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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太阳能光伏发电能量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将太阳能转换成所需电能的技术，是光伏产业迅速发展的重要标
志。当前，太阳能光伏支架在我国逐渐兴起，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文章介绍了我国太阳能光伏支架安装存
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并探讨了光伏产业的现状和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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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传统能源一直是我们使用的

灵活调整、材质不生锈等，性能优良，节省许多成本。

常规能源，尽管它们曾经一度储量丰富，但并不是取之

目前，我国使用的太阳能光伏支架大多以材质区分，主

不尽、用之不竭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环境问

要材质有混凝土、钢、铝三种。其中，混凝土支架重量

题和能源匮乏成为全球的焦点，因此，必须要开发各种

较大，一般用于野外的大型电站，虽然有很强的稳定

新能源来替代这些日渐枯竭的传统能源。在人们不断的

性，但是对环境的要求较高，常用来与外形巨大的电池

研究下，太阳能、风能等天然能源成为新能源的代表，

板搭配使用。铝合金支架常应用于民用建筑，铝材质轻

它们是可再生能源，也是清洁能源。其中，太阳能是目

巧而美观，并且抗腐蚀，使用寿命较长，但无法应用于

前人们正在逐步扩大利用的能源，不会污染环境，受到

大型光伏电站，而且成本较高。

了许多国家的重视。

相比而言，钢支架的优势更加显而易见，其性能稳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

定、承载力强、耐腐蚀、美观大方、成本较低，而且方

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

便安装，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安装钢结构支架时，厂内

染，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给后人留

生产配件送至现场，方便简洁，根据设计的要求将钢支

下青山绿水，这就是低碳经济。保护环境是每一个人的

架有序安装，速度快、效率高。不过，如果没有完善的

责任，节能降耗势在必行。而新能源的利用，充分发展

生产、安装水平，不了解种类，在安装时会有一定的问

低碳经济，也符合国家关于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

题，钢支架对于生产、施工要求也高，因此成本较高。

太阳能光伏发电能量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充分利用
太阳能进行发电，节能环保，不破坏环境。在

21世纪提

倡环保的今天，太阳能光伏发电毫无疑问成为一种最为
流行的发电系统。其实，早在 100多年前，爱因斯坦就

1.2

解决的方法
我国太阳能光伏支架轻便，便于操作，因此选取的

材质多为钢材质，其中以以下两种钢材质为主：
1.2.1

轻型结构钢。轻型结构钢是一种十分轻便

发现了光电效应，启发了后人利用太阳能进行发电。在

的材质，在安装时，如果采取的是角钢，那么可利用钢

20世纪 50年代，美国科学家又研制出单晶硅太阳能电

的强度进行支架安装，鉴于角钢型号有限，采用小方钢

池，标志着人们正式开始使用太阳能进行发电。

安装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薄壁型钢也是轻型结构钢的一

当能源危机频频袭来时，世界各国都开始了新能源

种，这种钢很薄，是通过冷弯或冷轧制成的异型钢。这

的探索研究之路。太阳能在新能源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

种钢材质虽然轻便，却无法直接与绝大多数电池板直接

分，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之一。将太阳

连接，因此需要利用铝压块、高强螺栓辅助固定，便于

能转换成所需电能的技术，是光伏产业迅速发展的重要

安装。

标志。当前，太阳能发电的重要组成部分太阳能光伏支
架在我国逐渐兴起，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使用。

1 太阳能光伏支架的材质问题和解决方法
1.1

存在的问题
太阳能光伏支架拥有许多优点，如可重复利用、可

1.2.2

普通结构钢。普通结构钢的材料多为成本

较低的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钢，截面种类和加工方式多
种多样。太阳能光伏支架系统对于其截面有着固定要
求。加工焊接型钢时，根据厚度的不同和要求，进行焊
接加工。通过计算不同位置的受力情况，采用不同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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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钢板，方便安装，大大节约材料。
1.3

