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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课题考验新能源汽车业

运维渗透于电站发展各个阶段
光伏电站运行有三个阶段，不管

在哪个阶段，电站的运营维护都必不
可少，否则发电量将会减少。

本报记者 彭东浩

电站运维中的“智能清扫专家”

AI、大数据助力电站运维

在光伏领域，除了要注重光伏电站建设质量，还要注重电站建成后的运营与维护。面对繁杂长期的运营与维护，
如何实现精准化和简易化？在AI、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中，我们或许找到了答案。

“在光伏电站运维上采用AI、5G、云计算、大数据等这些信息技术手段，对于提升整个电站的运营效率以及降低
人力成本都有非常大的帮助。”赛迪智库集成电路研究所光伏产业研究室主任江华说道。

随着AI、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光伏领域逐渐出现了如光伏智慧运维平台、智能光伏综合管理平台、无人机智能
巡检系统、数据采集器、光伏电站清扫机器人等智能软硬件设备。那它们到底是如何助力光伏发展的呢？

完善居住社区充电桩建设推进机制、

鼓励换电模式、让新能源汽车车主享受停

车优惠政策……近两个月以来，国家各项

利好政策不断，新能源汽车市场一片暖意

洋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8月，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预计超过 170 万辆，同比增

长两倍，市场渗透率超过10%，L2级智能网

联市场占比达到 20%。面对体量如此庞大

且仍在日益繁荣的新兴市场，如何进一步

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就成为了产业

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在近日举行的 2021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开幕大

会上，众多与会人士发表了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动向方面的观点。这些观点释放了

哪些信号？

补链：芯片和操作系统的研发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

汽车供应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考。特别

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新能源汽车对供应

链核心基础研究的要求很高，汽车芯片等

很多关键零部件的生产都受到了新冠肺炎

疫情的不利影响，汽车芯片市场甚至呈现

出一“芯”难求的紧张局面，迫使通用汽车、

福特等多家汽车厂商遭受停产危机。这也

为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敲响了警

钟。不过，不管外界形势如何纷繁复杂，国

内新能源汽车行业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

单，那就是通过“补链”来弥补短板，全面提

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于各种挑战中立于

不败之地。

车用芯片、核心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

的研发和相关技术的产业化正是我国新能

源汽车需要“补链”的地方。参与本次大会

的业内专家提到，要补齐产业短板，提升全

产业链水平，实施强链补链行动，围绕补短

板贯通技术攻关、平台支撑和示范应用环

节，加快车用芯片、操作系统等研发和产业

化，引导企业优化供应链布局，提高产业链

稳定安全水平和竞争力。

新能源汽车使用的半导体数量是汽

油驱动汽车的两倍，一辆智能汽车上拥

有信息娱乐系统、仪表系统、自动驾驶系

统、车控系统等几大类操作系统。因此，只

有牢牢掌握住汽车芯片和汽车核心操作

系统的研发，并且让研发成果早日走进市

场实现商业化，才能够让产业在复杂多

变的环境下依然可以实现自保、自救和

自新。

现阶段，汽车供应链中的“补链”任务

迫在眉睫。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安铁成在大会

上也提到，汽车芯片和汽车软件系统等是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需

要提升对这些领域的重视程度，再加以重

点攻关。安铁成表示，要着重围绕半导体芯

片、高精度元器件、高端基础材料、工业软

件系统等“卡脖子”领域，打通产业链断点、

堵点，构建完整、安全、高效的汽车供应链

体系。

强链：动力电池的迭代升级

动 力 电 池 的 首 次 采 用 可 以 追 溯 到

1837 年。苏格兰的罗伯特·安德森给四轮

马车装上了电池和电动机，世界上第一辆

靠电力驱动的车辆就此诞生，动力电池也

开始进入广大“电动汽车人”的视野中。动

力电池是电动汽车产业链的最关键环节之

一，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技术水平处于全球

前列，整车产品开始批量进入欧、美、日等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汽车市场。近期，我国新

