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驱动的光伏资产

风险管理 



致力于为行业客户提供领先的物联网大数

据解决方案，分别在中国无锡、上海、深

圳以及济南等地设有研发中心、大数据实

验室和运营支持中心，并在欧洲和澳洲设

有办事处。英臻科技目前已在能源互联网

、汽车金融等多领域，实现技术与行业的

深度融合，并已形成“硬件+软件+大数据分

析”三位一体的解决方案。 

英臻科技 

英臻科技旗下能源互联网品牌，提供一

站式能源互联网资产管理IT解决方案。 

专注 

专业 

专心 

储能 用电 新能源车 发电 

企业介绍 



优异的 

经营业绩 

20万+ 为全球超15万座光伏电站提

供信息化服务 * 

 

数百家 
客户覆盖国内外数百家开发商，

金融机构，安装商，运维商和

设备商 

第2名 户用光伏监控全球排名第2，

工商业分布式全球第6 * 

 

第1名 中国光伏监控综合排名第1 * 

6GW+ 
分布式光伏电站资产服务量

6GW，是国内领先的分布式电

站资产管理平台 

* 数据来源：GTM Research Global PV Monitoring 2017-2022 



卓越的研发能力 

技术为核心 

 

无锡研发中心研发人员超百人，核

心成员来自 西门子、华为、阿里、

百度、腾讯 等国内外著名公司。 

创新 

开放 

专业 

活力 



行业痛点 

理论上 
光伏是可产生长期稳定现金流的优良资产，需要长期低成本的金融支持 

  

实际上 
对光伏资产风险的认识不足 

缺乏足够的长期实证数据 

过多依赖主体 

金融产品成本高，期限短 

 



如何保证光伏资产可融资性(Bankability) 

风险识别 

识别影响电站项目收益评估，项

目实际运行的各种技术，政策，

业主等方面的风险 风险转移 

采用质保，保证，保险等措施将

风险转移到安装，运维，保险公

司等不同主体 

风险评估 

评估各项风险出现的概率，影响，

敏感度等 

风险跟踪 

跟踪电站表现，及时修正风

险评估的各项假设 

设备采购 电站开发 安装/运输 运行维护 电站交易 



正确配置收益模型的参数 

1. 光资源评估 

  

2. 自发自用率 

  

3. P50/P90下的各期偿债备付率 



主流气象数据的关键参数对比 

全球主流光伏气象数据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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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Meteonorm 7.1 Solargis

空间分辨率 110 公里 20 公里 0.25公里

数据时间步长

每3小时、每日、每月平均

值； 对每日平均值图像进行

仿真

3小时 30分钟

大气溶胶数据 月平均 月平均 天平均

是否包含年际变量
是、但该数据只是基于较低

的空间分辨率数据上

是，但仅限于部分站点，

通过对比月度值得来
是

是否包含该点的不确定度 否 否 是

是否实时更新 否（或很少） 偶尔 是

西部地区17年 ，东部地区

10以上的实时更新的数据
数据时间跨度

20+ 年

包含最近的数据，但是偏差

较大。

20 years

(1999-2010)但是不包含近

6年的数据



气象数据偏差案例分析及后果 
 

NASA 和地面气象站数据 

财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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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报率分析 
 



中国国家气象局气
象站等级分布情况： 

14/ 33 全国辐照监测站分布图 

 中国气象局目前共有98个太阳能

辐射观测站， 其中一级站17个， 

二级站33个，三级站48个。 

 一级站测量参数：GHI,DNI,DIF 

 二级站测量参数：GHI,DIF 

 三极站测量参数：GHI 



气象站数据案例分析 

国内地面气象站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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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站位置，山西省侯马市， 

经度：111.3721 

纬度：33.6191 

时间跨度： 2006.01-2015.12 

数据统计显示10年平均总辐照为： 

1266KWH/M2 



气象站数据案例分析 

国内地面气象站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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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站点数据的判定： 

     1、维度比该点低4度左右的盱眙地区的年均辐照在1300以上， 比该气象站的数据要高3%。 

     2、依据今年山西省发布的临近地区阳泉的领跑者基地显示，阳泉地区的辐照数据在1400左右。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该气象站的数据与实际数据偏差在10%左右。 

 原因分析： 

     1、重视度不够， 全国有超过2000个气象站，但是其中只有98个站测量辐照方面的数据； 

     2、站点位置问题； 

     3、设备仪器的维护和校验问题； 

     4、缺乏专业的数据分析，筛选，校验。 



气象数据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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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辐照传感器： ±2% 

一级辐照传感器： ±5% 

二级辐照传感器： ±10% 

NASA：               >±10% 

 

SolarGIS:             ±2.5~4.5% 

SolarGIS+6个月次级气象站校准:             ±2~3% 

数据越近越好：辐照整体趋势变化 

数据越长越好：9%（5年）->3%(20年) 

多数据源有利于降低不确定度 

 



正确预估自发自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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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户用电特征进行分析 自用比例是市场非常关心的一个数字，SOLARMAN

的模型可以精确的估计自用比例 

通过SOLARMAN的模型，可以得到

精准的最佳装机容量及收益 

基于SOLARMAN的辐照数据库以及精确的预测模型，

我们可以很快的得到未来发电量的估计值 

02 

估计电站 

发电量 

04 

确定最佳 

装机容量/收益 

01 

分析用户 

用电规律 

03 

计算 

自用比例 



P50/P90现金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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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模型-1 

融资模型-N 

技术风险矩阵 

维修/替换成本
因子 

发电量计算模
型参数置信度 

收益及风险计
算模型 



建设期的风险管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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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应链选择考虑质量和履约能力  

 

2. 选择靠谱的EPC/安装商 

 

3.  进行高质量的第三方设备/安装验收 

 

3. 使用工程管理软件进行工程进度管控 

 

 进度登记、偏差管理 

 到货管理 

 现场质量问题记录 

 日工作总结 

 

 



运营期的风险管控实践 
 

16 / 33 

1. 月度/年度对项目进行评估（发电量，自发自用率，
可用率，PR等），修正初始模型假设参数 

 

2. 使用数据监控系统及时发现电站发电量异常 

 

3. 建立风险转移机制（EPC质量保证，运维质量/发电
量保证，保险） 

 

 



SOLARMAN资产管理解决方案 

 

提高电站收益 
降低运营风险 

Bankability 

 一站式资产管理软件平台（收益评估，建设期管理，

运营期监控，电站评估） 

 实时在线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管理 

 最高精度气象卫星数据（历史，实时） 

 全球分布式电站经验，透明的工程运维实践和

效果呈现 

 灵活的商业模式（咨询，软件，数据服务） 

 全国发电量实时基准数据（NEW） 



为全球500+电站持有机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 
 

  



英臻科技/SOLARMAN 
 

谢谢聆听 

www.solarma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