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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伏发电基本原理 

        一般常见的光伏电源的基本结构及原理，是利用阳光将其转换为电能， 

经控制或直接进行供电的系统装置，基本系统构成如 1示： 

 

 

 

        光电池组件是由多个单晶（或多晶、非晶等）电池单元串并联并经封装 

    后制成，而其中的单晶电池单元就是将太阳的光线吸收发生光伏打效应产生 

    一定的电压、电流，经光电池电缆，送至控制器。 

        控制器是对自动充电、用电的监控装置，当蓄电池充满电时，它将切断 

    充电回路，使蓄电池不至过充；如蓄电池电能减少，它会自动恢复充电。当 

    蓄电池放电到规定的电能，即过放电时，它将自动切断供电回路，不至蓄电 

    池放电太深；电能增加后，其会自动恢复供电。· 

        支架为固定光电池组之用，且可根据环境进行调节组件的角度以达到最 

    佳的方位来吸收阳光。 

        蓄电池为贮存能部件，它将光电池所发的电能存贮起来，供需要时随时 

    用电。 

        以上几个部分的配置经线缆联接就组成了一套光电源系统。 

 

2、太阳能光伏电池及组件：   

(1)光伏电池标称功率的定义及分类：   

光伏电池的标称功率-峰瓦：就是在大气质量为 1.5环境温度为 25℃，光幅

射强度为 1000／平方米，输出电压为规定的额定电压（一般 12V 系统中为 17V)

时的输出功率。 

    在此请注意，实际应用当中，对光伏电池组件测试时，因环境一般达不到上

述测试条件，使测试的功率通常都低于标称功率，但通过计算能折算至标称功率。 



 

 太阳能电池分类： 

(1)按结构分 

 同质结太阳能电池。由同一种半导体材料构成一个或多个 p-n 结的太阳能

电池。如硅太阳能电池，砷化镓太阳能电池。 

 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用两种不同禁带宽度的半导体材料在相接的界面上构

成一个异质 p-n 结的太阳能电池。如氧化铟锡-硅太阳能电池、硫化亚铜-

硫化镉太阳能电池。 

 肖特基太阳能电池。用金属和半导体接触组成一个“肖特基势垒”的太阳

能电池，也叫 MS太阳能电池。如铂-硅肖特基太阳能电池、铝-硅肖特基太

阳能电池。 

(2)按材料分 

 硅太阳能电池。以硅材料作为基体的太阳能电池。如单晶硅太阳电池，多

晶硅太阳能电池和非晶硅太阳能电池等。制作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的材料，

用纯度不太高的太阳级硅即可。而太阳级硅由冶金级规用简单的工艺就可

以加工制成。多晶硅材料又有带状硅、铸造硅、薄膜多晶硅等。用它们制

造的太阳能电池有薄膜和片状两种。 

 硫化镉太阳能电池。以硫化镉单晶或多晶为基材料的太阳能电池。 

 砷化镓太阳能电池。以砷化镓为基材料的太阳能电池。 

 

(3)硅太阳能电池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 

单晶硅太阳电池是当前开发最快的一种太阳电池，它的结构和生产工艺已定型，

产品已广泛用于空间和地面。这种太阳电池以高纯的单晶硅棒为原料，纯度要求

99.999%。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现在地面应用的太阳电池等采用太阳能级的单晶

硅棒，材料性能指标有所放宽。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的制造成本最高，但光电转化

效率也最高，国际公认最高效率在 AM1.5 条件下为 24％，空间用高质量的效率

在 AMO条件约为 13.5—18％地面用大量生产的在 AM1条件下多在 11—18％之间。

目前主要课题是继续扩大产业规模，开发带状硅光电池技术，提高材料利用率。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 

目前多晶硅太阳电池使用的多晶硅材料多半是含有大量单晶颗粒的集合体，或用

废次单晶硅材料和冶金级硅材料熔化浇铸而成，然后注入石墨铸模中，待慢慢凝

固冷却后，即得多晶硅锭。这种硅锭可铸成立方体，以便切片加工成方形太阳电

池片，可提高材料利用率和方便组装。多晶硅太阳电池的制作工艺与单晶硅太阳

电池差不多，其光电转换效率约 12%左右，稍低于单晶硅太阳电池，但其材料制



造简便，节约电耗，总的生产成本较低，因此得到大量发展。 

(4)非晶硅太阳能电池 

非晶硅太阳电池是 1976 年出现的新型薄膜式太阳电池，它与单晶硅和多晶

硅太阳电池的制作方法完全不同，硅材料消耗很少，电耗更低，非常吸引人。非

晶硅太阳电池的结构各有不同，其中有一种较好的结构叫 PIN电池，它是在衬底

上先沉积一层掺磷的 N型非晶硅，再沉积一层未掺杂的 I层，然后再沉积一层掺

硼的 P型非晶硅，最后用电子束蒸发一层减反射膜，并蒸镀银电极。此种制作工

艺，可以采用一连串沉积室，在生产中构成连续程序，以实现大批量生产。同时，

非晶硅太阳电池很薄，可以制成叠层式，或采用集成电路的方法制造，在一个平

面上，用适当的掩模工艺，一次制作多个串联电池，以获得较高的电压。现在日

本生产的非晶硅串联太阳电池可达 2.4伏。非晶硅太阳电池存在的问题是光电转

换率偏低，且不够稳定，所以尚未大量用作大型太阳能电源，多半用于如袖珍式

电子计算器、电子钟表及复印机等方面。还有一些类型的太阳能电池如多元化合

物太阳电池，聚光太阳电池。 

各种光电池的内在特性均不同，如温度、内阻、电器特性等，但总的外特性

基本相同，这对于控制系统的设计规一性带来益处。下面，我们将以最普遍应用

的硅太阳能电池的特性开始研究，这是控制器设计、选型的主要依据之一。 

 

