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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领导与各位行业同仁，今天想在这边与大家探
讨一下光伏电站设计对光伏电站的全寿命周期的影响    
        本人从接触的一些电站设计以及后期运维所反馈情
况为基础，和大家探讨一下设计和电站运维的新思路，如
何在现有设计模式下，为光伏电站的运维带来更多的便捷
，如何为电站的资产管理带来更多的收益，有不正确的地
方，也请大家指正。



1、光伏电站运维的痛点

2、设计阶段对运维的影响

3、运维对设计的要求

4、光伏电站运维新思路

5、针对全寿命周期的设计改进



       光伏电站作为一种资产，我们的目的是让它增
值，能保证长期稳定的收益率，甚至在关键时刻，
可以变现。这就构成光伏电站的一种金融属性。
       我们的目标是挖掘这个资产的最佳潜力，保证
投资回收期和内部收益率。这样才能在金融市场获
得一个较高的估值，提升它的金融属性值。

光伏电站运维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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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运维的痛点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E

全球年新增并网光
伏装机量（GW） 5.6 7.47 19.65 26.9 31.16 38.17 43.36 57.85 64.54

全球新增光伏装机
增速 - 33% 163% 37% 16% 22% 14% 33% 12%

全球
装机
容量
的规
模



      今年年初，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2015年 中
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513万千瓦；截止至
2015年年底，中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为4318
万千瓦，相当于2个三峡电站（32台机组），目前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
      而2016年中国新增光伏装机容量估计能超过
16GW以上。
      到2020年，我国光伏电站存量将达到100GW
，我们认为今后电站需求将是百亿级别的市场。

光伏电站运维的痛点



       我们如何使这个收益得到一个稳定的增长。这
其中最直接的环节就是资产的管理，电站的运维
，我们要使运维环节能让电站发挥最大的潜力，
这是运维的中心任务。
       而对于资产而言，在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就要开
始把控。使电站的资产初值最大化，成为一个优
质资产。

光伏电站运维的痛点



光伏电站运维的痛点

        这几年我国新增加的电站有各种类型，主要
有荒漠戈壁电站，山地电站，渔光互补型电站，
农光互补型电站，还有分布式屋顶电站。
        但是电站的规模，电站运行的环境，电站的
工程质量，电站运维人员的技能或多或少会影响
到光伏电站的总体收益。
        这些影响可能会增加了运维成本，可能会减
少了电站发电量，这是运维必须要避免的。



光伏电站运维的痛点

电站规模 30MW集中式 30MW组串式
270W组件(片) 112000

500KW逆变器(台) 60 0
50KW逆变器(台) 0 600

直流汇流箱(台) 360 0

交流汇流箱(台) 0 150

升压变压器(台) 30

占地面积（亩） 900

以一个30MW电站为例：



光伏电站运维的痛点

       在这个电站中有非常多的设备和元器件，每
个环节都有出故障的可能，只要任何一个元器件
或者设备出现故障，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发电量。
      而且还会导致设备维修和更换，增加运维成
本。
      电站运维需要6-8个人值班维护，按照传统运
维模式，运维人员不仅每天要看组件是否损坏，
有时候要拿仪器检测。有的故障发现时,可能已经
过去一周了，然后再花一周时间解决。
       人员短缺，物资采购不方便，交通不方便，
维修周期长。
       这就是目前光伏电站运维的普遍问题。



设计阶段对运维的影响

对于一个项目的设计，在设计阶段如果没有把握
好，必然对光伏电站的整体运维带来很不利的影
响，那么自然而然会影响这个资产的金融价值。
举几个例子：
1、新疆某30MW项目，设计过程中逆变器室的防
风沙设计不合理，导致逆变器室每隔半个月要清
理一次沙 。可想而知逆变器的故障率有多高。
2、江苏某渔光项目，设计过程中未考虑PID效应
，导致发电量衰减严重，2年不到衰减20%。
3、江苏某分布式项目，逆变器室散热风量不够，
导致夏天室内温度超过60摄氏度，频频报警。



4、宁夏某10MW项目，环境温度很高，太阳辐射
好，导致电缆载流量不够，最终导致电缆发热烧
毁。
5、青海某20MW项目，设计过程中对地质腐蚀性
程度考虑不足，导致接地扁钢和电缆不同程度腐
蚀。
6、山东某山地项目，道路规划和箱变位置布置不
合理，导致运维人员维护工作非常费劲。

设计阶段对运维的影响



设计阶段对运维的影响

       以上这些项目，有我们十一院设计的，也有
其他设计院设计的。 
       但是这些所反馈的问题确实是实实在在会影
响到光伏电站的运维，会影响资产的收益。
       这些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的设计中，其实很多
，因此，在设计中把这些问题考虑到位，会给电
站的运维带来很大的便利，会给电站带来更好的
收益。



