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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光伏发电系统设计规范

1 总则

1.1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优化国家能源结构，建

立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推广水上光伏发电技术的应用，规范水上光伏发电站设计行为，促进水域光伏

发电站建设健康、有序发展，制定本规范。

1.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或改建的水上并网或 100kWp及以上水上独立光伏发电系统，包括桩柱

一体结构式水上光伏、漂浮式水上光伏等。

1.3 大、中型并网光伏发电站建设前应进行接入电网技术方案的可行性研究。

1.4 本规范是国标 GB50797《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的补充和细化，水上光伏发电系统设计除符合本

规范外，尚应符合 GB50797以及国家现行其它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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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6451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GB/T 10228 干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GB/T 14285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 19666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通则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4790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229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

GB/T 50662 水工建筑物抗冰冻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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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T 44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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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 513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DL/T 544 电力系统通信管理规程

DL/T 598 电力系统通信自动交换网技术规范

DL/T 5044 电力工程直流系统技术规程

DL/T 5136 火力发电厂、变电所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22 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技术规定

JTS144 港口工程荷载规范

JTS165-7 游艇码头设计规范

JTJ 294 斜坡码头及浮码头设计与施工规范

SL274 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Planning and design Guidelines for small Craft Harbors NO.50

3 术语和符号

3.1 术语

3.1.1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 water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在水面上利用太阳电池的光生伏特效应，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发电系统。

3.1.2 桩柱一体结构式水上光伏发电系统 Piling Water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采用桩柱一体结构式安装光伏方阵的水上光伏发电系统。

3.1.3 漂浮式水上光伏发电系统 floating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采用浮体安装光伏方阵的水上光伏发电系统。

3.1.4 浮体 floating body

漂浮在水面上用于安装光伏发电系统（包括光伏组件、电气设备等）的漂浮系统的单元。

3.1.5 漂浮式设备平台 floating equipment platform

漂浮在水面上用于安装汇流箱、逆变器等关键电气设备的单元。

3.1.6 锚固系统 anchorage system

通过锚绳（系泊缆）将漂浮式水面光伏方阵与锚固点连接，使漂浮式水面光伏方阵具有抵御

一定环境条件的能力，保证设计环境条件下的方阵稳定性及安全性。又称系泊系统。

3.1.7 锚固点 anchorage point

为锚固系统提供水平力及竖直力的固定结构物。

3.1.8 锚绳 anchor 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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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锚固点与漂浮式水面光伏方阵的绳索。

3.1.9 连接件 connector

安装于光伏方阵浮体上，作为转接件用来连接锚绳与阵列，保护方阵浮体的构件。

3.1.10 浮体支架一体式 floating body integrated bracket

浮体及支架通过工艺形成一体成品，作为光伏组件的支撑体。

3.1.11 浮体+支架式 floating body attached bracket

浮体上安装支架形成光伏组件的支撑体。

3.2 符号

3.2.1 风荷载

——风荷载标准值（kPa）；

——风荷载体型系数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基本风压（kPa）

——漂浮系统附近的空旷地面，离地 10m高，重现期 25年 10min 平均最大风速（m/s）

3.2.2 波浪荷载

――在风向两侧各 45°范围内，每隔 由计算点引到对岸的射线长度

——射线 与主风向上射线 之间的夹角（°）

——平均波高（m）

——平均波周期（s）

——计算风速（m/s）

——风区长度（m）

——水域的平均水深（m）

——重力加速度；

——风浪达到定长状态的最小风时（s）

3.2.3 作用在浮筒上的水流力

——作用于浮筒上的水流力（kN）

——水流阻力系数，取 0.75

——水流速度（m/s），水流速度 V 应采用结构所处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最大平均流速。

——浮筒水下部分垂直于水流方向的投影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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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设计的基本规定应符合 GB50797《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中的规定。

4.2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设计须满足安全性、可靠性、环境友好性，并优先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经济合理性。

4.3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设计时应对采矿沉陷区水域的站址及其周围区域的工程地质稳定性进行

评估。

4.4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设计时应对水域的环境保护和防洪、灌溉、船只航行、水产养殖、种植

等进行评估。

4.5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设计应考虑风速、水位升降、盐雾、冰冻等自然气象的影响。

4.6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设计使用年限应不低于 25年。

5 站址选择

5.1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设计的站址选择规定应符合 GB50797《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第 4 章节

