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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居民小区配电网技术领域，

具体地公开了一种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

系统，包括至少一个具有发、储电能的路灯主体

和至少一个的充电桩主体，所述路灯主体包括路

灯、为路灯提供电能的蓄电池组以及为蓄电池组

充电的发电组，所述充电桩主体包括充电桩以及

为充电桩供能的第四蓄电池组，所述蓄电池组和

第四蓄电池组并联。本实用新型分布式电源微电

网应用可作为大型小区配电系统固定的设计方

案，具有明显的工程指导效果；各充放设备可达

到大型混合型居住小区多目标协同供配电的效

果；且各电池组均并联在一起，充放电会更平稳、

更均匀，具有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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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包括至少一个的路灯主体以及至少一个的充

电桩主体(4)，其特征在于，所述路灯主体包括路灯、为路灯提供电能的蓄电池组以及为蓄

电池组充电的发电组，所述充电桩主体(4)包括充电桩以及为充电桩供能的第四蓄电池组

(54)，所述蓄电池组和第四蓄电池组(54)并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路灯主体

设为三个，分别为第一路灯主体(1)、第二路灯主体(2)、第三路灯主体(3)；

所述第一路灯主体(1)包括第一光伏组件(11)、第一光伏控制器(12)、第一发电风机

(13)、第一风机控制器(14)、第一蓄电池组(51)、第一逆变器(61)以及第一路灯(15)，其中

能将光能转化成电能的第一光伏组件(11)与第一光伏控制器(12)相连，能将风能转化成电

能的第一发电风机(13)与第一风机控制器(14)相连，第一蓄电池组(51)与能将第一蓄电池

组(51)中直流电转化成交流电的第一逆变器(61)相连，第一逆变器(61)与需要交流电的第

一路灯(15)连接；

所述第二路灯主体(2)包括第二光伏组件(21)、第二光伏控制器(22)、第二发电风机

(23)、第二风机控制器(24)、第二蓄电池组(52)、第二逆变器(62)以及第二路灯(25)，其中

能将光能转化成电能的第二光伏组件(21)与第二光伏控制器(22)相连，能将风能转化成电

能的第二发电风机(23)与第二风机控制器(24)相连，第二蓄电池组(52)与能将第二蓄电池

组(52)中直流电转化成交流电的第二逆变器(62)相连，第二逆变器(62)分别与需要交流电

的第二路灯(25)和第一充电桩(26)连接；

所述第三路灯主体(3)还包括第三蓄电池组(53)、能将第三蓄电池组(53)中直流转化

成交流的第三逆变器(63)以及由第三逆变器(63)提供交流电的第三路灯(31)；

所述充电桩主体(4)包括第四蓄电池组(54)、能将第四蓄电池组(54)中直流转化成交

流的第四逆变器(64)以及由第四逆变器(64)提供交流电的第二充电桩(41)；

其中，所述第一蓄电池组(51)、第二蓄电池组(52)、第三蓄电池组(53)以及第四蓄电池

组(54)互相并联，并联的蓄电池组与带有直流电的第一光伏控制器(12)、第一风机控制器

(14)、第一光伏控制器(12)、第一风机控制器(14)分别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充电

桩(26)为电动汽车充电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充电

桩(26)安装在第二路灯主体(2)上。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路灯

主体(2)紧靠小区地面停车位安装。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路灯

主体(1)和第二路灯主体(2)安装于小区内光照强度大且持续时间长处。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充电

桩(41)为电动单车充电桩。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对应所述充电

桩主体(4)安装处设置有小区电动单车停车棚，所述充电桩主体(4)安装于所述小区电动单

车停车棚内。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路灯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209224981 U

2



主体(1)、第二路灯主体(2)、第三路灯主体(3)以及充电桩主体(4)均可设置为多个。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第

一路灯主体(1)、第二路灯主体(2)、第三路灯主体(3)以及充电桩主体(4)的蓄电池组相互

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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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居民小区配电网技术，特别是涉及一种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

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驱动已成为赋予这个时代最鲜明的发展特征，随着新的电气化概念的演变，

电力使得城市更加具有生命力，人类活动变得更加活跃。因此，城市电力系统研究必须跟上

时代发展的进程，其中又以居住小区为典型对象。小区低压供电系统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开始的普通照明系统应用到后来的电视、风扇等小家电，从冰

