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洁能源系统集成运营商

光伏智慧化运维的探索与实践分享

2019.10.20

正泰运维 张天文



CONTENTS

目录

A - 光伏后运维时代的发展机遇

B - 光伏电站故障工单闭环管理-小泰APP

C - 五点四段PR评估的分析探索

D - 正泰智慧云平台及无人机系统的实践

E - 正泰典型运维项目案例



光伏后运维时代的发展机遇



光伏后运维时代的发展机遇

随着光伏市场的快速发展，国内光伏电站的数量不断壮大。截至2019年上半年，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约

186GW，其中，集中式电站130.68GW，分布式光伏55.17GW。

当前光伏电站的运维已成为各家持有光伏电站资产企业迫在眉睫要梳理并解决的业务，市场前景广阔。



光伏电站故障工单闭环管理
小泰APP



光伏电站故障工单闭环管理-小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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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泰APP完成线上+线下的故障工单闭环管理  故障工单管理--增值项

• 自动记录时间节点—

故障指标分析
增值项1：

• 故障工单统计—智能

运维知识库
增值项2：



光伏电站故障维修闭环管理-小泰APP

小泰APP

工单闭环管理

序号 步骤 特点

1 智能分析，故障
定位

智能分析故障、小泰APP实时显示故障点和运维人员定位的动
态距离，精准快速；

2 故障消息推送 故障消息会通过APP实时推送到相关人员，效率极高；

3 工单生成 支持小泰APP扫描二维码，建立设备报修工单，不用依赖PC机，操
作快捷；

4 工单走向 提供在线派单和抢单，运用灵活； 提供工单审核，有效把控风险；

5 工单执行 无需纸质草稿，直接在小泰APP上填写维修事项（处理过程、备件更
换等）

6 工单验收、归档 对完成的维修工单进行验收，工单是否完成以及对完成质量进行评价



故障工单管理-增值项1

 增值方式：小泰APP完成故障维修闭环管理，同时将自动

记录各时间节点（发现时间、提报时间、维修开始时间、维

修结束时间、停机时长、响应时长等）。

 作用：可用于设备故障指标的统计分析。

设备故

障指标

设备故

障次数

损失电

量

响应时

长

设备故

障时长

自动记录时间节点 设备故障指标统计分析

光伏电站故障维修闭环管理-小泰APP



工单增值项1：设备故障指标统计分析

以下三张表分别是正泰电站2018年基于故障工单管理，统计得到的逆变器各类故障

的处理总时长、总发生次数、平均处理时长的数据。

表1：2018年电站逆变器各类故障处理总时长

表2：2018年电站逆变器各类故障发生次数

表3：2018年电站逆变器各类故障平均处理时长



工单增值项1：设备故障指标统计分析

故障类型（其他）

故障类型（逆变器支路）

故障类型（原因不明）

故障类型（电容）

故障类型（显示屏）

故障类型（漏电流）

故障类型（电网）

故障类型（风机）

故障类型（板子）

故障类型（IGBT）

表1：2018年电站逆变器各类故障处理总时长

数据分析：

逆变器故障处理总时间最长的是板子故障、支路故障、

通讯故障、风机等。



工单增值项1：设备故障指标统计分析

故障类型（其他）

故障类型（逆变器支路）

故障类型（原因不明）

故障类型（电容）

故障类型（显示屏）

故障类型（漏电流）

故障类型（电网）

故障类型（风机）

故障类型（板子）

故障类型（IGBT）

表2：2018年电站逆变器各类故障发生总次数

数据分析：

逆变器故障发生频率最高的是风机、板子、电阻等。



工单增值项1：设备故障指标统计分析

故障类型（其他）

故障类型（接触器）

故障类型（逆变器支路）

故障类型（并网）

故障类型（原因不明）

故障类型（电阻）

故障类型（电容）

故障类型（滤波）

故障类型（显示屏）

故障类型（接地）

故障类型（漏电流）

故障类型（绝缘阻抗）

故障类型（电网）

故障类型（断路器）

故障类型（风机）