(2）光伏电池的特性曲线简述 

如图所示，一般称为光伏电池的 I-V特性曲线。 

由图中可看出，电流的大小与光辐射强度有关，P↑--I↑,反之 P↓- I↓，

在同一曲线上，电压随系统负载工作电压而变化时，其输出电流也随之变化。    

当然 I-V曲线与环境温度等因素有关。通过以上简单分析，说明了同样的光电池

接收的光越多，越强，光电池的输出功率愈大。 

 从其特性曲线来看，在一定范围内，它具有恒流的特性，这一点对应用较

有利，比如说，光电池短路，不会出现大电流而出现烧坏组件等。在电气设计中

给计算也带来方便。 

 这里请注意另外很重要的一些特性，光电池的额定工作电压一般应比系统

工作电压要高，以保证电能的正向传输。另外，光伏电池的开路电压要比其工作

电压高得多，一般为 1：1.38（例如：对 12V 是电源系统，厂家光电池组件工作

电压一般为 16V，而开路电压一般为 22V）。为此在系统工作电压大于 24V时，应

注意因光伏陈列有高开路电压特性，在进行光伏阵列拆装时，防止被电击等。 

  

(3) 太阳电池组件 

 工作原理与结构: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是利用光生伏打效应原理制成的太阳能电池将太阳能

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工作原理的基础是半导体 p-n结光生伏打效应，简言之，就

是当物体内的电荷分布状态发生变化而产生电动势和电流的一种效应。当太阳光

或其它光照射半导体 p-n结时，就会在 p-n 结的两边出现电压，叫做光生电压。

这种现象就是著名的光生伏打效应。使 p-n 结短路，就会产生电流。 

太阳能电池单体是用于光电转换的最小单元。它的尺寸约 4平方厘米到 100

平方厘米。太阳能电池单体工作电压为 0.45～0.50 伏，工作电流为 20mA/cm2，

一般不能单独作为电源使用。将姗能电池单体进行串联并联和封装后，就成为太

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电池再经过串联，并联并装在支架上，就构成了大阳能电

池方阵。它的功率从几瓦到几百瓦，可以单独作为电源，它也可以输出几百瓦，

几千瓦或更大的功率，是光伏电站的电能产生器。 

 

 太阳能电池的电气特性： 

太阳能电池的伏安电气特性与参数： 

 

太阳能电池的伏安特性图 

定性结论：光电组件的具有最大的电压限与电流限。 

 



从图中可得当太阳能电池组件短路时，即负载 v=0 时，此时的电流为短路

电流 Isc，当电路开路时，I=0，此时的电压为开路电压 VOC。当太阳能电池两端

的电压从 0上升时，例如逐渐增加负载电阻，在光辐射恒定的条件下，开始太阳

能电池的输出电流几乎不变，输出功率不断增加。当电池电压增加到一定值时，

输出电流开始变小，输出功率达到一个最大值，即最大功率点，之后随着电池电

压的升高，输出电流和功率都不断变小，最后输出电流减为 0，输出电压达到最

大值开路电压。 

太阳能电池的伏安特性还与温度有关系，随着温度的上升开路电压减小，

在最大功率点的典型温度系数为-0.4%/℃。 

在衡量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性能时需用到峰值功率，其单位是峰瓦（Wp)。在

标准条件下（光谱幅照度 1000W/mq，光谱 AM1.5，电池温度 25℃），太阳能电池

组件所输出的最大功率被称为峰值功率。 

 

太阳能电池的日照辐射强度电气特性与参数： 

 

定性结论：光电池的输出电流随太阳辐射强度的增大而增大，在一定条件下有

类正比例关系，当辐射强度超过 1000W/m2 时，输出电流有可能大于额定电流。 

 

 

 

 

 



太阳能电池的温度电气特性与参数： 

 

定性结论：光电池随其温度升高，输出电压降低，输出电流增加。 

 

太阳能电池的安装角度电气特性与参数： 

 

定性结论：光电池发电受安装倾角影响，在一定的纬度上，以其纬度作为参考

标准倾角，其倾角的+或-偏向会影响各月时段的发电量。 

 



太阳能电池的峰值日照时数 

 

定性结论：光电系统设计重要参数之一。同时也表明实际太阳辐射强度可能会

比标准光强高 

 

以上光电池的特性如何利用，将在控制器的设计、选型篇章中进一步讨论。 

 

3、蓄电池 

由于太阳能光伏电池只是在白天有阳光照射时，才能发出电能供使用。但在

大多数日常用电应用场合中，用电时间的随机性大，例如，在民用中，很大部分

均是在夜间使用电能，这就需要象蓄电池等这种可循环充放电的蓄能部件来对光

伏电池所白天所发的电能进行存贮，当需要用电时，随时由蓄电池获得电能。    

(1)蓄电池的分类 

  在太阳能独立发电系统中常用的蓄电池主要分为开口（启动）型蓄电池，

全密封蓄电池等。其中全密封蓄电池，从所用材料上分铅酸蓄电池，碱性蓄电池，

锂电池，胶体电池等等。我们仅讨论在光伏系统中目前常用的几类蓄电池组。 

 

