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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

伏屋顶系统，包括光伏组件板、与光伏组件板插

接的组件板边框和双层防水机构，相邻光伏组件

板之间通过一连接件连接，所述双层防水机构底

部架设有用于与屋面结构主体连接的支座，双层

防水机构、连接件和支座依次叠设在一起，并通

过一连接杆一体式连接；所述光伏屋顶系统还包

括电气系统。导水槽与原结构采用支座螺栓连

接，能有效阻止整体失稳，保证光伏系统结构与

原房屋结构连接稳固，提高整体性承载能力；光

伏屋顶通过挡水钢板嵌入屋顶，既可以在原有屋

顶上安装，也可以单独作为屋顶使用，同时满足

不同情况下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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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光伏组件板（2）、与光伏组件

板（2）插接的组件板边框（8）和双层防水机构，相邻光伏组件板（2）之间通过一连接件（3）连

接，所述双层防水机构底部架设有用于与屋面结构主体连接的支座（6），双层防水机构、连

接件（3）和支座（6）依次叠设在一起，并通过一连接杆（9）一体式连接；所述光伏屋顶系统还

包括电气系统；所述光伏屋顶底部边缘与建筑屋面相交处设有用于嵌入建筑屋面的挡水钢

板（12），所述挡水钢板（12）两端各设有端嵌入凸起（13），一端嵌入凸起（13）嵌入支座（6）内

部，另一端嵌入凸起（13）通至原屋面可排水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双层防水

机构包括压条（1）、止水胶垫（4）和由合金制成的导水槽，所述压条（1）盖设在两相邻的组件

板边框（8）上，导水槽位于连接件（3）下部，止水胶垫（4）位于连接件（3）和导水槽之间，并与

连接件（3）粘贴连接；所述支座（6）支撑在导水槽下部，与导水槽连接面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导水槽包

括主导水槽（5）和次导水槽（7），所述主导水槽（5）截面成阶梯状的梯形结构，中部设有支撑

槽（10）；所述支座（6）成等腰梯形结构，支座（6）的顶部插设在所述支撑槽（10）内与主导水

槽固定连接；所述次导水槽（7）通过组件板边框（8）压紧架设在主导水槽（5）上，且与主导水

槽（5）方向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连接件

（3）为截面呈U型的构件，且截面宽度与两相邻光伏组件板（2）的距离相等，相邻光伏组件板

（2）通过组件板边框（8）的连接面与连接件（3）侧面紧贴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支座（6）

底部设有与屋面贴合连接的连接脚（11），所述连接脚（11）上设有用于与屋面结构主体连接

的螺栓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光伏屋顶

侧面设有侧挡水钢板（17），所述侧挡水钢板（17）通过由镀锌钢制成的自攻螺丝（18）与压条

（1）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其特征是，与所述自攻螺

丝（18）配套设有防水帽、乙丙胶垫和压盖。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支座（6）

和支撑槽（10）接触面设有橡胶垫，各螺栓连接处设有使各螺栓均处于密封状态的密封胶。

9.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其特征是，所

述电气系统包括横向布置的电池组件、设置于屋面的组串逆变器、设置于屋面的光伏交流

汇流箱和光伏并网计量柜，每块组件背部设有接线盒，所述接线盒之间通过光伏电缆相互

电连接形成串联组串，所述组串通过电缆汇线槽连接至组串逆变器直流侧，组串逆变器交

流侧出线引至光伏交流汇流箱；光伏交流汇流箱输出引下至配电间内的光伏并网计量柜。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618683 U

2



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具有建筑材料功能的光伏组件，尤其是涉及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

光伏屋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人类使用的各类建筑物都可能成为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最接近的地方，各种住

宅、厂房和其他建筑的向阳受光的屋面均可以成为光伏发电的承载体。可惜的是大量的建

筑物的屋顶空间并没有发挥光伏发电载体的作用。充分利用屋顶的面积是一种能在很大程

度上降低建筑能耗、解决建筑节能问题的有效方法，使得建筑物的屋顶成为一座座光伏电

站。

[0003] 目前，我国的太阳能产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应当看到，对于经济活跃地区的东

