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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建筑一体化并网发电系统
及配电网关键技术研究
协鑫集团设计研究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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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介绍了目前光伏建筑一体化并网发电系统与配电网关键技术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并探讨
了分布式电源接入对配电网短路电流的影响、防孤岛保护及反孤岛策略、电能质量，以及并

摘

网逆变器对输出有功和无功功率的影响；从技术角度综述了高渗透率分布式光伏系统可能的
研究方向，同时介绍了一种典型的高渗透率分布式光伏系统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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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将建筑屋顶、顶棚等和光伏阵列相结合，即

随着近几年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发展，分布式

可构成光伏建筑一体化并网发电系统，它是将建

光伏发电系统在配电网中所占的比例快速增加。

筑物配电网和光伏能源相结合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产

为了优化光伏发电结构，国家能源局实施了由传

物，是一个由多逆变器组成的集群系统。文献 [3]

统光伏电站向分布式光伏转变的基本策略。按照

对配电网最小负荷时光伏能源渗透配电网的最大

国务院的相关要求，“十二五”期间，我国要将

值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不同于水电和煤电，分布

光伏发电容量升高到 35 GW，而分布式光伏能源

式光伏发电容易受到光照强度的影响，当光照不

容量要占 20 GW，这也是促进能源结构调整的积

均时其所产生的电能也存在差异，波动性较大，

[1]

极信号 。“十三五”期间，国家能源局又进一

因此可控能力较差。随着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对

步提出，地区应当加快光伏发电示范区建设，争

配电网渗透率的提高，对系统控制水平的要求越

取在 2020 年，全国范围内要落成 100 个分布式

来越高。因此，对本地资源和负荷量及分布式光

光伏示范区，并在 80% 的新建屋顶安装分布式

伏系统发电功率做到准确预测，达到可调、可控

光伏发电装置，以及现有的屋顶要有一半左右的

将是建筑光伏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

覆盖率 [2]。国家能源政策调整后，分布式光伏能
源容量持续走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能源

1 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结构，但其固有的不稳定性也严重影响了配电网

1.1 短路电流对配电网的影响

的安全运行。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接入配电网已

传统的配电网都是以煤电和水电为主，光伏、

引起业内对分布式接入方式的高度关注。

风能等清洁能源所占的容量很小。在接入光伏能

收稿日期：2017-08-14
通信作者：焦晓雷 (1985—)，男，硕士、中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光伏发电系统优化及微网控制技术方面的研究。jiaoxiaolei2005@163.com
64
SOLAR ENERGY 04/2018

2018.04印刷.indd

64

2018-4-23

19:20:43

太阳能与建筑

源时，需要由光伏能源向短路节点提供一个短路

逆变器的工作状态较为稳定；若电网处于高阻抗

电流，由此便会影响整个传输网络的故障定位，

运行状态时，光伏逆变器检测阻抗的精度变差。

但通常配电侧的短路故障并不会引起整个传输网

从目前情况来看，对光伏电源反孤岛策略的标准

络短路电流发生较大的变化。结合相关数据可知，

并不统一，因此还未制定出完善的解决措施。

短路瞬间的电流峰值跟光伏逆变器自身的储能元

当前，世界范围内对孤岛检测方法主要包括：

件和输出控制性能有关。文献 [4] 对分布式能源

被动检测 (Passive Method)、主动检测 (Active Method)

对配电网短路电流的影响情况进行了介绍。此外，

及基于通信的联锁跳闸 (Inter-tripping)。其中，

分布式能源向短路节点提供的短路电流峰值是固

前 2 种检测方法都是在本地局部信息的基础上

定的，一般要求不能高于公共节点允许的短路电

完成，其安装位置一般布置在分布式光伏电源

[5]

