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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太阳

人类因有阳光，生活充满希望；

她使万物生长，养育着一切生灵；

她洒下绿色的能量，祝福这块土地生生不息。

水乃生命之源，万物之本；

她默默地滋润着大地山川；

她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灵性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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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能源形势

在当前全球化石能源资源日益短缺、气候变化等环境压力日渐增大的背景

下，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已被世界各国政府作为重要的战略替代

能源大力发展。全球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革命。1857 年的危机，

推动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技术革命；1929 年的危机，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当前的金融危

机，也必将催生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革命。

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发展

当前，利用和发展新能源已成为一场全球革命，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新能源产

业鼓励政策。

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绿色能源计划”，提出 3年内使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利用量增加 1 倍，到 2012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提高到 10%。到 2025 年前，

将投资 1900 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2009 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鼓励政策投资税收抵扣法》。

主要政策内容：一是对于使用太阳能光伏、风能、燃料电池、地热以及其他太阳

能发电技术的居民给予 30%的税收抵扣，其中一套太阳能发电系统最高抵扣 2000

美元。二是对于商业企业，也给予税收抵扣，太阳能给予 30%税收抵扣，同时给

予 5 年的加速折旧期，没有封顶。

日本政府 2008 年 11 月发布了“太阳能发电普及行动计划”，确定太阳能发

电量到 2030 年的发展目标要达到 2005 年的 40 倍，并在 3～5年后将太阳能电池

系统的价格降至目前的一半左右。2009 年重新启动太阳能光伏补贴政策，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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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政府拨款 90 亿日元用于太阳能电池家用普及活动，用户可得到 7 万日元/

千瓦的补贴。

其它国家。德国、西班牙等 40 多个国家采用固定电价法推动光伏发电的发

展；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推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配额制，鼓励太阳能热利用

和光伏利用。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 9级地震引发的海啸、核事故不但日本带来了巨大

的损失也警醒了全世界：德国宣布 2022 年前关闭国内所有核电站；瑞士宣布国

内所有核电站到达使用年限后将不再新建；法国核安全局发布最新报告称有必要

进一步提高核安全水平。这必将推动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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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阳能水泵简介

“光伏水泵系统”亦称“太阳能光电水泵系统”，“太阳能水泵系统”其基本

原理是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光直接转换为电能，然后驱动各类电动机带动水

泵从深井、江、河、湖、塘等水源提水。它具有无噪声全自动(日出而作，日落

而停)、高可靠、供水量与蒸发量适配性好(“天大旱，它大干”)等许多优点。联

合国国际开发署(uNDP)、世界银行(WB)、亚太经社会(EscAP)等国际组织部先后

充分肯定了它的先进性与合理性，目前在这些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全世界已有数

万台不同规格的光伏水泵在不同地区和国家运行，特别是在亚、非、拉及中东等

发展中国家，已为许多贫困地区的人民带来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加速了这些地

区的脱贫步伐。由于光伏水泵系统从技术上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光、机、电一

体化”系统，它涉及太阳能的采集、变换及电力电子、电机、水机、计算机控制

等多个学科的最新技术，因此已被许多国家列为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和进一步

发展的方向，中东、非洲有不少国家更是期望依藉太阳能水泵及省水微灌、现

代化农业等新技术在地下水资源比较充裕的干旱地区把家园改造为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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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伏供水系统组成

光伏提水系统配置了潜水泵、电池板、太阳能水泵专用逆变器，其中逆变器

包含逆变、变频及MPPT最大功率跟踪模块，是一种高效率的利用太阳能供水

系统。

系统采用自动缺水保护、蓄水满水保护、防冻保护、智能开关机、手动及自

动启动、智能故障保护等先进模式。实现不同扬程下，流量与能量之间的自动平

衡。该系统解决了传统扬水系统效率及能源利用率较低的缺点，在同等扬水能力

下极大地减小了太阳能电池的功率，使产品成本大幅降低，同时降低了用户购买

门槛。

新型太阳能光伏供水系统最深可抽取深达 200多米的地下水，在荒山治理中

可轻易地将水扬上几百米的山上，能够有效地解决荒山治理、生态环境改善、作

物灌溉、人畜饮用等多个领域的供水问题。与传统的供水方式相比实施更加简单，

无需支付高昂的费用来架设供电网络或者配置发电设备，更不必担心因此而带来

的环境污染。

智能化的控制系统配合性能优秀的高效系列水泵使得能源的利用更加充分。

是目前结合节能减排的最优选择。滴灌节水技术在本系统上的成功运用，为荒山

绿化提供了根本保证。解决了复杂山地绿化供水问题，比漫灌节水 73％，且有

排碱之功效，为作物在极端干旱条件下成活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们不仅以先进的技术引领市场，同时还将与客户一起根据当地的水文与供