故障类型（通讯）

故障类型（板子）

故障类型（炸机）

故障类型（IGBT）

表3：2018年电站逆变器各类故障处理平均时长

数据分析：

逆变器故障处理难度较高的有IGBT故障，断路器故障，

板子故障，支路故障等。



故障工单管理-增值项2

 作用1：方便用户查阅和引用，提供故障诊断决策支持；

 作用2：积累维修经验，实现知识传递的共享运维

 增值方式：小泰APP完成故障维修闭环管理，形成一系列故

障工单。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可将常见故障及处理方式同步

记录到智能运维知识库中。

故障工单统计 智能运维知识库

正泰大数据智慧化运维实践



五点四段PR评估的分析探索



五点四段PR评估

光伏电站的综合效率指标是评估电站运行水平的关键指标。实际 PR 值是由太阳辐射到光伏方阵

产生的能量转换为最后计量电表的电能一步步变化。

光资源 光伏组件 逆变器
箱变及集

电线路

升压站/

关口表

理论发电量 箱变输出电量逆变器输出电量逆变器输入电量 上网电量

光伏方阵吸收损耗 逆变器损耗 集电线路及箱变损耗 升压站损耗

五点四段PR评估的分析探索



五点四段PR评估的分析探索

光伏方阵吸收损耗

• 设备故障损耗

• 遮挡损耗

• 角度损耗

• 直流电缆损耗

• 汇流箱支路损耗

逆变器损耗

• 逆变器转换效率损耗

• MPPT最大功率跟踪损耗

集电线路及箱变损耗

• 逆变器出线损耗

• 箱变变换损耗

• 厂内线路损耗

升压站损耗

• 主变损耗

• 站用变损耗

• 母线损耗

• 其他站内线路损耗



五点四段PR评估的分析探索

某电站五点四段PR评估的模拟数据与实际测量数据

光伏方阵吸收损耗

12.5%

逆变器损耗

2%

箱变及集电线路损耗

1.3%

升压站损耗

0.5%

电站PR值

83.7%

数据分析：光伏阵列吸收损耗和逆变器损耗是影响电站

出力的主要因素，其中光伏方阵吸收损耗最大，而集电线

路及箱变损耗和升压站损耗相对较小。



五点四段PR评估的分析探索

横向分析-

分析系统内各段损耗

分析系统内各段损耗，找出

损耗值异常的分段，指导系

统优化

纵向分析-

方阵、设备、电站间对比

对比同环境下，损耗高的方

阵、 组件、逆变器、线缆型

号/厂家，及时采取整改措施

有助于设备后评价分析

周期性分析-

从长期看电站PR数据

根据长期运行数据将电站

PR直观呈现，找出突出

下降点，判断衰减率

基于五点四段损耗的横向、纵向、周期对比分析



正泰智慧云平台及无人机系统
的实践



《正泰ePower智慧光储云平台》项

目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的2018

年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

项目。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与光伏产业深度融合。

正泰智慧云平台的实践



实施步骤

大数据智慧运维平台，实现总部-区域-电站三级管理模式，对所辖电站进行统一的远程集中监视和智

能化分析管理，利用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挖掘等与光伏进行跨境融合，并引进机器人学习技术，实现全

方位数字化、精细化、效益化管理，保障光伏电站安全高效运行、稳定产出，实现光伏电站智慧化运维。

正泰监控中心

正泰智慧云平台的实践



正泰新能源依托独有软件著作权——正泰

Epower 智能光伏运维管理平台，采用AI技术

及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电站智能数据采集、智

能故障告警、自动创建并分派缺陷、智能巡检、

智能趋势分析，全面提高电站对标能力，最终实

现提高电站运维水平、提升电站收益的目标。

正泰智慧云平台的实践



实施步骤

大数据智慧运维平台，实现总部-区域-电站三级管理模式，对所辖电站进行统一的远程集中监视和智

能化分析管理，利用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挖掘等与光伏进行跨境融合，并引进机器人学习技术，实现全