的规定。

5.2 选址宜使用采矿废弃坑塘水面、采矿沉降形成的水域，应推广光伏与渔业养殖相结合综合

经济社会效益较高的项目。

5.3 非通过环境、水利部门的认证和许可，水上光伏不应建在饮用水源、水域、湿地保护区、

国家公园风景区。

5.4 选址应符合当地产业发展和土地利用等相关规划。场址宜交通、通讯便捷；排灌方便，不

易发生旱、涝灾害；水源充足，水质良好；土地没有对养殖产品造成不良危害的沉积物和残留物，

土壤质地宜为粘质土或壤土、砂壤土，土壤 PH值应在 5-9.5之间。

5.5 桩柱一体结构式水上光伏系统不宜选址在采矿沉降非稳定区。

5.6 水上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设计的站址宜选取水流速度＜1m/s的水域，并且不宜选址在海域

中、航道上以及台风频繁地区、易干旱露底水域。

6 太阳能资源分析

6.1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的太阳能资源分析可参考 GB50797《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中的规定和

数值，结合项目所在地气象实测数据以及附近光伏电站实际数据。

6.2 当对水上光伏发电系统进行太阳能总辐射量及其变化趋势等太阳能资源分析时，应考虑水

面反射、水域环境温度、光伏组件散热条件等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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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依据太阳能辐照计算发电量时，应依据项目所在地水冲洗条件以修正灰尘遮挡损失的系数。

7 站区布置

7.1 站区总平面布置

7.1.1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的站区总平面布置应根据电站生产运维、建设施工的需要，结合站址

及附近的自然条件和建设规划，统筹设计、立足近期，远近结合。

7.1.2 光伏阵列布置对阳光的遮挡不应对水域生态有较大不利影响。渔光一体项目应符合水体

生物养殖、种植的阳光需求，应预留鱼道沟投食捕捞区等位置。

7.1.3 站区运维检修通道可为水面航道、堤坝道路、栈桥等型式，并宜综合考虑水体养殖等综

合利用通道。

7.1.4 渔光一体项目建设期间临时施工道路宜采用钢板等临时措施，如采用砂石道路不宜使用

建筑垃圾，电站建设完成后应可恢复。

7.1.5 光伏电站的升压站、开关站、集控室等宜布置在陆地，经技术经济比较后也可采用点式

或集中式水上桩基平台。技术经济合理的还可采用漂浮式升压站、开关站。

7.1.6 水上光伏电站专用水域应考虑进、排水设施。

7.2 光伏方阵布置

7.2.1 桩柱一体结构式水上光伏发电系统宜采用当地最佳倾角正南布置，也可选用平单轴、斜

单轴跟踪支架系统。漂浮式水上光伏电站可采用较小倾角正南布置组件。可根据技术、经济比较

调整组件布置的高度角、方位角。

7.2.2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中的子系统升压箱变、集中式/集散式逆变升器宜沿岸边或堤坝道路布

置； 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中子系统升压变压器可采用漂浮式设备平台布置于水面之上。

7.2.3 漂浮光伏发电系统各方阵之间间距应综合考虑水位变化、锚固系统裕度、运维船只通行

等因素，确保在最不利情况下不会发生碰撞或搁浅现象。漂浮系统下部最小水深不宜小于 2m。

当最小水深小于 0.5m时，应设法对水域补水，确保该水域水位不再下降。

7.2.4 漂浮式光伏方阵及漂浮式设备平台应保证最低水位时浮体底部距离水底的安全距离。

7.2.5 站区运维通道设计应考虑所有电气设备的运维检修情况。生产期的就地升压变整体更换

可采用临时措施。

7.2.6 漂浮光伏发电系统工艺管线的敷设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工艺管线宜沿浮体结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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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电缆敷设应充分考虑浮体浮动及偏移等影响，留有足够裕度。

7.3 站区设备监测及安全防护措施

7.3.1 水上光伏发电站宜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该设施宜包括：入侵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系统和

出入口控制系统，并能够相互联动。漂浮式水上光伏电站还应设置水位监测系统等，并联动报警

进排水装置，功能要求应符合 GB50797《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第 7.3章节的要求。有条件可监

测的设施及设备宜建立工况监测及预警系统并制定应急预案。

7.3.2 站区四周宜设置岸上围栏、水中隔离围栏或连续标识物。

8 电气

8.1 一般规定

8.1.1 电气系统配置及设备选型应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8.1.2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无人值班，少人值守。