开口式（车用）移动或铅酸蓄电池： 

 主要特点是产品采购容易，市场资源充足，价格低廉，低温工作特性较好

等。主要缺点是：一般需定期维护，补充蒸馏水；不便于搬运；在极板构造及材

质上为满足大电流充放电而设计，不太利于光伏发电系统特有的小电流循环，从



而会影响其寿命。因此，在一些有条件维护，不常移动场合，可选用此种蓄电池

以降低成本；不推荐使用。 

 

全密封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主要使用特点是在使用中不需要补液等维护，便于移动，极大地方便用户。

这种蓄电池的生产技术、设备、工艺及质量发展提高很快，货源日益充足，在电

信、铁路、民用等应用领域，已基本上取代开口或蓄电池，成本及售价也较前几

年有大幅大降，约在 9 元／12V／安时，比开口式蓄电池价格还是要高，开口式

约在 4-6元/12V／安时。在很多应用中医完全取代开口式蓄电池，尤其在光伏发

电应用领域，己成必然趋势。推荐使用。 

    产品技术特性： 

  具有优异的循环性能和过放电恢复能力； 

  高品质 AGM 隔板；采用钙铅锡多元合金； 

  采用气体再化合技术，使用期间无需加水维护； 

  高纯度原材料，确保自放电率极小，平均每月≤2%（25℃）； 

  电池槽采用高强度 ABS(可选用阻燃级 ABS)； 

  适用工作温度范围：-15℃～45℃；推荐使用温度：10℃～30℃； 

  设计寿命：SSP系列 5年，SP系列 10年。 

 

胶体电池特点： 

主要使用特点：与全密封免维护铅酸蓄电池基本相同，但设计寿命更长，耐

低温特性更好，更适用于浅充、放电循环的使用场合。推荐使用。 

产品技术特点： 

密封结构，凝胶电解液，无渗漏； 

放电性能更加稳定，对环境宽容度大大提高； 

12年超长使用寿命； 

使用环境范围广，可在-40℃至 70℃温度范围内使用；  

自放电极小，可存储 2年无需充电立即投入运行； 

深放电循环性能优良； 

容量高，充电接受能力强； 

浮充电流小，电池发热量少，电解液不分层； 

设计简洁，免维护，可任意方位放置； 



 

锂电池特点： 

锂电池在比容量、无记忆效应、长寿命、环保等综合性能远远超过其他二次

电池，锂电池被称为“终极电池”，但为什么在大容量电池领域却没有见到锂电

池的身影呢？关键问题是受到锂电池的安全性问题的制约。尤其在大容量锂电池

的使用中，其安全性更为重要。其大容量锂电池技术还有待完善。不推荐使用。 

 

下面将以光伏发电系统最常用的全密封免维护铅酸蓄电池、胶体电池等来讨论。 

 

(2)蓄电池的基本工作特性： 

①、是一种高效蓄能部件，质量好的其效率一般在 95％左右． 

②、蓄电池能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工作，但其容量随温度变化而有所变化，一

般来讲，在规定的使用温度范围内-30℃至 60℃，其温度-容量变化规律： 

温度↑容量↑温度↓容量↓。为此在蓄电池充电控制中提出“温度补偿”的

概念，即控制电压随温度变化率为-5MV／℃／Cell（单元 2V），这在电源设计非

常重要。在低温场合下，在设计中必须考虑降额使用。 

③蓄电池具有一定的“稳压”性。其端电压主要与自身存贮的电能、充电率、

温度有关，一般工作在 10.8V-14.5V之间。这里应注意，在光伏系统中，它的端

电压与光伏电他的开路电压无直接关系，它将光伏电池的工作电压钳位在蓄电池

的端电压。 

④蓄电池充、放电特性 

 

蓄电池的放电特性： 



 

定性结论：对同一个蓄电池，在不同的放电率下，其放电终了电压不同。放电

率越低，放电终了电压越高；放电率越高，放电终了电压越低。 

 

 

定性结论：蓄电池的放电深度（循环深度）直接影响蓄电池的使用寿命，不同

的放电深度，会有相应的使用寿命。 



定性结论：蓄电池体温不同，其放电的容量不同。温度越高相对容量越大，反

之越小。 

 

蓄电池的充电特性： 

 

定性结论：蓄电池充满的标志是：在一定温度限压充电时，电流趋于最小基本

恒定的值。 

 



蓄电池的其它特性： 

⑴充电的温度特性：蓄电池充电的终了电压随温度的不同而变化，具有负的温

度系数，通常为 -3 — -7 mV/℃/2V，即-18 — -42 mV/℃/12V，一般规定取

值-5 mV/℃/2V，即-30 mV/℃/12V。 

⑵过放电特性：蓄电池过放电，会引起极板硫酸盐化，产生极板钝化，容量减

少，寿命缩短，严重时损坏蓄电池。 

⑵过充电特性：蓄电池过充电，会引起大量水电解，使硫酸比重增加，发生结

晶，极板变形等，寿命缩短，严重时损坏蓄电池。 

 

总的结论： 

蓄电池的工作特性受充放电率（电流）、温度影响，其受限参数有电压、电

流、温度、容量、放电深度，它的工作状态描述是由这些参数综合决定，才能

保证其良好的工作状态及正常的使用寿命。 

    蓄电池的过度消耗导致：成本上升，环境污染，贵重原材料的浪费。 

 

