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旻投智能科技运维服务手册
您的智能运维管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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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质量服务

电站维护服务

电站运营管理

服务

一站式综合服务
作为一家完全独立的运营服务商，我们规划设计、统

筹协调并实时提供与运营管理相关的一系列服务，无

论您的电站是建设中还是已经并网运行，量身定制的

服务模式都可确保其高效运营。

通过前沿创新技术、快速响应机制以及专业维护服务

的有机结合，我们保障光伏电站产出收益最大化，并

持续提升光伏电站运营效益。

专业化解决方案
发电量损失可能是由许多不同的问题所导致的——

或是缺陷组件，

或是低效逆变器，

或是缺乏专业运营管理经验和质保索赔的技术支持。

当您面对上述问题时，旻投智能科技是您理想的合作

伙伴。基于实际问题，我们追根溯源，为您提供专业

化解决方案。

您的可再生能源专业管理助手

信赖于我们在光伏行业积累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客户全权委托我们

管理的光伏电站总装机量已超过500 MWp。

我们为您提供最佳服务方案，保障电站最高运行效率。

旻投智能科技运维解决方案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确保发电性能最优化和投资收益最大化。

不论您在何处，拥有多大规模的光伏系统，我们都能保障您的投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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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化服务网络

我们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均有分公司，以及可靠的合作伙伴，服务覆盖全球各地的电
站。我们正不断地扩大服务网络，以确保及时高效的服务质量。

 � 全球三大运维中心24/7不间断服务

跨越地理位置和时区的限制，我们采用最先进的集控分析技术对您的光伏电站进行24/7
实时监测。我们保证绝对的可靠性、详细的分析和及时的故障侦测。

01   美国 圣地亚哥大学 
商业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1 MWp

02  西班牙 塞维利亚 
商业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2138.50 kWp

03  西班牙 阿尔瓦塞特 
商业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792.12 kWp

04  捷克 斯特日布罗 
大型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13.608 M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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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里约热内卢 马拉卡纳体育场 
商业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387 kWp

06  德国东部  
大型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189 MWp

07   德国 克赖尔斯海姆  
商业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1.605 kWp

08   中国 无锡 
商业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2.8 MWp

09   巴基斯坦 
大型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100 MWp

10   中国 宁夏 
大型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130 MWp

11   中国 新疆 
大型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100 MWp

12   中国 内蒙古 
大型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30 MWp

中国上海

美国洛杉矶

德国奥格斯堡

案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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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您的第一选择

我们为投资商、运营商以及安装商提供专业定制化专业服务。

 我们提供您所需要的服务

电站需求各有差异：不同规模、不同国家的法规差异，不同电站的特
定要求，这些差异要求电站运营管理需具有雄厚的技术能力、丰富的
国际项目服务。

选择旻投智能科技，您身边就拥有了最理想的服务助手。我们提供您
所需要的服务，保证最高级的可靠性。

 与您携手前行

我们与您一起，共同定制服务内容，我们有效组合每个服务内容，并
优化所有的关键因素——作为服务提供商保障您的投资安全及合作项
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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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商

 最高级投资安全保障

电站是否始终顺畅运营对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为确保投

资回报，光伏电站产出须符合预期。作为您技术运营专业

的管理助手，我们承诺24/7不间断监控服务并实时进行故

障诊断处理。作为一家第三方独立的服务提供商，一旦发

生产出收益亏损，我们能够给出公正的建议。一切以质量

和成本效益为本。

我们出色的服务:
- 采集并准确评估测量数据

- 量身定制的分析和评价结果

- 全面评估发电性能、故障及相关工作

- 现场质量保证

- 快速响应故障报警

- 成本与收益分析

- 历史文档管理
- 专家级故障处理建议

 现有电站优化改建

现有电站通过优化配置可以焕发出巨大的潜能。具有较高

上网补贴电价的光伏电站优化改造将更具吸引力。通过更

换有缺陷的或型号过时的组件，电站发电能力将获得大幅

提高。

为了对您的电站能量再次迸发，我们综合考虑技术适用性

与经济合理性，分析电站现状，确认最佳优化方案。
更换涉及的部件时，我们秉承公正公立的服务原则，由技
术专家完成所有工作。
同时我们也协助处理保质期内的所有索赔事宜。

86 KWP 7 MWP 13.608 MWP
住宅系统

“旻投智能科技提供专属定制、服务至

上的客户关怀。服务团队总是设身处地

的考虑我们不同地区的项目需求，快速

处理我故障报告或深入调查，服务过程

因地制宜，采取最佳解决方案” 

Christiane Wrede，户主

商业系统

“我们选择旻投智能科技 作为合作伙伴，

目前双方已经有超过7 MWp以上的电站监

控合作。这个决定很成功。旻投智能科技

识别导致发电量损失的环节，准确计算出

亏损的电量收益，最终向安装商提出质保

索赔并成功获得补偿”

Volker Petersen，
SCS Energie AG 总经理

大型地面电站 

“旻投智能科技总是能保证在发生故障

时顺利高效地修复，使我们能减少停机

时间，保证预期发电量。”

Josef Stauner, 
Solar Stříbros.r.o 总经理

光伏电站优化改造的盈利性分析：装机量54.44 kWp，基于价格为50.69欧分，剩余使用
年限为11年，

目标产出收益:  1050 kWh / kWp = 29129.75 € p.a.

