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220728554.3

(22)申请日 2022.03.31

(73)专利权人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宜昌市高新

区供电公司

地址 443004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五龙大

道9号

(72)发明人 肖伟　付荣　周明勇　许晓明　

李必为　王蕾　周罗浩　谢天怡　

魏业文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市诺丰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44714

专利代理师 任毅

(51)Int.Cl.

H02S 50/10(2014.01)

H02S 40/30(2014.01)

H02H 9/04(2006.01)

H02H 3/04(2006.01)

H02H 3/0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光伏板故障监控系

统，包括若干个熔断式隔离开关、若干个防逆二

极管、若干个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两个断路器、

控制模块、通信模块、供电模块及终端，所述熔断

式隔离开关、所述防逆二极管及所述霍尔开环电

流传感器依次串联连接，所述熔断式隔离开关的

另一端连接光伏组件，所述若干个霍尔开环电流

传感器的另一端分别通过两条汇流母线连接所

述两个断路器的一端，所述断路器的另一端连接

逆变器，所述控制模块连接所述霍尔开环电流传

感器及所述供电模块，所述控制模块通过所述通

信模块连接所述终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能够自

动快速准确地确定故障位置，可广泛应用于光伏

发电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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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个熔断式隔离开关、若干个防逆二

极管、若干个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两个断路器、控制模块、通信模块、供电模块及终端，所

述熔断式隔离开关、所述防逆二极管及所述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依次串联连接，所述熔断

式隔离开关的另一端连接光伏组件，所述若干个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的另一端分别通过两

条汇流母线连接所述两个断路器的一端，所述断路器的另一端连接逆变器，所述控制模块

连接所述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及所述供电模块，所述控制模块通过所述通信模块连接所述

终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防雷器，

所述防雷器的一端连接所述断路器，所述防雷器的另一端接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模块包括无线模

块或蓝牙模块中的任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存储模

块，所述存储模块通过所述通信模块连接所述控制模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包括云平台、手

持终端或佩戴终端中的任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摄像机，

所述摄像机连接所述控制模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机器人，

所述机器人连接所述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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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光伏发电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为解决日益严峻的能源短缺和环境问题，并网光伏发电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光伏

系统设有移动部件，维护成本较低，但它们长时间暴露在复杂的户外环境下，经受各种恶劣

环境因素的影响，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故障。这些故障不仅会造成功率损失，影响发电效率，

还会缩短组件的使用寿命，严重时局部的过热甚至会引发火灾，给光伏电站带来不可估量

的损失。传统光伏系统的日常维护主要依靠人工定期检查故障，费时费力，人工成本昂贵。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能够自动

快速准确地确定故障位置。

[000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包括若干个熔断式隔离开关、

若干个防逆二极管、若干个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两个断路器、控制模块、通信模块、供电模

块及终端，所述熔断式隔离开关、所述防逆二极管及所述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依次串联连

接，所述熔断式隔离开关的另一端连接光伏组件，所述若干个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的另一

端分别通过两条汇流母线连接所述两个断路器的一端，所述断路器的另一端连接逆变器，

所述控制模块连接所述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及所述供电模块，所述控制模块通过所述通信

模块连接所述终端。

[0005]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防雷器，所述防雷器的一端连接所述断路器，所述防雷器

的另一端接地。

[0006] 可选地，所述通信模块包括无线模块或蓝牙模块中的任一种。

[0007]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存储模块，所述存储模块通过所述通信模块连接所述控

制模块。

[0008] 可选地，所述终端包括云平台、手持终端或佩戴终端中的任一种或多种。

[0009]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摄像机，所述摄像机连接所述控制模块。

[0010]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机器人，所述机器人连接所述控制模块。

[0011] 实施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包括以下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通过串联连接的熔

断式隔离开关、防逆二极管及断路器，实现对光伏板和线路的保护；通过霍尔开环电流传感

器测量各光伏板支路的电流，并通过控制模块根据各光伏板支路的电流确定电流离散率及

故障位置，从而自动快速准确地确定故障位置。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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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4]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包括若干个熔断式

隔离开关、若干个防逆二极管、若干个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两个断路器、控制模块、通信模

块、供电模块及终端，所述熔断式隔离开关、所述防逆二极管及所述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依

次串联连接，所述熔断式隔离开关的另一端连接光伏组件，所述若干个霍尔开环电流传感

器的另一端分别通过两条汇流母线连接所述两个断路器的一端，所述断路器的另一端连接

逆变器，所述控制模块连接所述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及所述供电模块，所述控制模块通过

所述通信模块连接所述终端。

[0015] 需要说明的是，图1中的#1、#2、#3、#4、#5及#6为光伏直流正极端，图1中的#7、#8、 

#9、#10、#11及#12为光伏直流负极端。光伏直流正极端和光伏直流负极端的数量相同；每个

光伏直流正极端或光伏直流负极端经过熔断式隔离开关、防逆二极管及霍尔开环电流传感

器后，光伏直流正极端经过汇流母线与其中一个断路器连接，光伏直流负极端经过汇流母

线与另一个断路器连接。断路器另一端连接逆变器及电网。

[0016]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是，熔断式隔离开关是将传统熔断器、隔离器和开关