8.1.3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应考虑水域中漏电的安全防护。

8.2 电气主接线

8.2.1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升压站电压等级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水上光伏发电站接入电网的

电压等级应根据光伏电站的容量及电网的具体情况，在接入系统设计中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

定。

8.2.2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主接线的接线形式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逆变器与就地升压变压器的接线方案应根据光伏发电站的容量、光伏方阵的布局、光伏

组件的类别和逆变器的技术参数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b) 一台就地升压变压器连接两台不自带隔离变压器的逆变器时，宜选用分裂变压器。

8.2.3 水上光伏发电站发电母线电压应根据接入电网的要求和光伏发电站的安装容量，经技术

经济比较后确定，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a) 光伏发电站安装总容量小子或等于 lMWp 时，宜采用 0.4kV -10kV电压等级。

b) 光伏发电站安装总容量大于 lMWp ，且不大于 30MWp 时，宜采用 10kV -35kV 电压等

级。

c) 光伏发电站安装容量大于 30MWp 时，宜采用 35kV 电压等级。

8.2.4 水上先伏发电站发电母线的接线方式应按本期、远景规划的安装容量、安全可靠性、运

行灵活性和经济合理性等条件选择，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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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光伏发电站安装容量小于或等于 30MW 时，宜采用单母线接线。

b) 光伏发电站安装容量大于 30MW 时，宜采用单母线或单母线分段接线。

8.2.5 光伏发电站母线上的短路电流超过所选择的开断设备允许值时，可在母线分段回路中安

装电抗器。母线分段电抗器的额定电流应按其中一段母线上所联接的最大容量的电流值选择 o

8.2.6 光伏发电站内各单元发电模块与光伏发电母线的连接方式，由运行可靠性、灵活性、技

术经济合理性和维修方便等条件综合比较确定，可采用下列连接方式：

a) 辐射式连接方式。

b) "T"接式连接方式。

8.2.7 光伏发电站母线上的电压互感器和避雷器应合用一组隔离开关，并组装在一个柜内。

8.2.8 光伏发电站内 10kV 或 35kV 系统中性点可采用不接地、经消弧线圈接地或小电阻接地

方式。就地升压变压器的低压侧中性点是否接地应依据逆变器的要求确定。

8.2.9 当采用消弧线圈接地时，应装设隔离开关。消弧线围的容量选择和安装要求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DL/T 620 的规定。

8.3 光伏发电单元

8.3.1 水上光伏发电站的发电系统宜采用多级汇流、分散逆变、集中并网系统，分散逆变后宜

就地升压，升压后集电线路回路数及电压等级应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8.3.2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中，同一个逆变器接人的光伏组件串的电压、方阵朝向、安装倾角宜

一致。

8.3.3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直流侧的设计电压应高于光伏组件串在当地昼间极端气温下的最大开

路电压，系统中所采用的设备和材料的最高允许电压应不低于该设计电压。

8.3.4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中逆变器的配置容量应与光伏方阵的安装容量相匹配，逆变器允许的

最大直流输入功率应不小于其对应的光伏方阵的实际最大直流输出功率。

8.3.5 光伏组件串的最大功率工作电压变化范围应在逆变器的最大功率跟踪电压范围内。

8.3.6 独立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容量应根据负载所需电能和当地日照条件来确定。

8.3.7 水上光伏方阵设计应便于光伏组件表面的清洗，当光伏组件表面污染较严重且又清洗不

便时，应设置清洗系统或配置清洗设备。

8.3.8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的组件应具备防潮功能、防盐雾功能，可采用双玻组件或组件抗 PID

效应背板。

8.3.9 桩柱一体结构式水上光伏发电系统、平单轴、斜单轴跟踪支架系统、浮体+支架可采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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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电组件；当组件倾角小于最佳倾角，组件最低点距离水面高度小于 30cm时，不宜采用双面

发电组件。浮体支架一体化不宜采用双面发电组件。

8.3.10 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的汇流箱、组串式逆变器应能够满足太阳长期直射下的工作环境，