太阳能支架对钢材性能的要求
太阳能支架对于钢性能要求很高。要求钢材具有强

大的抗拉性，使结构更加安全可靠。另外就是钢材的

外，焊接应用于野外安装时会耗费许多电量，同样会增
加成本。焊接对于材料要求虽然较低，连接效果好，但
工艺略显粗糙，支架不美观，越来越不符合人们的审美
需求。因此，光伏支架已逐渐不适宜采用焊接支架。

屈服点，屈服点越高，截面就越小，越能节省材料和成

槽型钢正在逐渐替代这些焊接支架，用来克服以上

本。具有良好的塑性的钢材质，可以通过变形提醒结构

出现的问题。槽型钢成品支架作为拼装支架的一种，

被破坏，使人们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提高钢材质塑

现场不需要焊接，可直接在现场靠螺栓拼装，安装速度

性，有助于增强整个结构的承载力。

快，美观大方，十分耐用，便于调整，这种支架的生产

良好的韧性有助于结构更加牢固，即使遭遇外力破
坏，也可以以充足的能量维系整个结构，提升结构安全

主要使槽钢之间连接方便、牢固，可方便拆卸。
2.2

太阳能光伏支架底座的连接

系数。尤其是在环境条件恶劣的电站，由于风力较大而

双排立柱式支架的形式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一般

产生的风振效应，能够因钢材质的强大韧性维系结构的

情况下，屋顶太阳能建设可采取混凝土块配重和预埋件

正常运行。此外，钢的抗疲劳性也能够使整个结构更加

的方法，太阳能电站的建设采取地锚法和直埋式。不同

牢固可靠，抵御外力的侵袭。

的方法应用于不同的方面，就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前两

对于钢材质而言，加工性能是否良好也关系到结构

种方法主要是防止屋顶防水层结构被破坏，后两种应用

质量。具备良好加工性能的钢材质，可塑性很高，可以

于整个电站，是为了提高电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从而

加工成结构所需要的各种零部件，而且这些零部件无一

正常运行。

例外，其强度、塑性等性能颇佳。
支架的使用寿命关系到太阳能光伏系统的使用寿

在太阳能电站的建设中，地锚法的安全系数很高，
是建设时常用的方法。不过，采用地锚法会付出很高

命，因此要求支架要具有极佳的耐用性和抗腐蚀性能。

的成本，精心设计和定做，才能使支架的连接部位更加

牵一发而动全身，支架的好坏影响了整个结构，甚至对

牢固。直埋式与地锚法相比更加简便，也不需要特别定

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严重的威胁。

做。不过，进行直埋式方法之前，要进行地理勘测实

对于支架钢材质的选择要以价格和生产工艺为主，
应选择价格便宜、易于生产加工的钢。
1.4

新型太阳能钢结构支架技术性分析

验，确保地质十分适合直埋式。太阳能光伏支架更适合
采取直埋法，这是由于其排布方式受到电池板的制约。
2.3

角钢材质的太阳能支架有许多限制因素，究其原

新型冷弯薄壁型太阳能支架零部件安装
2.3.1

钢结构构件的连接。新型冷弯薄壁型太阳

因，主要是受限于钢材质量，有好有坏，现场安装时还

能支架的材料主要是由各种混合的钢塑料连接而成，一

要进行钻孔，不能确保钢材钻孔后依然如旧，会因钻孔

般情况下，要提前预定和制作。由于这些钢塑料多种多

而受到腐蚀。由此可见，角钢支架迫切需要材料更新，

样，因此使用范围较为广泛，只要符合安装条件即可。

寻求更新的材料替代角钢，确保钻孔后不易受到腐蚀的

确保钢结构构件的连接方式正确，是支架结构设计的

侵袭。其中异形冷弯薄壁型钢是可以大批量工厂生产和

前提。

现场组装的钢材质，具有节省材料、提前进行防腐处

2.3.2

支架与基础连接。新型冷弯薄壁型太阳能

理、提高效率和寿命等优点。异形冷弯薄壁型钢式支架

支架与基础的连接方式一般较为独立，不过在条件较差

成为我国新型太阳能钢结构支架的一种。

的环境下，最好采用条形基础等能够适应较差地质的

工厂预制整体式钢支架的现场安装也较为简单，只

基础。

要根据支架的模块进行现场组装即可，大大提高施工效

2.3.3

支架檩条连接。支架檩条连接有三种方

率，常用于大规模电站中。这种新型太阳能钢结构支架

式：刚接、铰接、半刚接，以铰接最为方便。遭遇风大

对于材料和安装的要求都很高。

等恶劣的环境时，应采取刚接的方式确保支架的梁、柱

2 太阳能光伏支架的安装存在的问题及其解
决方法
2.1

太阳能光伏支架的组件
焊接和拼装是太阳能支架的两种主要连接方式。焊

牢固。半刚接拥有铰接不具备的性能，也弥补了刚接复
杂的施工，大有弥补二者之短的优势。不过施工中一般