部沿海经济带，城市化后能源短缺，建筑积聚，土地少，不利于发展大型地面光伏电站，但却

十分适合发展光伏建筑一体化。虽然单个建筑一体化项目规模小，但是滴水汇海，和对电力

短缺的就地补充，而且解决了长距离传输对光伏电站损耗的困扰。

[0004] 国内光伏应用经过多年发展后，不管是产业发展导向，还是实际政策效应，由近年

开始已逐步从大型地面电站应用向分布式发电模式过渡，基于建筑的分布式发电进入黄金

十年发展周期。建筑一体化发电模式，将以其“低空间成本、低输变电成本、低综合安装成

本”的优点和以下特点，成为我国太阳能应用的重点发展方向。工业厂房的附加型（BAPV）应

用，由于同建筑结合度不高，将逐渐淘汰。大量工业厂房屋顶都采用彩钢结构而非混凝土结

构，这使得屋顶的承重和使用年限方面都风险很大。众所周知，彩钢结构的屋顶使用寿命至

多只有15年（从光伏项目建设开始已不足15年），而光伏发电签订的协议却是25年，两者完

全不匹配。

[0005] 采用结构防水方案设计光伏屋面系统，结构防水可以达到与建筑的高度结合，对

新建工业厂房的企业业主来说，就不需要彩钢瓦了，直接安装建筑一体化光伏屋顶系统代

替彩钢瓦，还节省了彩钢瓦的投资建设费用；而对于那些彩钢瓦寿命到了需要更换的工业

厂房屋顶，则不需要改变厂房原有结构设计，不需要额外增加屋顶承载，直接用建筑一体化

光伏屋顶系统予以替换嵌入原屋面，与原建筑厂房高度结合，使其成为技术、艺术和功能的

综合体，提供美观实用的光伏系统产品，进一步提高建筑的品味。

[0006] 例如，在中国专利上公开的一种散热型双层防水结构的BIPV光伏屋顶，其公开号

为CN205577274U，包括太阳能光伏组件、主水槽、次水槽、减震压块、组件压块、接地刺片、减

震垫、防水盖、散热室和通风窗，所述的主水槽纵向通过组件压块和减震压块在太阳能光伏

组件两侧进行固定，主水槽两侧的支撑座通过自攻螺丝固定在屋顶的檩条上，次水槽与主

水槽方向垂直搭接在主水槽上，次水槽上设有咬合结构，次水槽通过咬合结构与太阳能光

伏组件进行固定，防水盖扣在组件压块上，太阳能光伏组件下方热量，可通过防水盖与太阳

能光伏组件之间的间隙散发，太阳能光伏组件下方为散热室，散热室上设有通风窗。

[0007] 然而现有技术中，嵌入式光伏屋面技术采用铝型材单层导水槽作为防水系统，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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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强度低、排水截面小、截面尺寸特异通用性差，采用光伏瓦或搭接式防水组件，此类组

件非常规尺寸需提供定制需求，替换维护难成本高。而使用钢材作为主导水槽时，目前薄壁

钢材还无法经济有效的制作出放置紧固件的异形型腔，市场上常规的做法是从导水槽上表

面穿自攻钉来做组件和导水槽的固定，这种固定方式导致被紧固构件受力面和紧固基材存

在间距，在自重作用下会产生侧向滑移，整体失稳。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光伏屋面采用铝型材单层导水槽作为防水系

统强度低、通用性差和成本高的问题，或者使用钢材作为主导水槽时存在整体失稳风险的

问题，提供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采用连接件将光伏屋顶的各组件和导水槽

连接面紧贴固定，避免了使用钢构件型材时常规紧固方式存在的失稳风险，同时解决了维

护成本高的问题。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0] 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包括光伏组件板、与光伏组件板插接的组件

板边框和双层防水机构，相邻光伏组件板之间通过一连接件连接，所述双层防水机构底部

架设有用于与屋面结构主体连接的支座，双层防水机构、连接件和支座依次叠设在一起，并

通过一连接杆一体式连接；所述光伏屋顶系统还包括电气系统。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双层防水机构包括压条、止水胶垫和由合金制成的导水槽，所述压