4、负载 

 我们讨论光伏系统中的负载大致分为民用及工业用两大类。民用主要有    

照明灯具、电视、收录机、卫星接收机、广播、电视插转机、冰箱、洗衣机等。

工业用主要有通信电源、铁路讯号电源、各类野外监测站电源、管道阴极保护电

源、水泵系统等等。 

可以说，光伏电源系统己用及到很多民用及工业领域，它所驱动的负载    

种类也在迅速扩大。从供电类型可分为直流系统、交流系统两大类。直流电源系

统主要向直流负载供电。这类系统因在电源至负载间不需加如逆变器等环节而使

供电系统具有较高效率，系统结构简单。如用于直流电动用具、直流灯、通讯电

源等。但这类负载往往在应用中所占比例较小。换言之，绝大多数负载都要求用

交流电源供电，因此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盾，太阳能交流电源系统在今后的应用

中将会起主导作用。各种变流器、逆变器的使用配套也是必然结果。 

 

注意点：所有负载均具有浪涌电流，对驱动电源要能抗较大的冲击 

 

 5、逆变器 

逆变器，从简单的概念来讲，即是一种无源变流装置，它将直流电逆变成我

们所需要的交流电。其实在家用直流电源中的节能灯，就是有一个小型逆变器，

而将直流电变成一种高频并符合灯管工作电压的逆变器。逆变技术的研究目前已



成为一重要学科，它涉及到各个领域，例如，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变频空调、冰

箱等家电，高档电梯用的变频调速装置，工业电机变频调速器等等。尤其在我们

新能源领域，只要用交流电的地方就有变频装置-逆变器。所以我们应了解逆变

技术的基本理论。详情查阅有关资料。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太阳 能光伏发电系统

逆变器的特点及类型。 

 作为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中常见的逆变器即为将直流逆变成 220V 交流    

电，视其波形又分为方波及正弦波逆变器。方波逆变器，设计制作较简单，成本

低，很适合家庭使用，例如，可驱动电子节能灯，彩电等非电感性、小浪涌负载．当

然在一些对电质量要求不高的场合也可应用。正弦波逆变器，设计技术较复杂，

成本高，但供电质量高，例如，具有有低谐波，低干扰，良好的稳压性能等，大

多数工业应用中采用此种逆变器。 

另外，对于一些如电动机类负载，在选用逆变器时，要考虑电机起动时的浪

涌电流的容量，应增大逆变器容量，一般为 3-7倍的负载容量，否则逆变器会常

出现过载、短路保护而不能正常工作。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必须要详细了解用户用电器的电气性能及指标，以选

择好性价比的逆变器。 

 

注意点：所有变流装置由于其具有大电容、变压器等，均具有浪涌电流，对驱

动电源要能抗较大的冲击 

 

6、控制器 

 控制器是光伏电源系统中核心的系统部件之一，对光电池、蓄电池、负载

等系统部件进行管理和监控，是一种具有自动化运行管理的一种特殊的电力电子

装置，是完全满足光电池特性、蓄电池特性、负载特性及组成系统后的智能控

制装置。  

目前国内产品现状： 

目前，光伏/风能发电系统中使用的控制器、控制装置类型很多，如 2 点式

控制器，多路顺序控制器、智能控制器、 大功率跟踪充电控制器等，有国外类

似功能的产品，但价格很高，我国目前使用的大都是简单的仅限于功能型设计的

控制器，首以 ON/OFF 点通断型控制为主，准确度、效率均较低。部分控制器虽

也使用“智能 PWM 控制” ，但不具备具有冗余模糊控制专家系统的优良性能即

不具备高的可靠性、冗余性、稳定性、准确性，不具备优化 SOC控制等等，与国

外控制器比较，具有较大的差距，使其产品不具有高的竞争力， 

作为电子装置来分类有控制器有两大类： 

一是以模拟电路（如运算放大器等电子元件）纯硬件完成的产品，仅能实现



固定电压的单参数通断控制，无法完成各种负载状态下的工作计算、分析、控制，

也就根本无法保证系统的可靠运行。但成本极低，目前仅用于小型草坪灯等底端

的小产品中，在常规的应用中已被淘汰。 

二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智能化控制器，它对这样一个负杂要求的系统的有

效性能准确地完成，当然，必须辅以完善的自动控制技术及软件得以最终实现，

它已成为市场的主流。 

作为智能化控制器，如果自动控制技术及软件不先进、不完善，同样会导致

无法完成各种负载状态下的工作计算、分析、控制，也根本无法保证系统的可靠

运行。这种可靠的产品需要长期的总结和实验、实践，经过若干年的长期验证其

工作性能才符合条件，工作量巨大。也就是说，不是有棵微处理器就实现了智能

化控制器。下面我们讨论有关智能控制器的特性时，就可说明一切。 

前面我们己讲到蓄电池的一些基本特点及性能。作为蓄电池是以充放电循环

使用的。它对充放电率，充、放电深度存在一定的限度。如果充放电率过大会对

蓄电池极易产生机械损伤，而降低蓄电池使用寿命，甚至损坏：当放电深度过深

（一般以 100%来表示），大于 80%的放电量，将会减少蓄电池循环寿命次数，使

蓄电池寿命降低，这一点我们可从有关手册，或厂家提供的性能说明中清楚地看

到。过度的深放电将会产生极板硫酸盐化及钝化，而且很难恢复原有容量，使原

有容量降低，这必须避免； 

 当充电过充（即在蓄电池已达到额定容量后仍保持充电，此时蓄电池内    

的电化学反应产生“听气”现象，即水产生电分解，使电解液比重加大，这会产

生：一是电解液密度高而引起其内阻变大；另外随着电解液浓度恶性增大，极易

出现硫化，结晶等，而使蓄电池寿命缩短。 

鉴于上述原因，必须对蓄电池的充放电状况进行监控，使其工作在理想的范

围内，保证其正常寿命，当然通过计算来合理确定蓄电池的工作状态就非常的重

要。控制器就是来解决最为其中一个问题而设计其功能，另外还得考虑管理光电

池的工作及负载的工作。 

  

