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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一种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

发电系统，其包括太阳电池光伏组件阵列，其包

括多个光伏组件，光伏组件的背面设置有吸热组

件，吸热组件通过管道与蒸汽发生器内的加热管

道相连，蒸汽发生器内产生的蒸汽通过管道与蒸

汽发电机组相连；经过蒸汽发电机组后的热蒸汽

经过冷凝器后通过管道回流到蒸汽发生器内；光

伏组件和蒸汽发电机组产生电能经过逆变器后

直接输至电网。本发明的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

双发电系统，采用平铺在组件背面的吸热芯板吸

收组件的热量，可以充分吸收光伏组件产生的热

量对蒸汽发生器内的水进行加热产生蒸汽用以

发电；同时光伏组件的温度比较平均，可以防止

电池过热、热斑，提高发电效率并能延长光伏组

件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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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双发电系统包括太阳

电池光伏组件阵列，其包括多个光伏组件，所述光伏组件的背面设置有吸热组件，吸热组件

通过管道与蒸汽发生器内的加热管道相连，所述的蒸汽发生器内产生的蒸汽通过管道与蒸

汽发电机组相连；经过蒸汽发电机组后的热蒸汽经过冷凝器后通过管道回流到蒸汽发生器

内；光伏组件和蒸汽发电机组产生电能经过逆变器后直接输至电网；其中，所述的吸热组件

包括与光伏组件的背板贴合的多个吸热芯板，所述的吸热芯板的底部为平板构造，多块平

铺在光伏组件的背板上；上部为圆弧形构造，其内部为圆形中空结构，其内设置有铜管，相

邻的吸热芯板内的铜管相互连通构成蛇形铜管通道，铜管内为热交换介质；所述的吸收芯

板的外侧设有隔热板，吸热芯板以及隔热板的外部设有盖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吸

热芯板的材质为铜铝合金。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隔热板与吸热芯板的上部圆弧形构造的顶部紧密贴合，在隔热板与吸收芯板之间形成多

个密闭的空间。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盖

板的内侧设置有保温层。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保

温层的材质为岩棉；所述的隔热板的材质为PC。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热

交换介质在泵的作用下从进油管进入铜管，在光伏组件背板的吸热组件的作用下加热，加

热后的热交换介质通过出油管进入到蒸汽发生器内的加热管道内，最后再回到铜管中。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泵

为流速可控变量泵。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泵

与双发电系统的总控制柜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相连，通过总控制柜对热交换介质的流速

进行即时的控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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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的光伏光热集成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太阳能光伏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太阳电池组件的光伏光热集

成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出于保护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绿色可再生能源产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和快速发展。利用光生伏特效应进行发电的太阳电池技术备受世人关注。由多片太阳电池

组合而成的光伏组件被大量使用用于建设各种光伏发电系统，或用于作为建筑物幕墙来建

成节能环保型建筑。目前，一般晶硅太阳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平均约为15%左右，其余

80%多的太阳辐射能被电池吸收转化为热能，如果太阳电池组件产生的大量废热不能及时

排放，其光电转换效率会严重下降；而且太阳电池组件如果长期在高温环境下工作，也会使

得光伏电池迅速老化，降低其使用寿命，从而增加光伏发电系统的成本。在一般情况下，除

了比较寒冷的冬季以外，太阳能电池板的表面温度将会达到70～90℃；在高温地区，光伏电

池的温度甚至会超过100℃，因此，组件的散热问题是太阳电池发电系统必须克服的问题，

否则会对太阳能光伏项目的推广造成一定的影响。

[0003] 为了解决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发热问题并充分利用太阳能，目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光伏光热复合系统，将光伏组件的热量利用背面的集热组件收集对水进行加热，提供热水

