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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创动科技有限公司简介

创动科技简介创动科技成立于2010年，由“U 盘之父”邓国顺
先生创办，总部位于深圳，全国各地设有办事处，
在深圳、湖南长沙、新疆哈密、新疆木垒等地设有
工厂及分公司。创动科技是一家专注于光伏运维
无人机、光伏无水清洁机器人、1KW-2.52MW全
系列光伏逆变器及智能汇流箱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创动全系列光伏逆变器
创动全系列光伏逆变器具有技术领先、成本领先的双重优势，大幅提升
光伏电站的运行稳定性和发电效率，是地面光伏电站、分布式光伏电站
及光伏建筑一体化等工程的最佳选择。

创动光伏运维无人机
配备高精度红外及高清可视双相机，采用航点巡航模式，自动规划最优
巡检航线，实现一键起飞、自动巡航/ 返航、自动识别光伏面板故障等
功能，是光伏电站运维无人巡检领航者。

创动光伏无水清洁机器人
自主研发，采用多项专利技术，首次实现光伏面板间前后、高低错位、
长距离跨串的无水清洁工作，提升光伏电站发电量10%-17%，开创光伏
面板机器人无水清洁新时代。

创动科技光伏产品线简介



逆变器在光伏扶贫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逆变器在光伏扶贫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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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
11日

光伏扶贫工程工作方案

决定利用6年的时间组织

实施光伏扶贫工程，

确立了大方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了加快光伏扶贫工程，支持光伏发电设施接入
电网运行，发展光伏农业的目标。明确分布式和户用扶贫
的大方向。

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

对光伏扶贫的具体工作和周边配套进行

政策牵引和说明，特别是金融的配合，

扫除了大部分障碍。

关于“十三五”时期光伏扶贫
计划编制有关事项的通知

光伏扶贫的政策引导趋势

2017年12月
29日

确定合理建设模式：以村级电站为主

容量300KW，最大不超过500KW

“十三五”第一批光伏扶贫项目计划的通知



光伏扶贫的政策引导趋势



光伏扶贫的政策引导趋势

《 “十三五”第一批光伏扶贫项目计划的通知》

14个省、236个光伏扶贫重点县，共8689个村级电站，总规模

4186.237852MW的光伏扶贫项目获得批准，面向的扶贫对象为

1.455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71.0751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3年至2017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2787亿元

光伏扶贫市场广阔

全国共识别12.8万个贫困村，2948万贫困户、8962万贫困人口



光伏扶贫的政策引导趋势



光伏扶贫的政策引导趋势

各地专用于光伏扶贫电站的指标分配如下：

河北省1GW、 山东省0.5GW、

河南省0.9GW、江西省0.5GW、

湖南省0.5GW、湖北省0.5GW、

云南省0.5GW、广东省0.5GW、

山西省0.8GW、吉林省0.5GW、

内蒙古1GW、 四川省0.5GW

12个省份加起来的规模指标已达7.7GW。

光伏扶贫电站所获的政策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集中式逆变器在光伏扶贫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具有14路MPPT的1MW户外型逆变器，降低初始投资，增加发电量，扩大收益。

特别适合：
集中式扶贫电站
多雨多云地区
山地电站

村级扶贫电站不宜选用集中式逆变器

300KW型号逆变器厂家少
低压并网需要变压器
需要集装箱
MPPT路数少

降本增效首选



组串式逆变器方案

组串式逆变器在光伏扶贫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成本较高；
设备数量较多；
施工较复杂；
不易管理维护；
交流汇流箱一般无监控

300KW村级扶贫电站系统图



扶贫专用逆变器
 由组串式逆变器衍生而来

 电站初期成本低

 运行安全可靠

 集中安装和管理

 占地面积小

 系统设备非常少

 施工简单，易于管理

创动扶贫/工商业专用逆变器在光伏扶贫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创动扶贫逆变器300KW系列产品
150KW/160K/170K-225K/240K/255K-300K/320K/340K

 三电平设计，最大效率≥99.0%,中国效率≥98.38%
 52路组串输入或4路断路器输入
 4路MPPT，提升发电量
 每路MPPT具备绝缘监测，具有交流漏电检测
 交直流侧具有隔离开关、接触器、断路器等多重保护
 环境温度50℃，满载运行
 标配GPRS通讯模块