完善的高性能智能化控制器至少应包括： 

   1）基于冗余模糊控制专家系统的控制模型，至少引入优化 SOC 

   2）可靠的硬件设计。包括，MCU 主控制电路设计，MCU 外围接口电路设

计，驱动电路设计，人机界面接口设计。  

3）可靠的软件设计。高稳定性、冗余性设计。 

 

 

 



 ⑴理论依据 

A、基于 SOC的控制器 

 

B、基于 SOC及专用的冗余模糊控制专家系统的控制器 

- 10 多年的实践结晶 

该产品的关键技术点是：根据太阳能/风能发电的特性建立的专用的冗余模

糊控制专家系统，通过嵌入式单片机软硬件、高效、高 EMC 性能的专用半桥拓

展电路功率驱动技术设计，实现新产品的开发，关键技术及创新点如下。 

冗余模糊控制专家系统的引入，即优化 SOC(系统循环优化控制)。新产品作

为太阳能/风能发电系统的核心部件，对该产品的可靠性、冗余性、稳定性、准

确性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针对这一要求，我们已开发出一套经过实际验证的、

基于模糊控制专家系统的控制模型， 

其状态参数表达基本式：U= ƒ（ V，I，H，T）， 

其中，V 电压，I 电流，H 容量，T 温度。 

实现以容量、充放电率、温度自适应控制的优化 SOC 控制算法，使应用系

统达到最优的冗余性的同时，自动适应不同的环境和工作条件达到精确控制，实

现高性能、高可靠的产品要求。在这一控制模型基础上，通过选用高性能的 RISC

构架的 ATMEL 单片机软硬件设计来实现。在软件设计中，充分考虑了系统的容

错性能，才能保证系统具有高的稳定性。优化的 SOC 控制模型是其中的核心部

分，它实现了系统准确控制、优化整体系统。 

在专用功率驱动电路设计中，综合了各种功率驱动电路的优点，经过长期实

践创建了一套高效、低 EMC 的专用功率驱动电路。主电路采用了半桥拓扑电路，

实现充电系统控制的低损耗串联式 PWM 硬件电路设计。此拓扑电路结构由于主

电路是共正极性、负极性悬浮的结构，其驱动电路电源和与主控电路接口的设计

是关键。这里使用了专设计的 PV 辅助电源、不共地电平转换电路共同结合半桥

拓展电路得以实现。不但有效地降低系统损耗，同时，方便地实现了系统防反接

保护这一极重要的功能，大大提升系统的可靠性。 

由于太阳能/风能发电的成本很高，这就要求系统在保证正常工作的同时，

应具有最低的功耗，来达到高的系统效率。这里采用了低耗无源吸收串联式 PWM

脉宽调制功率控制电路，较常用的非 PWM 的模式高 3%-6%，并且具有高的电



磁兼容 EMC 性能。为降低损耗，采用了 COOLPOWER MOSFET 功率器件，实

现了低耗功率输出。 

其典型产品的硬件简单示意图： 

 

 

 

 

 

 

 

 

 

 

⑵典型产品与国外先进产品的实际对比及评价 

 

北京汇能精电 EPIP203 型控制器 

与施得凯（STECA）的 SOLARIX 2401 及 TAROM235 等控制器 

性能参数的对比 
 

控制器性能及参数 
施得凯（STECA） 

SOLARIX 2401 

北京汇能精电(EPSOLAR) 

EPIP203 

功能比较 

电压调节 有 有 

PWM充电控制（SOC） 有（25HZ） 有（25HZ） 

提升充电（BOOST） 有 有 

均衡充电(EQUALIZING) 有 有 

浮充电（FLOAT） 有 有 

负载故障自动重恢复上

电 
有 有 

系统电压（12/24）自识

别 
有 有 

温度补偿- 

外置高精度数字传感器 
无 有 

机内温度测量 有（用作温度补偿） 有（用作保护） 

 



过放电压的放电率、温度

自动修正的准确控制 
无 有 

可正/负单点极接地 有 有 

后备电源启动控制 

（系统缺电时投入后备

电源控制） 

无 有 

4个参数显示设置按键 有 有 

RJ45/RS232接口 RJ45 RS232 

数据下载软件 本机无，需另外购买 有，随机赠送 

实时时钟 本机无，需另购配模块 有，本机内置 

历史数据记录 本机无，需另购配模块 有，本机内置 30 天以上数据记录 

本机历史数据、故障记录

查询 
本机无，需另购配模块 有，本机内置 

电气保护 

高压断开（HVD） 有 有 

低压断开（LVD） 有 有 

光电池防反接保护 有 有 

蓄电池防反接保护 有 有 

光电池短路保护 有 有 

蓄电池短路保护 有 有 

超温保护 有 有 

过压保护 有 有 

防雷保护 有 有 

低电磁辐射（EMC） 优 优 

蓄电池开路保护 有 有 

光电池防反电压保护 有 有 

LCD液晶显示 
有，单排字符， 

商用普通工作区 

有，双排字符， 

工业宽温工作区 

LCD中英文显示 仅英文 中、英文可选 

显示所有电压、电流参数 有 有 

显示故障内容 无 有 

参数对比 

系统额定电压 

12/24V，自动识别 
有 有 



最大光电池输入电流 40A 30A 

最大负载电流 10A 30A 

自耗电 

（仅控制电路） 
14mA  14mA 

含其它辅助功能电路 

（LED背光，通讯，数据记

录等辅助电路） 

无辅助电路 30 mA 

浮充电压 13.7V；×2/24V； 13.6V； ×2/24V； 

均衡充电电压 14.7V；×2/24V； 14.8V；×2/24V； 

提升充电电压 14.4V；；×2/24V； 14.4V；；×2/24V； 

过放返回电压 12.6V；×2/24V； 12.6V；×2/24V； 

过放电电压 11.1V；×2/24V； 
11.41V；×2/24V； 

（放电率、温度自动修正） 

工作环境温度 -10℃- +60℃商用级 -35℃- +65℃工业级 

接线端子 16mm2 16mm2 

防护等级 IP22 IP22 

 

