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林电气光伏板 FOR 草图大师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光伏电站的寿命长达 25 年，电站

的长期收益和后期的运维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前期专业、严谨的设

计。使用专业的设计软件和模拟软件，有助于减少工作量，减少人工

计算的错误，数据更精确。 

而现在大多数光伏设计软件都是英文的，国产的插件属于空白，

SketchUp 是一款直接面向设计方案创作过程的设计工具，设计师可

以直接在电脑上进行十分直观的构思，是三维建筑设计方案创作的优

秀工具。 同时 SketchUp 具备强大的插件功能，通过小林电气光伏板

插件，用户可以非常轻松的对任何屋顶设计成太阳能板屋顶，并可以

设计自己的太阳能光伏组件！ 在给客户在项目展示效果图时，利用

SketchUp 可以很方便的画出效果图。同时还可以出相关的电气数据

及经济指标分析等。 

从光伏气象数据到排布，到统计，再到出经济指标数据，从而满

足了光伏设计中用于常用数据。达到 BIM 的效果。 

遵循 GB50797-2012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的原则，进行光伏电站

设计。 

从一开始，太阳能系统就不会只是一个想象！在建造之前，就能

看见它完工后的样子。通过我们的插件进行设计布局，出效果图。 



单机注册：指与当前所装电脑的 CPU 的编号进行绑定，本电脑重

装操作系统，不影响安装使用。更换电脑是需要另外购买。 

有很多朋友问光伏插件为什么不做成加密狗？从用户角度来看，

确实是花一次钱购买，享用终身。如果这个插件卖 28000 元一套的

话，是可以考虑使用加密狗。为了更多人使用得起这款插件，价格是

平民化。更多的人使用则会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 

一台电脑一般保底使用 5 年，有的 8-15 年都能正常使用。也就

是 我们的插件定价在千元以内，每年也就百来块钱。 

作为开发者角度，用户用了 5-10 年后重新购买，才能持续维护插

件，并为用户带来无限可能。 

光伏组件品牌： 

 

 

 

 



逆变器品牌： 

 

小林电气光伏板 FOR 草图大师 

 

注：必须先选择一款光伏板规格（或原模型中有，通过图中获取），

即初始化光伏板相关的尺寸数据，然后再进行排布操作。 

 



 



 

 

 



小林电气光伏板 FOR 草图大师主要功能 

1 针对屋顶、地面分布式光伏电站设计 

2 全球地表日照数据（第三方 SOLARGIS 提供） 

3 经济指标：按峰值小时进行核算经济收益（将损耗参数考虑在内）分析出回本期及获利期 

4 并计算出节能减排的相关数据 

5 利用百度卫星地图裁图按实缩放 

6 基于 SKETCHUP 的 3D 建模，建筑物及所处环境的仿真 

7 拥有丰富的光伏板组件数据库，并可自行添加 

8 基于冬至（12 月 22 日）进行阴影模似，确定光伏板的安装位置，可动态观察阴影变化情况 

9 阴影遮挡计算间隔距离 

10 支架前后高差计算（最佳安装角度） 

11 依所逆变器及相关参数计算组串块数、组串数及逆变器的台数 

12 预伏组串标记及直流导线概算数量 

13 创建水泥墩 

14 创建小支架结构 

15 创建方通框架 

16 创建工字钢框架 

17 创建接地扁铁做好光伏支架接地 

18 快速调用结构组件 

19 统计设计过程用到的所用结构件数量及长度 

20 统计压块数量 

21 统计构件长度及数量 

22 应用制作组件功能制作地区化组件并保存（模块化、标准化）循环利用 

23 应用 SKETCHUP 场景功能生成相关的 MP4 演示视频 

24 应用 SKETCHUP 导出功能导出为 DWG 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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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规格 

 

图中右则下拉进行选择型号，然后弹出此型号对应的相关参数，如下

图。 



 

设定当前项目所用的组件技术参数，其他工具命令将依此数据进行设

计计算。 

组件库维护 

 



 