箱、洗衣机等大功率电器到楼宇生活用水和消防动力，再从后来的大型空调通风系统到目

前的智能家居系统，可以说目前居住小区已成为城市用电最核心的板块。

[0003] 然而电气化设备种类和功率都在增加的情况下，城市电网陈旧的布局方案难堪重

任，尤其是每天数以万计新增设备使得原来的电力系统调度有些崩溃。从本世纪以来，如何

解决发电中心与负荷中心之间矛盾的关系是大家最为关注的话题，长久以来这个问题都没

有得到有效的缓解。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当前，以大型小区为负荷中心的分布式自建微电网

系统逐渐成为一个长效研究热点，但从已公开的技术方案来看，大家对小区分布式电源微

电网应用还处于摸索试探阶段，大多数方案只停留在理论阶段，真正实用有效的工程案例

并不多见。

[0004] 目前来看，小区以分布式电源组建的微电网系统应用存在以下几项突出的矛盾：

1)分布式电源规模建设与小区场地局限之间的矛盾(建设问题)；2)分布式电源发电总容量

与设备容量之间的矛盾(容量问题)；3)组建的微电网系统与需要电源的设备种类之间的矛

盾(供给对象问题)。将这三方面的矛盾柔和在一起就是目前有待解决的不足之处。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大型居住小

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

[0006] 对于新型大型居住小区模式而言(比如高层与别墅混合小区)，需要考虑怎样充分

利用小区优势因地制宜弥补小区存在的不足。其中，地面车辆(高层区域的电动车和别墅区

域的电动汽车)的充电供给系统接入小区市电配电系统对电网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可以

考虑采用小区自建分布式微电网充电系统。因此，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包括至少为一个的路灯主体以及至少为一

个的充电桩主体，所述路灯主体包括路灯、为路灯提供电能的蓄电池组以及为蓄电池组充

电的发电组，所述充电桩主体包括充电桩以及为充电桩供能的第四蓄电池组，所述蓄电池

组和第四蓄电池组并联。

[0008]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路灯主体设为三个，分别为第一路灯主体、第二路灯主体、第

三路灯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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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第一路灯主体包括第一光伏组件、第一光伏控制器、第一发电风机、第一风机

控制器、第一蓄电池组、第一逆变器以及第一路灯，其中能将光能转化成电能的第一光伏组

件与第一光伏控制器相连，能将风能转化成电能的第一发电风机与第一风机控制器相连，

第一蓄电池组与能将第一蓄电池组中直流电转化成交流电的第一逆变器相连，第一逆变器

与需要交流电的第一路灯连接；

[0010] 所述第二路灯主体包括第二光伏组件、第二光伏控制器、第二发电风机、第二风机

控制器、第二蓄电池组、第二逆变器以及第二路灯，其中能将光能转化成电能的第二光伏组

件与第二光伏控制器相连，能将风能转化成电能的第二发电风机与第二风机控制器相连，

第二蓄电池组与能将第二蓄电池组中直流电转化成交流电的第二逆变器相连，第二逆变器

分别与需要交流电的第二路灯和第一充电桩连接；

[0011] 所述第三路灯主体还包括第三蓄电池组、能将第三蓄电池组中直流转化成交流的

第三逆变器以及由第三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第三路灯；

[0012] 所述充电桩主体包括第四蓄电池组、能将第四蓄电池组中直流转化成交流的第四

逆变器以及由第四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第二充电桩；

[0013] 其中，所述第一蓄电池组、第二蓄电池组、第三蓄电池组以及第四蓄电池组互相并

联，并联的蓄电池组与带有直流电的第一光伏控制器、第一风机控制器、第一光伏控制器、

第一风机控制器分别相连。

[0014]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第一充电桩为电动汽车充电桩。

[0015]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第一充电桩安装在第二路灯主体上。

[0016]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第二路灯主体紧靠小区地面停车位安装。

[0017]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第一路灯主体和第二路灯主体安装于小区内日光照强度大且

持续时间长处。

[0018]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第二充电桩为电动单车充电桩。

[0019] 作为一种优选，对应所述充电桩主体安装处设置有小区电动单车停车棚，所述充

电桩主体安装于所述小区电动单车停车棚内。

[0020]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第一路灯主体、第二路灯主体、第三路灯主体以及充电桩主体

均可设置为多个。

[0021]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多个第一路灯主体(1)、第二路灯主体(2)、第三路灯主体(3)

以及充电桩主体(4)的蓄电池组相互并联。

[0022]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1、本实用新型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充分利用小区空旷的地理优势，