 

 

北京汇能精电 EPIP203 型控制器 

与施得凯（STECA）SOLARIX 2401 及 TAROM235 

性能参数的对比结果评价 

 

从技术性能、功能、参数指标对比结果来分析，北京汇能精电 EPIP203 型

控制器具有很强的优势及技术、设计的先进性。先进性主要点的分析如下。 

①从数据处理、管理能力上，EPIP203 本机内置了就提供了完整的通讯、30天的

历史数据记录、故障查询、数据下载等管理功能，为用户提供开放式数据处理、

通讯接口等，无须添加任何其它辅助功能模块，即可方便地实现系统检测、数据

管理、系统工况评价等。尤其对于高可靠的使用环境，要求实时监控、掌握系统

运行状态，随时处理系统预发性故障，以期达到最大的供电保障率。同时，为方

便用户，随机附送 PC 监控软件。这一本机即可实现上述先进的系统管理功能实

用功能，是其它控制器包括施得凯（STECA）SOLARIX 2401等先进的控制器不具

备的。类似施得凯（STECA）SOLARIX 2401等控制器，控制器需要另外添加 DATALOGO

模块，才能实现数据记录和监控，不提供开放式通讯接口，不方便使用。 

②在温度补偿的控制精度上，EPIP203采用了双温度传感器的工业用途的专业设

计。其中机内温度传感器，用作超温保护。另外一支外接传感器，为高精度数字



化外置传感器，作为温度补偿的专用传感器，直接安装在蓄电池上，只有这种方

式，才能满足蓄电池温度的准确采样，也才能做到精确的温度补偿。这一点非常

重要，直接影响到蓄电池的使用及其寿命。 

     同类功率等级的国内外的控制器，均采用了控制器内置温度传感器，无论

其温度传感器精度如何，这种内置传感器设计采样方式，都将存在较大的温度采

样偏差。由于控制器在充放电的工作中，其功率器件及内部控制电路均会产生损

耗，将产生一定的热量，此热量导致机内温度上升，高于环境温度或蓄电池的真

实温度。由此热量导致的温升，仅过各厂家产品的测量，平均温升一般在+5℃至

+20℃，如果是控制器满功率运行，将会超过 20℃的温升。由于全密封免维护铅

酸及胶体蓄电池的温度补偿为-0.03V/℃/12V，可计算出由于机内温升导致的最

小测量误差：-0.15V— -0.6V/12V。由于温度补偿是对所有充电控制参数，如提

升充电电压、均衡充电电压、浮充充电电压均进行补偿，由于机内温升导致的测

量误差、控制误差至少在-0.15V— -0.6V/12V 范围，此误差直接影响蓄电池的

充电及放电控制误差，会导致蓄电池长期充电不足，影响其使用。如果长期充电

不足，蓄电池会产生硫化、结晶等不可恢复性损伤，而影响蓄电池的寿命。在实

际应用中，这种损坏蓄电池的最严重的情况已在这类控制器中发生很多。 

③控制技术的先进性。 

冗余模糊控制专家系统的引入，即优化 SOC(系统循环优化控制)。产品作为

太阳能/风能发电系统的核心部件，对该产品的可靠性、冗余性、稳定性、准确

性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针对这一要求，我们经过长期的开发，并经过实际验证，

创建了一套自主知识产权、基于模糊控制专家系统的控制模型，其状态参数表达

基本式：U= ƒ（ V，I，H，T），其中，V 电压，I 电流，H 容量，T 温度。实

现以容量、充放电率、温度自适应控制的优化 SOC控制算法，使应用系统达到最

优的冗余性的同时，自动适应不同的环境和工作条件达到精确控制，实现其上述

的产品要求。较单纯的 SOC控制更优化、更准确。 

 