的输出端 [8]。

流 。

1.3 光伏发电系统与储能系统稳定控制技术

在电力系统中，熔断保护一般采用保险管来
防止因过流而引起的线路中的设备损坏。结合分

储能系统作为光伏发电系统必要的能量缓冲

布式光伏电源的特性可知，馈线短路故障发生时，

环节，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配电网调

会出现由于光伏电源提供绝大部分短路电流而导

峰的主要系统，光伏发电系统具有调度功能，对

致馈电线路无法检测出短路故障的情况。在文献

配地网的负荷控制、频率调整具有重要意义。双

[6] 中，刘健等借助仿真软件对配电网系统中常

向逆变器作为储能系统与光伏发电系统相耦合的

见的相间短路故障进行了模拟和分析，并得出结

核心器件，其性能决定了储能系统能否实时准确

论：当光伏电源发生故障时的短路电流一般不会

地存储或补偿系统的有功或无功。

高于其正常工作值的 1.5 倍，并且在逆变器回路

由于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光伏发电系统的

中应当单独设置熔断保护措施。

输出功率并不稳定，因此在文献 [9] 中，王中秋

1.2 防孤岛保护及反孤岛策略

等提出了采用蓄电池作为储能装置的解决方案，

2002 年，IEA-PVPS-Task-5 结合故障树理论，

思路是：将储能控制主电路布置在母线上，通过

指出光伏能源存在非正常孤岛现象，并介绍了当

检测母线电压大小来对蓄电池进行充电或放电，维

分布式光伏能源渗透率超过最低负荷工作时间段

持电源侧和负荷侧的平衡，防止供电频率发生波动。

的 6 倍以上时，光伏能源的非正常孤岛并不会引

此外，文献 [10] 中程志江等提出了将超级电容和蓄

-9

起触电事故，触电事故的概率小于 10 次 / 年。

电池相结合的解决方案，其思路是：低频功率由蓄

结合上述结论，在管理工作到位和逆变器具有孤

电池负责控制，高频功率则由超级电容控制，双管

岛功能的条件下，光伏电源的计入并不会给配电

齐下，避免负载变化引起直流母线电压的波动。

网带来安全风险。有荷兰学者曾经对当地具有光

1.4 电能质量

伏电源的配电网的孤岛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计算，

为了保障电网的运行安全与稳定性，世界各

指出光伏电源发生孤岛的可能性是 10-6 ～ 10-5 次 /

国对并网光伏发电系统输出的电能质量提出了较

年。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住宅区接入光伏电源引

高的要求，并以此来对其并网标准进行规范。现

发非正常孤岛现象的概率几乎为零。

行比较典型的标准主要有 IEEE Std 929-2000、IEEE Std

在文献 [7] 中，欧盟 Dispower 项目研究了德

1547-2003 等，上述标准主要是从光伏发电系统

国使用的带监测电网阻抗变化的反孤岛策略，并

的功率因数、电流谐波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4]。我

对带频率监测的光伏逆变器和电网电压进行了测

国在 GB/T l2325-2008《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

试。结果表明，若电网处于低阻抗运行状态时，

偏差》中对不同电压等级的无功补偿原则进行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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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无功应尽量做到就地补偿，尽可能降低配电