创动扶贫/工商业专用逆变器在光伏扶贫电站设计中的应用创动扶贫/工商业专用逆变器在光伏扶贫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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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运维无人机在光伏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无人机应用场景

渔光互补电站 山地丘陵电站 农林光互补电站

屋顶电站 大型地面电站 大棚电站



电站巡检

·巡检部分及整个电站

·巡检结果用于电站清洁

·巡检结果配合运维云

·巡检结果配合清扫计划

·巡检结果配合电站整改

电站监控

·电站监控的有益补充

·风雪灾害的灾后定损

·电站故障预防

……

电站验收

·验收新建电站

·验收电站清洁服务

·验收电站整改

……

无人机应用场景



无人机主要特点

 续航时间长，30分钟以上

 无线图像传输

3km实时视频传输

 无需飞手、一键起飞、自

动巡航/返航

 可抗六级大风

 配备双相机，

 自主研发的图像识别软件

 实时视频可接入第三方监

控系统



无人机巡检---热斑识别软件界面



无人机在光伏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根据2017年无人机巡检全国大小电站结果，建议光伏电站设计和施工过程

中应注意一下问题：

 电线杆的阴影遮挡

 遮阳棚的阴影遮挡

 组件离地高度，避免杂草过快遮挡组件

 屋顶工程的组件倾角略高或采用无边框组件

 屋顶工程组件排列要预留维护通道



山西某“领跑者”电站运维无人机案例

创动光伏运维无人机案例

永久热斑 积雪热斑



云南某山地电站运维无人机案例

创动光伏运维无人机案例

长条热斑 杂草遮挡热斑



安徽某山地电站运维无人机案例

创动光伏运维无人机案例

杂草遮挡热斑

长条热斑



浙江某农林光互补电站运维无人机案例

方块热斑和树叶热斑 杂草热斑和接线盒过热

创动光伏运维无人机案例



一串组件隐裂产生热斑 电线杆引起的热斑

创动光伏运维无人机案例

湖南某电站运维无人机案例



屋顶电站230KW，飞行时间约1.7分钟

识别热斑数量116个

创动光伏运维无人机案例

安徽某粮库屋顶电站运维无人机案例



创动光伏运维无人机案例

安徽某粮库屋顶电站运维无人机案例

淤积的灰尘造成批量热斑



创动光伏运维无人机案例

江苏某渔光互补电站运维无人机案例

鸟粪和灰尘造成的热斑



创动光伏运维无人机案例

江苏某300KW分布式电站运维无人机案例

电线杆引起的热斑



创动光伏运维无人机案例

江苏某30MW农光互补电站运维无人机案例

逆变器遮阳棚引起的热斑



无水清洁机器人在光伏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创动无水清洁机器人在光伏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创动无水清洁机器人在光伏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电站设计初期应考虑组件清洁方案，减少运维费用的开支，提升发电量

引领光伏面板清洁新趋势 实用！高效！稳定！智能！

• 清洁效率高；

• 清洁频率高；

• 清洁效果好；

• 无需水资源；

• 节省人工；

• 大幅提高发电效率；



创动无水清洁机器人在光伏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跨串能力强

清扫距离长

实现高低前后错位跨串

清扫距离1000米

提升发电量10%-17%
有实测数据



创动无水清洁机器人在光伏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1路
2路
3路
4路
5路

清洁频率
1年内的累计
发电量（度）

发电量的
提升率1（%）

发电量的
提升率2（%）

350KW逆变器
（5路MPPT）

1路 每两天清洁一次 165428 16.89 14.91 

2路 每周清洁一次 159157 12.46 10.55 

3路 一年清洁四次 143965 1.72 0

4路 一年清洁两次 142659 0.80 

5路 一年内无清洁 141524 0 提升发电量10%-17%



创动无水清洁机器人在光伏电站设计中的应用

第三方检测报告

采用柔性毛刷实现无水清扫，
不会损坏光伏组件；

毛刷拆装方便，易于更换。



携手客户 共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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