条盖设在两相邻的组件板边框上，导水槽位于连接件下部，止水胶垫位于连接件和导水槽

之间，并与连接件粘贴连接；所述支座支撑在导水槽下部，与导水槽连接面固定连接。在组

件板边框外侧采用铝合金压条遮盖，防止雨水进入组件和光伏屋顶系统内部，并保持组件

之间的整体稳定性，缝隙漏水再通过导水槽排除，压条与导水槽共同构成双层防水系统，从

而保护光伏屋顶不受雨水侵蚀损坏。此外，压条还起到压固连接件的作用，压条、连接件、止

水胶垫、主导水槽和支座依次形成叠层结构，通过螺栓一并紧固连接在一起，连接件通过压

条与螺栓的双重紧固，即使屋面作为围护结构易产生冷热缩涨与受力产生挠度，也不会产

生光伏系统面层光伏组件之间产生缝隙或发生位移等破坏。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导水槽包括主导水槽和次导水槽，所述主导水槽截面成阶梯状的

梯形结构，中部设有支撑槽；所述支座成等腰梯形结构，支座的顶部插设在所述支撑槽内与

主导水槽固定连接；所述次导水槽通过组件板边框压紧架设在主导水槽上，且与主导水槽

方向垂直。

[0013] 作为优选，所述连接件为截面呈U型的构件，且截面宽度与两相邻光伏组件板的距

离相等，相邻光伏组件板通过组件板边框的连接面与连接件侧面紧贴连接。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支座底部设有与屋面贴合连接的连接脚，所述连接脚上设有用于

与屋面结构主体连接的螺栓孔。通过螺栓将支座固定在屋面上。

[0015] 作为优选，所述光伏屋顶底部边缘与建筑屋面相交处设有用于嵌入建筑屋面的挡

水钢板，所述挡水钢板两端各设有嵌入凸起，一端嵌入凸起嵌入支座内部，另一端嵌入凸起

通至原屋面可排水区域。挡水钢板一端内衬于光伏系统主排水导水槽底部，另一端通至原

屋面可排水区域，保证防水范围从光伏区域到原建筑的无缝连接。把现有建筑改造成为光

伏建筑一体化的建筑时，因为现有建筑屋面原本设计时未考虑做光伏设计，无法和光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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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结合成一整体屋面，就需要部分过渡结构来完成这个结合，挡水钢板可作为过渡结构将

光伏屋顶系统嵌入到现有建筑屋面。如屋面防水寿命已经到达极限，需要维护翻新时，就只

需要把光伏系统嵌入到原建筑直接作为屋顶使用，原屋面就可以避免维护翻新费用，节约

成本。本实用新型的光伏屋顶通过挡水钢板嵌入屋顶，既可以在原有屋顶上安装，也可以单

独作为屋顶使用，同时满足不同情况下的使用需求。

[0016] 作为优选，所述光伏屋顶侧面设有侧挡水钢板，所述侧挡水钢板通过由镀锌钢制

成的自攻螺丝与压条固定连接。

[0017] 作为优选，与所述自攻螺丝配套设有防水帽、乙丙胶垫和压盖。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支座和支撑槽接触面设有橡胶垫，各螺栓连接处设有使各螺栓均

