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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太阳能是绿色能源，是最清洁的能源，推广光伏发电应用是我省

优化能源结构、落实节能减排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

带动光伏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广东省能源局发布了粤能新能函

〔2020〕214 号《广东省培育新能源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征求意见稿》的通知函，提出“到 2025 年我省新能源装机规模

6050 万千瓦，其中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 4200 万千瓦”

的发展目标。

随着光伏发电的日渐成熟，近年来，针对光伏发电的相关标准体

系逐步完善。户用分布式作为光伏发电的特殊形式，作为百姓践行节

能减排，降低用电成本，提升生活质量的方式，近年来发展迅速，且

受到各方关注。与之对应的标准体系在逐步建立的过程中。2019 年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了 10 项户用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标准，设置了

《户用光伏从业者自律公约》旨在建立自律性管理约束机制，规范户

用光伏从业者行为，推动市场诚信建设，促进户用光伏市场可持续发

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浙江、山东等省份也各自制定了户用



光伏相关建设和服务标准。

广东省户用光伏从 2015 年起步，经过四年多的发展已有超过 3

万套的安装量。相对于全国其他省份，广东属于多台风地区，居民建

筑的形式以及居民消费模式有一定的特殊性，部分国家及行业标准无

法适应广东户用光伏的实际需求。急需开展相关的标准建设。

本指南的制定是在现有国家和广东省居民分布式光伏相关标准

基础上，对广东省特殊市场条件下，从居民用户角度，从业务咨询、

安装服务到运行维护和售后等全环节的服务规范，为居民用户和光伏

从业者提供了更为清晰地指引，促进良性市场竞争格局地形成，保障

广东省居民分布式光伏市场地健康持续发展。

主要技术内容、国内外情况说明

本次申请立项的《居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服务指南》重点围绕

本省居民家庭安装分布式发电设备，开展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的服务

流程和行为，结合本省实际进行规范，旨在提升居民对分布式光伏安

装服务的质量意识和鉴别能力，提高安装服务企业对居民分布式服务

质量，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主要技术内

容包括：（1）居民光伏销售服务指南；（2）居民光伏安装服务指南；

（3）居民光伏运维服务指南。

国内外情况说明：

全球范围内的光伏发电的中标电价快速下降，光伏发电在越来越

多的国家成为最具竞争力的电力产品，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智利、

埃及、法国、印度、意大利、西班牙等。澳大利亚等国新增建光伏电



发电成本甚至低于存量煤电厂的营运成本。2019 年印度的光伏发电

成本仅为 38 美元/MWh，比火电低 14%。中国光伏成本在过去三年内

下降了超过 40％，降本速度略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自 2007 年起，中

国光伏产业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产量的全球平均占比超

过 70%。光伏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电源，2019 年，我国新增光伏并网

装机容量达到 30.1GW，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的 26%，仅次于火电的

40%。截至 2019 年底，累计光伏并网装机量达到 204.3GW，占全国电

力装机的 10.2%。全年光伏发电量 2242.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3%，

占我国全年总发电量的 3.1%，同比提高 0.5 个百分点。

为了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光伏应用产业发达的国家已经形成了

比较完善的光伏系列标准，如德国 VDE 光伏标准体系、IEC 国际电

工组织的光伏标准体系等。国外特别是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光伏产业

已经发展了很多年，这些国家的光伏标准也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走向

全面与完善，标准体系基本趋于成熟。

反观我国，虽然近几年中国光伏发电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光

伏在中国应用的时间还尚短，伴随光伏装机容量的迅速增长，光伏产

业的附加问题便逐渐暴露出来。其中，光伏技术标准、产品检测和认

证等体系的不完善，没有形成支撑光伏产业发展的技术规范是一个非

常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居民分布式光伏发电作为近几年来加速发展起

来的应用形式，其对应的标准规范相对不够完善，目前还没有相关的

标准去统一、全面地规范。



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情况，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内容比对（包括国内、

外标准的名称和编号，是否存在重复情况）

相关标准如下：

1.国家标准 GB/T 19064-2003《家用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 技术条件

和试验方法》

2.国家标准 GB/T 33342-2016《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接口技术规

范》

3.住建部标准《JGJ 203-2010 民用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技术规

范》

4.农业行业标准 NY/T 1146.1-2006《家用太阳能光伏系统 第 1部分：

技术条件》

5.农业行业标准 NY/T 1146.2-2006《家用太阳能光伏系统 第 2部分：

试验方法》

6.北京市地方标准 DB 11/T 1008-2013《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安装及

验收规程》

7.上海市地方标准 DB 31/T 1034-2017《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服务规

范》

8.浙江省地方标准 DB33/T 2004《既有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利用评估

导则》

9.安徽省地方标准 DB 34/T 2450-2015《户用并网光伏系统设计与施

工规范》

10.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标准 DB64/T 795-2012 《民用建筑并网光伏