实际产出收益: 630 kWh / kWp = 17477.85 € p.a.

故障检测:组件功率衰减 (12 %)，组件缺陷 (5 %)，电缆缺陷 (18 %)， 逆变器损失 (5 %)， 
系统建设故障修复: 新组件 (Astronergy)， 逆变器 (Solarmax) 和电缆 (HIS)， 

额外产出收益: 420 kWh / kWp = 11651.90 € p.a.

额外产出收益(11年): 128170 €

投资成本: -53490 €

利润总额: 74680 €  

只需4年即可收回电站优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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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83欧元 
光伏组件积尘

–  675欧元 
雷击

–  34909欧元 
设备配置问题

–  18973欧元 
冰雹灾害

–  192574欧元 
PID功率衰减发电量损失

PID问题
61.8 MWP电站
发电量损失: 1050600 kWh/年
产出收益损失: -192574 €/年

在这个案例中，PID造成的功率损失

会导致1.7%的功率下降，造成每年约

1050600 kWh的发电量损失。年度损失超

过192000 €。PID问题可通过采用制造商

提供的不同接地方案予以纠正。

设备配置问题
700 kWP光伏电站
发电量损失: 88200 kWh/年
产出收益损失: -34909 €/年

设备配置失误会严重影响发电量的产

出。如导致功率降低12.6%，700 kWp

的光伏电站每年将减少88200 kWh的发

电量——近35000 €/年（基于约40欧分/

kWp的价格）。通过引入旻投智能科技

全新的监控理念，优化电站功率输出，

我们确保电站受到最优化的监管。

外部影响、技术故障均会对光伏电站的顺畅运行造成影响。

因此，能够快速识别、准确定位并及时修复故障，在电站运行中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

光伏组件积尘
24.2 MWp光伏电站
发电量损失: 484000 kWh/年
产出收益损失: -119983 €/年

对于一个24.2 MWp光伏电站，由于组

件积尘所造成的2%功率损失足以导致近

120000  €/年的产出收益亏损（基于上网

电价为24.79欧分/kWp的情况）。作为专

业的运营管理者，我们选择最佳时间对组

件进行清洁，确保其高效的发电性能。

冰雹灾害
1 MWP光伏电站
发电量损失: 88500 kWh/年
产出收益损失: -18973 €/年

基于21.56欧分/kWp的上网电

价，1 MWp系统的将由于冰雹灾害造

成的亏损相当于产出收益的8.8%，损

失额为19000 €/年。我们专业的运维

服务确保快速诊断故障，并及时更换

受损组件。

雷击
30 kWP光伏电站
发电量损失: 1500 kWh/年
产出收益损失: -675 €/年

由于雷击造成的5%功率亏损会给一个

30 kWp电站带来每年1500 kWh的发电量

亏损。如果电价为45欧分/kWp，相当于

675 €/年的产出收益亏损。我们通过详细

的数据对比、分析，结合现场性能检查，

快速识别问题根源。

10 11投资商



 

量身定制-专属服务

 受益于我们的专业技术

为了确保光伏电站的顺利运营，技术实力、专业经验以及
持续服务能力不可或缺。

无论是质保期内还是质保期后，我们的专业服务都会让您
受益匪浅。
我们的运营管理专家及服务伙伴遍布全球，365天随时为
您服务。
我们根据您的要求，定制您的公司信息，恪守您的企业形
象，提供专属服务。
针对每个项目，我们综合考虑项目现状，以高效、经济的
方式，打造专属服务包。
我们优化、完善您的专业服务能力，以省时、省力、高效
的方式，让您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扩展业务范围。

 最可靠的项目合作伙伴

旻投智能科技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专业经验来自于直接
负责运维总装机量超过500 MWp的电站集群。

我们保证：
- 运营管理期间的高可靠性
- 提供顶尖电站监测
- 24/7不间断监测
- 专家级技术支持

“旻投智能科技成功地管理了我们整体电站集群，使我们能够更专注于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ALEXANDER MARXREITER，PV-SOS总经理

“我们信任旻投智能科技，能为我们客户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这能让我们

专注于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电站服务。”

CARL BEHMER,HÖRMANN KOMMUNIKATIONSNETZE GMBH服务部门主管

“我们与旻投智能科技的合作将引领太阳能行业的智能变革，基于一个可靠并久经考

验的平台，我们可以提供最好的服务。”

RUE PHILLIPS，SOLARRUS CORP董事长，TRUE SOUTH RENEWABLES INC首席执行官

“我们与旻投智能科技的伙伴关系使我们能够在不同区域甚至在全球范围提供并拓展

服务。对我们来说，时刻满足客户的需求非常重要。和旻投智能科技合作，我们可以

提供100%全方位解决方案。”

