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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的智慧运维管理 

目录 



水上光伏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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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面光伏电站根据水域深浅及水底地
质情况，按基础固定形式可分为桩基
固定式和水面漂浮式。 

 
 水上光伏项目主要利用的水面建设光

伏电站，结合水域大小、水上开发难
易程度等开发光伏项目，对于远离负
荷中心、且水域较为开阔区域，适合
成规模开发、采用高电压等级统筹送
出，对于距离负荷较近水面电站，可
考虑分散或集中送出，就近消纳。 

 
 水上漂浮式电站系统适应在水塘、水

库、湖面及采矿塌陷区等水面上建造 
（2016年后，集中的优质地面土地资
源将被“围剿殆尽”，近乎枯竭，
“水上漂”技术易于帮助客户获得大
量可用“地面” 资源）。 

桩基固定式 

水面漂浮式 



桩基固定式 vs 水面漂浮式 优劣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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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式 
水上电站 

漂浮式 
水上电站 

备注 

系统发电效率及投资IRR      漂浮式组件距离水面更近，水冷效
果优势明显 

对水位高低变化适应性    浮台系统自然适应水面高度变化 

对地基变形适应性    桩基系统对地基条件要求更高 

光伏系统长期运维便宜性     漂浮式系统自带人员维护马道，安
全方便 

避免再次污染水域       漂浮系统材料最高可达食品级 

总结 劣 优 漂浮式系统综合优势明显， 大
部分水域不能采用桩基式系统 

备注： 1.如果水深超过3米，已经不适合打桩；因为整体桩基高度就需要达到8至
 10米（水下4米，水上4米），桩基式的系统成本已经超过漂浮式系统。            
 2. 图例说明    ： 较差； 
                      ：一般； 
                  ：较优 



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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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弃光限电严重； 

而在华北、华中这些用电负荷

中心，受土地的限制； 

近两年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从

热议话题发展成行业开发建设热

点，而且已经有了一些成功案例。 

 

水上光伏电站是利用水上基台将光伏

组件漂浮在水面进行发电。其特点在于不

占用土地资源，水体对光伏组件有冷却效

应，从而抑制组件表面温度上升以获得更

高的发电量。此外，将太阳能电池板覆盖

在水面上，还可以减少水面蒸发量，抑制

藻类繁殖，保护水资源。 

 



设计建设阶段考虑电站生命周期管理 

（前期建设与后期运维协同工作机制） 

 

 选址评估 

 漂浮体形式评估选择 

 浮箱的选材 

 

 

水上漂浮式电站运维方式的探索 



水面漂浮式电站运维工作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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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水面光伏的因素： 

 

 湿度高，影响电气设备可靠性，需要提升设备防护等级； 

 

 周围环境湿度较大，组件功率因PID衰减严重，需要采用PID抑制方案； 

 

 水面电站禽鸟更易光顾， 鸟粪等遮挡现象易引起热斑； 

 

 水面电站现场环境复杂故障排查和定位困难； 

 

 水面光伏电站多为渔光互补模式，安全性更加重要，需要从电站设计和

设备选型两个层面考虑； 



水面漂浮式电站选址评估 

 避免通航水域，行洪区、滞洪区、泄

洪区，饮用水源地（除非政府特许）； 

 水域开阔；四周无高大山体遮挡； 

 丰水期、枯水期差异：水位差小（5

米以内为好），水域面积变化小；长

年最小水深大于2米； 

 长年受灌溉、小水电放水需求的干扰

小（不会造成明显水位变化）； 



漂浮体形式评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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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浮设备要求高：抗紫外老化、抗腐
蚀性能、抗冻胀、抗风浪等特性，浮
台的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 