处于密封状态的密封胶。

[0019] 作为优选，所述电气系统包括横向布置的电池组件、设置于屋面的组串逆变器、设

置于屋面的光伏交流汇流箱和光伏并网计量柜，每块组件背部设有接线盒，所述接线盒之

间通过光伏电缆相互电连接形成串联组串，所述组串通过电缆汇线槽连接至组串逆变器直

流侧，组串逆变器交流侧出线引至光伏交流汇流箱；光伏交流汇流箱输出引下至配电间内

的光伏并网计量柜。组件的横向布置，每块组件背部的接线盒之间直接用自带的光伏电缆

相互连接，具体地，组件B的“+”极与相邻组件C的“-”极采用MC4插接头插接，组件B的“-”极

与相邻组件A的“+”极采用MC4插接头插接;按此原则各组件相互连接组成组串；一定数量的

组件组成一串，如多晶275Wp组件采用20~24块组件组成一串，多晶315组件采用18~20块组

件组成一串等，组串通过电缆汇线槽连接至屋面设置的一级汇流光伏汇流箱，然后引下配

电间内的光伏逆变器；光伏并网逆变器输出低压0.4Kv，并入用户侧低压配电母排，采用接

入备用开关或者新增开关柜并入低压母排的方式并网，光伏并网逆变器输出低压通过升压

变压器升压到10Kv或35KV，通过光伏中压汇集站后，并入用户侧中压配电母排，采用接入备

用开关或者新增开关柜并入中压母排的方式并网，或者组串通过电缆汇线槽连接至屋面设

置的组串逆变器直流侧，组串逆变器交流侧出线引至屋面设置的光伏交流汇流箱；光伏交

流汇流箱输出引下至配电间内的光伏并网计量柜。

[0020] 本实用新型导水槽采用高强度钢材结构，排水截面大满足全国范围所有地区降雨

排水需求，截面尺寸常规薄壁卷边型材加工设备即可制作，维护成本低，使用寿命满足25

年，与非光伏屋面为结构嵌入连接完全防水覆盖，连接可靠，导水槽与原结构采用支座固定

连接，能有效阻止整体失稳。铝型材作为主导水槽时，可以通过任意的异形型腔来作为紧固

件放置区，满足组件安装及导水槽的固定而不影响倒水功能。而使用钢材作为主导水槽时，

目前薄壁钢材还无法经济有效的制作出放置紧固件的异形型腔，市场上常规的做法是从导

水槽上表面穿自攻钉来做组件和导水槽的固定，这种固定方式存在被紧固构件受力面和紧

固基材存在间距，结构存在失稳风险，同时因为空间间隙太大漏水风险也大大增加，本实用

新型则采用普通连接件，常规尺寸，将光伏组件板和导水槽连接面紧贴固定，支座和导水槽

连接面紧贴连接，避免了使用钢构件型材时常规紧固方式存在的问题，并且钢结构型材导

水糟作为防水系统的同时，还具有作为维护结构承担屋面荷载的功能。

[0021] 因此，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导水槽与原结构采用支座螺栓连接，能

有效阻止整体失稳，保证光伏系统结构与原房屋结构连接稳固，提高整体性承载能力；（2）

组件使用压条压固同时有固定件螺丝链接，双重固定，即使屋面作为围护结构易产生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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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涨与受力产生挠度，也不会产生光伏系统面层光伏组件之间产生缝隙或发生位移等破

坏；（3）光伏屋顶通过挡水钢板嵌入屋顶，既可以在原有屋顶上安装，也可以单独作为屋顶

使用，同时满足不同情况下的使用需求。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A-A面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B-B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实用新型第一种低压并网示意图。

[0026] 图5是本实用新型第二种低压并网示意图。

[0027] 图6是本实用新型第一种中压并网示意图。

[0028] 图7是本实用新型第二种中压并网示意图。

[0029] 图中：1、压条  2、光伏组件板  3、连接件  4、止水胶垫  5、主导水槽  6、支座  7、次导

水槽  8、组件板边框  9、连接杆  10、支撑槽  11、连接脚  12、底部挡水钢板  13、嵌入凸起 

14、踏板  15、原建筑屋面  16、水箸板  17、侧挡水钢板  18、自攻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描述。

[0031] 实施例1：

[0032]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的实施例中，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包括光伏

