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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规运维现状分析 

    历数光伏电站的建设历程，从前期的西北地区地面电站，跨过山区、荒漠

的电站，发展到农光、渔光互补类型以及水上漂浮性质的电站。 

    光伏电站结合型式越来越丰富多彩，综合利用效率逐渐提高，但是不同电

站类型相应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如何高效、有效的运维光伏电站，提高电站整

体效率成为众多电站投资商关注的焦点。     

 



1 常规运维现状分析 

    1）电站多数建设在地理位置偏远且地方分散，每个电站都必须配置3·5人

的运维团队，运维成本较高； 

        2）山区光伏电站、渔光农光互补电站以及水上漂浮电站越来越多，常规

运维方式现场运维困难且成效不理想； 

       3）运维现场条件艰苦，运维人员流动性大技术水平不高，现场复杂故障

情况无法及时处理，导致发电量损失； 

     

 



1 常规运维现状分析 

渔光互补电站 

运维现场划船通行 
运维工作量大，周期长 
现场作业有一定危险性 

             



1 常规运维现状分析 

农光互补电站 

现场运维通过组件之间预留
检修通道进行，运维不便 
组件安装于大棚顶部，组件
清洗不易； 
组件及电缆故障不容易发现             



1 常规运维现状分析 

水上漂浮电站 

现场运维通过划船及运行
栈道检修 
设备安装于水面平台、电
缆安装于漂浮桥架，检修
不易； 
 



1 常规运维现状分析 

    随着风力、光伏电站建设的站点数量不断增多，电站多数建设在

地理位置偏远或现场情况复杂地区，同时管理设备也成指数级增长，如

何更高效、精细地完成多个电站的管控，更快捷地发掘电站运行情况、

提升运维效率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建立标准统一、资源集中

配置的生产运营中心成为首要选择。 

 

         

 



2 智能化运维系统 

     2.1  智能化运维系统组成框架 

          针对多种类型光伏电站复杂的现场情况，运维不易

的特点，建议采用智能化运维系统有效减少巡检及维护工作，

提高电站整体运行效率。 

     2.2智能化运维系统拓扑图 

 

 

         

 



Internet/专线

光伏电站 

其他电站 

纵向加密 纵向加密 

云服务器 存储单元 

大屏幕显示器 

纵向加密 

网络浏览或手机APP 



2 智能化运维系统框架 

     2.3  系统设备配置 
        各个风力、光伏电站站端：现有监控系统结构不变，需增加数

据采集服务器及信息传输服务器； 

        集控中心：安全I/II区配置监控主机兼云服务器2台及远控服务器2

台，维护工作站1台；安全III区配置生产管理中心服务器1台及视频服务

器1台。 

        通信网络：租用运营商专网或者电力调度专网； 

         二次安防：站端与集控中心之间通信信息通过设置纵向加密或防

火墙采用VPN加密方式实现。 

 



3 系统功能描述 

     3.1  智能化运维系统功能定位 

        实现对多个新能源电场的远方监视及统一管理：提高

风力/光伏发电场群综合管理水平，真正实现无人值班，少人

值守，减少运行维护成本，优化电场整体出力，实现新能源电

场效率最优化运行控制。 

   3.2  智能化运维系统主要功能 
 



智能化运维 
系统 

实时监控 

l  风光实时数据上传 
l  组串级监控单元保证实时精准 
l  秒级数据上传提高数据可靠性  

          数据报表分析 风光发电管理 

l  电站运行状态和告警信息显示 
l  电站远程控制 
l  依据气象条件及电网消纳情况制定发电

计划 

智能运维 

l  通过远程监控实现移动运维 
l 通过大数据分析提高运维效率 
l  智能分析发现提示问题系统实现少人管理 

智能控制 
安全生产 

l  视频监控系统 
l  安防系统 

l  功率因数控制 
l 发电曲线调控 

l  通过分析对比找出设计、设备优化方向 
l  通过设备运行情况及时预警故障信息 
l  通过数据统计及时掌控电站运行情况 



3 系统功能描述 

     3.3  智能化运维系统设计难点 

     1）数据采集信息量巨大： 

        单台风机实时数据采集量：约170点； 

        1MW光伏单元实时数据采集量：约280点； 

         50MW项目升压站区域数据采集量：约200点； 

        对于1GW集控单元，10s实时采集数据量预估约206500条数据量， 

巨大的数据量及实时监控的要求对运维系统的处理速度及处理能力提出

较高的要求。 

 

 

 

 

                    

         
 



3 系统功能描述 

         

2）远程控制： 

         如果实现真正的无人值班，必须实现远程控制，远程控制可通过

电力专线或者租用运营商专用通道利用104协议与站内控制设备建立连

接，对站内设备进行远方控制，当前申请电力专线费用较高且手续复杂，

租用的运行商专线通道安全稳定性尚待验证。 

 

       

         
 