水需求提供最节省成本的解决方案。并长期跟踪，提供可靠的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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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水泵逆变器

HT-P系列逆变器为高转换效率的光伏水泵逆变器。在光伏水泵系统中，HT-P

系列光伏水泵逆变器能使太阳能电池组件以最大功率输出，并将太阳能电池组件

输出的能量转换后输送到三相交流水泵电机。

光伏水泵系统由光伏阵列、光伏水泵逆变器、三相交流水泵组成（如图 3-1

所示）。太阳能能量通过光伏阵列转化为直流电能，再通过逆变器将直流电转化

为频率和幅值可调的三相正弦波交流电，驱动交流水泵电机。

HT-P系列逆变器特点

 采用先进的 IPM模块

 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效率＞99.9%

 模块设计易安装、操作及维修

 高转换效率、低温升、低噪音、长寿命

 多种语言液晶显示、兼容多种通讯方式

 宽范围的MPP输入电压范围

 完善的系统保护、更高的可靠性

电路结构图（见下页）

图 1与图 2为 HT-P系列逆变器主电路结构模块框图。独立光伏阵列最大功

率输入，直流开关可切断光伏阵列输入，最后经过 H6全桥电路将直流电逆变成

三相交流电，驱动三相交流水泵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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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T-P1.5K2/HT-P2.2K2/HT-P3.7K2主电路示意图]

[图 2 HT-P4K2/HT-P4K3/HT-P5.5K3/HT-P7.5K3主电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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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太阳能组件

采用 HTMU-250Wp 多晶硅太阳电池组件

组件电性能参数

型号 电池组件性能参数 组件外形

HTMU-250WP

Voc Vm Isc Im Pm 尺寸

（mm）

重量

（kg）

工作温度

(℃)

37.7V 30.7V 8.62A 8.07A 250W 1650*992*40 19.5 -40～+85

注：标准测试条件（STC）下—AM1.5、1000W/m2 的辐照度、25℃的电池温度。

Isc 是短路电流：即将太阳能电池置于标准光源的照射下，在输出端短路时，

流过太阳能电池两端的电流。

Im是峰值工作电流。

Voc是开路电压，即将太阳能电池置于 1000W/㎡的光源照射下，在两端开

路时，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值。

Vm是峰值工作电压。

Pm是峰值功率，太阳能电池的工作电压和电流是随负载电阻而变化的，将

不同阻值所对应的工作电压和电流值做成曲线就得到太阳能电池的伏安特性曲

线。如果选择的负载电阻值能使输出电压和电流的乘积最大，即可获得最大输出

功率，用符号 Pm表示。此时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称为峰值工作电压和峰值工

作电流，分别用符号 Vm 和 Im 表示，Pm=Im×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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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潜水泵

本系统支持所有型号的潜水泵，对水泵的安装有以下具体要求

◆水泵为三相交流，不支持直流水泵和单相水泵；

◆为了提高系统的使用寿命，建议最好使用不锈钢水泵；

◆为保障水泵的扬程和流量，泵体最好全部进入水中；

◆为了保障水泵的最大功效，最好不要平放，竖立放置；

◆在进水口处设立拦沙网；

◆为尽量减少管道对水流的阻力，管道角度应大于 135度;

◆为发挥系统的最大效率，太阳能板四周不能有遮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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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统配置及价格

4.1 太阳能水泵-5.5KW

4.2 太阳能水泵-11KW（管道长度 1200m,垂直落差 130m，峰值流量 10 立方米/

小时）

配置项目 规格 备注

HT-MU140P光伏组

件
140W*60 块 多晶 A级,

HT-P5.5K3

逆变器
5.5KW 三相交流 变频+逆变+MPPT

太阳能支架 钢镀锌
采用预埋件方式，水泥基础由甲方负责施

工，乙方提供图纸。

不锈钢深井泵 5．5KW 三相交流 功率 5.5KW

电缆 根据实际环境

附件 水泵逆流阀、空开、配电柜、刀闸等

配置项目 规格 备注

HT-MU140P 光伏

组件
250W*66 块 多晶 A级

HT-P11K3
逆变器

11KW 三相交流 变频+逆变+MPPT

太阳能支架 钢镀锌
采用预埋件方式，水泥基础由甲方负责施工，

乙方提供图纸。

不锈钢深井泵 100QJ8-160 功率 11KW;峰值流量 10 立方米/小时

电缆 根据实际环境

附件 水泵逆流阀、空开、配电柜、刀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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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广及应用