组件板2、与光伏组件板插接的组件板边框8和双层防水机构，相邻光伏组件板之间通过一

连接件3连接，所述双层防水机构底部架设有用于与屋面结构主体连接的支座6，双层防水

机构、连接件和支座依次叠设在一起，并通过一连接杆9一体式连接；所述连接件为截面呈U

型的构件，且截面宽度与两相邻光伏组件板的距离相等，相邻光伏组件板通过组件板边框

的连接面与连接件侧面紧贴连接；所述双层防水机构包括压条1、止水胶垫4和由合金制成

的导水槽，压条盖设在两相邻的组件板边框上，导水槽位于连接件下部，止水胶垫位于连接

件和导水槽之间，并与连接件粘贴连接，支座支撑在导水槽下部，与导水槽连接面固定连

接；所述导水槽包括主导水槽5和次导水槽7，所述主导水槽截面成阶梯状的梯形结构，中部

设有支撑槽10；所述支座成等腰梯形结构，支座的顶部插设在所述支撑槽内与主导水槽固

定连接，所述次导水槽通过组件板边框压紧架设在主导水槽上，且与主导水槽方向垂直；所

述支座底部设有与屋面贴合连接的连接脚11，所述连接脚上设有用于与屋面结构主体连接

的螺栓孔。

[0033] 在组件板边框外侧采用铝合金压条遮盖，防止雨水进入组件和光伏屋顶系统内

部，并保持组件之间的整体稳定性，缝隙漏水再通过导水槽排除，压条与导水槽共同构成双

层防水系统，从而保护光伏屋顶不受雨水侵蚀损坏。此外，压条还起到压固连接件的作用，

压条、连接件、止水胶垫、主导水槽和支座依次形成叠层结构，通过螺栓一并紧固连接在一

起，连接件通过压条与螺栓的双重紧固，即使屋面作为围护结构易产生冷热缩涨与受力产

生挠度，也不会产生光伏系统面层光伏组件之间产生缝隙或发生位移等破坏。本实用新型

导水槽采用高强度钢材结构，排水截面大满足全国范围所有地区降雨排水需求，截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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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薄壁卷边型材加工设备即可制作，维护成本低，使用寿命满足25年，与非光伏屋面为结

构嵌入连接完全防水覆盖，连接可靠，导水槽与原结构采用支座固定连接，能有效阻止整体

失稳。铝型材作为主导水槽时，可以通过任意的异形型腔来作为紧固件放置区，满足组件安

装及导水槽的固定而不影响倒水功能。而使用钢材作为主导水槽时，目前薄壁钢材还无法

经济有效的制作出放置紧固件的异形型腔，市场上常规的做法是从导水槽上表面穿自攻钉

来做组件和导水槽的固定，这种固定方式存在被紧固构件受力面和紧固基材存在间距，结

构存在失稳风险，同时因为空间间隙太大漏水风险也大大增加，本实用新型则采用普通连

接件，常规尺寸，将光伏组件板和导水槽连接面紧贴固定，支座和导水槽连接面紧贴连接，

避免了使用钢构件型材时常规紧固方式存在的问题，并且钢结构型材导水糟作为防水系统

的同时，还具有作为维护结构承担屋面荷载的功能。

[0034] 光伏屋顶底部边缘与建筑屋面相交处设有用于嵌入建筑屋面的挡水钢板12，所述

挡水钢板两端各设有嵌入凸起13，一端嵌入凸起嵌入支座内部，另一端嵌入凸起通至原屋

面可排水区域。挡水钢板一端内衬于光伏系统主排水导水槽底部，另一端通至原屋面可排

水区域，保证防水范围从光伏区域到原建筑的无缝连接。把现有建筑改造成为光伏建筑一

体化的建筑时，因为现有建筑屋面原本设计时未考虑做光伏设计，无法和光伏系统结合成

一整体屋面，就需要部分过渡结构来完成这个结合，挡水钢板可作为过渡结构将光伏屋顶

系统嵌入到现有建筑屋面。如屋面防水寿命已经到达极限，需要维护翻新时，就只需要把光

伏系统嵌入到原建筑直接作为屋顶使用，原屋面就可以避免维护翻新费用，节约成本。本实

用新型的光伏屋顶通过挡水钢板嵌入屋顶，既可以在原有屋顶上安装，也可以单独作为屋

顶使用，同时满足不同情况下的使用需求。

[0035] 各螺栓连接处设有使各螺栓均处于密封状态的密封胶。

[0036] 如附图4至附图7所示，所述电气系统包括横向布置的电池组件、设置于屋面的一

级汇流光伏汇流箱、并网逆变器和光伏中压汇集站，每块组件背部设有接线盒，所述接线盒

之间通过光伏电缆相互电连接形成串联组串，所述组串连接至所述一级汇流光伏汇流箱，

然后引下配电间内的并网逆变器，并网逆变器输出电压通过光伏中压汇集站后，并入用户

侧中压配电母排，采用接入备用开关或者新增开关柜并入中压母排的方式并网。组件的横

向布置，每块组件背部的接线盒之间直接用自带的光伏电缆相互连接，具体地，组件B的“+”

极与相邻组件C的“-”极采用MC4插接头插接，组件B的“-”极与相邻组件A的“+”极采用MC4插

接头插接；按此原则多晶275Wp组件采用20块组件组成一串，多晶315组件采用18块组件组

成一串，组串通过电缆汇线槽连接至屋面设置的一级汇流光伏汇流箱，然后引下配电间内

的光伏逆变器；光伏并网逆变器输出低压0.4Kv，并入用户侧低压配电母排，采用接入备用

开关或者新增开关柜并入低压母排的方式并网，光伏并网逆变器输出低压通过升压变压器

升压到10KV，通过光伏中压汇集站后，并入用户侧中压配电母排，采用接入备用开关或者新

增开关柜并入中压母排的方式并网，或者组串通过电缆汇线槽连接至屋面设置的组串逆变

器直流侧，组串逆变器交流侧出线引至屋面设置的光伏交流汇流箱；光伏交流汇流箱输出

引下至配电间内的光伏并网计量柜。

[0037] 实施例2：

[0038]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的实施例中，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包括光伏