不采取半刚接。
2.4

太阳能光伏支架系统的技术难点
太阳能光伏支架对于工艺的要求很高，从材料来

接对于角钢的要求较低，价格较低，连接效果较好，较

看，型钢若要提高质量，就应该以娴熟的镀锌工艺进行

为牢固，应用较为普遍。焊接存在的问题是，连接点很

制造，并满足相关国家标准。由于镀锌工艺要求极高，

容易发生腐蚀，在维护成本上会较高，每隔一年就要进

从镀锌层的厚度到制造方面，均应严格按照标准执行。

行防腐工作，避免支架发生问题，由于维护工作较为麻

如果有一点不符合规定，就可能导致在使用中出现问

烦，而且费用较高，因此，焊接成本是很高的。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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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腐蚀。其中对钢腐蚀影响最大的就是卤素，其腐

对能源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使人们不再过分依赖于不

蚀速度之快、范围之大，会迅速造成支架薄弱，造成严

可再生的能源，促进新能源的研究和发展，维持生态平

重的质量问题。由此可见，制造出高标准的太阳能光伏

衡，保护环境。

支架的前提是应具有高水平的镀锌工艺。
从连接看，型钢的连接方法亦需要巧妙构思和不断
开发。许多人为此进行多年研究，并形成了属于型钢
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连接方法。在连接上，不仅要考虑到
连接件安全性，还要考虑到槽钢各方面的设计如节约钢
材，安装方便，成本降低，调节快捷。简而言之，型钢
的连接方法需要不断挖掘，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科学
发展。
从应用看，如果是双面槽钢，其必然要有很大的承
载力，因此应采用背靠背焊接。利用压力激光焊接和电
焊会起到全然不同的效果，前者可以实现背靠背焊接的
目的，使双面槽钢合二为一，均匀连接，美观大方；而
后者可以实现槽钢连接，但却不能做到完全连接，也可
用方管钢来完成较佳。

4 未来展望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趋势十分乐观，尽管目前处于初
步阶段，但随着启动光伏发电城市和电站的试点的逐步
展开，我国光伏产业将会走向正轨。纵观全球，光伏产
业也正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大力扶持和
技术的不断革新。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光伏市场将会
步入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
我国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 2/3 的国度都会被太
阳照射，具有天然资源优势。据统计，我国每年地表吸
收的太阳能，相当于 2.4 万亿吨标准煤，这样庞大的数
字使得我国太阳能资源优势十分明显。太阳能拥有许多
优势：清洁、可靠、安全、无污染。太阳能技术也在不
断成熟，从而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与其他产业相
比，光伏产业是 21世纪最为耀眼的新兴产业。

3 太阳能光伏发电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如雨后春笋，发展

太阳能是可再生能源，因此是我国重点发展的能源
对象。备受能源短缺困扰的一些国家，迫切需要这样的

迅速，呈现出勃勃生机的发展态势。尽管成绩骄人，

能源来弥补自身不足，我国的光伏产业正是在这样的背

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技术落后、发展不均衡等。比

景下得到迅速发展。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我国光

如，多晶硅原料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很落后，

伏产业的前景将会更为广阔。

而且能源消耗很高，不能满足目前的需求，因为多晶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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