3.4.2 当地面评估、屋面结构安全评估和电站建设可行性评估中最低评价等级为二级时，安装场地评价

等级为二级。 

7.3.4.3 当地面评估、屋面结构安全评估和电站建设可行性评估中最低评价等级为三级时，安装场地评价

等级为三级。 

8.输出文件 

现场勘查结束后，应将确认的详细信息及数据填入记录表，现场勘查记录表可参考附录 C。 

    按第 6章要求整理现场照片及草图等资料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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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户用并网光伏系统房屋结构分类 

表A.1列出了各种房屋结构基本类型、屋面结构类型、建筑结构类型和屋面主要做法间的对应关系。 

表A.1 房屋结构分类表 

基本类型 屋面结构 适用建筑结构 屋面常用分类 屋面主要做法 

混凝土结

构 

现浇混凝土

楼板结构 

现浇混凝土结

构、砌体结构 

混凝土平屋面、

瓦屋面 

1、找平层、找坡层：水泥砂浆、细石混凝土、陶粒

混凝土、泡沫混凝土 、膨胀珍珠岩、煤渣混凝土、

焦渣混凝土等； 

2、保温层：板状材料（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硬质聚

氨酯泡沫塑料，膨胀珍珠岩制品，泡沫玻璃制品，

加气混凝土砌块，泡沫混凝土砌块等）；纤维材料

（玻璃棉制品，岩棉、矿渣棉制品）；整体材料（喷

涂硬泡聚氨酯，现浇泡沫混凝土，粘性土等） 

3、隔汽层、防水层：卷材防水（高聚物改性沥青、

合成高分子、聚乙烯丙纶）；涂膜防水（合成高分

子防水涂膜、聚合物水泥防水涂膜、高聚物改性沥

青防水涂膜）；复合防水（卷材+涂膜） 

4、隔离层：塑料膜、土工布、石油沥青卷材、低强

度等级砂浆 

5、保护层：丙烯酸系涂料（不上人）、铝箔（不上

人）、矿物粒料（不上人）、水泥砂浆（不上人）、

块体材料（上人）、细石混凝土（上人） 

6、隔热层：种植隔热层、架空隔热层、蓄水隔热层 

7、铺瓦层：玻纤胎沥青瓦、烧结瓦、混凝土瓦、波

形瓦 

预应力混凝

土空心楼板

结构 

砌体结构 混凝土平屋面 

组合楼板结

构 
组合结构 混凝土平屋面 

预制混凝土

梁结构 
砌体结构 瓦屋面 

1、基面层（持钉层）：木望板、预制或现浇钢筋混

凝土望板、彩钢瓦棱板望板、砖望板、竹笆、苇笆

望板、木丝板望板、沥青波形瓦望板 

2、保温层：同混凝土结构屋顶保温层做法 

3、防水层：同混凝土结构屋顶防水层做法 

4、铺瓦层：玻纤胎沥青瓦、烧结瓦、混凝土瓦、波

形瓦 木结构 

木桁架结构 

木结构、砌体结

构 

瓦屋面 

轻型木结构 瓦屋面 

木梁结构

（重型木结

构） 

瓦屋面 

钢结构 

钢桁架结构 
现浇混凝土结

构、砌体结构 

金属板屋面 

1、压型金属板屋面（金属屋面）：金属屋面板（压

型钢板）、固定支架（暗扣和搭接型彩钢板使用）、

透气防水垫层（防水卷材等）、保温隔热层（挤塑

板、聚苯板）、承托网； 

2、金属面绝热夹芯板：上下表面金属面板、板间绝

热芯材（模塑/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硬质酚醛泡

沫塑料、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多异氰脲酸酯、岩

棉、矿渣棉、玻璃棉）、粘结材料； 

3、其他材质屋面板做法同金属屋面。 

实腹式屋

面斜梁结

构 

门式刚架轻型

房屋、现浇混

凝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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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建筑火灾危险性分类表 

表 B.1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 

类别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生产的火灾危险性特例 

甲 

1.闪点小于 28℃的液体 

2.爆炸下限小于 10%的气体 

3.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4.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5.遇酸、受热、撞击、摩擦、催化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 的

强氧化剂 

6.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7.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不小于物质本身自燃点的生产 