组件板2、与光伏组件板插接的组件板边框8和双层防水机构，相邻光伏组件板之间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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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件3连接，所述双层防水机构底部架设有用于与屋面结构主体连接的支座6，双层防水

机构、连接件和支座依次叠设在一起，并通过一连接杆9一体式连接；所述连接件为截面呈U

型的构件，且截面宽度与两相邻光伏组件板的距离相等，相邻光伏组件板通过组件板边框

的连接面与连接件侧面紧贴连接；所述双层防水机构包括压条1、止水胶垫4和由合金制成

的导水槽，压条盖设在两相邻的组件板边框上，导水槽位于连接件下部，止水胶垫位于连接

件和导水槽之间，并与连接件粘贴连接，支座支撑在导水槽下部，与导水槽连接面固定连

接；所述导水槽包括主导水槽5和次导水槽7，所述主导水槽截面成阶梯状的梯形结构，中部

设有支撑槽10；所述支座成等腰梯形结构，支座的顶部插设在所述支撑槽内与主导水槽固

定连接，所述次导水槽通过组件板边框压紧架设在主导水槽上，且与主导水槽方向垂直；所

述支座底部设有与屋面贴合连接的连接脚11，所述连接脚上设有用于与屋面结构主体连接

的螺栓孔。

[0039] 在组件板边框外侧采用铝合金压条遮盖，防止雨水进入组件和光伏屋顶系统内

部，并保持组件之间的整体稳定性，缝隙漏水再通过导水槽排除，压条与导水槽共同构成双

层防水系统，从而保护光伏屋顶不受雨水侵蚀损坏。此外，压条还起到压固连接件的作用，

压条、连接件、止水胶垫、主导水槽和支座依次形成叠层结构，通过螺栓一并紧固连接在一

起，连接件通过压条与螺栓的双重紧固，即使屋面作为围护结构易产生冷热缩涨与受力产

生挠度，也不会产生光伏系统面层光伏组件之间产生缝隙或发生位移等破坏。本实用新型

导水槽采用高强度钢材结构，排水截面大满足全国范围所有地区降雨排水需求，截面尺寸

常规薄壁卷边型材加工设备即可制作，维护成本低，使用寿命满足25年，与非光伏屋面为结

构嵌入连接完全防水覆盖，连接可靠，导水槽与原结构采用支座固定连接，能有效阻止整体

失稳。铝型材作为主导水槽时，可以通过任意的异形型腔来作为紧固件放置区，满足组件安

装及导水槽的固定而不影响倒水功能。而使用钢材作为主导水槽时，目前薄壁钢材还无法

经济有效的制作出放置紧固件的异形型腔，市场上常规的做法是从导水槽上表面穿自攻钉

来做组件和导水槽的固定，这种固定方式存在被紧固构件受力面和紧固基材存在间距，结

构存在失稳风险，同时因为空间间隙太大漏水风险也大大增加，本实用新型则采用普通连

接件，常规尺寸，将光伏组件板和导水槽连接面紧贴固定，支座和导水槽连接面紧贴连接，

避免了使用钢构件型材时常规紧固方式存在的问题，并且钢结构型材导水糟作为防水系统

的同时，还具有作为维护结构承担屋面荷载的功能。