MATHIAS MADER, ACTENSYS GMBH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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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的服务正是您的电站运营所需要的——
高效、经济以及可靠的解决方案。

热线
全面和深入的咨询

旻投智能科技平台与所有领先制造商都可兼容，例如：

我们派出自己的服务专家或与您的服务团队互动协
调。

客户

数据采集器

在线监控界面

您可以选择旻投智能科技标准界
面或者根据您的公司设计定制
界面。

现场维护与服务

组织安排维护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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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安排维护服务运营管理1 2

1.03
电站监测

- 记录故障报告，并高效诊断原因(24/7不间断服务)

-  通过单个组串产出对比查找异常组串或与其它电站水平

比较(24/7不间断服务)

- 启动和跟踪每个故障修复流程

- 远程故障纠正

- 识别/记录大型电站与电网公司的调度 

2.05

- 库存管理

- 备件保管/采购

- 其它库存调配

- 存货/库存水平检查

1.02
发电量监测

- 每天/持续检查电站的性能

- 积尘/积雪/衰减造成的相关发电量损失计算

2.01
电站运营商 

- 授权联系第三方供应商

- 当准入调查和发生事故时联系安保公司

- 对电站负有的职责

- 安全简报

2.02
保险管理

- 记录电站损失

- 及时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

- 处理保险索赔

1.04
报告

- 月度/季度/年度报告

- 每日总结：发电量(电力公司报告)和辐照度

- 性能比PR

- 与产出评估报告对比实际产出情况

- 产出亏损计算

- 比较目标数据和实际数据：数据库模拟/实际数据

- 电站园区/独立电站/逆变器的可用性

- 相关事故记录

- 定制化报告

2.07
历史资料

- 维护运营期间所有过程相关的文档 (DIN SPEC 91303: 

2015-03)

2.03
工作流程

- 启动一个服务工单

- 协调可用的服务技术人员和外部专家

- 维护并核查服务人员的反应时间

- 检查并确保遵守建设、环保法规等

- 检查并确保在服务技术人员方面符合法规

1.05
长期性能提高

- 与其它电站和自身模拟比较，评估PR

- 按照区域选择准确的卫星数据

- 维持发电性能的建议(清洁、组件更换)

1.06
服务保障

- 24小时内服务响应承诺

2.04
维护管理

- 计划性维护

- 按照《光伏发电并网安全操作规程》进行维护

- 按照《光伏发电运行技术规程》进行维护

- 按照《光伏发电检修维护技术教程》进行维护

-  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变电部分》进

行维护

2.06

-  按部件分别记录质保期的细节，确定保修承诺，所有的信息

都已录入数据库

- 确定相关的保修索赔，并报告给运营商

- 专家协助向供应商提出索赔

正在进行的电站运营

-  管理电站(设备参数设置、地面绝缘电位、宕机、追踪支

架控制)

-  提供未来三天的短期预测/长期预测，作为优化运维及作

为大型电站的预测规划

- 作为联系人直接与电网公司对接

1.01

备件管理 质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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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服务 服务方案43

3.04
增值服务

- 租借测试设备

- 成本优化清洁计划

   模型1 :

  清洁辐照度传感器，辐照值与数据库仿真模拟值进行比较 

  模型2 :

  将辐照度传感器和卫星数据及数据库仿真模拟进行比较

- 组件清洁

- 修剪植物

- 场地安全/监控

- 除雪

- 修复工作

- 优化改建

- 整修

- 报告

光伏电站维护

- 按照制造商的要求进行维护

- 预防性维护和服务

- 电气和机械维护/维修

- 在电网侧:变压器、开关系统、变电站

-  在直流侧：组件、边框/跟踪支架、电缆和接线、插头、汇

流箱、配电柜、逆变器、监控设备

3.02
遵守法律要求

- 电网GB检查

- 防雷检查

- 其他(如：绝缘要求)

3.03
服务保障

- 性能保证(保险合同要求)

- 可用性保证(电站)

- 可用性保证(部件)

- 发电量保证

3.01 明智投TM （固定式预付费） 明智保TM（固定式预付费） 明智享TM（分红式后付费）

对发电量要求高
且愿意承担前期投入

对发电量要求高
且自有运维经验不足

对发电量要求高
而不愿承担前期投入

实时数据可见 ● ● ●

运维管理工作制 工作日（可选每天） 每天 每天

运维方式 远程诊断及工单管理 全托管 远程诊断及工单管理

年度性能检查 可选 ● 可选

初始系统检查 -（可选目视检查） 技术检查 技术检查

初始硬件投入 ● ● ●（可选长期租赁）

软件许可证 ● ● ●

委托方现场检修人员配备 ● - ●

运维基础培训 ● - ●

收费模式 远程专家代维费 托管代维服务费 根据年超发按比例分红

成本低且固定可控 一站式服务省心省力 前期投入少 降低风险

18 19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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旻投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伊犁南路111号钱江商务广场18楼 201103

电话:+86 21 5477 7723

邮箱:info.cn@meteocontrol.cn

网站:www.meteocontrol.com

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