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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更高收益，电网友好，安全可信

张 岩

华为智能光伏业务营销总监



迎难而上，长期稳健增长
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2013

2882

2014

2390

3950

2015

5216

2016

6036

2017 2018

7212

2019

~8500

2019年
销售收入预计 8500亿 同比增长 18% 

运营商业务 引领全球5G商用进程

消费者业务 保持稳健增长，智能手机发货量超过

2.4亿台，进一步完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全场景智慧

生态布局

企业业务 服务全球700多个城市、世界500强企业

中的228家

发布计算产业战略，推出全球最快昇腾910 AI处

理器及AI集群训练服务



组串式逆变器

组串精准管理

无易损件

无线eLTE / 电力载波传输

智能光伏管理系统

智能IV诊断

双面更优匹配、跟踪智能融合

智能IV诊断4.0

智能并网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IHS 全球组串式逆变器发货占比

华为智能光伏引领三个时代，全球主流方案
发货量连续四年全球第一

数字化+光伏时代 互联网+光伏时代 AI + 光伏时代

FusionSolar 2.0
2015

FusionSolar 3.0
2016

FusionSolar 5.0
2017~2018

FusionSolar 6.0
2019

FusionSolar X
2020~

FusionSolar 1.0
2014

24% 35% 44% 52% 53% 53% 54% 58% 64%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2015 – 2016 – 2017 - 2018

华为智能光伏

发货量连续四年全球第一
截止2019年底全球发货量超

118GW （1.18亿千瓦）



光伏LCOE持续降低、渗透率不断提升、

电网稳定及安全，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光伏发电LCOE
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Future of Solar PV, IRENA

21~50美分/kWh

2010年
5.5~22美分/kWh

2018年
2~8美分/kWh

2030年
1.4~5美分/kWh

2050年

乌克兰电网遭受“恶意代码攻击”

澳大利亚南澳州

新能源占比 ~45%

2016年由于电网短路扰动

风电脱网造成大停电事故

光伏渗透率升高
电网强度减弱

电力系统
受遭受恶意攻击 2019年3月，委内瑞拉电力系统今年3

月遭到大规模破坏，停电涉及委内瑞

拉超过10个州和首都加拉加斯

2015年12月，攻击者入侵了监控管理系

统，导致7个110KV的变电站和23个35KV

的变电站出现故障，导致80000用户断电

英国

新能源占比 ~22%

2019年8月连续跳机导致系统

出现较大功率缺额

中国新疆哈密

新能源占比 ~50%

2016-2017年累计100多次的

次同步振荡切机事故

委内瑞拉电力系统遭受大规模破坏



高效发电 智能营维 安全可靠 并网友好

FusionSolar 智能光伏6.0+

全新升级 更优LCOE
SUN2000-196KTL

AI加持 发电优化
SmartACU2000D

智能光伏
管理系统7.0

组件及跟踪支架 智能光伏控制器 箱变

智能子阵控制器 智能光伏管理系统 7.0

升压站 电网接入MBUS通讯

智能SDS算法 SUN2000-196KTL 智能并网算法

智能IV诊断4.0

端到端安全可信

1 2

4

5

3



智能直流发电系统 (SDS)

优化天文算法，提升系统发电量

模型采样
样本库

电压信息

电流信息

功率信息

角度信息

….

P(A|B) 
P(B|A)P(A)

P(B)
=

更优
跟踪角度

天文
算法

模型自我学习与优化

AI训练与建模
经典神经网络算法

+

模型建立
发布模型



青海省共和县
测试周期180天
SUN2000-50KTL+同景平单轴支架
+双面345Wp组件

广西省陆川县
测试周期58天
SUN2000-50KTL +安泰科平单轴支架+单面270Wp

安徽省濉溪县
测试周期183天，持续进行中
SUN2000-50KTL+摩昆平单轴支架
+双面295Wp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
测试周期31天
SUN2000-75KTL+摩昆平单轴支架+单面310Wp

0.5%+

1.31%

0.7%

0.67%

智能直流发电系统 (SDS)