④在功率驱动能力上，EPIP203的器件过载能力，相对于同等功率的其它控制器，

其主要指标之一的 PAUSE 电流（耐瞬间脉冲冲击电流）达到 150A 以上，完全保

证了在各种冲击下器件不受损伤，大大提高了功率控制的可靠性。 

⑤EPIP203 实际开发应用情况。该产品历经 8年不断完善升级，完全达到工业化

应用产品的水准，在移动通讯基站、水文监测站、地震监测站等应用中广泛使用。

由于控制技术的完善和优化，得益于本公司科研人员十多年的研究的太阳能电源

控制器专用的冗余模糊控制专家系统,此控制系统经过长期验证。对于同样的免

维护铅酸蓄电池的电源系统，使用该型控制器时蓄电池的寿命已超过 5年，工作

可靠，使用其它类型的控制器时蓄电池的寿命 2-3年。 



⑥作为胶体蓄电池的专用控制器，完全融入我公司专用的冗余模糊控制专家系统,

符合胶体蓄电池高效率、特长寿命、规定的充放电特性等特点，是其运行在最佳

工况。 

⑦PV 充电主电路的区别及重要性。 

A、并联短路式充电控制器 

如图 7.1所示，施得凯（STECA）等公司的控制器充电主电路均采用并联短

路式充电主电路结构，其工作方式是：当蓄电池未充满时，光电池所发的电能全

供蓄电池充电用；当蓄电池充满时，TI 开关基本处于导通状态已并联短路光电

池来限制给蓄电池的充电，当蓄电池完全充满时，光电池所发的电能通过并联短

路开关 T1 形成光电池短路回路，此时光电池所发的全部电能全部消耗在光电池

本身的内阻上，此时光电池的内阻功耗远远大于正常充电时的内阻功耗，光电池

的温度也会快速上升。这种短路产生的内阻功耗，温度上升会导致两方面的不良

结果。 

（1） 由于短路产生的内阻功耗使 PV组件电池晶片单元 CELL、栅线的

温度大幅上升，依据光电池的温度特性，其输出电压、电流都

将随温度变化，尤其工作电压会明显降低，影响 PV 的发电能力。 

（2） 由于 PV 组件的电池晶片单元 CELL 的内阻部位完全一致，在短

路情况下，内阻偏大的电池晶片单元 CELL功耗最大，其发热也

最严重，栅线也将承受较大的电流，国内外已有不少专家做过

此类研究试验，测试 PV 在短路发电时的 PV 组件热谱分析，也

有相关文章发表，表明在此状态下，PV组件部分局布发热过高，

远远高于非短路发电时的温度，如果长期因此发生的局部过热

会导致光电池半导体材料、密封材料、栅线等的局部过快老化、

性能衰减，甚至导致损坏，目前也有类似的报道，因短路工作

方式而损坏 PV的报道。很多专家再进一步研究损坏机理和程度。

为此，很多国家例如印度等国已明确不使用并联短路式充电控

制器，要求使用串联开路式充电控制器。 

 

图 7.1 并联短路式充电电路结构 

 



B、串联开路式充电控制器 

如图 7.2 所示，EPIP203型控制器主电路。

 
     采用串联开路式充电主电路结构，其工作方式是：当蓄电池未充满时，光

电池所发的电能全供蓄电池充电用；光电池充电开关 Q1串联在 PV 充电回路中，

充电时 Q1 导通（PWM 控制）。当蓄电池充满时，Q1 开关处于关断（PWM）状态，

断开光电池来限制给蓄电池的充电；当蓄电池完全充满时，光电池通过串联开关

Q1 断开光电池回路，此时光电池处于开路状态，光电池本身内阻不消耗电能，

避免了发热，从而完全避免了并联短路式充电方式的不安全及导致 PV 性能下降

的因素。这种电路结构已得到很多国家、专家的认可。 

另外，并联短路式充电电路本身还具有较大隐患。就是在蓄电池极性防反

接功能上。由于并联短路式充电的开关 T1，在蓄电池极性反接时，回给蓄电池

形成短路回路，并联短路式充电控制器此状态发生时采用的是烧断保险丝的保护

方式。由于保险丝的烧断速度较慢，此时的短路电流巨大，即使保险丝的烧断保

护了，巨大的短路电流也会伤害 MOSFET 开关功率管。但串联电路结构在蓄电池

反接时不会提供短路回路，也不会烧毁保险丝。在放蓄电池反接功能上串联电路

结构较并联短路式并联式结构具有明显的优点和优势。 

综上所述，并联短路式充电控制器由于其工作原理及缺点在被淘汰，为安

全起见，很多国家一规定不使用此类电路结构的控制器，而大多使用串联充电

结构的控制器。作为项目的安全性考虑，使用串联充电结构的控制器是必要的。 

 

 

 

 

 

 

 

 



7、控制器的选型方法 

① 选型主要依据及主要参数 

首先考虑用途，即将用于何种光伏系统。由于目前光伏发电系统应用领域较

宽，各领域对其系统的供电要求、功能也不尽相同。大概其按以下主要类别选择。 

⑴太阳能路灯系统：具有通常的要求外，还具有光控或定时启动负载，光控或

定时关闭负载 

A、光控+定时：可选择路灯专用系列的 EPRC-XXEC，*EPRC-XXST； 

B、2路输出光控+定时：可选择路灯专用系列的 EPRC-XX2L 

C、黑夜分两个时段光控开+定时关—定时开+光控关 EPRC-XXMT 

D、准确定时（实时时钟定时）开关：可选择路灯专用系列的 *EPIP-XXLT 

⑵小型通用电源系统：12-24V，5-12A  EPHC-XXEC；*EPHC-XXST； 

⑶小型通用电源系统：12-24V，10-20A EPIP20-XX；*EPIP-XXHS 

⑷小型通用电源系统：12-24V，20-30A EPIP40 

⑸中小型通用电源系统：12-48V，40-60A EPIP602-XX 

⑥中小型电源系统（带电源监控通讯接口）：12-48V，40-60A EPIP603-XX 

 

主要参数： 

系统额定工作电压：12V，24V，48V 

光电池阵列的额定工作电流：×1.3（不低于 1.25 ） ，选择电流 1 

负载的额定工作电流：×1.5 （不低于 1.3 ） ，选择电流 2 

    注：选择电流 1 及选择电流 2 中取最大值作为选择值 

对具有大的浪涌负载应考虑大一个规格的设备，是具体情况定 

 

    按照电气设计标准，海拔高度从水平面起，每升高 1000 米设备容量需降额

5%计算。 

 

 

 

 

 

 

 

 

 

 



 