打开组件库数据文件 

格式如下： 

组件型号,宽度,长度,厚度,功率,电压 

其中的“,”为半角符号的“,”。可以扩充，修改，添加组件到组件库

中。方便光伏规格选型调用。 

模型中获取规格 

 



 

如果打开的是以前设计好的文档，就可以用这个功能重新获取光伏板

的规格参数，方便其他功能的使用，如排布，计算，经济指标等，都

依据获取的参数进行统计与计算 

自定义光伏板参数 

框选中要定义的光伏群组，然后运行

 



这个功能可以扩展使用，意思是说：只要所选的内容是群组的。均可

定义其功率与电压。比如光伏幕墙，光伏瓦，光伏发电的其他形状的

组件等。 

均可作为统计电气参数及经济数据的依据。 

型号入库 

 

 

如数据库中已有此条数据，软件会弹出 

 



保持型号的唯一性，如数据有误，需要手动修改，修改或添加方法如

下： 

用户可以自行添加光伏组件型号写入选型库，参考上一项组件库维护 

solarGIS 

光伏数据 GIS，实时在线查看，可以看到任何地方的光伏相关的数据 

 



GHI              水平总辐射量 

DNI              法相直接辐射量 

D2G              散射比 

TEMP             气温 

ELE              海拔 

PVOUT_cSi        cSi光伏发电量 

GTI_OPTA         最优倾角辐射量 

OPTA             光伏组件最优倾角 

POPUL            人口密度 

九项数据对于光伏设计十分重要，如安装角度，光伏发电量等等。 

如布置光伏板的安装角度 26 度 

如 csi 发电量为 1174.7 

注：SOLARGIS 为第三方数据，我们直接查看数据即可。 

PVGIS 数据 

 

权威的 PVGIS 数据，让你在设计光伏电站过程中查看每个月的发电

量。 



 

 



地理位置 

 

单击，可以弹出设置地理位置对话框 

 

单击手动设置位置 

 



修改经纬度，从而保证阴影模似的准确。 

也可以通过菜单—窗口—模型信息-地理位置进行设置 

单块组件 

 

创建一块组件出来，用于小型发电站复制使用。其中安装角度请查询

相关的气象数据。 



 

光伏阵列 

 



 

 

快速创建单个阵列，可以配合小支架功能，然后进行快速排布。 



平铺布置 

 

运行此工具前，先运行一下光伏布局，这样才会有相应的组件规格信

息，再运行这个工具，选取要布置的光伏的（建筑）群组（可以为多

个群组），然后运行，就可以自动计算出，并进行布置出如下图 

可以选择竖排及横排（摆放方向） 

 



注：如果场地边长不超过 300 米，如果太大，运行计算有时会出现卡

顿现象，请耐心等待一会（此时也是考验用户的电脑显卡的时候

了；））。 

选面排布 

 

此功能主要针对朝南面或平面进行排布光伏板，先选择面，然后单击

此按钮，软件自动排布 

 



 

 

安装角度如输入 0 时，会自动平铺（即按光伏板的高度+20mm 进行

平铺），如有角度，则前后间隔将起作用，按间隔进行排布。 

所创建的光伏组件是一个整体，可选中单击鼠标右键，炸开模型，就

成为一块一块的独立的光伏组件群组，此时可框选进行统计或计算。 



或双击进入群组内框选所有光伏组件，进行统计或计算。 

阵列排布 

 

首先，阵列排布基本要求：要排布的内容为群组，被排布的对象也为

群组如下图： 

 

框选两个群组，然后运行此工具，弹出对话框，单击“好”，就可以生成如下

图排布。 

 



 

组件下落 

 

确保组件下方有建筑或面或组，然后框选组件，运行此命令，就可以

将组件下落到屋面上 



 

框选组件 

 

运行后结果 



设定上午 9：00 

设定冬至上午 9：00 太阳时产生阴影，在这个阴影的影响下，删除被

阴影挡住的光伏板 

 

阴影模似 

 