借助路灯主体的高度将太阳能和风能转化为电能，因地制宜形成分布式电源微电网系统给

小区地面路灯和充电桩提供电源，本实用新型分布式电源微电网应用可作为大型小区配电

系统固定的设计方案，本技术方案在实际应用完全可行的基础上实现了小区微电网系统优

化，具有明显的工程指导效果。

[0024] 2、本实用新型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根据小区内部区域特性的不同采

用不同功能的路灯主体，如别墅区域相对空旷，全天都有充足的阳光和风能，可以全部采用

带有光伏组件和风机的路灯主体，从而达到大量储存电能的目的，另外别墅区域地面停车

位可以安装带有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路灯主体，以实现业主充电的便捷性；同样，高层区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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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闭塞且会有不少电动单车，因此可采用仅含有路灯的路灯主体并集中安装电动单车充电

桩提供电源，如此以来，本技术方案即可达到大型混合型居住小区多目标协同供配电的有

益效果。

[0025] 3、本实用新型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采用独立分布式微电网解决路

灯、充电桩的电源问题，有效的减轻了城市居住小区市电调度负担，同时避免了大量大电流

设备启动电流对主电网的冲击，而且可发电量与需供给设备容量基本对等，不会产生过负

载供电造成微电网崩溃，从而本技术方案还具有可持续良性发展的有益效果。

[0026] 4、本实用新型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各电池组均并联在一起，充放电

会更平稳、更均匀，具有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的有益效果。

[0027] 5、本实用新型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基于充分调研大型混合居住小区

区域空间特性建立，即优化整合了小区资源，又方便了小区居民，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

景。

附图说明

[002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

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在所有附图中，类似的

元件或部分一般由类似的附图标记标识。附图中，各元件或部分并不一定按照实际的比例

绘制。

[002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原理框图。

[0030]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实物连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现在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2] 实施例1：

[0033] 如图1所示的一种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包括至少为一个的路灯主体

以及至少为一个的充电桩主体4，所述路灯主体包括路灯、为路灯提供电能的蓄电池组以及

为蓄电池组充电的发电组，所述充电桩主体4包括充电桩以及为充电桩供能的第四蓄电池

组54，所述蓄电池组和第四蓄电池组54并联。

[0034] 本实施例当中所述的系统，可以因地适宜，根据不同的小区地形选择不同数量的

路灯主体和充电桩主体。

[0035] 实施例2：

[0036] 如图1和图2所示的一种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包括至少为一个的路灯

主体以及至少为一个的充电桩主体4，所述路灯主体设为三个，分别为第一路灯主体1、第二

路灯主体2、第三路灯主体3；

[0037] 所述第一路灯主体1包括第一光伏组件11、第一光伏控制器12、第一发电风机13、

第一风机控制器14、第一蓄电池组51、第一逆变器61以及第一路灯15，其中能将光能转化成

电能的第一光伏组件11与第一光伏控制器12相连，能将风能转化成电能的第一发电风机13

与第一风机控制器14相连，第一蓄电池组51与能将第一蓄电池组51中直流电转化成交流电

的第一逆变器61相连，第一逆变器61与需要交流电的第一路灯15连接；第一路灯主体1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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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来源于第一蓄电池组51，而第一蓄电池组51的电能来源主要通过风力和太阳能组件进行

充电，有效地利用自然界的资源。风能和太阳能都是清洁能源，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

