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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

《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 第 2-1 部分：设计规范—一般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2018 年 3 月 15 日《关于印发 2018 年第一批光伏协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的相关要求，《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 第 2-1 部分：设计规范-一般要求》（2018002-CPIA）由江苏天合家

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负责，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技术归口和管理，项目制定周期

为 12 个月。

二、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按照下述原则编制标准内容：

测试方法科学、先进、合理、安全、环保的原则；

发扬民主、协商一致、共同确认的原则；

与现行有效标准协调一致的原则。

三、标准编制背景

光伏发电是我国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对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

改善生态环境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分布式光伏发电既是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力量，也是促进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要举措；分布式光伏发电与农户扶贫、新农村建设、农业设施相结合，能

够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改善和农业、渔业等发展。

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是安装于民用住宅以 220V 或 380V 接入公用电网运行的户用型并网发电系统，是分

布式光伏发电重要的形式之一。它倡导就近发电、就近并网、就近使用的原则，有效解决了电力在升压及

长途运输中的损耗问题；具有安装周期短、投资小、并网简单、补贴及时等优点，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

太阳能能源利用方式。

2017 年是我国分布式光伏爆发年，根据“十三五”规划 60GW 的装机总量，未来四年分布式光伏年均

增量超 10GW，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分布式光伏补贴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分布式光伏市场的

大力发展。

众所周知，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主要包括光伏组件、光伏方阵支架、直流汇流箱、直流配电柜、并网

逆变器、交流配电柜等设备，另外还有供电系统监控装置和环境监测装置等；由于光伏组件等在户外受不

同自然环境的影响，如温度、湿度、辐照度、盐雾、沙尘暴及雪灾等，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失效模式，影响

光伏组件的使用可靠性及发电量，在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多方因素，除了应考虑组件的安装维度、经度、海

拔、当地的太阳能总辐射量、年平均气温，年雨水量及受台风、降雪、冰雹等；还应根据实际使用地理位

置及环境气候选择相匹配的配套设备，如支架的承载能力、逆变器的功率和输出性能等；任何一个设备部

件出现问题都将影响整个发电系统的质量及其正常运行；另外，户用光伏的设计以及安装不规范，还可能

会造成发电量不足、漏电、系统被大风吹落、屋面漏水、逆变器烧毁等严重问题，不仅损害了业主收益，

给业主造成人身安全问题，更损害了行业整体形象，也不利于家用光伏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为规范分布式光伏市场，促进分布式光伏行业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科学的、完善的分布式

光伏系统设计和性能检测及质量评估等技术标准，来保障分布式屋顶光伏系统安全运行、性能可靠和业主

收益稳定等，因此制定“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 第 2-1 部分：设计规范”系列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可进一步有序发展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规范行业竞争秩序，促进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设计和安装水平的提高。

四、国内外标准现状

国外户用光伏发电的应用方面，德国推广力度比较大。德国于 2000 年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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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9日德国光伏瞬时供电超过系统负荷 50%。在我国，自 2013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户用光伏发电市场繁荣发展，根据国家能源局 2017 年上半年光伏发电统计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 711 万千瓦，同比增长 2.9 倍；户用光伏发电是分布式光伏快速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关于光伏发电系统的标准主要有： GB 50797-2012《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GB 50794-2012《光伏发电站施工规范》、GB/T 50796-2012 《光伏发电工程验收规范》、GB/T 19964-2012

《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 19939-2005《光伏系统并网技术要求》、GB/T 50865-2013 《光

伏发电接入配电网设计规范》、 GB/T 33342《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接口技术规范》、JGJ 203-2010《民

用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技术规范》等；但针对户用光伏发电系统特点的还没有统一的整体设计，应尽

快研制并出台《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设计》系列标准来促进和规范行业技术的发展。

五、标准编制过程

2018 年 3 月 15 日，《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 第 2-1 部分：设计规范-一般要求》协会标准制定计划正

式下达。

2018 年 4 月，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积极组织内部技术力量组成标准编制组，根据实际生产经验，经

过多次讨论完善，搭建了初步的标准框架；然后与相关企业，如英利集团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多次的技术交

流，起草编制，，完成了标准草案稿。

2018 年 5 月 9-10 日，主编单位江苏天合家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和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行业技

术专家在常州召开了“2018 年度家庭户用光伏标准工作组第一次工作会议暨家庭户用光伏标准研讨会”；

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裴会川副秘书长主持会议，来自英利集团、江苏爱康、北京鉴恒呢

衡、珠海兴业、阿特斯、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院，苏州 UL 美华、汉能控股、力诺电力、晶澳太阳能、中

国电子第 41 所、西安黄河、四季沐歌、无锡尚德、通威新能源、南京日托、广州三晶等 60 家单位，约 100

位左右的行业大咖、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对标准草案稿进行了逐条讨论，与会专家提出了多条

建设性的建议；会后，主编单位又组织英利、珠海兴业、爱康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题研讨，结合家