且应具备在无遮挡条件下防雨、防水的功能。

8.3.11 应根据项目规模、水面情况、技术及经济比较，确定漂浮式光伏方阵的一个升压变系统

单元。当项目规模较大时，宜采用 2MW及以上规模组成一个升压变系统单元。

8.3.12 漂浮式光伏发电单元宜按规则的矩形布置，集中/集散式逆变器、箱变置于水中时，宜置

于发电单元的几何中心，并将发电单元分为接近等容量的两个半区。

8.4 电气一次设备

8.4.1 光伏发电站升压站主变压器的选择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DL/T 5222《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

技术规定》的规定，参数宜按现行国家标准 GB/T 6451《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GB/T 10228《干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GB 20052《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

评价值》或 GB 24790《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的规定进行选择。

8.4.2 光伏发电站升压站主变压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优先选用自冷式、低损耗电力变压器。

b) 当无励磁调压电力变压器不能满足电力系统调压要求时，应采用有载调压电力变压器。

c) 主变压器容量可按光伏发电站的最大连续输出容量进行选取，且宜选用标准容量。

8.4.3 光伏方阵内就地升压变压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宜选用干式、自冷式、低损耗电力变压器。

b) 变压器容量可按光伏方阵单元模块最大输出功率选取。

c) 可选用高压(低压)预装式箱式变电站或变压器、高低压电气设备等组成的装配式变电站。

d) 就地升压变压器可采用双绕组变压器或分裂变压器。

e) 就地升压变压器宜选用无励磁调压变压器。

8.4.4 布置在水域上的升压变和主变宜采用干式变压器以防变压器漏油污染水体，如使用油浸

变压器应设置 100%挡油设施。

8.4.5 水上光伏系统应结合经济技术比较后选择相应的逆变器。应采用具有防 PID功能的逆变

器。

8.5 电气二次设备

8.5.1 光伏发电站内的电气元件保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14285《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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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技术规程》的规定。

8.5.2 光伏发电站电气设备的控制、测量和信号应符合现代行业标准 DL/T 5136《火力发电厂、

变电所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的规定。

8.5.3 光伏发电站逆变器、跟踪器的控制应纳入监控系统。

8.5.4 大、中型光伏发电站应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主要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对发电站电气设备进行安全监控。

b) 应满足电网调度自动化要求，完成遥测、遥信、遥调、遥控等远动功能。

c) 电气参数的实时监测，也可根据需要实现其他电气设备的监控操作。

8.5.5 大、中型光伏发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远动通信设备宜冗余配置，分别以主、备两个通道

与电力调度部门进行通信。

8.5.6 直流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光伏发电站宜设蓄电池组向继电保护、信号、自动装置等控制负荷和交流不间断电源装

置、断路器合闸机构及直流事故照明等动力负荷供电，蓄电池组应以全浮充电方式运行。

b) 蓄电池的电压可采用 220V或 110V。

c) 蓄电池组及充电装置的选择可按现行行业标准 DL/T 5044《电力工程直流系统技术规程》

的规定执行。

8.5.7 继电保护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光伏发电站的系统保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14285《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

规程》的规定，且应满足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的要求。专线接入公共电网

的大、中型光伏电站可配置光纤电流差动保护。

b) 光伏发电站设计为不可逆并网方式时，应配置逆向功率保护设备，当检测到逆流超过 5%

时，逆向功率保护应在 0.5s～2s内将光伏发电站与电网断开。

c) 小型光伏发电站应具备快速检测孤岛且立即断开与电网连接的能力，其防孤岛保护应与

电网侧线路保护相配合。

d) 大、中型光伏发电站的公用电网继电保护装置应保障公用电网在发生故障时可切除光伏

发电站，光伏发电站可不设置防孤岛保护。

e) 在并网线路同时 T接有其他用电负荷情况下，光伏发电站防孤岛效应保护动作时间应小

于电网侧线路保护重合闸时间。

f) 接入 66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大、中型光伏发电站应装设专业故障记录装置。故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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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应记录故障前 10s到故障后 60s的情况，并能够与电力调度部门进行数据传输。

8.5.8 自动化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大、中型光伏发电站应配置相应的自动化终端设计，采集发电装置及并网线路的遥测和

遥信量，接收遥控、遥调指令，通过专门通道与电力调度部门相连。

b) 大、中型光伏发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远动通信设备宜冗余配置，分别以主、备两个通道

与电力调度部门进行通信。

c) 接入 22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光伏发电站应配置相量测量单元（PMU）。

d) 中、小型光伏发电站可根据当地电网实际情况对自动化设备进行适当简化。

8.5.9 电能计量接入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光伏发电站电能计量点宜设置在电站与电网设施的产权分界处或合同协议中规定的贸