方位数字化、精细化、效益化管理，保障光伏电站安全高效运行、稳定产出，实现光伏电站智慧化运维。

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通过故障分析机器人对故障的分布、设备信息、时间、综

合影响因素等进行预测，对潜在故障进行诊断评估，提前做出预警提醒，不断优化故障数

据库的，使运维工作变被动为主动。

逆变器功
率与修正
后斜面辐
射散点图

异常组串

检测

智能故障预警

正泰智慧云平台的实践



智能清洗预警

灰尘预警及组件清洗模型通

过计算灰尘对电站效率和发

电量的影响，结合电站的清

洗成本和上网电价及未来的

天气情况，对电站的清洗策

略提供科学指导，并提供相

关清洗收益的反馈。

正泰智慧云平台的实践



 计划完成率

电站综合评分

 PR完成率

 损失电量

 综合厂用电率

 消缺率

 消缺及时性

 …..

权重

 通过反映电站发电水平和运维管理水平的一些主要指
标来评价电站的运行健康状态，即得出电站的综合评分，
以作为电站绩效考核的参考之一。

正泰智慧云平台的实践



 数据钻取

 动态过滤

 动态排序

 自定义报表

 自动化推送

 个性化报表

智能综合报表打破各业务

模块分割独立的现状，将各关

系数据库以及异构数据的来

源，整合到综合报表系统以集

中报表呈现，支持任意多个维

度自动生成，呈现形式有：可

视化图、文、表。

智能报表分析

正泰智慧云平台的实践



通过大词汇量的语音识别应用，系统可以处理复杂的用户请求。

用户可通过关键词唤醒“智能导航”机器人，如“Hey，小泰”。

接着可直接表达自我意图，如“显示十月甘肃电站电量排名”，有效提高应用交互效

率。

智能语音交互

正泰智慧云平台的实践



标准化流程: 工作票、操作票、设备管理、台账管理、巡检管理、电站维护管理、备品

备件管理、发电绩效考核、自动化报表工具，规范化管理，全面提高电站综合运行效

率。

电子工作票

正泰智慧云平台的实践



基于多输出支持向量机(SVM)的故障预测、基于性能退化数据的故障

预测、基于失效寿命数据的故障预测、回归分析法和神经网络算法。

自我学习

正泰智慧云平台的实践



 快速、节约、高扩展性

 先进的处理和分析流程

 持续监测覆盖率达到100% 

 能够访问不安全地区

根据无人机每次巡检数据的累积，以及系统其他数据的整合，

无人机获取的海量数据可进行挖掘分析，对易出现故障区域以

及故障周期等等做出有效分析和预测。

智能红外无人机巡检系统可实现地形地貌分析、组件红外检测、组

件表面灰尘检测、设备裂纹破损检测、光伏组件遮挡检测等故障分

析与智能检测功能，可对设备发热异常故障和隐患进行诊断和精确

定位，是电站高效、智能、组件级巡检诊断工具。

红外无人机系统

正泰红外无人机系统的实践



实施步骤

红外无人机系统

正泰红外无人机系统的实践



正泰典型运维项目案例



正泰新能源——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

 正泰集团旗下负责光伏组件的生产和销售，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运营及对外工程总包等业务，注册

资金82.8亿元，全球首家光伏电站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全球累计投资建设光伏电站超过4000兆瓦，光伏组件产能3.5GW，电池产能3.5GW，工厂分布在杭

州、海宁、泰国等地；户用分布式屋顶电站累计安装量超1GW（逾10万户），位居全国前列。

 霍尔果斯正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隶属于正泰新能源，全面负责公司的第三方电力运维业务，公司目前已