5.1经济作物和农田灌溉

镇对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匮乏的导致农作物灌溉困难的问题。利用光伏供

水系统进行对常规农作物进行灌溉，即实现了低能耗、环保的目的，又大大降低

了扬水成本。经济效益相当显著，即可以增加植被覆盖率，又产生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该系统在经济作物和农田灌溉方面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和显著的社

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5.2荒山治理

环境的恶化使沙尘暴等恶劣气候频繁发生，严重威胁到我们的生存环境。荒

山绿化过程中植被灌溉成为最大问题，高昂的电网架设和用电费用成为目前荒山

绿化的瓶颈。 光伏水泵取水系统因地制宜的利用太阳能资源和地下水资源，配

置扬水滴灌及智能控制系统，是荒山治理过程中解决植被灌溉的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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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水土流失防护

光伏水泵供水系统在水土流失防护的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无需电

力供应的情况下，利用太阳能，将河流中的水抽上岸，用来灌溉两岸及山坡的防

水土流失植被。

5.4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治理

此系统还可广泛应用在营林造林、还林还草，遏制沙化土地蔓延和沙化草原

治理、保护和恢复沙化草原草地植被、小流域综合治理和水源、节水灌溉工程建

设、小型水利水保工程、农田与人工草地灌溉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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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畜牧用水和草场灌溉

干旱缺水导致草场受灾严重，牧草大面积干枯，牧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牧

区牲畜因缺草缺水死伤乏弱。长期的干旱也有利于草原鼠害、虫害的发生发展。

综合治理迫在眉睫。

目前草场灌溉主要依赖地下水，而地下水的利用又受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一

是水资源的限制，其二是能源动力的限制。因这些地区人居分散、交通不便、能

源供给困难，而电网建设又因线损高、法架设等原因造成能源短缺，致使提水动

力无法解决。光伏供(提)水系统结合草场太阳能源丰富，日照时间普遍较长等物

点，有效的利用太阳能板将太阳能转为电能，驱动水泵抽取地下水，将天然草场

改造为人工草场。

5.6生活用水

光伏供水系统能有效满足因电力短缺、水资源供应不足的偏远地区的家庭提

供安全、高效的供水解决方案。能有效满足各项家庭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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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内工程案例

6.1合田太阳能水泵云南见证高科技神奇

2013年 4月 12日，随着太阳冉冉升起，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云南西双版

纳一个山村见证了一场奇事——没有电，水泵却在隆隆作响，山间溪水顺着管道

爬升 200m上到了山上，流进一座蓄水池中，村民们为这奇事惊呼，山上农场的

老板却乐的合不拢嘴，惊叹这高科技就是好，不用费事求人架线拉电，用几块蓝

色的板子晒晒太阳就解决了大问题。

这确实是一种新技术，是绍兴合田新能源公司在这里完成的一个太阳能水泵

抽水项目。这蓝颜色的板就是太阳能电池板，专家称它为晶体硅光伏组件，在光

照下产生电能，这种电能是不稳定的直流电，再经过一个盒子，技术上叫做光伏

水泵逆变器，由太阳晒出来的不稳定的电就变成了频率可变电压稳定的可用交流

电，用它来推动水泵转动，山下的水就乖乖地爬升来了。这就是高科技的威力，

高科技使很多难事变成了易事。这种技术就是太阳能发电泵水技术，也叫光伏水

泵抽水技术，简称太阳能水泵。

随着这种技术的普及，今后打井、抽水不用再发愁电的事了，只要有太阳的

地方都可以用水泵了，对农业、水利、人们的生活都是极大的利好消息，对“电

老虎”可是一个沮丧的利空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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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合田新能源云南太阳能水泵抽水二期工程完工

