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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

包括光伏组件，逆变器，能量管理器，智能家居，

用电端数据采集器，云平台，移动终端，与云平台

网络通信连接；能量管理器对光伏组件、用电端

数据采集器以及逆变器上报的数据信息分别进

行协议解码之后发送至云平台，云平台将接收的

数据信息推送至移动终端；移动终端可下发用于

控制光伏组件、逆变器和/或智能家居的控制指

令至能量管理器，能量管理器根据接收的控制指

令对光伏组件、智能家居和/或逆变器发送相应

的控制信号。本发明可以同时采集发电端及用电

端的数据，即能源的产生和试用两方面的数据，

直观提供给消费者在发电端同时监控逆变器及

光伏组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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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包括用于将光能转换为电能的光伏组件以及用于将光

伏组件产生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逆变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能量管理器，与光伏组件以及逆变器协议连接且可采集光伏组件以及逆变器的运行数

据信息，

智能家居，受控于所述能量管理器，

用电端数据采集器，用于采集智能家居用电情况的数据信息，并将采集的用电情况的

数据信息输送至能量管理器，

云平台，与能量管理器网络连接，

移动终端，与云平台网络通信连接；

所述能量管理器对光伏组件、用电端数据采集器以及逆变器上报的数据信息分别进行

协议解码之后发送至所述云平台，所述云平台将接收的数据信息推送至移动终端；

所述移动终端可下发用于控制光伏组件、逆变器和/或智能家居的控制指令至能量管

理器，所述能量管理器根据接收的控制指令对所述光伏组件、智能家居和/或逆变器发送相

应的控制信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能量管理器包括MCU

模块、无线通信模块、电源模块以及存储芯片。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通信模块包括

Bluetooth模块、GPRS模块、WIFI模块、NB-IOT模块、Zigbee模块以及4G模块中的至少一种。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用电端数据采集器与

所述能量管理器之间通过Zigbee模块进行信号连接。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能量管理器还包括

SPI  Flash、与逆变器连接的485/232通讯接口、外部看门狗、用于统计时间的时钟芯片以及

用于显示状态的状态指示灯。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伏组件与所述能量

管理器之间通过Zigbee模块进行信号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用电端数据采集器包

括电压采集器、电流采集器以及频率采集器中的至少一种。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终端为手机或平

板电脑。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MCU模块采用Cortex-

M3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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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伏智能控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能是一种可再生清洁能源，随着国内外对清洁能源的重视和能源结构调整等

利好因素而越来越受到欢迎。因此，光伏产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分布式光伏系

统，可以因地制宜地利用太阳能。随着光伏产业的发展，光伏系统的形态和组网模式进一步

多样化，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智能化、可靠性、安全性需求都大幅提高。

[0003] 光伏数据采集器是满足这些需求的解决方案。然而，当前国内市场上的光伏数据

采集器产品采集数据来源单一，主要以采集逆变器数据为主，并没有做到组件级的数据采

集和监控，同时一般光伏系统的并网箱中会有进入家庭的总电线，所以在采集光伏发电数

据的同时，采集用户用电端的数据，并同时进行相应规划分析，提供给用户相应用电省电建

议，是一举多得的事情。例如湖北大学的专利中的光伏数据采集器 (公开号CN 

205003540U)，仅能够采集多台逆变器数据，但无法采集到每个光伏组件的数据。因此如何

在采集逆变器和光伏组件数据的同时，采集客户的用电信息，以提高光伏系统的安全性，可

靠性，易用性，提供给客户更直观的能源使用体验，是目前需要研究的课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可以采集用电端

和发电端的数据信息，提供给客户直观的能源使用体验。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智能能量光伏管理系统，包括用于将光能转换为电能

的光伏组件以及用于将光伏组件产生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逆变器，还包括：

[0006] 能量管理器，所述光伏组件和逆变器受控于能量管理器，所述能量管理器与光伏

组件以及逆变器协议连接且可采集光伏组件以及逆变器的运行数据信息，

[0007] 智能家居，受控于所述能量管理器，

[0008] 用电端数据采集器，用于采集智能家居用电情况的数据信息，并将采集的用电情

况的数据信息输送至能量管理器，

[0009] 云平台，与能量管理器网络连接，

[0010] 移动终端，与云平台网络通信连接；

[0011] 所述能量管理器对光伏组件、用电端数据采集器以及逆变器上报的数据信息分别

进行协议解码之后发送至所述云平台，所述云平台将接收的数据信息推送至移动终端；

[0012] 所述移动终端可下发用于控制光伏组件、逆变器和/或智能家居的控制指令至能

量管理器，所述能量管理器根据接收的控制指令对所述光伏组件、智能家居和/或逆变器发

送相应的控制信号。

[0013] 本发明中光伏组件、逆变器以及用电端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均可发送至能量管