易结算点；光伏发电站站用电取自公用电网时，应在高压引入线高压侧设置计量点。每

个计量点均应装设电能计量装置。电能计量装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DL/T 44《电能计

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8和 DL/T 513《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7的规定。

b) 光伏发电站应配置具有通信功能的电能计量装置和相应的电能量采集装置。同一计量点

应安装同型号、同规格、准确度相同的主备电能表各一套。

c) 光伏发电站电能计量装置采集的信息应接入电力调度部门的电能信息采集系统。

8.5.10 通信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光伏发电站通信可分为站内通信与系统通信。通信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DL/T 544

《电力系统通信管理规程》和 DL/T 598《电力系统通信自动交换网技术规范》的规定。

中、小型光伏发电站可根据当地电网实际情况对通信设备进行简化。

b) 水上光伏方阵与电站控制中心宜采用光纤环形网络。

c) 光伏发电站应装设与电力调度部门联系的专用调度通信设施。通信系统应满足调度自动

化 、继电保护 、安全自动装置及调度电话等对电力通信的要求 。

d) 光伏发电站至电力调度部门间应有可靠的调度通道。大型光伏发电站至电力调度部门应

有两个相互独立的调度通道，且至少一个通道应为光纤通道。中型光伏发电站至电力调

度部门宜有两个相互独立的调度通道。

e) 光伏发电站与电力调度部门之间通信方式和信息传输应 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并在

接入系统方案设计中明确。

8.5.11 视频监控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光伏发电站应设置一套图像安全监视系统，实现全站的安全、防火、防盗功能，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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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运行监视的重要辅助技术措施。视频监控系统要求无死区，无遮挡,主要完成对光伏

区内的组件、汇流箱及箱变平台的监视。

b) 对无常驻保安人员的光伏发电站可适当增加周界监视用摄像机。

8.6 接地

8.6.1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可在水中设置接地干线和垂直接地极。

8.6.2 支架系统可通过双刺垫片或接地电缆等连通，并接入专用接地干线。

8.6.3 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中接地用连接线或电缆应考虑浮体波动及水位变化的影响

8.7 电缆选择与敷设

8.7.1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的光伏组串直流出线端电缆根据使用环境，应具有耐紫外线、耐化学腐蚀、

无卤低烟阻燃的特性，电缆能承受环境温度变化范围–40°C至 120°C。

8.7.2 （直流）汇流箱出线端至（直流）配电柜间可选用（直流）汇流电缆，电缆采用两芯结构，电

缆可以是圆形或扁形。

8.7.3 变压器升压后并网的电缆选型应根据预先设计的施工敷设环境进行确定。

8.7.4 电缆选择直接沉入水底敷设，应优先考虑电缆的防水、防腐及抗压性能。电缆应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两端头的密封性、电缆应配有专用牵引头。选择电缆时考虑电缆自重，可采用轻型浅海湖泊电缆。

8.7.5 电缆选择沿水面敷设，应优先考虑电缆的耐紫外线、防水及阻燃性能。电缆阻燃等级应至少满

足标准 GB/T 19666《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通则》中阻燃 C类的要求。电缆设计应在满足环境使用要求

的基础上尽可能的降低电缆自重，可选用铝合金导体电缆。在选择铝合金导体电缆时应采用铜铝过渡端

子进行电器元件连接。

8.7.5 漂浮光伏发电系统宜选用 C类阻燃电缆，方阵之间电缆敷设时应采取分区防火阻燃分隔措施。

8.7.6 集电线路电缆敷设沿水面敷设，严禁两组电缆出线接触，两组电缆之间应有间隙

8.7.7 水底敷设电缆水面上应有路径标志。

8.7.8 采用集中式/集散式逆变器的光伏发电系统中，同一个漂浮方阵中光伏串列至集中式/集散式逆

变器间线路压降应趋于一致。同一个汇流箱进线端，根据光伏串列与汇流箱间电缆长度不同选用不同截

面汇流电缆，同一个集中/集散式逆变器进线端，根据汇流箱与集中/集散式逆变器间电缆长度不同选用

不同截面汇流电缆，电缆越长，电缆截面越大。

8.7.9 采用组串式逆变器的光伏发电系统中，组串式逆变器的同一路MPPT模块进线端，组串至逆变

器间线路压降应趋于一致，根据组串与逆变器间电缆长度不同选用不同截面汇流电缆，电缆越长，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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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越大。