供工业或用户使用。但是，这种光伏光热系统有非常大的应用局限性，为了充分利用光伏组

件的发电能力，往往大型的光伏电站都修建在比较偏远的地区，比如沙漠地带，远离人居和

工厂，取水不便而且光伏电站产生的热水不能进行充分利用，因此，这种光伏光热系统只适

合设置在人口相对比较密集的小型的离网式光伏电站，不能充分利用光伏电站的发电能

力。

[0004] 太阳能光热发电是指利用大规模阵列抛物镜面或碟形镜面收集太阳热能，通过换

热装置提供蒸汽，结合传统汽轮发电机的工艺，从而达到发电的目的。相比太阳能光伏发电

技术，这种发电装置可以避免昂贵的硅晶光电转换组件，降低发电的成本；而且，这种形式

的太阳能利用还有一个相比光伏发电不可比拟的优势，即光热太阳能所烧热的水可以储存

在巨大的容器中，在太阳落山后几个小时仍然能够带动汽轮发电。但是，这种专门的太阳能

光热发电装置需要较大空间来布局抛物镜面或碟形镜面来收集光热，投入成本较大。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光伏发电系统中光伏组件的散热需求以及为了充分利用太阳能，本发明的目

的是提供一种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其可以最大程度的吸收光伏组件产生的

热量并保证组件的温度均匀性而且可以进行光热发电，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可以同时向电

网进行输电，最大限度的利用太阳能。

[0006] 为达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的一种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包括太阳

电池光伏组件阵列，其包括多个光伏组件，所述光伏组件的背面设置有吸热组件，吸热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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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管道与蒸汽发生器内的加热管道相连，所述的蒸汽发生器内产生的蒸汽通过管道与蒸

汽发电机组相连；经过蒸汽发电机组后的热蒸汽经过冷凝器后通过管道回流到蒸汽发生器

内；光伏组件和蒸汽发电机组产生电能经过逆变器后直接输至电网；其中，所述的吸热组件

包括与光伏组件的背板贴合的多个吸热芯板，所述的吸热芯板的底部为平板构造，多块平

铺在光伏组件的背板上；上部为圆弧形构造，其内部为圆形中空结构，其内设置有铜管，相

邻的吸热芯板内的铜管相互连通构成蛇形铜管通道，铜管内为热交换介质；所述的吸收芯

板的外侧设有隔热板，吸热芯板以及隔热板的外部设有盖板。

[0007] 优选的，所述的吸热芯板的材质为铜铝合金。

[0008] 再优选的，所述的隔热板与吸热芯板的上部圆弧形构造的顶部紧密贴合，在隔热

板与吸收芯板之间形成多个密闭的空间。

[0009] 再优选的，所述的盖板的内侧设置有保温层。

[0010] 再优选的，所述的保温层的材质为岩棉；所述的隔热板的材质为PC。

[0011] 再优选的，所述的热交换介质在泵的作用下从进油管进入铜管，在光伏组件背板

的吸热组件的作用下加热，加热后的热交换介质通过出油管进入到蒸汽发生器内的加热管

道内，最后再回到铜管中。

[0012] 再优选的，所述的泵为流速可控变量泵。

[0013] 再优选的，所述的泵与所述的双发电系统的总控制柜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相

连，通过总控制柜对热交换介质的流速进行即时的控制调整。

[0014] 本发明的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采用平铺在组件背面的吸热芯板吸

收组件的热量，对加热芯板内部的铜管内的热交换介质进行加热，如此可以高效的对光伏

组件的热量进行吸收并利用其对蒸汽发生器内的水进行加热形成蒸汽进而供给发电机组

进行发电；热交换介质的流速可根据工作环境即时调整，光伏组件上电池的温度可以控制

在45℃以下，发电平均效率相对提高30%左右；整个组件的温度比较平均，可以防止电池过

热、热斑，延长电池板的寿命。

附图说明

[0015] 通过下面结合附图的详细描述，本发明前述的和其他的目的、特征和优点将变得

显而易见。其中：

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2所示为图1的双发电系统的光伏组件及吸热组件的剖面结构组成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结合附图本发明的高效的光伏光热集成系统的结构特点及优点详述如下。

[0017] 参照图1及图2所示的本发明的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所述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包括太阳电池光伏组件阵列100，其包括多个光伏组件

10，所述光伏组件10的背面设置有吸热组件，吸热组件通过管道与蒸汽发生器200内的加热

管道210相连，所述的蒸汽发生器200内产生的蒸汽通过管道与蒸汽发电机组300相连；经过

蒸汽发电机组300后的热蒸汽经过冷凝器320后通过管道回流到蒸汽发生器200内；光伏组

件10和蒸汽发电机组300产生电能经过逆变器后直接输至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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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参照图2所示的本发明的双发电系统的光伏组件和吸热组件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吸热组件设置与光伏组件10的背面，所述的吸热组件包括与光伏组件的背板贴合的多个吸