理器，能量管理器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所，采用不同的通信连接方式与云平台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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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例如可以通过GPRS模块、WIFI模块或4G模块连接，可以通过现有技术自定义通讯协议

进行相互通讯，云平台接收能量管理器发送的数据信息之后，经由大数据分析之后，将分析

结果推送反馈至移动终端，移动终端上可以设置对应的APP，经由APP进行相关数据的呈现

及优化建议，即可使得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远程了解用电情况，若遇到特定情况，例如优

化建议为需关断设备、有系统危险或需要维修整改情况时，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及时对

光伏组件、逆变器以及智能家居等下发控制指令，以实现对光伏组件、逆变器以及智能家居

的调控，若遇到高危险情况时，例如光伏组件温度过高时，可由能量管理器进行关断，并向

云平台以及移动终端发出报警信号。

[0014] 本发明中能量管理器可以通过与用电端数据采集器双向通信，将采样到的智能家

居用电端总线信息存储在能量管理器的存储芯片中，采集的数据信息，例如其中可以包含

了每秒的家庭总体电压、电流、总体负荷及频率等数据信息，根据南方电网科学院的《用于

NILM的电器设备谐波特征研究》等相关文献中资料可以得知，利用非侵入式负荷检测技术，

可以自动分析出家庭用电情况，提供给用户对自身用电情况，更加详细的了解。家中常用电

器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0015] 1、阻性家用电器，功率因素可近似为1，如电暖炉、电饭煲等；

[0016] 2、非阻性电器，其功率因素明显小于1，如洗衣机、电冰箱等。

[0017] 采用现有的NILM方法对用电端情况进行智能分析，首先初始化模型输入，在初始

化模型中包括有功、无功及其他参数信息，再通过采集用电端用电情况信息，将采集的数据

与模型中的参数进行对比，找出变量，然后将数据及初步分析结果发送至云平台，经由云平

台推送至移动终端的APP上。

[0018] 智能化得出家庭用电情况：例如本发明通过对于家庭总线的数据采集，对相应数

据通过边缘计算分析运算，从而来显示在用户端，告知用户哪些电器设备正在接通中，不同

电器设备耗电量统计等等。

[0019] 本发明中能量管理器的结构形式有多种，作为优选，所述能量管理器包括MCU模

块、无线通信模块、电源模块以及存储芯片。

[0020] 作为优选，所述无线通信模块包括Bluetooth模块、GPRS模块、WIFI模块、NB-IOT模

块、Zigbee模块以及4G模块中的至少一种。

[0021] 本发明中能量管理器既采集发电端数据采集以及用电端数据采集的指挥中心，其

通过无线的方式搜集发电端及用电端的采样数据，并存储于本地，CPU经过初步筛选分析，

将有效信息通过WIFI/GPRS/4G等方式发送至云平台，云平台通过大数据计算分析，将有效

信息展现在用户的手机APP上，同时，通过NILM的算法模型，对家居用电情况进行比对分析，

提供给客户最准确的用电信息。

[0022] 作为优选，所述用电端数据采集器与所述能量管理器之间通过Zigbee模块进行信

号连接。

[0023] 作为优选，所述能量管理器还包括SPI  Flash、与逆变器连接的485/232通讯接口、

外部看门狗、用于统计时间的时钟芯片以及用于显示状态的状态指示灯。

[0024] 作为优选，所述光伏组件与所述能量管理器之间通过Zigbee模块进行信号连接。

[0025] 作为优选，所述用电端数据采集器包括电压采集器、电流采集器以及频率采集器

中的至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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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作为优选，所述移动终端为手机或平板电脑。

[0027] 作为优选，所述MCU模块采用Cortex-M3内核。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

[0029] 本发明可以同时采集发电端及用电端的数据，即能源的产生和试用两方面的数

据，直观提供给消费者在发电端同时监控逆变器及光伏组件的信息，同时提供智能控制功

能通过NILM的模型及边缘计算，能量管理器将主动分析用户用电习惯，结合云平台的数据

分析提供给用户，及时优化的能源使用体验。本发明可在能量管理器的基础上，扩充其他智

能设备，例如智能插座等，实现家庭整体控制优化，单独安装能量管理器的用户，可以通过

APP了解自身用电习惯及优化方案。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的系统架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用电端、发电端及能源管理器整体系统架构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中数据信息流通交互图。

[0033] 图4为本发明中NILM基础算法模型及判别流程示意图。

[0034] 图5为能量管理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6为现有技术中NILM方法的分析流程图。

[0036] 图7为现有技术中阻性家用电器的有功功率以及无功功率随时间变化的示意图。

[0037] 图8为现有技术中非阻性电器的有功功率以及无功功率随时间变化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如图1～图3所示，本发明包括用于将光能转换为电能的光伏组件8以及用于将光