8月 15日，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这一天，合田新能源公司在西双版纳某

农场承接的太阳能水泵抽水第二期工程宣告圆满完工，至此该农场经过两次抽

水，将处于 800m远，垂直深度在 100m的山涧拦坝中的存水，引到了山顶蓄水

池中，这是农场为了应对近几年云南旱季越来越旱的窘况，引进新的抗旱技术。

二期工程是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进行的二级抽水，均使用太阳能水泵新技

术。一期工程今年 4月份结束，扬程 80m，从山下拦水坝中抽水到一级蓄水池中。

二期工程扬程 20m，将一级蓄水池中的水，再次提升 20m，达到二级蓄水池。经

过两级提水，每天日照充足时，抽水量在 40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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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合田太阳能水泵为景观提水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美丽的园林中有水才会有生机。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进入北京，从通州流入天津。如今通州的运河两畔已修

建成森林公园，供人们休闲消遣。

在公园中，你会偶而看到人造小湖，抽水机每天都在努力工作，为湖中补

水，而为抽水机提供动力的正是合田新能源的太阳能水泵系统。人们在享受着大

自然的美丽之外，同时也感觉到高科技的魅力。

随着科技的是进步，太阳能水泵应于也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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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宁波瑞泰使用合田太阳能水泵打造全新生态概念

2013 年 11 月 8日，阳光明媚，宁波瑞泰应用能源公司工程师们在自己屋顶

上忙着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他们要用合田公司提供的太阳能水泵在这里创立一个

全新的生态概念——屋顶植被，以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改善身边生态。

绍兴合田新能源有限公司，有着较为丰富的小型太阳能电力工程建设经验，

又有着成熟的太阳能抽水方案和成功的案例，宁波瑞泰能够与合田合作也是因为

两家公司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使命，那就是要再创碧水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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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泰在屋顶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要将原来死寂刚硬的钢筋水泥，变成绿意茵

茵，全新的一个空间，他们还有很多具体的工程要做，只是由于公司机密，不便

写出。他们请来了意大利的专家帮助一起做开发，要使用当今最好的新能源技术

来改造人们的生活起居环境。合田作为其中一个项目的设备提供商，就是利用太

阳能抽水系统，将雨水收集起来泵至屋顶浇灌植被。

合田提供的设备主要包括光伏优先供电系统和螺杆水泵，可将水从地面泵到

40 米高的楼顶。这个项目中的太阳能水泵系统如果是晴天，可保证用太阳能电

力供电，如果有连阴天，将自动切换到市电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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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系统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7.1 光伏水泵系统经济效益分析

由于在边远无电山区用市电网建设抽水系统的电网建设成本太高，这里我们以光伏水泵

系统和柴油机发电水泵系统进行经济效益比较，具体情况如下表：

光伏水泵系统与柴油机发电水泵系统经济性对比表

（以每天用水量均为 18 吨，在 25 年内为基准作比较，以 1.5KW 为例）

对比项目 光伏扬水系统 柴油三相发电机抽水系统

每天抽水量 18m
3
/天 18m

3
/天

额定功率输出时间 6h 6h

流量 3 m
3
/h 3 m

3
/h

扬程 105M 105M

水泵额定输出功率 1.5KW 1.5KW

发电部件功率 太阳电池阵列 2.2KW 柴油发电机 1.5KW

组成部件

组成部分 购买价格 使用寿命 组成部分 购买价格 使用寿命

太阳电池阵列 15000.00 25 柴油三相发电机 3000.00 5

逆变器 4800.00 10 潜水泵 4528.00 5

潜水泵 4800.00 5

附件 5400.00 5

小计 30000.00 小计 7528.00

配套成本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工程施工费 2000.00 柴油运输仓储费 50000.00

小计 2000.00 小计 50000.00

维护成本

项目 次数 金额 项目 次数 金额

水泵更新成本 4.00 19200.00 人工成本 25.00 25000.00

逆变器更新成本 2.00 9600.00 燃油消耗 25.00 54750.00

水泵更新成本 4.00 18112.00

柴油三相发电机 4.00 12000.00

小计 28800.00 小计 109862.00

安全稳定性能

光伏水泵系统是解决边远社区无电地区的人

畜饮水和灌溉问题最理想的方式之一 ，另一

方面光伏水泵系统无污染、无噪声，可靠性

高，维护工作量极小。

柴油三相发电机抽水系统维护成本较高，噪音大、

严重的污染环境，因需储备柴油，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

成本合计 60800.00 167390.00

总抽水量 164250 164250

单位成本（元/m
3
） 0.370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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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扬水系统与柴油发电机抽水系统在 3 年左右单位成本持平，