动态观察冬至 9：00 至 15：00 的阴影情况，每隔一秒，显示增加 1

小时的阴影状态，直至 15：00 结束。 

设定下午 3：00 

设定冬至下午 3：00 太阳时产生阴影，在这个阴影的影响下，删除被

阴影挡住的光伏板 



 

跟踪模似 

 

先用阵列创建光伏阵列，然后创建成群组，然后再用旋转工具，沿着

Y 轴。 



 

 



 

复制一组 

 

两个跟踪组选中 



 

单击 ，进行观察阴影情况。跟踪支架的阴影模似主要是用来确定

两跟踪支架间的间距，一般冬至上午 9 点不挡的话，间距基本上就没

有问题。 

方通支架 

 

 

 



快速创建在 Y 轴上生成 

 

然后通过草图大师自带的命令进行复制，组合 



 

如阳光房顶，为平铺设计作准备 

小支架 

 

 



先选中要创建小支架的光伏板 

 

为所选的组件下方创建小支架结构。 

单桩支架 

 



 

 



 

先选中阵列，然后运行单桩支架，可以修改参数，单击好，就可以创

建完成。 

接地扁铁 

 

选择组件或建筑，然后运行，就可以生成如下图的引下接地扁铁，用

户另外加上相应的接地极，就可以完成接地系统设计。 



 



龙骨水槽 

 

先框选要创建龙骨水槽的光伏组件，运行此命令 

 

 



在光伏组件下方自动创建支架及导水槽 

长条支架 

 

框选群组或光伏组件，然后在下方创建长条形支撑件，如型材 

檀条等，用户可以自行输入名称 

 

选反轴向，就可以创建与轴向相同长度的长条形支撑件，从而加快了

设计，如在光伏组件下方配支架等 

检修格栅 

 

框选光伏组件或群组，然后创建检修格栅，为后期光伏组件清洗维护

使用。 



 

 

然后用户再进行移动或复制多个格栅进行排布。 



光伏构件 

包括 C 型钢，C41X21.C41X41.C41X61 

方通 F100X100 

 

 

后期可以自行定义构件，只需将相应的构件复制到 

 



目录下就可以，直接被调用，如设计好的支架，夹具，压块、汇流

箱、计量箱、接地装置等，均可放在这个目录下进行调用。 

 

 



用选择工具进行双击，进入组件编辑，可以修改长度。如果同一组

件，需要修改为不同的长度，需在组件上右击，找到 设定为唯一 这

样就可以当件另外一个组件进行修改。 

阴影计算 

 

输入相关的参数，就可以计算出结果 



 

 



 

在草图大师的菜单 窗口 模型信息，找到地理位置如下图 



 

手动设置位置 

 

用户通过这里修改一纬度及经度，查询经纬度，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上

的指南针应用查看实时所在的经纬度，或通过百度地图查询，具体询

看经纬度请问一下度娘，就可以找到要的定位。 



这样就可以打开视图中的阴影，就可以查看所布置的光伏板是否有遮

挡。此时也可以打开阴影工具条

 

第一根红色条为月份，第二根兰色条为一天的时间。用户可以通过滑

动条的位置来查看阴影的情况。 

安装高差计算 

 

依据深度进行计算出相应安装角度的前后构件高差，从而达到设计最

佳角度设计 

 



 

 

 

组串标记 

 

 



生成下图的组串标记，方便用户一目了然地查看要组串在一起的光伏

板 

 

导线概算 

 

此功能时在选择组串标记后运行，可以快速地概算出所需的直流导线

的长度。仅作为参考 



电气参数 

 

 

先选中要查看的组件 



 

这样单串总电压，单块额定电流，组件数量，总的功率列出来了。此

可以用作选择逆变器的依据。 

可以全区域选取进行统计参数清单。这样才能合理配制光伏逆变器、

汇流箱、等电位箱、计量箱等。 



经济数据 

 

框选要查看的组件，然后运行，就可以依据给定的条件进行经济评估.

