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052421.3

(22)申请日 2018.09.10

(71)申请人 浙江电腾云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14000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康和路

嘉兴伏科创园1号楼1616室

(72)发明人 程小勇　姜松奕　丁科　罗凤娇　

金利源　沈晓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知管通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3288

代理人 罗佩芝

(51)Int.Cl.

H04L 29/08(2006.01)

H04L 12/24(2006.01)

H02S 50/00(2014.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光伏电站监控技术领域的一

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统，包括将

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光伏发电板，变电监测模块

电性输出连接互联网端，分析模块电性输出连接

对数据进行标记的标记模块，标记模块和分析模

块均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储存数据的云服务器，云

服务器电性输出连接用于查询信息的查询平台，

查询平台双向电性连接用于接收和查看信息的

客户端，报警模块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将报警信息

传输至客户端中的移动网络，本发明可使用客户

端在查询平台上对云服务器的内容进查询，每条

数据自带标签，便于管理者了解到电站的历史运

行情况，便于监管人及时的发现问题，以尽早的

维护，节约的维护的时间，减少了电站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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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统，包括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光伏发电板

(3)，其特征在于：光伏发电板(3)双向电性连接用于监测光伏发电板(3)发电信息的发电监

测模块(2)，发电监测模块(2)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将数据上传的互联网端(4)，互联网端(4)

电性输入连接用于监测光伏发电板(3)的工作环境的环境监测模块(1)，且互联网端(4)电

性输入连接为上传数据写入时间信息的计时模块(5)，光伏发电板(3)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将

光伏发电板(3)产生的电流汇总并入电网的变电站(6)，变电站(6)双向电性连接用于监测

变电站(6)的运行情况的变电监测模块(7)，变电监测模块(7)电性输出连接互联网端(4)，

互联网端(4)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将上传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分析模块(8)，分析模块(8)电性

输出连接对数据进行标记的标记模块(9)，标记模块(9)和分析模块(8)均电性输出连接用

于储存数据的云服务器(11)，云服务器(11)电性输出连接用于查询信息的查询平台(12)，

查询平台(12)双向电性连接用于接收和查看信息的客户端(13)，报警模块(10)电性输出连

接用于将报警信息传输至客户端(13)中的移动网络(41)。

2.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环境监测

模块(1)包括用于感受光线强度的温度监测模块(101)、监测温度数据的光线传感器(102)、

监测湿度数据的湿度监测模块(103)，温度监测模块(101)、光线传感器(102)和湿度监测模

块(103)均电性输出连接互联网端(4)。

3.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变电站

(6)包括将光伏发电板(3)的电流进行并联汇总的并联模块(61)，并联模块(61)电性输出连

接用于控制进入到逆变器(63)中的电流的自动调控模块(62)，自动调控模块(62)电性输出

连接用于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逆变器(63)。

4.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光伏发电

板(3)共有多个，且光伏发电板(3)均电性输出连接并联模块(61)，且每亩面积设置内只设

置有一个环境监测模块(1)，且该面积内的光伏发电板(3)均使用同一个环境监测模块(1)。

5.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分析模块

(8)包括用于分析发电监测模块(2)的发电效率的发电效率分析模块(81)，发电效率分析模

块(81)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判断发电监测模块(2)的工作情况发电效率是否正常的判断模块

(82)，判断模块(82)电性输出连接分析故障的详细位置的故障分析模块(83)。

6.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报警模块

(10)包括判断警报级别的警报判断模块(14)，警报判断模块(14)分别电性输出连接报警模

块(15)和提示模块(16)，报警模块(15)和提示模块(16)均电性输入连接，用于存储报警提

示方式的信息储存模块(17)。

7.根据权利要求6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报警模块

(15)和提示模块(16)均电性输出连接移动网络(41)，警报判断模块(14)电性输入连接判断

模块(82)和故障分析模块(83)。

8.根据权利要求1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客户端

(13)包括电脑和移动手机应用端，移动手机用户端共有多个，且移动手机用户端包括安卓

系统和苹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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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伏电站监控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光伏发电是本世纪使用较为广泛的清洁能源，在我国人口居住较为稀少且阳光充

足的地方，大量建设有光伏发电站组成，光伏电站是由多个更光伏电板组成，光伏电板的数

量众多，难以监管，一旦有光伏电板发生故障，难以及时的发现，我维护的时间久，-将拉低

电站的发电效率，且现有的监管系统通常都是实时监控，无法对数据进行存储，无法发现判

断故障率或者长时间的发电效率，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

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统，以解决上述背

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

控系统，包括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光伏发电板，光伏发电板双向电性连接用于监测光伏