8.7.10 在方阵之间、方阵与岸之间采用浮体作为漂浮的电缆通道时，电缆敷设时应留足够的裕量，在

方阵之间、方阵与岸间距离最远时，水中漂浮的电缆不应绷紧而承受拉力。

9 结构与建构筑物

9.1 一般规定

8.1.1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的选型应考虑地质稳定性，并应综合考虑水深、淤泥层厚度等因素。

9.1.2 漂浮光伏发电系统中光伏方阵用浮体及水上设备平台的浮力应能承受风荷载、雪荷载、恒荷载、

检修荷载。

9.1.3 基础形式的选取应综合考虑红线内的地形、地质条件、水文条件等。

8.1.4 基础的分析应综合考虑风速、水土腐蚀性、地震力、波浪力、水流速等因素。

9.2 桩柱一体基础与结构

9.2.1 非采空沉陷稳定区的水域水深≤3m，淤泥层厚度≤5m，宜采用桩柱一体结构安装光伏方阵并

结合经济性考虑。

9.2.2 桩柱一体结构光伏发电系统可采用混凝土预制桩、灌注桩或钢桩。

9.2.3 桩柱一体结构的桩长应综合考虑地质情况、JGJ94《建筑桩基技术规范要求及试桩试验结果等因

素》。

9.2.4 水上用支架热镀锌层厚度≥65μm，沿海地区支架热镀锌层厚度 ≥80μm

9.2.5 桩柱一体结构应考虑抗冻胀性。

9.3 漂浮基础与结构

9.3.1 水域水深≥3m，宜采用漂浮式安装光伏方阵并结合经济性考虑。

9.3.2 水域水深≤3m，淤泥层厚度≥5m，可局部开挖，宜采用漂浮式安装光伏方阵并结合经济性考

虑。

9.3.3 采矿沉陷的未稳定区宜采用漂浮式安装光伏方阵。

9.3.4 漂浮式水上光伏发电系统可采用浮体支架一体式或浮体+支架式。

9.3.5 浮体支架一体式的材质宜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并应防紫外线、防老化及阻燃（C级）。

9.3.6 浮体+支架式中，浮体的材质可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混凝土、不锈钢或玻璃钢等，支

架的材质可采用钢材、铝合金、玻璃钢等，也可采用覆铝锌型钢、耐候钢等。

9.3.8 光伏方阵浮体的浮力计算应考虑风荷载、雪荷载、恒荷载（组件、浮体自重、支架、设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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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桥架等）、活荷载、检修荷载的组合值。

9.3.9 在寒冷结冰厚度≥5cm的地区应检验浮体、浮台的抗冻胀性。

9.3.10 漂浮光伏浮体及支架系统要求应符合 T/CPIA 0009-2018《水上光伏发电系统用浮体》及。

GB51101.-2016《太阳能发电站支架基础技术规范》

9.3.11 在可能发生严重干旱导致浮体、浮台搁浅的地区，应考虑不致浮体、浮台发生较严重破坏的措

施。

9.4 水上设备平台

9.4.1 桩柱一体结构光伏发电系统中的组串式逆变器、交流汇流箱、直流汇流箱以及电缆桥架等电气

设备可安装在桩柱体或支架上，或就近检修通道安装。设备最低点应高于 GB50797《光伏发电站设计

规范》规定的洪水位要求。

9.4.2 桩柱一体结构光伏发电系统中的集中式逆变器、箱式变压器可置于岸边或就近岸边水域放置，

平台最低点应高于 GB50797《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规定的洪水位要求。

9.4.3 漂浮光伏发电系统中的组串式逆变器、交流汇流箱、直流汇流箱等电气设备可采用光伏方阵用

浮体作为水上设备平台，应沿运维检修通道布置。

9.4.4 漂浮光伏发电系统中的集中式逆变器、箱式变压器、宜采用漂浮式设备平台，材质可为钢筋混

凝土浮台、钢制平台等。

9.4.5 漂浮式设备平台工作面距离水面应≥300mm，并采取防浪措施。

9.4.6 漂浮式设备平台的浮力计算应考虑风荷载、雪荷载、恒荷载（组件、浮体自重、支架、设备、

电缆、桥架等）、活荷载、检修荷载的组合值。

9.4.7 配电室、升压站基础优先采用地面式，采用漂浮式，浮力及使用年限应满足设计要求。

9.5 漂浮光伏发电系统的锚固

9.5.1 漂浮式光伏方阵的环境载荷应综合考虑风载荷、浪载荷、流载荷、雪载荷和冰载荷等载荷类型，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风荷载、雪载荷计算参考《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b) 波浪荷载参考所在水域或附近水域水文资料时，应按 25年一遇确定波浪参数；若无相关水文