结合为一体的熔断器组合器，不仅可以带负荷操作，而且限流特性明显，选择特性好，可以

实现线路的最佳保护。

[0017] 需要说明的是，防反二极管主要是防止逆流的发生，起到保护光伏板的作用。

[0018]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是，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用于光伏组串电流检测，其

优点在于：响应时间快、精度高、体积小、抗干扰能力强、过载能力强；

[0019] 需要说明的是，断路器是光伏板的输出控制器件，主要用于线路的分/合闸，保护

线路的安全。

[0020] 上述光伏板故障监控系统的工作原理如下：光伏组件产生的电能经过熔断式隔离

开关、防逆二极管、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及断路器后与逆变器连接，其中，霍尔开环电流传

感器采集的电流发送给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根据接受的电流及预设的计算公式计算光伏组

串的电流离散率，并根据离散率阈值确定电流异常值及故障位置，并将电流异常值及故障

位置发送给终端，在终端进行显示，同时可以通过终端对控制模块发送控制指令，如下发开

合闸指令等。

[0021] 需要说明的是，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采集的电流发送给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根据

电流值及现有计算方法计算光伏组串的电流离散率，并根据离散率阈值确定电流异常值，

从而确定故障位置。

[0022] 光伏组串电流离散率通常是指光伏电站某一汇流箱或逆变器下组串电流的离散

率。离散率数值越小，则表明汇流箱或逆变器下光伏组串之间电流差异小，电流曲线集中，

光伏组串性能良好，发电情况越稳定。离散率数值大，则表明汇流箱或逆变器下光伏组串之

间电流差异大，电流曲线分散，存在光伏组串异常或故障等问题。

[0023] 汇流箱或逆变器组串电流离散率计算公式为：

[0024] CV组串电流j＝σ/μ

[0025] 式中，CV组串电流j为j时刻某汇流箱或逆变器下光伏组串电流离散率；j为某汇流箱或

逆变器组串电流的采集时刻点；μ为j时刻某汇流箱或逆变器下组串电流平均值，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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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026]

[0027] σ为j时刻某汇流箱或逆变器下组串电流标准差，计算公式为：

[0028]

[0029] 式中，xi为j时刻某汇流箱或逆变器下第i组串支路的电流，N为某汇流箱或逆变器

下光伏组串总数量。

[0030] 光伏组串全天平均电流离散率为某汇流箱或逆变器下光伏组串电流每个时刻离

散率的加权平均值。逆变器/汇流箱组串电流离散率取值范围可分为4个等级：

[0031] 1)、若汇流箱或逆变器组串电流离散率取值在(0.5％)以内，说明汇流箱或逆变器

所带支路电流运行稳定。

[0032] 2)、若汇流箱或逆变器的组串电流离散率取值在(5％，10％)以内，说明汇流箱或

逆变器所带支路电流运行情况良好。

[0033] 3)、若汇流箱或逆变器的组串电流离散率取值在(10％，20％)以内，说明汇流箱或

逆变器所带支路电流运行情况有待提高。

[0034] 4)、若汇流箱或逆变器的组串电流离散率超过20％，说明汇流箱或逆变器的支路

电流运行情况较差，所带组串存在故障，必须进行整改。

[0035]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防雷器，所述防雷器的一端连接所述断路器，所述防雷器

的另一端接地。

[0036]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是，由于上述系统中熔断式隔离开关、防逆二极管、及

霍尔开环电流传感器均安装在室外环境，所以需要考虑雷击保护。一但发生雷击，防雷器中

浪涌保护器会迅速将过大的电能泄放掉，保证电能的稳定输出，保护不受雷击损害。

[0037] 可选地，所述通信模块包括无线模块或蓝牙模块中的任一种。

[0038] 需要说明的是，通信模块选择无线模块或蓝牙模块技术成熟、容易实现且效果好。

[0039]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存储模块，所述存储模块通过所述通信模块连接所述控

制模块。

[0040] 可选地，所述终端包括云平台、手持终端或佩戴终端中的任一种或多种。

[0041] 需要说明的是，云平台可实现数据共享，手持终端包括手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

脑等，佩戴终端包括智能手表等。

[0042]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是，接入伏光云大数据管理系统，对清洁历史进行数

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建立起光伏板健康数据库，实现光伏电站的智能运、远程管理、降低运

维管理成本。

[0043]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摄像机，所述摄像机连接所述控制模块。

[0044] 当根据控制模块确定故障位置后，可以辅助摄像机对故障位置进行进一步的确

认，使得到的故障位置更准确。

[0045]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机器人，所述机器人连接所述控制模块。

[0046] 当故障位置确定后，可以通过机器人对光伏系统进行清洁或维修工作，减少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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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0047] 实施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包括以下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通过串联连接的熔

断式隔离开关、防逆二极管及断路器，实现对光伏板和线路的保护；通过霍尔开环电流传感

器测量各光伏板支路的电流，并通过控制模块根据各光伏板支路的电流确定电流离散率及

故障位置，从而自动快速准确地确定故障位置。

[0048] 以上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进行了具体说明，但本实用新型创造并不限于所

述实施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精神的前提下还可做作出种种的等

同变形或替换，这些等同的变形或替换均包含在本申请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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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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