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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太阳光伏电源系统安装工程设计规范 和 太阳光伏电源系

统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 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通

信工程委员会华东地区委员会会同福建省邮电科学研究所 福建

省邮电规划设计院共同编制而成 两本规范以总结工程实践经验

为主 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标准规范 认真征求邮电部 建设部 广电

部 冶金工业部等有关设计 施工单位 生产厂家和专家的意见 最

后经中国建设工程标准化协会通信委员会审查定稿

现批准 太阳光伏电源系统安装工程设计规范

和 太阳光伏电源系统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

为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供工程建设有关单位使用 在使

用过程中 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交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通信工程委员会 北京朝阳区安慧里二

区十一号邮电部北京设计院内 邮政编码 以便今后修

订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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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为适应迅速发展的通信建设需要 解决无电或缺电地区通

信设备的电源问题 特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地面上通信使用的平板型太阳光伏电源的

新建 扩建 改建工程 其它类型太阳光伏电源设计可参照执行

引用标准

太阳光伏能源系统术语

通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暂行规定

邮电通信电源安装设计规范

通信局 站 接地设计暂行技术规定

涂料涂复通用技术条件

电工产品的电镀层和化学复盖层

在设计前对安装点应进行详细查勘 了解该地区的环境状

况 气候条件 风力状况 阳光资源等 为安装设计提供必要资料

设计时应有娥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 充分考虑施工使用和

维护要求 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安全适用 确保质量 提高经

济效益

设计中采用的太阳电池组件 设备 材料应为经国家有关

部门鉴定验收的合格产品

为适应发展需要 设计应与发展规划相适应 总体方案 设

备容量等的近期建设规模应与远期发展规划相结合 太阳电池方

阵容量宜以近期设备负荷量为主 土建设施等方面宜与远期规划

相结合

本规范未做具体规定的内容 均按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规

定执行



   

           

太阳光伏电源的一般要求

太阳电池方阵 以后简称方阵 应设置在四周无遮挡障碍

物 无污染源 如烟雾 粉尘 无腐蚀性气体等安全可靠的场所

方阵平面正常情况应朝向正南方 若由于地理条件和周围

环境限制或气象条件的关系 方阵面应向东或向西偏转小于当地

地理纬度的适当角度

年平均日照时间大于 小时的场所 可单独采用太阳

光伏电源供电

太阳光伏发电系统可在环境温度 范围内

使用 在严寒或高温地区 太阳电池组件应选用相适应的产品

方阵安装点的当地最大风力大于 级的场所应采取加固

措施

地面及屋顶的方阵四周应采用围墙或栏杆等类型的保护

设施

太阳光伏电源系统应设有过电压保护措施和避雷装置



  

    

太阳光伏电源系统的设备配置

电源系统组成方式

太阳光伏电源系统应由方阵 蓄电池组 控制箱 柜 过压

保护装置及备用电源等主要设备组成 其原理方框图如图

所示

图 太阳光伏电源系统原理方框图

电源控制设备的配置要求

控制柜容量 采用单台时 宜以远期负荷配置 采用多台并

联时宜以近期负荷配置

电源系统输入端应具备过电压保护措施 输出端应具备调



 

   

压 稳压装置

充电为在线浮充方式 蓄电池浮充电压可为

每只电池 供电电压应符合 邮电通信电源安装设计规范 相关条

文规定

要求供电不间断的通讯设备 应具备两路无级调压自动转

换输出电路

应具备现代化的维护要求 能将电源各种信息传送至有人

端及能从远端遥测 遥控电源系统

方阵容量设计

方阵容量宜按负载设备近期负荷配置

方阵容量设计应收集下列参数

太阳电池组件 以后简称组件 特性表

安装点近十年来的年总平均辐射量 年日照时数 最

低和最高气温 最大风力

年日照时数最小的一年中 连续阴雨天数

安装点的纬度 经度 标高

负载要求的电压 电流 每日用电时数

方阵容量计算 应符合下列规定

组件串联数 应按 式计算

取整数

式中 蓄电池组浮充电压 应符合表 规定



    

  

蓄电池组浮充的最小电压

表

蓄电池组

防反充二极管的压降及线路压降总和

太阳电池因温升引起的压降

单个组件在标准光强下的输出电压

组件并联数 应按下式计算

取整数

式中 负载日平均耗电容量

蓄电池充电效率的温度修正系数 应符合表

规定

蓄电池充电效率的温度修正系数表

表

环境温度 充电效率

以上

太阳电池组件表面灰尘 脏物等其他因素引起的损失

的总修正系数 通常取

在标准光强下 年平均日照时数

单个组件在标准光强下输出电流

方阵组件数 应按下式计算



   