 不确定因素多：大风、水位、结冰等
因素对其影响较大，同时需监测光伏
组件对水质、水中鱼类、植物等有无
不利影响。 

 施工难度大：施工过程需考虑较多因
素，水上作业很难使用重型机械，工
序相对要求更多，工期也相应增长。 



漂浮方案生命周期内成本比较 

成本项目  浮管+支架 浮筒+支架 一体化浮箱 

（欧洲G1.0 /日本G2.0） 

一体化浮箱 

（泊吾G2.5 / G3.0） 

浮筒（管） 0.95元/W 1.1元/W 1.85元/W 2.0元/W 

锚 0.1元/W 0.1元/W 0.1元/W 0.1元/W 

支架 0.35元/W 0.35元/W 0 0 

施工费用 0.35元/W 0.35元/W 0.2元/W 0.1元/W 

合计 1.75元/W 1.90元/W 2.15元/W 2.2元/W 

安装角度 最佳倾角 最佳倾角 10°~ 12° 10°~  12° 

经济性 

   一次成本最低，最佳倾角， 

  发电量高4%-6%；但电缆用量   

  多，传输损耗大 

一次成本较低，最佳倾角， 

发电量高4%-6%；但电缆用

量多，传输损耗大 

一次成本略高，非最佳倾角， 

利用水冷效果提高发电量8% - 

12%；电缆用量低，传输损耗低 

一次成本略高，非最佳倾角，

组件离水面更近，利用水冷效

果提高发电量10% - 15%；电缆

用量低，传输损耗低 

生命周期 

内经济性 

系统生命周期内存在1-2次更换

风险；更换人工成本高 

系统生命周期内存在1-2次

更换风险；更换人工成本高 

系统生命周期内存在1次更换风

险；更换人工成本低 

系统生命周期内50%以下的部件

存在1次更换风险；更换人工成

本极低 

* 备注 采自业内公开分享数据及照片 泊吾EPC价格分拆举例 

比较结论：采用一体化浮箱系统方案成本高5%， 发电量增益高5-6%以上， 更具性价比；生命周期更换次数及可靠性风险下降；生命周期内更具经济型 



漂浮方案技术比较 

   比较项目     浮管+支架 浮箱+支架 一体化浮箱（G1.0/G2.0） 浮箱一体化（泊吾G2.5/G3.0） 

综合经济性 

一次成本最低，最佳倾角， 

发电量高4%-6%；生命周期内

综合成本高 

一次成本较低，最佳倾角，

发电量高4%-6%；生命周

期内综合成本高 

一次成本略高，非最佳倾

角，利用水冷提高发电量

高8% - 12%；生命周期内

一次成本低 

一次成本较高，非最佳倾角，离水面更近，水冷效果

最好，发电量高10% - 15%；生命周期内综合成本最低 

系统安全 

可靠性 

防风，防浪能力较一体化方案

差，相对易导致支架变形，组

件损坏 

防风，防浪能力较一体化

方案差，相对易导致支架

变形，组件损坏 

抗风、防浪能力强；组件，

浮筒不易受应力变形损坏；

主要与传统边框组件配合 

坚固，抗风，防波浪防风能力强；通过第三方17级台

风模拟测试；通过第三方材料环保性，动态载荷10万

次疲劳强度测试；兼顾双玻及传统组件，尤其与双玻

配合佳，系统安装后，组件可靠性极高（双玻可踩踏） 

可维护性及电气

安全性 

组件与直流线缆维护困难；组

件高度高，维护困难 

子阵中部分区域没有维护

走廊；组件高度高；维护

性较差 

维护方便；但电气电缆排

布及走线难以满足电气安

全规范 

维护方便，浮箱上有线缆专用固定沟槽，更符合电气

电缆安全运行规范 

施工安全 

及便捷性 

大部分在上水施工，施工人员

安全性低，施工难度大，施工

速度慢 

一半以上工作量需要在水

上完成，施工人员安全性

低，施工难度大，施工速

度慢 

在岸上进行施工安装，拼

装完成的电站方阵用船拉

到指定区域即可，人员安

全得到保障，速度快2-3

倍 

在岸上进行施工安装，拼装完成的电站方阵用船拉到

指定区域即可，人员安全得到保障，所有部件采用

“乐高积木”式搭接，组件安装采用泊吾专有的曦和

云安装技术，速度快3-5倍 

方案设计 

灵活性 

占水面面积大；方阵设计难以

调整，线缆走线难度大 

占水面面积小；方阵设计

难以调整，线缆走线难度

大 

占水面面积约一半；方阵

设计灵活，但线缆走线难

度大 

 

占水面面积约一半；可“东西向U型”设计、“南北

向U型”设计，方阵大小及形状可变，可根据项目水面

形状进行匹配设计；线缆走线灵活方便 

结论：以两淮地区为例，均为大面积水面、深水区，采用“浮箱一体化方案”为最优方案 



浮箱的选材 

材料拉伸强度 
保持率>70% 

浮箱材料 = HD/LDPE + 改性增强剂 + （填充料） 



浮箱的选材 

 人工加速老化的测试方法 



G2.5代系统第三方测试（动态机械载荷） 

系统初始状态 

马道上浮状态 

马道下沉状态 

 模拟因环境风力变化引起水上漂浮系统承受连续应力，材料抗疲劳的能力。对于漂浮系统
结构进行分析及实际运用中发现因环境风力变化引起水浪高低起伏，漂浮系统连续疲劳运
动后，样品最易发生形变或失去工作性能的部位为主浮箱和马道的安装孔附件。因此模拟
实际情况对于安装孔进行连续动态载荷试验；进而评价漂浮系统承受连续疲劳测试的能力。
用自动汽缸拉杆上拉或下压马道，三种状态如下列图片记录所示： 

主视图 侧视图 



G3.0代“水上漂”系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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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复合材料结构件不HDPE浮筒相结合，优势明显： 