实测验证，提升发电量 0.5%~1.31%

优化前

优化前跟踪角度 优化后跟踪角度对比

优化后前踪角度 优化后跟踪角
度

阴影遮挡

阴影遮挡

优化后



全球唯一商用智能IV诊断

全球应用>5GW，提升运维效率
*数据来自SAKAKA 300MW项目

传统IV检测 华为智能IV诊断

需要设备

300MW检测时间

发电量损失

人工工时

支出合计

4套专用工具和软件

32.6万元

40天

~106万元
1年2次

12个专业工人时间

17万元

测试时需停机

3.5万元

仅需软件License

25分钟

不需要专业工人

≈0

仅需软件License

离线 检测模式 损失 发电收益 人工 报告分析

在线 检测模式 无损失 发电收益 自动 报告分析

国家电投集团黄河水电 · 华为
智能IV诊断联合创新



智能IV诊断 4.0

诊断更高效，应用场景更多样

支持组件混装支持叠瓦组件

采集数据点 >200万点

百兆瓦检测 时间再升级

支持预约测试，月/季度报告订阅

适配更多应用场景，更多类型组件

检测
15分钟

检测
小于10分钟

手动启动 报告订阅



弱电网环境控制能力强，SCR~1.5不脱网

支持交流串补环境/系数 0.7

支持 HVDC 送端新能源比例 60%+

弱电网环境中，逆变器谐波电流<1%

阻抗重塑算法

主动谐波抑制

宽频带动态阻尼算法

智能串补自适应算法

…

中国西藏电科院
低电压穿越测试

2019年8月，华为智能光伏控制器
一次性通过低电压穿越测试，其他
厂家逆变器测试超一个月无法通过
或 技术无法满足，测试失败。

澳洲电网
新电网码准入测试

2019年4月，澳洲新电网码对高低
穿性能 提出了全球最严苛要求，华
为智能光伏控制器一次性通过电网
准入，获得首例批准。

智能并网算法

从“适应电网”走向“支撑电网”

华为智能光伏控制器 其他方案

华为算法<80ms 其他控制算法>200ms

SCR = 2.2 

低穿故障 有功电流恢复时间

华为方案 稳定输出 其他方案 功率失稳

低SCR 功率输出稳定性

SCR = 1.7 
华为智能光伏控制器 其他方案



仿冒/恶意控制APP近端入侵APP近端入侵

端到端安全可信，确保电站生命周期平稳运行

网络拦截，无权难接入

认证授权，接入无权限

完整校验，有权难破坏

数据保护，数据难窃取

专业级ICSL认证，四级防护，保障电站端到端安全

电站本身固有防护外，仍然存在的风险

全球专业级防护团队
端到端流程保障安全可信

华为软件通过ICSL认证

获得A2LA互认(美国实验室认可协会)

1 2 3

上海 杭州安全团队

北京安全团队

安全设计、安全测试、安全工具

安全设计、安全测试、应急响应
安全技术规划和研究、安全认证

深圳安全团队
安全设计、安全测试、应急响应
安全治理、安全标准

芬兰安全团队

终端安全技术

德国安全团队

新加坡

谢尔德实验室
全球前瞻性、安全技术研究

安全技术研究、安全标准
和认证、安全测试



FusionSolar

智能光伏管理系统7.0 

光伏行业 Android 系统

生态伙伴/客户

根据需要自主开发APP

API开放

类似微信“小程序”

TaiShan 服务器

• Spec性能超越x86最高端

• 极低功耗，业界主流一半

华为云 & 合营云

• 芯片级的深度学习引擎

• 提供90+通用与高级AI API

高斯数据库
PB级高性能数据仓库

昇腾芯片
鲲鹏芯片

安全可信的数字化开放平台

安全可信的数字化开放平台

让伙伴/生态共享数字红利

套件

智能IV诊断 智能离散率算法

AI跟踪支架优化算法

AI 告警压缩 AI 光储协同

完善的数据开放接口

客户定制报表 客户定制化大屏

支架智能管理 无人机检测

告警智能管理 农光/渔光互补

三方生态应用华为原生应用

数据开放

基于昇腾计算能力
AI 训练和推理平台

欧拉操作系统
信息安全技术四级保护



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电站，每个新能源企业
助力合作伙伴领跑光伏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