乙 

1.闪点不小于 28℃，但小于 60℃的液体 

2.爆炸下限不小于 10%的气体 

3.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4.不属于甲类的易燃固体 

5.助燃气体 

6.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浮游状态的粉尘、纤维、闪点不小于 60℃的液体雾滴 

丙 
1.闪点不小于 60℃的液体 

2.可燃固体 

丁 

1.对不燃烧物质进行加工，并在高温或熔化状态下经常产生强辐射热、火花或火焰的生产 

2.利用气体、液体、固体作为燃料或将气体、液体进行燃烧作其他作用的各种生产 

3.常温下使用或加工难燃烧物质的生产 

戊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不燃烧物质的生产 

注：表 B.1 引用自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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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储存物品的火灾 

危险性类别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特征 

甲 

1.闪点小于 28℃的液体 

2.爆炸下限小于 10%的气体，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爆炸下限小于 10%气

体的 固体物质 

3.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4.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5.遇酸、受热、撞击、摩擦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

的强 氧化剂 

6.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乙 

1.闪点不小于 28℃，但小于 60℃的液体 

2.爆炸下限不小于 10%的气体 

3.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4.不属于甲类的易燃固体 

5.助燃气体 

6.常温下与空气接触能缓慢氧化，积热不散引起自燃的物品 

丙 
1.闪点不小于 60℃的液体 

2.可燃固体 

丁 难燃烧物品 

戊 不燃烧物品 

注：表 B.2 引用自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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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现场勘查信息搜集表 

表C.1 现场勘查信息收集表 

户用并网光伏系统现场勘查信息收集表                      

基本信息 

现场勘察时间   现场勘察人员   

企业名称   项目位置 东经         北纬          海拔 

详细地址          省         市         县(区)        镇（乡） 

业主姓名及联系方式   产权归属 自有□         租赁□   

经营项目   
周边未来建设规

划 
  

日均用电量   月均用电量   

当地用电电价   当地补贴政策   

污染气体排放(油污，

粉尘，腐蚀性气体等） 
  沿海/台风地区 是□        否□ 

现场勘查信息 

安装场地评估等级  场地可行性预判 适合□   不适合□ 

房屋高度    层    米 屋面朝向 朝向             方位角          

屋面坡度 
平屋面 □    斜屋面  □（倾角____

度） 
地面坡度 

 

场地草图（形状、尺寸） 现场草图□ 

结构

基本

信息 

混凝土平屋面测量及核查内容 

女儿墙   有□     无□ 女儿墙高度        

结构类型 现浇混凝土□ 太空板□  双 T板□   其他□__________  

屋面防水 油毡□ 改性沥青（SBS 等）□  EPDM□  PVC 其他□__________  

瓦片类型 琉璃瓦□  水泥瓦□  沥青瓦□  合成树脂瓦□  其他□  

结构类型 混凝土结构□ 木结构□  钢结构□ 其他结构□_______ 

现浇混凝土瓦屋面测量及核查内容 

混凝土楼板与瓦的高度   混凝土楼板总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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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现场勘查信息收集表(续) 

结构

基本

信息 

保温层厚度   板顶防水层厚度   

瓦的安装方式 挂瓦条□   混凝土固定□   其他□___________ 

水泥梁及木制梁瓦屋面测量及核查内容 

粱的材质 水泥梁□  木质梁□ 梁的形状 
方形□     圆形□    

其他□    

梁的截面 长          宽                /直径  

梁的跨度   梁与瓦片间的高度   

金属板屋面测量及核查内容 

彩钢瓦形状 直立锁边型□ 角弛型□ T 型□ 其他□___________ 

彩钢瓦波峰尺寸       

彩钢板厚度   

彩钢瓦屋面安装年份   波峰距   

梁规格  檩条规格  

柱规格  防水做法  

屋面腐蚀程度 严重 □ 较严重 □ 一般 □ 无 □ 

周

围

环

境 

遮挡物位置、

尺寸 
现场草图□ 

电气和并网基本信息 

光伏组件类型 □ 单晶硅   □ 多晶硅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统并网电压 220V □    380V □    上级变压器容量 ______________ 

原建筑防雷接地 有□     无□ 并网接入方案(由当地电网公司出具） 有□     无□ 

当地电网对并网配电

箱（柜）要求 
有□ （内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无□    

并网点位置及走线方

向 
现场草图□ 用户用电电压 

6:00-7:00    ______ 

12:00-13:00 ______ 18:00-19:00_____ 

其他资料 

现场照片收集 安装场地照片□ 屋面结构细节照片□ 遮挡物照片□ 设备拟安装位置照片□    

图纸信息收集 总平图□  电气施工图□   建筑/结构施工图□   其他□______________ 

客户需求 

(包含但不限于开工、投产时间、装机容量、消纳方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