随着电池板价格的下降，油价的上升其单位成本持年限会缩短。

7.2光伏水泵系统社会效益分析

光伏水泵系统最大的社会效益就是无污染，保护环境。下表是光伏水泵系统

的各种污染气体减排量。（注：以每天用水量为 18 吨，水泵配置为 1.5KW，

电池阵列配置为 2.2KW。）

1.5KW 光伏水泵系统年废弃物减排简表

电池阵列总发电量 13.2×365×25=120450 KWh

相当标准煤发电量吨数 120450÷2660≈45.3 吨

减

排

量

二氧化碳 19932kg

二氧化硫 906kg

烟尘 679 kg

灰渣 11778 kg

计算依据：

每吨标准煤发电 2660kwh

同时排放：

种类

二氧化碳 440Kg

二氧化硫 20 Kg

烟尘 15 Kg

灰渣 26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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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司资质

8.1绍兴合田相关资质

公司简介

绍兴合田新能源有限公司，致力于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

发电系统、太阳能（光伏）灯具的研发与生产。

合田以客户的需求，量身打造产品。对于客户的特殊需求，有专门的工程师

团队进行开发，能以最快的速度组织生产。

HTMO 单晶硅和 HTMU 多晶硅系列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输出稳定，使用

寿命长久，可以满足从小型系统到大型发电站的需要。

HTpower 系列太阳能光伏独立发电系统，从设计到制造，充分考虑使用环境

的复杂性，保证实际供电量达到系统标称。HTpower 发电系统在户外信息采集应

用中，根据客户需要，可以装配合田自主开发的光伏电源与交流开关电源自动切

换的专利装置 HT-switch，实现两个直流电源之间平滑切换，确保户外精密测量

仪器对电源高稳定性的要求。

太阳能灯具结合 LED 技术，无需电网供电即可实现长时间、高亮度的照明。

我们在生产中百分之百遵照 ISO9001 质量标准，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质量控

制，每件产品都溶入合田完美至上的企业文化，每件产品都折射出合田人奉献智

慧与诚实的心愿。

“创新、精准、完美”是合田人的行为守则；“诚信、责任、进取”是合田人

的价值追求。

合作共赢，在绿色的田野上，支撑起中国的太阳能产业，用清洁能源，还地球

碧水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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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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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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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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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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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北京合田相关资质

公司简介

北京合田成立于 2000 年，主要从事软件开发、新能源开发。

合田开发的 HT MAM 资产管理系统、HT NET 网络化管理系统、HTPS 电源监

控系统等在业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合田开发的 HTPOWER 系列家用光伏独立发电系统，可为边远缺电地区农牧

民家庭提供照明、卫星接收、电视用电；HTPVOWER 系列小型光伏独立发电系统

可为边远缺电地区提供办公和基本生活洁净电源。

合田自主研发的万普罗摄像放大附加镜头，解决了拍摄细小物体缺乏标准

镜头的难题，成为昆虫研究、生物教学、微观世界探秘的一个有力工具，外销到

了美国，日本，在国内被微距摄像行家使用。

“不断创新，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优的产品”是合田人的追求；“和

谐相处，以客户为本，诚信、责任、进取”是合田人的价值观。

合田始终把服务放在工作最前端、最重要的位置，本着“一切从客户利益

出发为客户着想”的原则，从售前到售后，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公司开设有

365 天×24 小时的客户服务热线。

目前，合田科技以北京为研发基地，在山西太原、浙江绍兴设有分公司，

在内蒙设有办事处，在南京、深圳设有服务中心，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向华北、

西北、东北、华东等地区辐射的服务网络，为消费者提供更全面更到位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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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及品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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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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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绿色能源在这里

【西双版纳太阳能提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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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田新能源太阳能提水系统远销也门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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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门头沟高速公路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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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高速公路 HTpower正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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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宿舍门前太阳能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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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田并网系统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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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那曲 30KW 离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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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保护环境 领先一步

【绍兴袍江工业园区公司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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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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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光伏发电系统生产车间】

光伏组件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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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光伏发电系统样品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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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聆听客户的声音

【印度太阳能光伏展】

【巴基斯坦客人与我公司技术人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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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合田新能源多年致力于光伏水泵和光伏取(提)水系统的研究，最终成功的将

科技成果转换成产品，广泛应用于荒山治理、草场灌溉、人畜饮用、作物灌溉、

生态保护区治理供水等多个方面。有效的将阳光转换成能量，使其在人类应对干

旱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人类充分享受到了科技创新成果。 这

是我们的责任，更是一种使命。我们将此做为一种动力，促使我们在人利用光伏

能源对抗干旱和环境恶化的研究不断创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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