 

 根据丌同环境需求，采用多模块灵活设计和丌同搭配； 

 最大程度规避HDPE材料丌耐UV辐射的弱点，主浮箱丌见光

或少见光；提高系统可靠性。 

 副浮箱（运维走道）采用覆盖或涂覆工艺遮蔽紫外线。 



设计建设阶段考虑生命周期管理 

（前期建设与后期运维协同工作机制） 

 关键系统-部件设计选择 

• 抗PID光伏组件 

• 1500v直流高压系统 

• 水冷型逆变器 

• 漂浮式逆变升压站 

 

 

 

 

水上漂浮式电站运维方式的探索 



高效电池封装双玻组件-抗PID 

水上漂+双玻光伏组件优势明显： 

 

1.超强的抗PID特性，无需接地，根本上杜绝PID现象，适合水上光伏； 

2.年衰减0.5%/年；客户反馈4年衰减2%。 

3.减少由于水分、沙尘、烟雾、酸碱等引起的隐裂、蜗牛纹等老化现象； 

4.防火等级高； 

5.不积雪不积灰。 

6.安装更快捷，节省人力成本，有效降低LCOE；降低日常维护保养成本。 

 

双玻组件的PID-FREE特性，低衰减率和防老化强等特性特别适合水面光伏电站的

应用场景。 



1500V直流高压系统技术 

 高压双玻组件, 高压汇流箱，集中式高压逆变器组合，在相同系统装机

容量下，高压系统的汇流箱数量减少40%，线缆成本降低20%，直流线损

及交流线损也大幅降低，有效的降低一次投资成本（0.2元/kwh）； 

 1500V高系统电压技术：相比传统系统1000V系统电压，1500V的逆变器最

大转换效率可以达到99.2%；可提升1%-2%系统PR。 

 采用模块化设计，维修非常方便。控制系统、功率单元、水冷系统、直

流进线柜均采用模块化设计。 



水冷型逆变器技术优势 

 传统逆变器产品大多采用风冷逆变技术，存在环境适应性问题： 

• 在高原地区，空气稀薄，易使逆变器工作温度超限； 

• 由于早晚、四季温差大将导致IGBT芯片、IGBT散热基板材料形变，影响散热

性能及导致IGBT失效。 

• 采用风冷散热技术，不可避免会使风沙侵入设备内部，增加运维成本，降低

系统可靠性。 

 

 水冷逆变技术则可以避免以上的问题： 

• 水冷散热效率高，对IGBT工作温度的冲击会大大降低，降低故障率，提高可

靠性； 

• 整个系统集成之后进行了密封处理，这样完全做到了无尘化，一方面提高了

设备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减少了维护工作量。 



水冷逆变器 - 因“水”制宜 

 2MW集装箱式水冷高压逆变器：全密封设计，柜体防护等级可达到IP65；

散热效率是传统风冷系统的10倍，冷却系统能耗是1/5.更适应水上应

用环境。 

 水冷系统将逆变器自身运行产生的热量通过冷却液循环系统交换到外

部环境，包括置于逆变器内部的循环水路部分和集装箱外部的不锈钢

盘管换热部分。 

 水冷型逆变器将普遍3~6个月的维护周期延长至1.5~2年，提高了运维

效率，降低了维护支出。 



漂浮式逆变升压站 

 针对集中的大面积深水区域，采用漂浮式平台方案，将逆变器，箱变一体

机等大型设备就近安装于光伏矩阵周围的漂浮平台上。有效降低直流线损，

提高系统PR. 

 水上光伏高温高湿盐雾环境，容易加剧设备腐蚀漏电，金属间锈蚀，故选

用防护等级IP65的免维护设计，提升逆变器的运行可靠性。 



水上漂浮式电站运维方式的探索 

智慧     

供应链                            

智慧     

设计建造  

智慧 

运维 

智慧        

光伏 



系统智慧运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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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站系统 

MES

* 产线MES和二维码系统（云技术）
记载电池和组件的有效特性。 
* 并传辒给查询平台、EPC和O&M
系统。 

合肥泊吾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 EPC系统软件按组件特性作优先权
逻辑排布。 
* 系统验收后把全部的系统基因特性
数据植入O&M系统。 

O & M

运维系统

* O&M全环节监控电站系统各单元多维
生产状态信息。 
* 大数据分析实现精细化和预防性运维。 

合肥泊吾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二维码系统

*二维码系统承载并传递组件，汇
流箱、逆变器等的特性信息、位置
坐标等。 

APP 

全球监控中心 

手机APP监控 



精细化、智慧化的运维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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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水上光伏，应提倡并坚持走精细化智慧化运维理念 