Gustavo 等搭建了光伏并网发电试验平台，并结

网的无功潮流。电压等级在 10 kV 以下的线路允

合瞬时有功理论对有功上限值和参考电流进行设

许在公用变压器上设置用于无功补偿的电容组，

置，采用比例 - 谐振的控制方案对系统发生相位

以保证线路处于最大负荷时的补偿需求，同时也

故障和接地故障时的情况进行了仿真，揭示了低

可避免负荷较低时发生无功功率倒送现象 [11]。

电压穿越现象。文献 [19] 针对一个 l0 MVA 的静

美国电科院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

止同步补偿器，未采用额外装置，仅使用减小输

EPRI) 的 Hingorai 博士 [12] 早在 1988 年就提出了

出容量、改变直流母排参考电压的方式，实现了

用户电力技术的配电系统概念，其中心思想是应

低电压穿越，证明了大容量并网逆变装置实现低

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和控制技术，实现对配电网

电压穿越的可行性。

系统电能质量和供电可靠性的控制。我国对谐波

1.6 光伏能源对配电网络设计、规划和营运的影响

电流总畸变率的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其中浙江省

随着能源结构的不断变化，光伏能源所占的

电科院分别对 220 V、400 V、10 kV 的接入系统进

比例会不断增加，这也会引起配电网结构的调整。

行了测试，结果发现系统都存在畸变率过大的现象。

因此，电网应当从设计和规划入手，从根源上处

从理论上来看，光伏能源容量的增大会在一定程度

理好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上提高电网的谐波电流，因此，国际上很多学者提

从用户角度看，低电压配电网络会是未来发

出将光伏发电和电能质量调节一起作为控制对象进

展的主力，因此对配电网进行升级和改造具有重

行研究，并探索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13]。

要意义。为了适应网络电流的双向流动，可以适

1.5 并网逆变对输出有功和无功功率的影响

当对配电网络的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此外，当

就理论而言，光伏发电系统的无功和有功可

大容量的分布式光伏能源接入到配电网系统后，

以通过逆变器来控制，并以此来对功率因数进行

可以适当增强用户端的调节能力，鼓励其积极参

调整，进一步达到稳定电网电压的目的。目前，

与到电力能源的管理当中，这样一来，原有的配

很多学者都对光伏发电的无功控制进行了研究：

电网模型就需要重建。从上述分析可知，配电网

在文献 [14] 中，赵争鸣等分析了电网功率和光

一方面要面临电力市场的自由化，同时还要尽可

伏电源之间的传递关系模型；在文献 [15] 中，

能利用国家对光伏能源的补贴政策来获得更多的

Komatsu 建立了电网矢量电压同步旋转坐标系，

经济效益。随着电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学者

并利用 d-q 轴电流实现了光伏发电系统到配电网

研究并提出了模拟电站 [20]，并将它应用在分布

的有功和无功解耦控制模型；在文献 [16] 中，

式光伏能源的管理上，把随机性较强的分布式光

Wang 等在瞬时无功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利用

伏能源和储能装置结合在一起，作为模拟电站并

负荷指令来对电网无功和有功进行补偿的控制策

入到目前的电力生产和输送系统中。

略；在文献 [17] 中，吴理博等将直流母线电压控

2 未来的研究方向

制、配电网无功控制、最大功率点跟踪等结合起

1 ) 集群控制策略。该策略的做法是将多个逆

来，提出了功率因数的超前滞后控制方案，并在
经过多次试验后发现，该方案不仅可以补偿无功，

变器进行并联，然后根据系统的整体运行情况来投

同时也可以有效减小电网的电流谐波。

切对应的变压器和逆变器，进而应对光照因素对分

光伏发电系统检测到直流母排电压突然增大

布式光伏能源输出功率的影响；同时通过逆变器的

时，根据光伏系统特性就可以判断其输出功率降

轮流工作使整个系统不受单台逆变器维修或故障的

低，这样有利于实现低电压穿越。在文献 [18] 中，

影响，并能使系统各部分的工作达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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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谐波检测的实时性、准确性及谐波环流

为：在系统总负荷中分布式光伏能源所占的比例。

的治理。谐波检测的实时性和准确性会直接影

图 1 为高渗透率分布式光伏系统的网络结构图，

响谐波补偿电流的大小，如果实时性和准确性

其中，MGCC(Micro-grid control center) 为微电网

达不到要求，不但不能有效补偿谐波，还有可

控制中心；FU 为本地控制单元；FACTS 为柔性

能放大谐波。此外，多个逆变器并联运行会产

交流输电系统。

生较大的谐波环流，这也是传统逆变器无法克

1) 并网的稳定控制。图 1 中，储能装置和光

服的，因此，要想保证谐波补偿电流监测的准

伏阵列构成了功率可调节的光伏储能系统，通过

确性，必须对谐波环流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消

双向变流器控制该系统的有功功率，维持系统的

除其对配电网的影响。

功率平衡，实现并网的稳定。

3) 大容量能量转换的多机并联协作。为了实

2) 电能质量调节。电能质量调节分为谐波治

现大容量能量转换，各种多机并联协作的方案也

理和无功补偿 2 个方面，其中全局的无功补偿由

处在论证和竞争中，有无变压器隔离、共用变压

FACTS 实现，本地无功补偿在 DC/AC 逆变器环

器方案的实现，以及多电平、多重化和功率器件

节实现。
3) 系统的安全保护。孤岛保护和继电保护都

的串并联都是大容量光伏产品的核心问题。
4 ) 减小或消除孤岛检测时对配电网电压的

是用于保护系统安全，其中，继电保护采用系统

影响。在对光伏系统功率、电压和电流等参数检

级和单元级的分级保护方式，孤岛保护分为集中

测时，扰动不同步会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即使

式孤岛保护和分散式孤岛保护。

保证了扰动同步，也会因为光伏系统并网输出功

4) 能量管理。在整个供电系统中，能量管理

率的快速变化而引起配电网电压、负荷和电流值

涉及系统内部所有的环节，属于一个多输入、多

的不稳定，因此，怎样在主动孤岛检测时消除对

输出的多变量控制系统。该拓扑结构以一个全局

配电网电压稳定性的影响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能量管理和多个单元能量管理的“1+N”管理模