伏组件8产生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逆变器9，还包括：

[0039] 能量管理器1，光伏组件8和逆变器9受控于能量管理器1，能量管理器1与光伏组件

8以及逆变器9协议连接且可采集光伏组件8以及逆变器9的运行数据信息，

[0040] 智能家居2，受控于能量管理器1，

[0041] 用电端数据采集器3，用于采集智能家居2用电情况的数据信息，并将采集的用电

情况的数据信息输送至能量管理器1，

[0042] 云平台4，与能量管理器1网络连接，

[0043] 移动终端5，与云平台4网络通信连接；

[0044] 能量管理器1对光伏组件8、用电端数据采集器3以及逆变器9上报的数据信息分别

进行协议解码之后发送至云平台4，云平台4将接收的数据信息推送至移动终端5；

[0045] 移动终端5可下发用于控制光伏组件8、逆变器9和/或智能家居2的控制指令至能

量管理器1，能量管理器1根据接收的控制指令对光伏组件8、智能家居2和/或逆变器9发送

相应的控制信号。

[0046] 其中本发明中用电端数据采集器3可以包括电压采集器、电流采集器以及频率采

集器中的至少一种，移动终端5为手机或平板电脑。MCU模块可以采用Cortex-M3内核。

[0047] 本发明中光伏组件8、逆变器9以及用电端数据采集器3采集的数据均可发送至能

量管理器1，能量管理器1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所，采用不同的通信连接方式与云平台4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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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通信连接，例如可以通过GPRS模块、WIFI模块或4G模块连接，可以通过现有技术自定义通

讯协议进行相互通讯，云平台4接收能量管理器1发送的数据信息之后，经由大数据分析之

后，将分析结果推送反馈至移动终端5，移动终端5上可以设置对应的APP，经由APP进行相关

数据的呈现及优化建议，即可使得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终端5远程了解用电情况，若遇到特定

情况，例如优化建议为需关断设备、有系统危险或需要维修整改情况时，用户可以通过移动

终端5及时对光伏组件8、逆变器9以及智能家居2等下发控制指令，以实现对光伏组件8、逆

变器9以及智能家居2的调控，若遇到高危险情况时，例如光伏组件8温度过高时，可由能量

管理器1进行关断，并向云平台4以及移动终端5发出报警信号。

[0048] 本发明中能量管理器1可以通过与用电端数据采集器3双向通信，将采样到的智能

家居2用电端总线信息存储在能量管理器1的存储芯片中，采集的数据信息，例如其中可以

包含了每秒的家庭总体电压、电流、总体负荷及频率等数据信息，根据南方电网科学院的

《用于NILM的电器设备谐波特征研究》等相关文献中资料可以得知，家中常用电器大致可以

分为两大类：

[0049] 1、阻性家用电器，功率因素可近似为1，如电暖炉、电饭煲等，见图7；

[0050] 2、非阻性电器，其功率因素明显小于1，如洗衣机、电冰箱等，见图8。

[0051] 采用现有的NILM方法对用电端情况进行智能分析，如图4和图6所示，首先初始化

模型输入，在初始化模型中包括有功、无功及其他参数信息，再通过采集用电端用电情况信

息，将采集的数据与模型中的参数进行对比，找出变量，然后将数据及初步分析结果发送至

云平台4，经由云平台4推送至移动终端5的APP上。

[0052] 智能化得出家庭用电情况：例如本发明通过对于家庭总线的数据采集，对相应数

据通过边缘计算分析运算，从而来显示在用户端，告知用户哪些电器设备正在接通中，不同

电器设备耗电量统计等等。

[0053] 本发明中能量管理器1的结构形式有多种，如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能量管理器1包

括MCU模块、无线通信模块、电源模块以及存储芯片，能量管理器1还包括SPI  Flash、与逆变

器9连接的485/232通讯接口、外部看门狗、用于统计时间的时钟芯片以及用于显示状态的

状态指示灯。其中，无线通信模块包括Bluetooth模块、GPRS模块、WIFI模块、NB-IOT模块、

Zigbee模块以及4G模块中的至少一种。本实施例中用电端数据采集器3与能量管理器1之间

可以通过Zigbee模块进行信号连接。光伏组件8与能量管理器1之间可以通过Zigbee模块进

行信号连接。

[0054] 本发明中能量管理器1既采集发电端数据采集以及用电端数据采集的指挥中心，

其通过无线的方式搜集发电端及用电端的采样数据，并存储于本地，CPU经过初步筛选分

析，将有效信息通过WIFI/GPRS/4G等方式发送至云平台4，云平台4通过大数据计算分析，将

有效信息展现在用户的手机APP上，同时，通过NILM的算法模型，对家居用电情况进行比对

分析，提供给客户最准确的用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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