基于对光伏电站进行数据采集，通过云端大数据分析

平台， 对电站进行监控及运维运营管理的全套手段。 

对于系统结构新颖、发电效率较高，且运维管理较地

面电站复杂的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必须应用先进的通信

及智能化软、硬件技术，实现光伏电站透明化管理、自动

化运维、智能化诊断和辅助决策等核心功能，减少发电量

损失，降低运维费用。 

 

 



提倡精细化、智能化的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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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运维——基于云计算平台，支持多电站接入、汇总多电站生产数据、

融合分析，形成一整套跨电站的运行指标来评估电站的运营情况，预防

性运维；本地vs远程协同运维； 

 智慧运维——采用光伏终端及专用App辅助快速录入，记录全部资产的

设备型号、厂家信息、GPS位置信息，每一个节点都做到可管理、可跟

踪、可回溯；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监控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实现精

细化运维、预防性运维； 

 高效运维——从全局到细节逐层深入的可视化监控，可以对电站、区域、

子阵、逆变器及组串的生产运营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和显示，落后部件自

动识别；以光伏终端和App为核心的新型移动运维；引入标准件对比技

术、无人机扫描等技术，实现大范围快速巡检，提升运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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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云平台的多功能模块，对光伏电站进行从设计、 

监控到运维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通过移动端，随时进行发电量查

询、逆变器发电量比较、工单派

发、过程管控和统计管理等日常

运维工作。 



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的运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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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电气设备的绝缘监督 

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潮湿的环境，对电气设备的防水、耐冻，

以及随着光照变化的负荷不同，电气设备的冷热交替等特殊情况，

都面临较严峻的考验，除了在设计施工阶段对设备材料的质量严

格要求之外，还应在运维过程中严格执行电气设备的绝缘监督管

理相关电力标准，及公司内部管理标准，并严格控制各类设备绝

缘标准，建立、并落实完善的绝缘监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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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湿盐雾环境，组件PID衰减加剧，对设
备耐腐及防水能力要重点巡查。 

 

 水面光伏电站的环境潮湿，PID衰减的现

象更为严重，因此，系统设计除要求组件、

逆变器均具备防PID的功能。对于PID现象

要给予重点巡检。 

 潮湿的环境也会加速腐蚀电气设备金属部

件，如图所示。同时存在水浪拍打在设备

上的现象，对邻近水面安装的汇流箱、逆

变器、浮筒金属链接件等设备的需重点巡

视，并严格按照其要求进行定期检修和更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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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水情的监察与应急管理 

 漂浮式电站能适应水位变化，避免了洪水淹没的危险，及水位较低
时的行船运维困难。 

 但水位的变化、水流速度和流向、水质变化、水上漂浮物的附着直
接影响锚固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水下电缆等设备的防腐蚀性能。 

 特别是在汛期，应严密监察水情，水位变化，水流速度，水质有较
强腐蚀性、水流带来的外物的撞击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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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安全巡检、检修管理标准 

光伏组件铺设在水面之上，日常巡
检需只需在方阵预留的检修马道上进行，
难度相对较小。不会在丰水期、枯水期，
水面变化对行船带来困难；同时也避免
了在水草等植被生长旺季，水面被植物
“侵占”，船只被阻挡，无法前往巡检。 

 

但是，按照电力安规的有关标准，
应禁止大风、雷雨、霜冻等恶劣天气的
水上作业；减少不利天气的安全巡检、
检修事宜；强化日常工作中的安全防护
用品的配置、佩戴和规范作业的监查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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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接地与防雷系统作为日常管理的重点 

接地与防雷，作为保证电工设备正常工作和人身安全的用电安全措施。

在电力系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于水上漂浮式电站，由于电气设备分散、且距离岸边较远，传统的

电气接地手段不能满足其要求，故此，不论是采用水下抛锚接地，还是引

到岸边接地的，都应按照严格具体设计要求，利用高效的试验手段，加强

接地系统的维护管理，确保整个电站接地可靠安全。 

另外，电站水面排布面积很大，在地势较为平坦、开阔的区域，大型

水面漂浮式电站应有完善的防雷设计。并严格按照设计、施工、安全运行

的要求进行全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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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面开放区的安全管理 

光伏组件铺设在水面之上，占用水面面积较大，电站边缘处如果

不能很好的管理，会出现很多不可控的安全隐患。所以，应对边

缘设置可靠性较高的安全防护围栏，并加强安全管理。 

 光伏组件清理手段和标准 

组件清洗应尽量采取就地取水的原则，就地抽水清洗，节省人力

和成本；应注意水中杂质对组件的冲击；应注意清洗时组件、线

缆等的防腐、防锈；应注意编制清洗标准，作业规程，规范清洗

行为。 



Thanks For Attention 

先进光伏技术和智慧解决方案提供者 
Advanced Photovoltaic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Solution Provi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