8、光伏系统初级设计 

光伏系统初级设计方法： 

这里我们给出一种快速估计方法，可提供初步的设计结果，详细计算需  参

考有关书籍，一般光伏系统按下列顺序进行设计： 

1,负载计算： 

    (1)负载电压等级：UN 

    直流系统为 12V, 24V...即 12V×.n（n=1．2.） 

    交流系统为 220V, 50HZ或其它。 

    电源电压要求的范围，以百分率表示：η 土％（或以电压值表示） 

    (2）功率计算：（P:瓦） 

    P=U × I    P为耗电功率，U为电压，I为电流 

    (3）瓦时计算(W:瓦时） 

      对于功率动态变化的负载、必须分段计算，时间 t1，功率 P1；

时间 t2 

  功率 P2；--- 

    t工作时间，P为 t时间内的耗电功率。 

 

 

     n 

  W=∑ Pi × ti（n为整数）单位：瓦.时 

     i=1 

    如果有多个负载，需按上式一一计算后，累加即 

 

    n 

    ∑W=W1+W2+---Wi+---+Wn（n=1, 2--负载个数） 

    i=1 

 

（4）负载性质及峰时电流 

负载可分为阻性负载如，白炽灯等；感性负载，如电动机等。我们一般可根据负

载性质估算峰值（或浪涌）电流，以额定功率倍数表示。 

白炽灯；6-15   2-6周波 

电动机：5-8    1-30秒 

电视机：5-8    1-30周波 

 



这对选择控制器、逆变器很重要，选择不当，会造成经常性过载、短路保护拼动

作，使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5）环境参数：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以摄氏度表示：℃ 

海拨高度以米表示：H 

工作环境湿度以相对值表示：ph 

 

2、光伏电池的估算： 

首先要知道以下数据： 

①、峰值日照时数：tR将一天的光照折为在光强为标准化 1KW时的时间。理论

上此值可根据海拨、纬度计算出，这里不讨论，一般取经验值（或以气象资料查

询得出，，新疆地区一般 tR值取；4-5.5之间，一些高海拨等特殊场合还需计算

。 

 

②系统效率（或损耗）：η x 

此值一般在系统设计、安装完后可计算或测出。一般取η =0. 75-0.  

                                                                                                                                

③逆变器效率：η n 

此值一般由逆变器厂商-说明书中提供，一般估算时取值： 

1 KVA以下    0.8-0.85 

1KVA-5 KVA   0.85-0.9 

5KVA以上     0.9-0.95 ) 

 

         n 

光电池功率 PG= ∑W1÷tR÷η x 十η n） 

         i=1 

根据此值及电压等级选择光电组件个数为及串并联方式，若实际的光电池功率

为 PS 

      Ps≥＝PG 

④组件串联数：Npvc=Un/12； 

组件并联数：Npvb=PG/（Npvc×Pe) Pe 为所选组件的功率 

 

光电池参靠价格：40-45元／wp 

    



 3、蓄电池计算： 

首先要以下为据： 

①达到用户要求蓄电池循环寿命的放电深度以百分比表示：nr 

  一般可按以下方法取值 

  车用开口式蓄电池：60-70% 

  全密封蓄电池：70%-80% 

  PV专用深度放中蓄电池：100% 

             

②最长阴雨天：d（天）此值一般可由用户提供，或根据当地气象数据查

询得到。此值选大，系统成本上升，选小，系统供电保障率降低，应综合考虑确

定。在家用电源中一般以 2天。 

③蓄电池环境温度范围。             

④蓄电池效率η ，一般取 0.9 

⑤蓄电池计算容量：Q（安．时） 

     n 

  Q=∑W÷UN÷ nf ÷η  × d（安时） 

    i＝1 

  串联级数（块数）＝ Nc=UN\12 

  设选用单个蓄电池组容量为 Q1 

  蓄电池块数：NZ=[Q/Q1] ×Nc 

  [Q/Q1]靠上限整数去整值，即为并联个数． 

           

(5)修正值 

  如果蓄电池有一定的时间工作在 0℃以下，应考虑修正。因蓄电池在低

温时容量减小，所以我们此时应加一个修正系统 N,根据最低环境温度查手册或

说明书，一般为 1-1.2，在前一项计算中再增加一乘项 N。 

 

  蓄电池参考价格：10元／安时／12V 

 

4、控制器主要参数的计算 

（1)额定充电电流 Ic,设 In为光电池陈列额定电流，此值可由光电池组件说明

书中查得设为 I1。 

    则 I＝In=I*Npvb 

 

(2)额定电压 Ue  



    Ue=Un                                                                                                        

(3）额定放电电流 If 

设负载电流分别为 I1，I2, I3，„，In 

则 If--I1+I2+I3＋„＋In 

这里需说明一点，有些控制器由多路光伏陈列输入及多路使电输出，每一路也

遵循上述计算方法。 

 

5、支架倾角的计算 

在简化计算中，我们一般使支架倾角在一定角度范围来调节。设当地纬度为 C

，那么其调整角度为 C+15°—c-15  

       

6、电线缆的计算： 

电缆为铜导线，根据前一章电流密度的取值 I，导线截面： 

  S=I/R（平方毫米） 

  电缆参考价格：1.6元／m/mm2 

 总线，分支线都可参照此计算，有时为了统一线型，应尽量以小靠大。 

 

光伏系统的具体设计还有很多方法，如采用填表法，计算机模拟计算法等，

详细计算还应涉及很多因素及算法，这里不再探讨。 

下面我们给出一个用户需求登记表，我们可帮助用户了解此表，并准确填写

每一项，这样即可根据以上算法很快估算出系统价格，也为用户确定后准确设计

提供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