发电板发电信息的发电监测模块，发电监测模块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将数据上传的互联网

端，互联网端电性输入连接用于监测光伏发电板的工作环境的环境监测模块，且互联网端

电性输入连接为上传数据写入时间信息的计时模块，光伏发电板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将光伏

发电板产生的电流汇总并入电网的变电站，变电站双向电性连接用于监测变电站的运行情

况的变电监测模块，变电监测模块电性输出连接互联网端，互联网端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将

上传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分析模块，分析模块电性输出连接对数据进行标记的标记模块，标

记模块和分析模块均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储存数据的云服务器，云服务器电性输出连接用于

查询信息的查询平台，查询平台双向电性连接用于接收和查看信息的客户端，报警模块电

性输出连接用于将报警信息传输至客户端中的移动网络。

[0005] 优选的，环境监测模块包括用于感受光线强度的温度监测模块、监测温度数据的

光线传感器、监测湿度数据的湿度监测模块，温度监测模块、光线传感器和湿度监测模块均

电性输出连接互联网端。

[0006] 优选的，变电站包括将光伏发电板的电流进行并联汇总的并联模块，并联模块电

性输出连接用于控制进入到逆变器中的电流的自动调控模块，自动调控模块电性输出连接

用于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逆变器。

[0007] 优选的，光伏发电板共有多个，且光伏发电板均电性输出连接并联模块，且每亩面

积设置内只设置有一个环境监测模块，且该面积内的光伏发电板均使用同一个环境监测模

块。

[0008] 优选的，分析模块包括用于分析发电监测模块的发电效率的发电效率分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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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效率分析模块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判断发电监测模块的工作情况发电效率是否正常的

判断模块，判断模块电性输出连接分析故障的详细位置的故障分析模块。

[0009] 优选的，报警模块包括判断警报级别的警报判断模块，警报判断模块分别电性输

出连接报警模块和提示模块，报警模块和提示模块均电性输入连接，用于存储报警提示方

式的信息储存模块。

[0010] 优选的，报警模块和提示模块均电性输出连接移动网络，警报判断模块电性输入

连接判断模块和故障分析模块。

[0011] 优选的，客户端包括电脑和移动手机应用端，移动手机用户端共有多个，且移动手

机用户端包括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3] 1、本发明通过互联网端将环境和光伏发电板本身的运行信息传送至分析模块中

进行分析且标记模块将分析的数据进行标记，然后储存在云服务器中，可使用客户端在查

询平台上对云服务器的内容进查询，每条数据自带标签，便于管理者了解到电站的历史运

行情况；

[0014] 2、本发明通过将分析模块将分析的结果送入报警模块中，报警模块对分析模块的

分析结果进行判断，判断是否需要生成警报，或者是提示，提示或者警报的信息经移动网络

传送至客户端中，便于及时的提醒使用者，分析模块能够对故障的原因进行分析，便于监管

人及时的发现问题，以尽早的维护，节约的维护的时间，减少了电站的损失。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原理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环境监测模块原理框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变电站原理框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分析模块原理框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警报判断模块原理框图。

[0020] 图中：1环境监测模块、101温度监测模块、102光线传感器、103湿度监测模块、2发

电监测模块、3光伏发电板、4互联网端、5计时模块、6变电站、61并联模块、62自动调控模块、

63逆变器、7变电监测模块、8分析模块、81发电效率分析模块、82判断模块、83故障分析模

块、9标记模块、10报警模块、11云服务器、12查询平台、13客户端、41移动网络、14警报判断

模块、15报警模块、16提示模块、17信息储存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2] 请参阅图1-5，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光伏电站智能监控系

统，包括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光伏发电板3，光伏发电板3双向电性连接用于监测光伏发

电板3发电信息的发电监测模块2，发电监测模块2监测光伏发电板3的电压，电流还发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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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发电监测模块2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将数据上传的互联网端4，通过网络将数据进行