并将回本期及获利期备注出来 



 

可复制出来制作成书面报告，如下： 

 

光伏组件经济评估： 

所选光伏组件数据 

项目 数据 单位 

单组件功率 545 W 

光伏板总数 98 件 

装机总功率 53410 W 



投资成本单价每 W 3.5 元 

装机投资成本(仅供参考) 186935.0 元 

光伏板大约面积 250.5 平方米 

占用摆放（所选组件最小矩形）面积 280 平方米 

计算依据 

项目 数据 单位 

峰值小时数（项目所在地） 1061 小时 

使用年限 25 年 

首年衰减 0.97  

最终衰减 0.82  

系统效率 0.82  

上网电价每 kWh 0.85 元 

经济概算清单 

年数 发电量 kWh 电费收益（元） 备注 

1 45073.7 38312.6 回本期 

2 44794.9 38075.7 回本期 

3 44516.1 37838.7 回本期 

4 44237.3 37601.7 回本期 

5 43958.5 37364.7 获利期 

6 43679.7 37127.7 获利期 

7 43400.9 36890.8 获利期 

8 43122.1 36653.8 获利期 

9 42843.3 36416.8 获利期 

10 42564.5 36179.8 获利期 

11 42285.7 35942.8 获利期 

12 42006.9 35705.9 获利期 

13 41728.1 35468.9 获利期 

14 41449.2 35231.8 获利期 

15 41170.4 34994.8 获利期 

16 40891.6 34757.9 获利期 

17 40612.8 34520.9 获利期 

18 40334.0 34283.9 获利期 

19 40055.2 34046.9 获利期 

20 39776.4 33809.9 获利期 



21 39497.6 33573.0 获利期 

22 39218.8 33336.0 获利期 

23 38940.0 33099.0 获利期 

24 38661.2 32862.0 获利期 

25 38382.4 32625.0 获利期 

合计 1043201.3 886721.1  

 

注：最佳安装角度下计算，如为平铺发电量将有所减少（一般是峰值

的 8-9 折） 

 

统计列表 

 

 

 

群组或组件结构件统计： 



 

群组结构件统计： 

结构件清单 

名称 宽 深 高 数量 单位 

LR5-72HBD-545M 35 1133 2256 576 件 

三角块 13 15 47 720 件 

安装梁 41 1914 0 180 件 

安装梁 41 4559 0 180 件 

安装立柱 42 2090 0 180 件 

安装立柱 42 350 0 180 件 

底脚板 3 70 150 360 件 

底脚框 48 68 150 360 件 

横向安装梁 41 9204 0 180 件 

水泥墩 500 0 0 360 件 

 

注：1.群组如无名称请先命名名称后进行统计。 

    2.宽深高中为 0 值，说明此材料是正方形的，如水泥墩 500，0，0 

实际为 500，500，500 

安装梁 41，1914，0 实为 41*41*1914 

可复制到 EXCEL 中进行深层次的处理 

注：组件与群组的区别 

同一组件，在模型中，修改时，相同组件均会一起改变 

群组在修改时，仅对当前修改的群组，其他的群组不受影响，即便是

同一模型。 



 

压块统计 

 

分为边压块，与中压块。适合 X 轴向数量一致的时候进行统计。也可

分多次进行统计。复制到 EXCEL 中进行相加统计就可以了。 

 

 

 



电力电缆选型表 

 

此表来自业内光伏安装公司的常用选型，包括逆变器的电缆选型及电

力电缆选型。仅供参考。 

使用说明书 

 

单击即可打开本帮助文件 

淘宝店 

 

单击即可打开小林电气淘宝店。 

注册 

 



 

弹出机器码对话框，购买后将此码复制发送给小林电气，小林电气会

给一串注册码，复制粘贴到注册码框中，单击 “好”就可以完成注

册。 

草图大师插件安装 

SketchUp 2022 

扩展程序-》扩展程序管理器 

 



单击安装扩展程序 

 

卸载程序 

单击管理 



 

单击对应的插件进行卸载就可以了。 

如您有模型，可发送至 49737615@qq.com,这将为更多用户方便快

捷的模型设计。 

                                       小林电气 林树才 

                                         202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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