运维对设计的要求

以上都是电站运维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而运维对项目的设计有哪些要求呢，主要有以
下几点 ：
便捷性：对于电站运维工程师来说，便捷运
维就是提高运维的效率，把运维的一些流程
交给后台去处理，这样才能使少量的人员去
高效的事情。

智能化：电站数据智能化采集，不仅仅采集
，还要处理，以便让运维人员迅速获得电站
的当前状态。同时也让金融部门实时监督资
产管理的成果。



流程化：对于一个电站，运维人员可以通过
统一的培训流程，短时间迅速掌握这个电站
的运维技能。做到快速上岗，熟悉系统，熟
悉操作规程。

高效性：对电站设备的管理，能使90%的故
障问题可以现场解决，减少设备故障带来的
发电损失。

运维对设计的要求



光伏电站运维新思路

        随着光伏电站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占地
面积越来越大，传统的运维模式已无法保证电站设
备安全和高效运行。为此，建立一个基于云平台的
协同运维体系，实时监管光伏电站的生产调度、设
备状态、发电数据等等，分析在运行中可能会出现
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紧迫。



光伏电站运维新思路

传统运维：依赖人员素质

智能运维：依赖数据分析

　 传统运维 智能运维

资源 人员+技能+仪器 人员+云平台+大数据

参与 项目竣工后 项目实施阶段

培训模式 师傅带徒弟 简单学习流程

人员需求 多 少

运维技能 靠经验 靠平台数据分析

故障解决 有问题才解决 预判



针对全寿命周期的设计改进

我们在以上提到的所有关系到电站运维的内容中
，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为了使电站运维便捷，为
了在电站全寿命周期中得到更好的收益，为了电
站这个资产能够稳定的带来收益，因此我们在电
站设计阶段必须要做一些改进。
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去进行设计改进

1、设计更高效的光伏系统方案
       采用高效组件，针对地形选用不同的逆变器，
根据项目地点选用不同的组件逆变器容配比，根
据不同的地点选用不同截面的电缆。



2、提高运维的便捷度
对于逆变器，箱变，汇流箱等设备的布置，不仅
仅要考虑系统压降，还要考虑维护的便捷和元器
件检修便利。
对于数量较多的设备，减少型号，选用可以相互
替换的产品，对于市场上占有率低的设备，尽量
避免使用。
对于设备选型，选择模块化设备，便于现场运维
人员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更换故障元件 。减
少停电时间。

针对全寿命周期的设计改进



3、电站数据分析
对于一个电站，可能会有一期，二期，三期在同
一个地方，通常我们在设计二期项目的时候会参
考一期的运行情况做一点改进，但是这些运行情
况几乎都是工程师总结的，能否通过一期项目的
数据分析来给二期设计提一些建议呢。
我们可以做以下工作：把项目运行期内的发电量
数据按照逐时，逐日，逐月，分季节，分单元对
比，把这个数据和预测的发电量做对比，可以得
出容配比是否是最合理的。
查找一年中日均发电最少的单元，分析是什么原
因导致的，在二期设计中改进。

针对全寿命周期的设计改进



       对于有可调支架的系统，在运维过程中可以
进行做一些实验对比，二期设计可以参考实验数
据，可以得出在理论设计最佳倾角下的发电量是
否真的最多。
       可以统计光伏电站运维过程中的故障情况，
找出故障最多的环节，在设计中改进。
       统计因各种故障造成的发电损失，这设计过
程中可以综合考虑建设成本和系统可靠性。

针对全寿命周期的设计改进



       对数据分析还可以实现另外一个好处：
目前在我们设计光伏电站的过程中，总是存在这
么一个矛盾，在土地面积很紧张的情况下，如何
在装机容量和单位发电量之间做一个最优化的平
衡，这是我们在设计山地项目中遇到最多的问题
。
       地形受限，面积受限的情况下，装机容量，
最佳倾角，组件遮挡，那么必然要牺牲一个。
但是牺牲哪一个会给业主带来的损失最小。

针对全寿命周期的设计改进



       这时候光伏运维的数据就会给出答案。
比如说在内蒙，最佳倾角比较大，且冬天有1-2
个月时间会限电，那我们可以算除去这一 段时
间的最佳倾角，或者我们接受这段时间阴影遮挡
，把因为遮挡损失的发电量告知业主，那么业主
心里就会有数。
       比如在山东，如果面积受限，通过电站数据
分析得出冬至日前后1个月早晚一段时间的发电
量，就能知道阴影遮挡会损失多少收益，对比征
地的成本增加，可得出一个结论，重新征地经济
效益是否划算。

针对全寿命周期的设计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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