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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wei Confidential

Data

突破极限
多域协同场景：
AFCI、并网算法等

效率提升
海量重复场景：
消缺、巡检等

智能传感器
打开数字世界大门

海量数据基础
高效持久训练AI模型

全栈 框架

芯片

边缘计算

全场景电流、电压、功率、温度

角度、湿度、辐照、风速

+

全栈全场景AI方案
使能光伏技术创新

AI使能光伏创新 三大场景

“AI加持”，华为智能光伏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成果

专业传承
专家经验场景：
故障诊断等

每10秒采集一次生产数据
每年产生1GB数据信息

每MW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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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
FusionSolar 托管云 & APP

智能光伏优化器
SUN2000-375W-P2

智能通信棒
Smart Dongle-GPRS/WLAN

智能光伏逆变器
SUN2000-5-12KTL-M0
SUN2000-15-20KTL-M0



智能光伏逆变器
SUN2000-110/125KTL-M0
SUN2000-15-20KTL-M0

管理系统

FusionSolar 托管云 & APP

Smart Dongle
Smart Dongle-4G/WLAN

分布式数采
Smartlogger1000A



新一代华为分布式智能逆变器

SUN2000-110/125KTL-M0

20路输入，10路MPPT1

最大效率99%2

支持400/500V输出3 支持低压MBUS通讯6

适配双面组件4

支持4G/WLAN通讯5

SUN2000-5/6/8/10/12KTL-M0
SUN2000-15/17/20KTL-M0

2/4路输入，2路MPPT1

最大效率98.6%2

支持380/400V输出3 自然散热，无易损件6

内置智能拉弧检测4

支持4G/WLAN通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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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路MPPT两路组串设计，反灌电流<10A, 
对组件及逆变器无危害，无需熔丝保护

无熔丝设计
从源头避免火灾隐患

熔丝通过电流高温熔断，短路发生时，
熔丝短时间无法熔断，持续高热导致
烧机，引发火灾

熔丝方案存在火灾隐患

华为无熔丝设计，杜绝火灾隐患

为什么需要熔丝
直流侧短路引起反灌电流，电流过大会损坏组
件及逆变器，需熔丝及时熔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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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弧会导致接触部分温度急剧升高,
可达3000°C，极易引起火灾

高直流电压电流会对安装维护人员
造成极大危险 绝缘线缆破损

直流拉弧是屋顶电站及
下方建筑的一大火灾隐患

- 电流击穿空气后产生的持续放电效应

光伏组件接点接触不良 组件接头松脱

直流拉弧的危害有哪些

什么是直流拉弧？



检测到拉弧2s内快速自动切断电路
满足UL1699B要求

准确检测并诊断故障拉弧
减少误告警

AI加持，支持自学习新故障拉弧
长期持续保障电站安全

AI加持的智能电弧防护
主动预防火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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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优化器

85% 85% 85% 85%

85% 100% 100% 100%

阴影处选配优化器

发电量最大可提升30%

在受影响组件上加装优化器
减少失配对正常组件发电影响
进一步提升电站发电收益

落叶 阴影遮挡 尘土 鸟粪 公差失配 温度失配



采用先进数字控制算法
98.65% 最高效率

20KTL-M0
领跑者标志认证

中国效率A级认证

同平台首例

业内领先



优化器灵活应用
提升复杂屋顶发电

存在遮挡，朝向不同等问题的组件，

可以通过加装优化器接入同一组串

发电量进一步提升，设计更灵活

存在遮挡及不同朝向的位置，

选用逆变器+选配优化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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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变器智能调节功率因数
避免力调电费罚款

案例：浙江芯能1.7MW屋顶项目，规定要求并网功率因数不得低于0.9

采用华为方案前
2018.03

采用华为方案后

功率因数 0.8 0.97
罚款（元/月） 1000~2000 0

实时保证功率因数达标
避免力调电费罚款

仅逆变器+分布式数采即可实现，
无需额外设备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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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LCD 无按键 自然散热

TUV报告：华为逆变器年故障率<0.4%
Ⅱ期
200 台逆变器, 运行963天

年失效率：

0.189%

Ⅲ期
4939 台逆变器, 运行583天

年失效率：

0.252%

IV期
1790 台逆变器, 运行207天

年失效率：

0.390%

设备可靠：无易损件设计，保证25年稳定可靠运行



基于AI的算法控制，保证光伏电站并网稳定性

针对不同并网场景、电站设计、电网运行
工作点，建立精准数学模型 利用大数据训练持续优化并网控制算法

500多台某厂家户用逆变器因农村弱

电网过压保护关机,更换为华为逆变

器后系统恢复正常

合肥庐江宁夏银川
5MW扶贫项目群

在弱电网下末端稳定并网



传输更稳定
采用稳定公网通讯，
不再依赖WiFi信号

接入不受限
有手机信号就能传输数据，
通讯再无地点限制

农村 政府购电项目 公寓 停车棚

通讯可靠：支持独立4G/3G/2G公网通讯，适配多种场景

4G/3G/2G

* 可选4G/GPRS通信棒



继承华为电信产品30多年累积
自然散热技术

历经90GW+/上百万套已部署
智能光伏逆变器及无线基站验证

精细化设计，散热瓶颈区域局部加厚
散热器基板，散热有余量区域减少齿数

SUN2000-20KTL-M0 温度降额曲线

环境温度 (°C)

输
出

功
率

(k
V

A
)

45°C, 22k

50°C, 20k

高效散热设计，有效降低腔内温度

自然散热：采用领先散热技术，经典一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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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故障 or 正常

>A <B =C ···

人工设定条件

传统管理系统：误判、漏判······

光照 组件类型 所有组串
电流

所有设备
···

所有组串
电压

运行环境与状态

>A2 <B2 =C2 ···

AI建模，按照场景形成判定条件

电站1 电站2
>A1 <B1 =C1 ···

人工巡检排查

大数据+AI算法，智能识别落后与故障设备

MCC头烧毁 光伏板掉落

开路电压异常 组件遮挡 …

智能识别落后/故障设备，提升运维针对性、效率



2
min

一键远程扫描，两分钟快速
故障定位，无需上站检测 10

min

100kW电站全站检测报告
10分钟自动生成 14 TUV认证，可精确检测

14种组件故障

智能IV诊断，简单快速
分析全组件健康状况

其他离线诊断 华为在线诊断

专家需上站检测，时间约1天

10% 抽样检测

人工数据分析及报告制作

2min 在线扫描

100% 电站内组串全扫描

10分钟 自动生成诊断报告

组件PID衰减 二极管短路热斑

*仅适用于无优化器接入的逆变器



愿景和使命
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

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Bring digital to every person, home and organization 

for a fully connected, intelligent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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