4 张家口项目实例 

4.1项目设计理念 

          搭建电站经营，管理，集控，运维一体化平台，从而达到

“无人”“少人”运维，全数字化管理，智能高效运维，根本上降低成

本，增加效率，提升效益。 

4.2  项目实际需求 

     张家口分公司本期需接入的风力电站3个，总容量为250MW；光伏

电站15个，总容量498MW，硬件配置规模按照已投产电站与在建电站的

规模进行配置并留有后期2GW的接入容量。 

 

 

 

 

          



4 张家口项目实例 

4.2  项目建设规模 

      

 

     

     

 

 

 

          

序号 

集控 

可接入项目名称 

项目 
容量
（万
kw） 

中心 类型 

　 （风/光） 

1 张家口 宣化一期风电（张家口） 风电 4.95 

2 张家口 张北风电（张家口） 风电 9.9 

3 张家口 宣化二期5万光伏 光伏 5 

4 张家口 宣化一期2万光伏 光伏 2 

5 张家口 龙洞山一期3万光伏 光伏 3 

6 张家口 沽源新能源 光伏 5 

7 张家口 承德光伏 光伏 10 

8 张家口 承德平泉新能源 光伏 2 

9 张家口 河北承德六沟光伏发电 光伏 2 



4 张家口项目实例 

4.2  项目建设规模 

      

 

     

     

 

 

 

          

序号 

集控 

可接入项目名称 

项目 
容量

（万kw） 
中心 类型 

（风/光） 　 

10 张家口 承德六沟20MWp光伏项目 光伏 2 

11 张家口 宣化龙洞山二期光伏项目（50MW） 光伏 5 

12 张家口 宣化二期风光互补 风电 10 

13 张家口 沽源50MWp光伏项目 光伏 5 

14 张家口 河北承德农光设施光伏项目 光伏 2 

15 张家口 河北张北海流图 光伏 2 

16 张家口 秦皇岛宏伟光伏项目 光伏 1.98 

17 张家口 秦皇岛冀电光伏项目 光伏 1.95 

18 张家口 
河北张北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第二阶
段10MW) 光伏 1 

74.78万 



4 张家口项目实例 

4.3  项目整体架构 

 

     

 

 

          



4 张家口项目实例 

4.4  项目硬件设备配置 

    项目硬件设备配置包含集控中心新增设备、每个电站站端增加设备

及站端至集控中心的二次安防设备； 

集控中心新增设备包含： 

    安全I区/II区 远程控制服务器2台、监控服务器兼操作员站2台、

维护工作站1套、生产区核心交换机2台； 

    信息管理区 中心服务器1台、OMS工作站1台、维护工作站1台、

信息管理区核心交换机2台 ； 

    视频安防专区 视频服务器1台、远程电话会议及大屏幕显示服务器

1台； 

        设备平面布置面积8.4m X21.7m（含大屏幕显示会议室） 

        

     

 

 

     

 

 

          



4 张家口项目实例 

项目设备配置平面图 

            

     

 

 

     

 

 

          



4 张家口项目实例 

4.4  项目硬件设备配置 

    站端新增设备：采集服务器1台、信息传输服务器1台，共同组屏1

面布置于站端继电保护室。 

    二次安防设备：生产控制区的各应用系统接入生产网前应加装纵向

加密认证装置，管理信息大区的各应用系统接入管理网前应加装硬件防

火墙； 

       生产控制大区与管理信息大区的生产管理系统之间的互联，应

加装电力专用横向单向安全隔离装置。 

    每个光伏/风力发电站端各需增加屏柜2面. 

 

     

        

     

 

 

     

 

 

          



5 投资及价值分析 

5.1  集控中心建设投资 

    工程初始投资：集控中心的厂址建设费用、集控中心及各个站端设

备配置费用、建设安装工程费用； 

    运行阶段投资：电网公司104专线通道服务费或网络运行商网络通

道服务费； 

5.2   集控中心实施价值 

   集群性风力、光伏电站设置智能化运维系统后，项目收益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 

   1）集群电站全部采用远程集中监控，降低现场运维人员成本，按现

已建设的张家口项目实例初步估算可达到500万/GW/年； 

    

 

     

     

     

        

     

 

 

     

 

 

          



5 投资及收益分析 

        2）通过集控中心安装于站端的数据分析软件，在电站投运初期对

设备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及时发现因设计/施工导致的设备失配的问题； 

在电站运行期阶段，及时发现站端设备异常运行情况，进行预警，减少

因设备损坏而引起的发电量损失约1%。 

       3）通过远程电话会议显示中心，及时反馈现场情况，由集控中心

专家组进行远程指导，快速的解决现场故障问题，减少停电损失0.2% 。 

 

     

     

     

        

     

 

 

     

 

 

          



 

     

     

     

        

     

 

 

     

 

 

          

汇报完毕！ 

请各位专家、领导提出 

您的宝贵意见！感谢！  

 
HeBei Energy Engineering Design Co.,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