数据，可根据 SL274-2001《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计算有义波高及周期；对于封闭式水域，

设计阶段可忽略水流的影响；对于开放式水域、河流等，需要根据水流量、截面积等数据计算

出水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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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有结冰现象的水域需考虑冰载荷对浮体的影响，可参考相关水库冰载荷计算规范 GB/T

50662-2011《水工建筑物抗冰冻设计规范》。

9.5.2 锚固系统可进行受力系统模拟仿真计算来选择适宜的锚固方案和锚点布置。根据漂浮式光伏方

阵环境载荷、锚固数量、锚绳布置角度、锚绳余量等设计参数进行仿真模拟计算，确定光伏方阵的设计

系泊力、方阵偏移量及偏转角度等。

9.5.3 光伏方阵的锚固力分析应综合考虑风向、锚点与方阵的夹角。

9.5.4 锚固力计算应复核浮筒拉耳、插销及连接件的强度。拉耳最大剪切力宜小于 0.5倍的拉耳设计

抗剪切力，拉耳最大拉力宜小于 0.8倍的设计抗拉力；插销最大剪切力宜小于 0.5倍的插销设计抗剪切

力连接件最大应力宜小于该材料的许用应力。

9.5.5 水下锚固可采用船锚锚固、混凝土锚块锚固、螺旋桩、水下锚桩等型式。有条件的宜使用岸堤

着力方式。

9.5.6 水底有防渗层的水库采用的锚固方式不可破坏防渗层。

9.5.7 漂浮式设备平台与就近的光伏方阵浮体应综合考虑锚固系统。箱变浮台与光伏方阵距离≤3m，

可采用撑杆连接锚固；分别独立设计锚固系统时，浮台与光伏方阵距离应≥3m。漂浮式设备平台系泊系

统需校核平台的抗倾覆性。

9.5.8 锚固系统应满足水位变化的要求。

9.5.9 系泊缆形式的选择应综合考虑强度、腐蚀、老化等因素。锚固系统系泊连缆可采用锚链、钢绳

及合成纤维缆绳。系泊缆外可增加保护套。

9.5.10 系泊缆破断力应大于设计系泊力，宜为设计系泊力的 1.5~2倍；

9.6 建构筑物

9.6.1 光伏发电站建（构）筑物的布置应根据总体布置要求、站址地质条件、设备型号、电源进线方

向、对外交通以及有利于站房施工、设备安装与检修和工程管理等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9.6.2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应明确项目所在的水质的腐蚀性，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水位差。

9.6.3 建筑设计应根据规划留有扩建的空间。

9.6.4 电气间应设防止蛇、鼠类等小动物危害的措施。

9.6.5 主要构筑物可包括：

a) 电气设备用房（开关柜室、二次设备室 、配电室等）。

b) 生活用房（办公室、值班室、工具间、卫生间等）。

c) 室外电气设备（箱变、变压器、电容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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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 建筑设计应考虑下列主要指标：

建筑使用性质、建筑耐火等级、屋面防水等级、层数、层高、建筑高度、占地面积、建筑面积

结构形式、室内外高差、建筑物竖向标高等。

9.6.7 房屋建筑设计应明确墙体材料、工程做法及适当简易装饰工程。

9.6.8 结构设计应依据下列主要要求：

建筑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基本风压、基本雪压、建设场地类别、抗震设防烈度、地震加速度、

场地地勘报告、项目所在地洪水位及内涝水位高程等 。

9.6.9 建构筑物基础参照地勘质料选用合理基础形式。

9.6.10 建构筑物设置于岸边或水面上时，宜采用预制舱形式，并设置设备平台。利于减轻荷载、便于

施工安装。

9.6.11 场地内部道路宜形成环形通道，使整个项目场地道路通畅、简洁，减少了相互之间的干扰，既

满足厂区的物流要求，同时满足消防、人流的需求。

9.7 给排水

9.7.1 水源选择

根据项目站区的周边环境、取水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本工程生活用水水源。

9.7.2 给水系统

根据 GB50016-20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及 GB50797-2012《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的规定要求，