      

方阵总功率 应按下式计算

方阵面积宜按下式估算

式中 方阵总面积

分别为组件外型长 宽尺寸

方阵组件间隔余量

蓄电池组配置

要求不间断供电的用电设备 应配置一组备用蓄电池或配

置一台发电机

蓄电池容量宜按近期设备负荷配置

配置蓄电池应选用耐过充过放性能好的蓄电池

室外宜选用阀控式密封型蓄电池

蓄电池容量 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蓄电池附加容量 其值由一年内方阵发电容量

低于负载耗电容量 月份的累计值来计算

蓄电池剩余容量的补偿

负载平均每天的耗电容量

最长连阴天数

环境温度的修正系数 应符合表 规定



    

     

蓄电池充电修正系数表

表

环境温度

电源馈线与管道配置

方阵至蓄电池的电源馈线容量宜按远期方阵的容量配置

全程压降 不包括防反充二级管及调压装置压降 应小于或等于负

载电压的

方阵至蓄电池的电源馈线宜选用电力电缆 其他馈线型号

及芯线截面选择应按 邮电通信电源安装设计规范 相关条文规定

执行

室外引入至建筑物内的电源馈线应穿专用管道铺设 管道

容量宜按远期配置

方阵馈线布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每一个子方阵应是独立的充电单元

子方阵中组件排列应有一定规则 必须保证组件间串

并线及子方阵引出线简便 可靠 对于 充电单元将其中组件

均等分为二组 二组组件正负极朝向应相反 对 充电单元 同

极性均朝统一方向 组件排列 组件间的并联及子方阵引出线应按

图 所示的办法实施



     

           

充电单元 充电单元

图 组件排列及馈线示意图

组件间的串并线的线径选择应按子方阵中最大充电

电流的 倍配置



        

  

太阳光伏电源工程安装设计

方阵基础设计

方阵安装角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方阵方位角应符合本规范 条规定

方阵平面倾斜角 应符合下列规定

固定式 注 详见附录

式中 方阵平面倾斜角

安装点地理纬度 下同

一年调整两次

春分

秋分

一年调整四次

春分 秋分

夏至

冬至

方阵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方阵排列方式 应能便于安装 维护以及具有强的抗

风能力 组件间隔不应小于

方阵容量较大时 宜将其分为几个子方阵 子方阵容

量为 或以其输出峰值功率为负载功率两倍为宜 两

个子方阵间距应大于

为适应发展需要 方阵布局应按远期扩容要求留有余

量

地面和屋顶的方阵混凝土基座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单方阵基座应朝南排成前后两列 如图 所示



           

 

图 地面和屋顶方阵基座示意图

多方阵排列时 前后两个方阵维护走道宜大于 后方阵

最低高度应高于前方阵最高高度

基座数量 间距应按电源厂家或设计单位的要求设

置

基座基础应根据承载量由土建部门负责设计

基座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地面基座高度应不低于 或按用户要求设

置

屋顶基座平面应高于屋面或隔热层

基座横截面尺寸应根据承载量和地脚螺栓规格进行

设计 不应小于

基座其他要求以及地面基座埋设深度应由土建设计

单位负责设计

基座中心应预埋不锈钢地脚螺栓 螺栓规格应按当地

方阵最大风压力载荷 公式计算 螺栓直径不应小于

式中 空气密度

当地最大风速

方阵在垂直风向的平面上投影面积



     

    

风动阻力系数

地脚螺栓外露长度应为方阵机架底座所采用的糟钢

或角钢的厚度再加上两个螺母厚度的总和或根据设计需要确定

地脚螺栓应与平台钢筋相连 焊接或钩连

基座高度偏差不应大于 水平度偏差不应大于

水酿杆架空方阵基座及方阵平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水泥杆基座排列方式

双杆应排成东西向

多杆应朝南排成前后两列成矩形方式 应按图

规定布置

图 电杆基座示意图

水泥杆数量及杆距由电源设计单位决定

水泥杆长度不应大于

水泥杆 底盘 拉线 拉线盘及用材结构等应按电力部

门标准的相关规定进行设计

架空方阵平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方阵平台应设在水泥杆顶部离杆顶为

位置 如图 所示



  