运营电站超过5GW，遍布全国24个省市直辖市，依托正泰新能源十余年的光伏电站投资、建设和运维

经验，利用全方位智能化运维手段，为客户提供更专业的电站运维服务，保障光伏电站收益最大化。

全国最大的民营电站投资光伏企业

——新华网报道

全球光伏企业综合实力第一

——《Photon》评价正泰



2009年运维第一座光伏电站

国内运维电站超过5GW

分布在全国24个省、直辖市

其中分布式项目366个

地面电站66个

大中型
地面电站

分布式屋顶
光伏电站

户用屋顶
光伏电站

农光
互补电站

林光
互补电站

渔光
互补电站

沙光
互补电站

正泰新能源



依托集团发、集、逆、变、配、送、控系统产品全产业链，配套丰富的工程总包与电站运维经

验，是业内同时具备系统集成和技术集成优势的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客户提供更可靠的系统匹

配度，更低的建设成本以及一站式运维服务。

变压器

组合电器

断路器 互感器

绝缘子

开关设备

元器件
输电线路

变电站

电线电缆

隔离开关

正泰全产业链



拥有一支超过900名的技术创新和精益管理运维团队，拥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ISO9001、ISO14001 及OHSAS18001三体系认证。

目前公司在全国已建立杭州总部、西部永昌电站和东部江山电站学员培训基地，

向全国各个电站输送运维技术人才。运维的宁夏和甘肃电站多次获友好型光伏电站、

节能先进企业、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团队荣获工业企业优秀管理班组等称号。

永昌电站 青海共和 宁夏石嘴山

正泰运维团队



公司凭借正泰新能源在清洁能源管理运营中的成熟经验，利用基

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打造的智慧云平台、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

智能清洗机器人等全方位智能化运维手段，为业主提供从发电设备到

电站并网点的全链路一站式托管服务。

在2019年荣获TUV莱茵“光伏电站运维服务商优胜
奖”，成为唯一获得光伏电站运维AAA评级的企业。

正泰运维”AAA”荣誉



 承接的某地区运维252.59兆瓦精准扶贫电站项目，电站个数多达63个，分

布在七个县市，电站类型主要包括山地光伏电站和渔光互补电站。

精准扶贫电站项目



 承接的某地区运维300兆瓦，占地14000亩，电站地型主要包括河边滩涂及

山地等。

大型滩涂+山地电站项目



 在甘肃嘉峪关运维70兆瓦地面电站项目，

电站位于风沙较大的西北地区，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西北大型地面电站项目



 在宁夏、青海、新疆、内蒙等荒漠戈壁地带建成并运维

超过330兆瓦沙光互补项目，总占地约9平方公里，促进游牧民增收。

沙光互补电站项目



 在浙江建成并运维200兆瓦江山光伏电站，占地6300亩，

采用光伏发电+中草药种植+光伏旅游相结合的模式，

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开辟了新渠道。

“农林光”互补+光伏旅游电站项目



 在杭州火车东站、正泰海宁工厂等工商业建筑屋顶，

公共建筑屋顶建成并运维光伏电站。已完成分布式屋顶电站超过1000MW。

长三角最大屋顶分布式电站

德清天马重工16MW项目

嘉兴协和首信

11.4MW屋顶光伏电站

亚洲最大单体光伏公共建筑

杭州火车东站10MW项目

正泰海宁工厂

6MW屋顶光伏电站

工商业、公共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龙游山底村

芝溪家园百万屋顶项目 衢州柯城金屋顶

杭州九龙山庄

居民屋顶光伏项目



印度—24MW光伏电站

保加利亚Bezmer—47.8MW光伏电站 罗马尼亚—35MW光伏电站

韩国鲫鱼岛—9MW光伏电站

意大利罗维戈—Rovigo70MW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15MW光伏电站

国外投资电站



运筹维握 决胜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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