[0040] 光伏屋顶底部边缘与建筑屋面相交处设有用于嵌入建筑屋面的挡水钢板12，所述

挡水钢板两端各设有嵌入凸起13，一端嵌入凸起嵌入支座内部，另一端嵌入凸起通至原屋

面可排水区域。挡水钢板一端内衬于光伏系统主排水导水槽底部，另一端通至原屋面可排

水区域，保证防水范围从光伏区域到原建筑的无缝连接。把现有建筑改造成为光伏建筑一

体化的建筑时，因为现有建筑屋面原本设计时未考虑做光伏设计，无法和光伏系统结合成

一整体屋面，就需要部分过渡结构来完成这个结合，挡水钢板可作为过渡结构将光伏屋顶

系统嵌入到现有建筑屋面。如屋面防水寿命已经到达极限，需要维护翻新时，就只需要把光

伏系统嵌入到原建筑直接作为屋顶使用，原屋面就可以避免维护翻新费用，节约成本。本实

用新型的光伏屋顶通过挡水钢板嵌入屋顶，既可以在原有屋顶上安装，也可以单独作为屋

顶使用，同时满足不同情况下的使用需求。

[0041] 各螺栓连接处设有使各螺栓均处于密封状态的密封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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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如附图4至附图7所示，所述电气系统包括横向布置的电池组件、设置于屋面的一

级汇流光伏汇流箱、并网逆变器和光伏中压汇集站，每块组件背部设有接线盒，所述接线盒

之间通过光伏电缆相互电连接形成串联组串，所述组串连接至所述一级汇流光伏汇流箱，

然后引下配电间内的并网逆变器，并网逆变器输出电压通过光伏中压汇集站后，并入用户

侧中压配电母排，采用接入备用开关或者新增开关柜并入中压母排的方式并网。组件的横

向布置，每块组件背部的接线盒之间直接用自带的光伏电缆相互连接，具体地，组件B的“+”

极与相邻组件C的“-”极采用MC4插接头插接，组件B的“-”极与相邻组件A的“+”极采用MC4插

接头插接;按此原则多晶275Wp组件采用24块组件组成一串，多晶315组件采用20块组件组

成一串，组串通过电缆汇线槽连接至屋面设置的一级汇流光伏汇流箱，然后引下配电间内

的光伏逆变器；光伏并网逆变器输出低压0.4Kv，并入用户侧低压配电母排，采用接入备用

开关或者新增开关柜并入低压母排的方式并网，光伏并网逆变器输出低压通过升压变压器

升压到35KV，通过光伏中压汇集站后，并入用户侧中压配电母排，采用接入备用开关或者新

增开关柜并入中压母排的方式并网，或者组串通过电缆汇线槽连接至屋面设置的组串逆变

器直流侧，组串逆变器交流侧出线引至屋面设置的光伏交流汇流箱；光伏交流汇流箱输出

引下至配电间内的光伏并网计量柜。

[0043] 实施例2：

[0044]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的实施例中，一种可承重双层防水光伏屋顶系统，包括光伏