汇总，便于同时进行分析，互联网端4电性输入连接用于监测光伏发电板3的工作环境的环

境监测模块1，监测光伏发电板3所处的环境信息，包括湿度、光线强度、和温度，便于模拟计

算光伏发电板3的工作效率，且互联网端4电性输入连接为上传数据写入时间信息的计时模

块5，在分析模块8进行对比分析的时候，便于同一时间的数据进行对比，光伏发电板3电性

输出连接用于将光伏发电板3产生的电流汇总并入电网的变电站6，所有的光伏发电板3的

电流在变电站6内进行汇总，经升压和转化后接入电网，变电站6双向电性连接用于监测变

电站6的运行情况的变电监测模块7，防止变电站6的损坏，使管理者能够及时的了解到变电

站6的运行情况，变电监测模块7电性输出连接互联网端4，将数据通过互联网端4送入分析

模块8中进行分析，互联网端4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将上传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分析模块8，便于

发现光伏发电板3的故障，能够及时的维修，分析模块8电性输出连接对数据进行标记的标

记模块9，添加标记信息，便于查找，标记模块9和分析模块8均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储存数据

的云服务器11，云服务器11电性输出连接用于查询信息的查询平台12，便于查询电站了历

史运行信息，查询平台12双向电性连接用于接收和查看信息的客户端13，报警模块10电性

输出连接用于将报警信息传输至客户端13中的移动网络41，便于通过网络及时的通知管理

者。

[0023] 其中，环境监测模块1包括用于感受光线强度的温度监测模块101、监测温度数据

的光线传感器102、监测湿度数据的湿度监测模块103，温度监测模块101、光线传感器102和

湿度监测模块103均电性输出连接互联网端4，便于根据这些数据对光伏发电板3的工作情

况进行估算；

[0024] 变电站6包括将光伏发电板3的电流进行并联汇总的并联模块61，并联模块61电性

输出连接用于控制进入到逆变器63中的电流的自动调控模块62，防止电流过载，而将电流

通入地下，自动调控模块62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逆变器63，便于接

入电网；

[0025] 光伏发电板3共有多个，且光伏发电板3均电性输出连接并联模块61，且每亩面积

设置内只设置有一个环境监测模块1，且该面积内的光伏发电板3均使用同一个环境监测模

块1，单位面积内的环境差异很小；

[0026] 分析模块8包括用于分析发电监测模块2的发电效率的发电效率分析模块81，发电

效率分析模块81电性输出连接用于判断发电监测模块2的工作情况发电效率是否正常的判

断模块82，通过判断模块82对发电效率分析模块81的数据进行判断后能够及时的了解到光

伏发电板3的运行情况，判断模块82电性输出连接分析故障的详细位置的故障分析模块83；

[0027] 报警模块10包括判断警报级别的警报判断模块14，警报判断模块14分别电性输出

连接报警模块15和提示模块16，报警模块15和提示模块16均电性输入连接，用于存储报警

提示方式的信息储存模块17，不同的级别的故障有着不同的提示音和提示方式，便于有多

个提示或者警报的时候，人们对处理判断维修的优先级；

[0028] 报警模块15和提示模块16均电性输出连接移动网络41，警报判断模块14电性输入

连接判断模块82和故障分析模块83，通过无线网路，能够通知到所有的工作人员；

[0029] 客户端13包括电脑和移动手机应用端，移动手机用户端共有多个，且移动手机用

户端包括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便于所有的工作人员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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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工作原理：本发明通过环境监测模块1监测单位面积内的所有光伏发电板3所处的

环境，并将环境数据在互联网端4内写入计时模块5的信息，再将信息在分析模块8内进行计

算，可根据环境信息，计算出光伏发电板3发电量的理论值，发电监测模块2监测光伏发电板

3的实际发电量信息，并通过在互联网端4内写入计时模块5后传入分析模块8中，分析模块8

中选取统一时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判断光伏发电板3的运行情况，并将分析结果传入云

服务器11中进行储存，同时分析模块8将分析结果传入报警模块10中，报警模块10判断是否

需要生成提示或者警报，当需要生成提示的时候将提示信息通过移动网络41传入客户端13

内，提醒人们关注该情况，同时客户端13通过查询平台12可查询云服务器11中的存储信息，

分析模块8将分析情况写入相应的标签并一同存入云服务器11，光伏发电板3将本身产生的

电能传输至并联模块61进行变压，汇总，并将电能传输至用电网络，同时变电监测模块7监

测变电站6的工作状态，并将数据通过计时模块5写入时间标签后一同进入分析模块8内分

析，分析结果同样输出云服务器11和报警模块10。

[0031]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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