发电应用技术规范》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标准《DB65/T 3552-2013 安装在既有建筑

物上的光伏发电系统施工规范》

12.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 T/CPIA 0011《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13.山东省太阳能协会标准 T/SDSIA 4-2016《户用分布式并网光伏发

电系统技术规范》

14.杭州市太阳光伏产业协会标准《T/HZPVA001-2018 屋顶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验收规范》

15.浙江省住建厅文件《既有民用建筑加装太阳能光伏系统设计导则》

16.浙江省住建厅、能源局文件《农村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一体化应

用技术导则》

17.浙江省能源局文件《家庭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服务指南》

18.佛山市顺德区政府文件《顺德区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监督与

验收暂行办法》

GB/T 19064-2003、GB/T 33342-2016、DB33/T 2004、DB64/T

795-2012 、 DB65/T 3552-2013 、 DB 11/T 1008-2013 、 DB 34/T

2450-2015、JGJ 203-2010、NY/T 1146.1-2006、NY/T 1146.2-2006、

T/CPIA 0011、T/SDSIA 4-2016、T/HZPVA001-2018 浙江省《既有民

用建筑加装太阳能光伏系统设计导则》、浙江省《农村新建建筑可再

生能源一体化应用技术导则》、《顺德区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监

督与验收暂行办法》这几项标准主要从现场勘察评估、设计、施工、

安装、调试、验收、运行维护等一点或多点进行规范，重点强调当中



的技术要求，主要规范的是光伏企业在整个光伏项目从勘察到运维的

全过程的技术要求。缺乏从居民用户的角度去考察整个光伏项目安装

运维全过程的要求与服务体验。且上述标准没有结合广东省多台风、

居民建筑的形式以及居民消费模式的特殊性需求，尤其对安装高度及

支架使用不适应广东实际。

DB 31/T 1034-2017 和浙江省《家庭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服

务指南》（简称“浙江指南”）是上海市及浙江省对于分布式光伏及

家庭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服务指南，是从用户角度考虑整个光

伏项目安装运维过程的规范，但属于地方标准，不适应广东省市场的

特性。DB 31/T 1034-2017 属于上海地方标准，标准的函盖所有分布

式项目，对于质保服务的要求和运维管理的内容较难应用于居民项

目。从高度规范来看，广东居民建筑主要为平屋顶，且有楼梯间，浙

江指南规定的 1.5 米高度不适用于广东的建筑形式，且浙江指南缺少

安全应急相关的措施要求。本标准重点需要解决如何在满足结构要

求、美学要求、安全要求、邻里遮光及防炫光的条件下确定居民分布

式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高度，并根据广东省居民屋面结构和气候条件

确定基本的支架要求；建立运维服务体系，并规范安全和应急措施。

因此，本标准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规范，与有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规范不抵触、不矛盾、不重复。



涉及专利情况（包括专利名称、专利号、专利权人、有效期等相关信

息，需提交相关专利证明文件复印件）以及专利权人对专利纳入标准

的声明（有二种情况：专利免费许可、专利费合理无歧视收费许可）

无

标准的主要章节、内容框架和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居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

求，以及销售、安装和运维 等全过程服务。

本指南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面向居民开展的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服务，集体住户屋顶和住宅周边公共建筑等的项目服务可参照执

行。

主要章节、内容框架为：

第一章 范围

第二章 引用文件

第三章 术语和定义

第四章 基本要求

第五章 销售服务指南 （业务咨询、勘测评估、合同和付款、申报手

续、竣工验收、项目移交）

第六章 安装服务指南（项目设计、设备和原材料采购、施工安装、



自检和调试）

第七章 运维服务指南（签订合同、明确标识、相应速度承诺保障、

电量监控和主动运维、质量保障、安全与应急措施、投诉与争议处理）

基本要求内容包括根据现有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对服务企业的

资质要求和行业监管要求，行业监管内容将体现行业自我申明管理内

容。

销售服务指南内容包括销售服务企业在销售全过程中的服务要

求，如业务咨询、勘测评估、合同和付款、申报手续、竣工验收、项

目移交等。

安装服务指南内容包括项目设计、施工管理、自检和调试。在项

目设计中具体明确光伏组件安装高度要求，以及在此高度下应该采用

的支架要求。

运维服务指南内容包括签订合同、明确标识、响应速度承诺保障、

电量监控和主动运维、质量保障、安全与应急措施、投诉与争议处理。

尚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和适当补充试验、研究内容

无



主编单位名称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

主编人姓名 朱薇桦 年龄 35 学历 硕士

职称 中级 职务 副 秘

书长
外语水平 六级

主编单位名称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

主编人姓名 沈贞文 年龄 38 学历 本科

职称 职务 秘 书

长
外语水平 四级

联系人 朱薇桦

联系人电话 13760817053

申请立项单位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能源路 2 号 邮编

电子邮箱 gdtyn99@163.com 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