5 ) 智能化能量管理系统。智能化能量管理

式呈现，由 MGCC 中心依托通信网络和中央测

系统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能源两侧的供需平衡，维

控系统实现全局的能量管理，即能量管理系统的

护配电网的供电电压、频率稳定在合理的区间内，

“1”；FU 和分散计量系统及各个所控单元实现

并结合用户侧所需负荷的变化量来对供给侧进行

分散的能量管理，即能量管理系统的“N”。该

自适应控制和调节。此外，该系统中还加入了储

拓扑结构有较强的可扩展性。能量管理系统拓扑

能单元、供电优化单元、经济效益分析单元等，

如图 2 所示。

这也是未来智能电网发展的必然方向。

按照系统中不同模块的位置和功能划分，

6) 逆变模块与建筑光伏模块的协调控制策

能 量 管 理 系 统包括：中央测控系统、监控和通

略。当多个建筑光伏模块在直流母线上并联集中

信网络、分散计量测控系统。光伏发电系统的分

逆变输出时，由于模块的特性及容量等存在差异，

散计量测控系统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光伏发电系

需要对集中逆变模块中协调控制器的性能及系统

统中的各单元分别进行集中监视、操作、管理和

的稳定性进行研究。

分散控制的一种控制技术；中央测控系统将从各
分散计量系统获得的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和调度，

3 一种典型的高渗透率分布式光伏系统拓

以使整个系统达到最优；监控和通信网络负责

扑结构

MGCC 与各子单元间的通信连接。

能量渗透率 (Energy Penetration，EP)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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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种典型的高渗透率分布式光伏系统的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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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储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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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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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装置

数据采集与
控制系统

FU
单元

通信

单元 N

单元 1

图 2 能量管理系统拓扑结构

4 总结

内外对光伏建筑一体化的研究现状及可能的研究

大型地面光伏电站的建设浪潮过后，各光

方向，并给出了一种典型的高渗透率分布式光伏

伏企业的目光都瞄准了光伏建筑一体化市场，从

系统的拓扑结构，供相关人员参考。

2015 年底开始，国内分布式光伏的装机容量和
占比迅速增加，而大量分布式光伏建筑一体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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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势必对配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且
该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早在 2010 年，国家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 ) 就将高密度、多接入
点的建筑光伏列为重点研究课题，并制定了国家
的 2020 年中长期发展规划。本文分析了目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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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滩，保证排水沟内水流顺畅。
排水沟开挖后应选择 U 型槽、预制板或混
凝土等方式对排水沟进行砌筑护，减少径流冲刷，
最大限度减少水土流失。施工时应集中堆放所开
挖土方，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严禁乱堆乱弃，
避免破坏原始地貌植被。施工时应避开大风天气，
集中施工，对临时堆土适时采取洒水降尘措施。
图 4 升压站围墙外排水沟示意图

4 结束语
本文主要从光伏区组件防洪、光伏区箱变和

电站的主设备 ( 光伏组件、箱变、逆变器等 ) 高于

逆变器防洪、光伏区道路防洪、光伏区集电线路

安全水位。对于建造在易发生洪涝灾害地区的光伏

防洪，以及升压站防洪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并

电站，可考虑多道设防，通过修建排水沟、挡土墙、

介绍了每种区域应采取的防洪措施。建议在进行

深埋集电线路等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小隐患 [2]。

复杂山地光伏电站设计初期就应该充分考虑防洪

排水沟建成后，应加强对排水沟及侧壁回填

问题，提前做好施工措施，避免造成重大损失。

土维护，消力池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清
理。洪水期要及时清理排水沟内的淤泥及各种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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