[0038] 所述第二路灯主体2包括第二光伏组件21、第二光伏控制器22、第二发电风机23、

第二风机控制器24、第二蓄电池组52、第二逆变器62以及第二路灯25，其中能将光能转化成

电能的第二光伏组件21与第二光伏控制器22相连，能将风能转化成电能的第二发电风机23

与第二风机控制器24相连，第二蓄电池组52与能将第二蓄电池组52中直流电转化成交流电

的第二逆变器62相连，第二逆变器62分别与需要交流电的第二路灯25和第一充电桩6连接；

第二路灯主体2的供能方式与第一路灯主体1相同，在此不作累述；本系统设置有多个路灯，

主要是满足于小区的夜晚照明需求。很容易想到，实际上路灯不仅仅只有两三个，可以是根

据实际需要任意设置，但无论路灯多少，其都可以采用本系统当中对路灯的供能方式(采用

太阳能和风能对蓄电池充电用蓄电池供能)，以减轻主电网供电压力，充分利用清洁能源，

满足国家科学发展的要求。

[0039] 所述第三路灯主体3还包括第三蓄电池组53、能将第三蓄电池组53中直流转化成

交流的第三逆变器63)以及由第三逆变器63)提供交流电的第三路灯31)；本系统还有第三

路灯主体3，第三路灯主体3主要由第三蓄电池组53供电。

[0040] 所述充电桩主体4包括第四蓄电池组54、能将第四蓄电池组54中直流转化成交流

的第四逆变器64以及由第四逆变器64提供交流电的第二充电桩41；

[0041] 其中，所述第一蓄电池组51、第二蓄电池组52、第三蓄电池组53以及第四蓄电池组

54互相并联，并联的蓄电池组与带有直流电的第一光伏控制器12、第一风机控制器14、第一

光伏控制器12、第一风机控制器14分别相连。

[0042] 如上，本系统包括多个路主灯体，在本实施例中，具备三个路灯主体。其中第一路

灯主体和第二路灯主体都含有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装置。上述发电装置可以利用小区当

中的风能和太阳能，通过整流逆变后作为充电桩的电源，，同时可将多余的能量通过整流储

存在蓄电池组中供晚上路灯照明和充电桩充电。。含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路灯主体可安装在

别墅区域相对空旷的马路两边或者地面停车位旁边以满足居民的充电便利性。高层区域空

间相对封闭，风能和太阳能有限，但会有不少电动单车，因此可采用仅含有路灯的路灯主

体，并集中安装电动单车充电桩提供电源，如此以来，由于小区内的蓄电池组都是并联的连

接方式，所以高层区域同样可以使用到别墅区域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储存的电能，进而可达

到大型混合型居住小区多目标协同供配电的效果。另外，在风能和太阳能的电能储能不足

以满足充电及照明需求时，即蓄电池组的储能过少，此时优选方案可以采取将蓄电池组并

联到小区配电网的方式以作为备用电源，即使在日照强度不足和风力不足时，本系统也可

以满足日常的电能供给。

[0043] 还有，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动汽车逐渐普及，电动汽车数量在不断增加，小区车库

的充电桩可能不能满足一个小区的电动车充电需求，故将所述第一充电桩6设置为电动汽

车充电桩。如此，即使不将电动汽车驶入车库内，也可进行充电，同时也可以缓解车库充电

站的充电压力。

[0044] 本系统考虑到夜晚灰暗的情况，将所述第一充电桩6安装在第二路灯主体2上。第

二路灯主体2起到照明的作用，便于车主寻找充电桩充电。并且不需要额外的光照照明就可

以完成接线充电的操作，而且还能起到标识充电桩位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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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在现在我们所生活的小区当中，由于家用车的数量逐渐增加，原有的车库已经不

能满足小区内的户主停车需求，在小区地面都会设置有停车位。为了便捷电动汽车的充电，

将第二路灯主体2和充电桩紧靠小区地面停车位安装。一方面，路灯起到照明帮助户主安全

泊车，避免夜晚泊车刮擦，另一方面，充电桩可用于电动汽车的充电，提高了充电的便捷性。

[0046] 如上提到的，本系统基于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以缓解供电压力。为了最大化地

利用小区内的风能和太阳能，将所述第一路灯主体1和第二路灯主体2安装于小区内日光照

强度大且持续时间长处。

[0047] 为了便于电动单车的充电使用，将所述充电桩主体4设为电动单车充电桩。

[0048] 进一步的，特别的为电动单车的户主考虑，对应所述充电桩主体4安装处设置有小

区电动单车停车棚，所述充电桩主体4安装于所述小区电动单车停车棚内。电动单车停车棚

用于停靠电动单车，将电动单车充电桩设置在电动单车停车棚使得电动单车充电十分方

便，将停、充都设置在一片区域，提高了小区住户的生活便捷性。

[0049] 最后，所述第一路灯主体1、第二路灯主体2、第三路灯主体3以及充电桩主体4为一

组充放电区域，所述充放电区域设置为多个。各组放电区域的蓄电池组相互并联。各电池组

均并联在一起，充放电会更平稳、更均匀，具有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的有益效果。

[0050] 综上，本实用新型大型居住小区微电网充放电系统，基于充分调研大型混合居住

小区区域空间特性建立，即优化整合了小区资源，又方便了小区居民，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

前景。

[0051] 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

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

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

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实用新型各实施例技术方

案的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和说明书的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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