设置生活、消防给水系统。

9.7.3 排水系统

根据项目站区的周边环境，排水系统主要包括生活污水排水系统及雨水排水系统等。

9.7.4 漂浮光伏发电系统的水域宜有补水措施。

9.7.5 桩柱一体结构光伏发电系统的水域宜有排涝措施。

9.8 消防及火灾报警

9.8.1 站区总平面布置

各建（构）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均按照 GB50229-2006《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

中设置。电站设置有 4米宽的消防车道。

9.8.2 灭火器的配置

建构筑物内灭火器按 GB50140-2005《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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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 其他消防设施

开关站内设有成品消防区，内有一定数量的消防铲、消防铅桶等作为开关站公用消防设施。

开关站其他电气设备房间消防采用手提式化学灭火器及防毒面具。

9.8.4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的消防及火灾报警应符合 GB50797《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的相关规

定。

9.8.5 漂浮式光伏方阵区域应考虑消防措施，可配备移动式水泵、水枪等。

10 水资源与环境保护

10.1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应不破坏水域原有水系生态。

10.2 漂浮光伏方阵的布置应有利于水资源供需动态平衡。

10.3 水域的遮光控藻技术可与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技术综合考虑。

10.4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应与水体养殖、种植综合考虑。

11 劳动安全、职业健康与卫生

11.1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的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应符合 GB50797《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中的规

定。

11.2 水上作业应穿救生衣。

11.3 水下作业应确保水域内无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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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风、浪、流荷载计算

A.1 风荷载

作用在漂浮系统结构上的风荷载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风荷载标准值（kPa）；

——风荷载体型系数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基本风压（kPa）

基本风压可按下式确定：

式中：

——基本风压（kPa）

——漂浮系统附近的空旷地面，离地 10m高，重现期 25年 10min 平均最大风速（m/s）

当无实测资料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GB50009《建筑结构荷载规范》的规定选用

风荷载体形系数、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GB50009《建筑结构荷载规范》规定执

行。

A.2 波浪荷载

1、作用于浮筒的波浪力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海港与航道水文规范》JTS 145-计算，资料不足时，

水平波浪荷载可取 2kPa。

2、计算风浪的风速、风向、风区长度、风时与水域水深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风速应采用水面以上 10m高度处的自记 10min 平均风速。

b) 计算风浪的主风向宜在计算堤段处的向岸风的方位角中选定，其允许偏差为±22.5°。

c) 当计算风向两侧较宽广、水域周界比较规则时，风区长度可采用由计算点逆风向量到对岸的距

离；当水域周界不规则、水域中有岛屿或有转弯、汊道时，风区长度可采用等效风区长度 Fe

（图（a），图（b），图（c）），Fe可按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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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在风向两侧各 45°范围内，每隔 由计算点引到对岸的射线长度。

——射线 与主风向上射线 之间的夹角（°）。计算时可取

d) 当风区长度 F小于或等于 100km时，可不计风时的影响。

e) 水深可按风区内水域平均深度确定。当风区内水域的水深变化较小时，水域平均深度可按计算

风向的水下地形剖面图确定。

3、风浪要素可按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式中： ——平均波高（m）

——平均波周期（s）

——计算风速（m/s）

——风区长度（m）

——水域的平均水深（m）

——重力加速度；

——风浪达到定长状态的最小风时（s）

4、不规则波波列中，累积频率为 P的波高 与平均波高 的比值 可按下表 A.1确定。

表 A.1 不同累积频率波高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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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规则波的周期可采用平均波周期 表示，按平均波周期计算的波长 L可按下式确定。

A.3 作用在浮筒上的水流力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作用于浮筒上的水流力（kN）

——水流阻力系数，取 0.75

——水流速度（m/s），水流速度 V 应采用结构所处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最大平均流速。

——浮筒水下部分垂直于水流方向的投影面积（m2）

浮筒在洪水期通常需要考虑负升力现象。经过浮筒下方的水流流速对结构前沿产生向下的吸力，从

而引起负升力。负升力的大小与流速的平方成正比；在中等流速时能导致浮筒前沿浸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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