组件板2、与光伏组件板插接的组件板边框8和双层防水机构，相邻光伏组件板之间通过一

连接件3连接，所述双层防水机构底部架设有用于与屋面结构主体连接的支座6，双层防水

机构、连接件和支座依次叠设在一起，并通过一连接杆9一体式连接；所述连接件为截面呈U

型的构件，且截面宽度与两相邻光伏组件板的距离相等，相邻光伏组件板通过组件板边框

的连接面与连接件侧面紧贴连接；所述双层防水机构包括压条1、止水胶垫4和由合金制成

的导水槽，压条盖设在两相邻的组件板边框上，导水槽位于连接件下部，止水胶垫位于连接

件和导水槽之间，并与连接件粘贴连接，支座支撑在导水槽下部，与导水槽连接面固定连

接；所述导水槽包括主导水槽5和次导水槽7，所述主导水槽截面成阶梯状的梯形结构，中部

设有支撑槽10；所述支座成等腰梯形结构，支座的顶部插设在所述支撑槽内与主导水槽固

定连接，所述次导水槽通过组件板边框压紧架设在主导水槽上，且与主导水槽方向垂直；所

述支座底部设有与屋面贴合连接的连接脚11，所述连接脚上设有用于与屋面结构主体连接

的螺栓孔。

[0045] 在组件板边框外侧采用铝合金压条遮盖，防止雨水进入组件和光伏屋顶系统内

部，并保持组件之间的整体稳定性，缝隙漏水再通过导水槽排除，压条与导水槽共同构成双

层防水系统，从而保护光伏屋顶不受雨水侵蚀损坏。此外，压条还起到压固连接件的作用，

压条、连接件、止水胶垫、主导水槽和支座依次形成叠层结构，通过螺栓一并紧固连接在一

起，连接件通过压条与螺栓的双重紧固，即使屋面作为围护结构易产生冷热缩涨与受力产

生挠度，也不会产生光伏系统面层光伏组件之间产生缝隙或发生位移等破坏。本实用新型

导水槽采用高强度钢材结构，排水截面大满足全国范围所有地区降雨排水需求，截面尺寸

常规薄壁卷边型材加工设备即可制作，维护成本低，使用寿命满足25年，与非光伏屋面为结

构嵌入连接完全防水覆盖，连接可靠，导水槽与原结构采用支座固定连接，能有效阻止整体

失稳。铝型材作为主导水槽时，可以通过任意的异形型腔来作为紧固件放置区，满足组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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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及导水槽的固定而不影响倒水功能。而使用钢材作为主导水槽时，目前薄壁钢材还无法

经济有效的制作出放置紧固件的异形型腔，市场上常规的做法是从导水槽上表面穿自攻钉

来做组件和导水槽的固定，这种固定方式存在被紧固构件受力面和紧固基材存在间距，结

构存在失稳风险，同时因为空间间隙太大漏水风险也大大增加，本实用新型则采用普通连

接件，常规尺寸，将光伏组件板和导水槽连接面紧贴固定，支座和导水槽连接面紧贴连接，

避免了使用钢构件型材时常规紧固方式存在的问题，并且钢结构型材导水糟作为防水系统

的同时，还具有作为维护结构承担屋面荷载的功能。

[0046] 光伏屋顶底部边缘与建筑屋面相交处设有用于嵌入建筑屋面的挡水钢板12，所述

挡水钢板两端各设有嵌入凸起13，一端嵌入凸起嵌入支座内部，另一端嵌入凸起通至原屋

面可排水区域。挡水钢板一端内衬于光伏系统主排水导水槽底部，另一端通至原屋面可排

水区域，保证防水范围从光伏区域到原建筑的无缝连接。把现有建筑改造成为光伏建筑一

体化的建筑时，因为现有建筑屋面原本设计时未考虑做光伏设计，无法和光伏系统结合成

一整体屋面，就需要部分过渡结构来完成这个结合，挡水钢板可作为过渡结构将光伏屋顶

系统嵌入到现有建筑屋面。如屋面防水寿命已经到达极限，需要维护翻新时，就只需要把光

伏系统嵌入到原建筑直接作为屋顶使用，原屋面就可以避免维护翻新费用，节约成本。本实

用新型的光伏屋顶通过挡水钢板嵌入屋顶，既可以在原有屋顶上安装，也可以单独作为屋

顶使用，同时满足不同情况下的使用需求。

[0047] 各螺栓连接处设有使各螺栓均处于密封状态的密封胶。

[0048] 如附图4至附图7所示，所述电气系统包括横向布置的电池组件、设置于屋面的一

级汇流光伏汇流箱、并网逆变器和光伏中压汇集站，每块组件背部设有接线盒，所述接线盒

之间通过光伏电缆相互电连接形成串联组串，所述组串连接至所述一级汇流光伏汇流箱，

然后引下配电间内的并网逆变器，并网逆变器输出电压通过光伏中压汇集站后，并入用户

侧中压配电母排，采用接入备用开关或者新增开关柜并入中压母排的方式并网。组件的横

向布置，每块组件背部的接线盒之间直接用自带的光伏电缆相互连接，具体地，组件B的“+”

极与相邻组件C的“-”极采用MC4插接头插接，组件B的“-”极与相邻组件A的“+”极采用MC4插

接头插接；按此原则多晶275Wp组件采用23块组件组成一串，多晶315组件采用20块组件组

成一串，组串通过电缆汇线槽连接至屋面设置的一级汇流光伏汇流箱，然后引下配电间内

的光伏逆变器；光伏并网逆变器输出低压0.4Kv，并入用户侧低压配电母排，采用接入备用

开关或者新增开关柜并入低压母排的方式并网，光伏并网逆变器输出低压通过升压变压器

升压到20KV，通过光伏中压汇集站后，并入用户侧中压配电母排，采用接入备用开关或者新

增开关柜并入中压母排的方式并网，或者组串通过电缆汇线槽连接至屋面设置的组串逆变

器直流侧，组串逆变器交流侧出线引至屋面设置的光伏交流汇流箱；光伏交流汇流箱输出

引下至配电间内的光伏并网计量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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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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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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