热芯板20，所述的吸热芯板20的底部为平板构造，多块平铺在光伏组件的背板上；上部为圆

弧形构造，其内部为圆形中空结构，其内设置有铜管30，相邻的吸热芯板20内的铜管相互连

通构成蛇形铜管通道，铜管30内为热交换介质；所述的吸热芯板20的材质优选的选用铜铝

合金，既可以保证具有优异的吸热能力，又具有一定的强度，便于工业加工；所述的吸收芯

板20的外部设有隔热板40，所述的隔热板40与吸热芯板20的上部圆弧形构造的顶部紧密贴

合，以在隔热板40与吸收芯板20之间形成多个密闭的空间34，可以有效抑制空气对流从而

减小吸热芯板表面的热损；吸热芯板20以及隔热板30的外部设有盖板50，将吸热芯板20以

及隔热板30固定并对其内部的部件进行保护，一方面可以进一步避免热损，利益方面可以

避免恶劣天气影响到部件的使用寿命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的盖板50的内侧设置

有保温层52，所述的保温层可以选用岩棉；；所述的隔热板为PC（聚碳酸酯）材质的隔热板。

[0019] 在目前的应用中，用在光伏组件背面的集热装置一般都是用U型圆管进行集热，这

种U型圆管的热交换方式存在明显的缺陷：圆管与光伏组件背面接触的接触面比较小，热交

换效果不是很好，不能充分吸收组件产生的热量；另外，由于U型管的结构特点，会导致组件

的温度不均匀，与U型管接触的地方温度低，没有接触的地方温度高，这种温度的不均匀，不

仅会影响组件的发电、集热效率，还会形成局部热斑，特别是U型管设置的数量比较少时，电

池的温度不均性更大，组件的发电效率更低且严重影响组件的使用寿命。本发明的吸热芯

板的底部为薄板状，一方面，可以平铺在光伏组件的背面，避免光伏组件局部高热，保证整

个光伏组件的温度的均匀性；另一方面，增大了与光伏组件背板的接触面积，提高热量吸收

的效率。

[0020] 继续参照图1，相邻吸热芯板20中的相互连通的铜管30中的热交换介质，比如为

油，在泵120的作用下从进油管进入铜管，在光伏组件背板的吸热组件的作用下加热，加热

后的热交换介质通过出油管36进入到蒸汽发生器200内的加热管道210内，对蒸汽发生器

200内的水进行加热产生蒸汽，蒸汽通过管道输送到蒸汽发电机组300进行发电，所述的蒸

汽发电机组300为现有的蒸汽发电机组，本发明对其型号、规格等不做限定；经过蒸汽发电

机组300后的热蒸汽经过冷凝器320后通过管道回流到蒸汽发生器200内进行循环使用。

[0021]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的泵120为流速可控变量泵，可以根据气候的不同改

变管道中加热油的流速，比如，在天气比较炎热时，如果热交换介质的流速太慢，不利于光

伏组件的及时散热；而在天气比较寒冷时，如果热交换介质的流速太快，加热油来不及充分

加热升温，又会使集热器中加热的蒸汽达不到使用需求；因此，通过控制管道中的加热油的

流速，可以兼顾光伏组件的散热以及蒸汽发电机组300所需的蒸汽要求。

[0022] 在一更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的泵120与本发明的双发电系统的总控制柜（未图

示）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相连，可以通过总控制柜对热交换介质的流速进行即时的控制

调整。

[0023] 本发明的高效的光伏及热电集成双发电系统，采用平铺在组件背面的吸热芯板吸

收组件的热量，对加热芯板内部的铜管内的热交换介质进行加热，如此可以高效的对光伏

组件的热量进行吸收并利用其对蒸汽发生器内的水进行加热形成蒸汽进而供给发电机组

进行发电；热交换介质的流速可根据工作环境即时调整，光伏组件上电池的温度可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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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5℃以下，发电平均效率相对提高30%左右；整个组件的温度比较平均，可以防止电池过

热、热斑，延长电池板的寿命。

[0024] 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所述的实施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即公

开范围内，仍可作一些修正或改变，故本发明的权利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限定的范围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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