  

图 架空式方阵平台示意图

方阵平台采用角钢或槽钢加工 再用支撑件及固

定件紧固在水泥杆顶部

方阵平台的结构尺寸及安装孔位应根据方阵机

架结构由设计单位设计

水泥杆设备平台设置

平台应设在方阵平台下方 至 处 平

台结构尺寸及负载强度应根据安放蓄电池箱 电源控制箱 负载设

备和安装维护需要进行设计

平台尺寸及结构的设计图应由设计单位确定

方阵的其他设计要求

方阵的支撑结构应牢固 可靠 应有防锈 防腐措施

支撑结构表面的涂料涂复层应符合 涂料涂复通用技术条件 的要

求 金属镀层应符合 电工产品的电镀层和化学复盖层 的要求

方阵输出端与支撑结构间的绝缘电阻在相对湿度小

于 时 用 兆欧表测量不应低于



    

  

方阵输出端与支撑结构间应具有良好的耐压强度 在

外加直流电压 持续 条件下不得有击穿或闪络现象

设备安装布置

控制箱 蓄电池安装位置 应尽量靠近方阵及用电设备

置于室内的蓄电池及控制箱 柜 安装布置应按 邮电通信

电源安装设计规范 相关条文规定执行

置于室外的控制箱 蓄电池组应设有防雨水措施 在环境

温度低于 时或高于 时 蓄电池组应设置防冻或防晒 隔热

措施

置于室外的蓄电池组应装在铁壳或硬质塑料壳的箱体内

箱体空间留有一定余量 以备保温或散热作用

置于室外的蓄电池组箱体及控制箱 柜 应用 以上

螺栓紧固在地面上或平台上 且控制箱 柜 外壳应与接地系统可

靠相连

管道与槽道设计可参照相关标准的规定

系统防护设计

地面和屋顶的方阵四周围墙或栏杆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

求

屋顶栏杆离方阵边缘距离不应小于 地面按实际

确定

地面围墙或栏杆高度应按实际情况确定 但围墙及栏

杆不得影响方阵表面光照

防雷和接地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太阳光伏电源系统的工作接地 保护接地 和防雷接

地等应单独设置联合接地系统 参照 通信局 站 接地设计暂行技

术规定 执行 必要时 也可与其他设施或建筑物的防雷和接地系

统的保护设施统一考虑

方阵至控制箱 柜 的电源输入馈线端应设置防雷电



    

  

感应装置

方阵需另设防雷装置时 避雷针应设置在方阵背向

且离方阵边缘距离应大于 以上 避雷针地线严禁直接从方阵

机架上引出

方阵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联合接地的接地电阻不

应大于 接地形式应按 通信局 站 接地设计暂行技术规定 的

相关规定执行

防雷接地系统其他要求应按 通信局 站 接地设计暂

行技术规定 的相关规定执行

在基本烈度 度以上地震区及风力大于 级的地区 方

阵及其他设备都应采取加固抗震等防患措施 具体要求应按 通信

设备安装抗震设计暂行规定 以及国家建委和邮电部 年颁发

关于地震区邮电通信建筑设计强度的通知 的规定执行



  

   

附录 参考资料

太阳电池方阵设计手册

光电能转换原理及其应用

美 汉斯 劳申巴赫著 张金熹等译

宇航出版社 年出版

电信工程设计手册

通信电源

邮电部设计院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年出版

硅太阳电池及其应用

黄锡坚等编 中国铁道出版社

年出版

太阳电池及其应用

赵富鑫等编 国防工业出版社

年出版



  

  

附录 全国各大城市太阳能

电源方阵最佳倾角表

城市 纬 度 最佳倾角

哈尔滨

长 春

沈 阳

北 京

天 津

呼和浩特

太 原

乌鲁木齐

西 宁

兰 州

银 川

西 安

上 海

南 京

合 肥

杭 州

南 昌



    

  

续表

城市 纬 度 最佳倾角

福 州

济 南

郑 州

武 汉

长 沙

广 州

海 口

南 宁

成 都

贵 阳

昆 明

拉 萨

注 该表是用计算机精确计算来的 据春季 夏季的辐射量经

过修正后的最佳值

表中没有包括的地区 按本规范 条考虑



    

        

附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的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要求 或规定 非必须

按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要求

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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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和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 通信工程委员会

参加单位 福建省邮电科学研究所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 江三贵 余舫 王淑惠 蒋汉忠 魏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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