庭户用发电系统实际设计经验，就本标准草案稿进行进一步的修改提炼，形成征求意见稿。

六、标准主要内容

（一）设计总则

1.1 总体思路：立足近期，远近结合，统筹规划。

1.2 设计应考虑周围的建筑、屋面状况、道路、园林绿化、电力通信设施、水源状况、防风、防洪设施等。

1.3 应本着紧凑合理、节约用地的原则，采集并分析当地的土地地质数据、建筑条件等信息、合理规划布

置、方便施工。

1.4 充分考虑建筑周围的环境、景观、绿化、建筑自身的投影及相邻建筑等状况，避免遮挡光伏组件方阵。

1.5 并网系统技术参数应包括接入容量、并网点、并网电压等级、电网特殊要求等。

1.6 为防止触电，应在家庭户用光伏系统附近悬挂防触电警示标志。

(二) 数据采集

2.1 气象数据

设计前应根据GB 50009 查询当地的风压、雪压及温度变化参数；并收集整理当地的湿度变化、大气

及雨水的腐蚀性等气象数据。

2.2 太阳辐射数据

设计前，应根据当地的经纬度，收集整理近10年各月平均总辐射和散射辐射数据。

（三）产品要求

这部分主要规定了逆变器、并网箱、光伏组件、支架、电缆、防雷等主要仪器、设备应该满足的要求，

从源头保证户用发电系统的长期使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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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方阵设计的一般要求

4.1 光伏组件方阵布局应考虑施工、运维等要求；不遮挡其他建筑日照时间。

4.2 应根据光伏组件安装的位置、面积、倾角、遮挡物、以及屋面的承重、光伏组件规格确定光伏方阵的

排列方式；组件方阵安装角度应充分考虑当地的经纬度、建筑或场地等要求。

4.3 应根据逆变器的最大直流电压、最大功率跟踪控制范围、光伏组件的最大输出工作电压、工作电压、

温度系数、当地环境温度的极限高温和极限低温等参数来确定光伏组件的串联数。

4.4 同一组串内，组件电性能参数宜一致。

（五）结构设计的一般要求

5.1 在建筑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应事先对既有建筑的结构设计、结构材料、耐久性、安装部位的构造及

强度等进行复核验算，并应满足建筑结构及其他相应的安全性能要求；基本风压、基本雪压应按 GB50009

的 25 年重现期计算值采用。

5.2 若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在地面上，光伏组件最低点距硬质地面不宜小于 300mm，并应对地基承载力进行

计算。

5.3 光伏组件或方阵的支架，应由预先埋设在钢筋混凝土基座中的钢制连接件、地脚螺栓或后置化学螺栓、

膨胀螺栓等来固定。

5.4 并网箱、并网逆变器等较重的设备和部件宜安装在承载能力大的结构构件上。

（六）电气安全设计的一般要求

6.1 电气设计应满足建筑结构及电气的安全性要求，并作为建筑电气工程设计的一部分。

6.2 电气设备外壳应满足 GB/T 4208 要求。

6.3 对于不同的接地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16895.21 的要求。

6.4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应架设安全及电网保护装置，并应符合 GB/T 20046 的相关规定。

6.5 光伏发电系统应设置浪涌保护器，并满足 GB/T 18802.31 及 GB 18802.1 的要求。

6.6.防雷设计应满足 GB 50057；电气设备的安装应满足 GB/T 16895.18 的要求。

6.7 户外连接用线缆应使用耐氧化、耐高温、耐紫外线的电缆。

6.8 交流负载的连接，电缆额定电流不小于计算所得电缆中最大连续电流的 1.25 倍。

6.9 通讯及信号线路雷电防护宜采取屏蔽措施，并合理布线。

（七）系统接入的一般要求

7.1 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接入设计应根据系统发电量的消纳方式和电网具体情况，确定最佳接入方式。

7.2 系统接入电网的电量计量点应根据产权分界点进行设计。

7.3 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向电网发送电能的质量，在谐波、电压偏差、电压不平衡度、电压波动和闪变等方

面应满足相关的国家标准。

（八）设计资料的一般要求

8.1 总体要求

8.1.1 设计资料的模版、格式、计量单位和设计语言应遵循国家和行业要求，做到统一、清晰、无争议。

8.1.2资料的内容应做到准确、完整，并具有可追溯性。

8.2 设计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8.2.1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际标准的相关条文；

8.2.2 经审批的可行性评估报告文件，含气象数据、太阳辐射数据、场地数据；

8.2.3 既有或新建建筑的设计图纸和设计说明文件；

8.2.4 材料和设备的技术参数、检测报告、认证证书以及厂家提供的其他有效文件。

8.3 设计资料的输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8.3.1 设计图纸：结构设计图、系统设计图、组件方阵布置图、设备接线图。

8.3.2 计算书（结构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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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其他资料：设计资料清单、设计变更单、光伏发电设备及部件清单、设备选型说明书、系统安装说

明书、系统检验与测试报告、系统维护说明书。

8.4 设计资料的确认

8.4.1 所有设计资料应经过审核批准。

8.4.2 对于复杂或采用新型技术的光伏发电系统设计资料，应经过专家论证。

8.5 技术资料的存档、备案、交付使用

经过审核批准生效的设计资料（纸质版和/或电子版）应立卷归档，做好企业存档，并按照国家及当地法

规依法备案。

七、与国内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协会标准实施。

标准编制组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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