能源汽车的技术创新更是不断取得产业化

新突破。几天前，广汽埃安举行线上发布

会，正式对外发布了能够实现“充电 5 分

钟、续航200公里”的超倍速电池技术和全

球充电功率最高的A480超充桩。也是在不

久前，动力电池“一哥”宁德时代召开了发

布会，推出自己的第一代钠离子电池，电芯

单体能量密度已经达到了160Wh/kg，为目

前全球最高水平；第一代钠离子电池在常

温下充电 15 分钟，电量可达 80%。在零下

20℃低温的环境下，仍然有 90%以上的放

电保持率。

作为现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

“长板”环节，动力电池的产业化发展为我

国新能源汽车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动

能。站在已取得的成果上眺望并攀登更高

的高峰，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进一步

锻造长板，增强我国动力电池的发展主

动权？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锂、钴、镍是目

前新能源市场中的“三大件”，锂、钴、镍等

也是制造动力电池的关键材料。通过扶持

与新能源相关的锂、钴、镍等金属原材料生

产企业，有助于继续夯实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基础。具体来说，要进一步提高锂、

钴、镍保障体系，从原材料供应方面为产业

提供“源头活水”。

围绕电动汽车产业链最关键的动力电

池，科学技术部高新技术司副司长续超前

在本次大会上谈到了针对该领域前沿技术

和新兴产业的布局方向。续超前表示，要前

瞻部署新体系动力电池、全固态金属锂电

池技术，开展无钴动力电池和工业混合态

锂离子电池开发。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核心的燃料电池和储氢系统，以及固体氧

化物电池、车载液氢系统颠覆技术，重点突

破高功率燃料电池电堆、长寿命燃料电堆

等核心瓶颈技术等。

转型：双碳目标的实现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

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汽车产业的转型是“双碳”目标实现的

重要桥梁，新能源汽车等零碳汽车开始成

为全球交通领域技术竞争的一大高地，发

展新能源汽车正在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的核心举措。尽管“双碳”似乎已经

深深印在每一个“新能源汽车人”的心里，

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低碳产

业发展路线图。不过，与这张路线图有关的

着墨与勾画有望初见剪影。未来，公共领域

车辆全面电动化城市试点有望得到启动，

汽车产业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图的编制与组

织势在必行。

针对汽车产业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图

在谋划、布局方面的缺失，江汽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项兴初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应尽快明确低碳产业发展路线图，在实现

“双碳”目标整体布局仍缺乏中长期规划，

碳中和细则尚未出台，加上减碳投入规模

巨大，大部分车企处于高技术的投入期，

希望有关部门明确减碳时间表和具体

要求，指导车企用更好的行动实现“双碳”

目标。

不仅局限于乘用车领域，新能源汽

车在工业等领域的交通运输方面同样有

施展拳脚的空间。在短途大宗货物的运

输过程中，采用新能源汽车能够防治空

气污染，构建绿色低碳格局。“要带动机

动车内燃机、零部件、测试设备等相关环

保产业走出去，实现环境要求倒逼产业

优化发展的作用，实现环境与经济效益

的双赢。”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

吴险峰在本次大会上指出，管道运输与

新能源汽车短途运输的“联动”是实现环

境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关键环节。吴险峰

表示，要优化和调整车队清洁化水平，加

强煤炭、石油、矿石、建材等大宗货物中长

途运输以铁路、水路、管道为主，短途采用

新能源车辆的运输格局，推进多式联运，

推动新能源车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应

用等。

《智能光伏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8—

2020年）》指出，要加快提升光伏产业智能制

造水平，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

光伏产业深度融合，鼓励特色行业智能光

伏应用，促进我国光伏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

光伏电站运维近几年涌现出智能光伏

综合管理平台、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数据

采集器等智能运维平台。

通过大数据收集，以智能光伏综合管理

平台为中心，进行数据交换和共享，建立起

电站与运维人员之间的沟通桥梁，快速处理

影响电站稳定运行的外部因素。

搭载人工智能算法和图像识别技术的

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及时准确地对光伏电

站进行不间断监测，提前预判电站可能发生

的问题，准确定位的同时减少人力成本。

“比方说逆变器突然产生故障，通过相应

的监控系统和运维系统，就可以感知到器件的

故障，实时传送到控制中心，随后通过AI和大

数据进行数据分析产生解决方案，随之把解决

方案下派到运维工作人员的手中，然后第一时

间解决故障。”江华在采访中举例说。

不过，虽然 AI 和大数据切实解决了光

伏电站运维难、效率低、成本高等实际问题，

但因为电站规模大小、地形特点都各不相

同，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大规模电站，地形比

较平坦的地面电站来说，AI、5G、云计算、大

数据等这些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以及相应

智能硬件的应用成本比人力成本要低。

而对于其他地形不算平坦、规模较小的

电站来说，使用智能硬件的成本反而要比使

用人力的成本要高。

“所以是否采用AI、5G、云计算、大数据

等信息化技术，需要进行一个经济性测算。”

江华如是说。

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赛迪智库等行业

组织、专家联合编制的《中国光伏产业发展

路线图（2020 年版）中是这样定义电站运维

的：电站运维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运行维

护的简称，是以系统安全为基础，通过预防

性维护、周期性维护以及定期的设备性能测

试等手段，科学合理地对电站进行管理，以

保障整个电站光伏发电系统的安全、稳定、

高效运行，从而保证投资者的收益回报，也

是电站交易、再融资的基础。

江华告诉记者，光伏电站运行有三个

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磨合阶段，由于设备系统

都处于磨合期，是故障率相对比较高的一个

阶段，持续时间约为1~2年的时间。

第二个阶段是相对稳定阶段，在这期间，

电站偶尔会出一些故障，需要更换一些设备。

第三个阶段就是电站的失效阶段，临近

光伏电站使用寿命即将结束时，因为设备老

化或损坏，需要维修或更换。

“不管在哪个阶段，电站的运营维护都

必不可少，否则发电量将会减少，对整个电

站的经济性将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江

华说。

灰尘堆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

现象。但在光伏电站上，可别小看这小小的

灰尘，日积月累的灰尘会遮蔽住光伏组件的

某些部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被遮蔽部分

升温速度会更快，致使温度过高出现烧坏的

暗斑，加剧光伏电池板老化、损坏，影响发

电量。

《中国电子报》记者从西安运维电汽科

技有限公司了解到，目前在光伏电站清洁方

面，有人工清洗、高压水枪清洗、大型清洗车

清洁、喷淋系统清洁等传统清洁方式。

但传统清洁方式的工作效率、清扫费

用、适用场景各不相同。人工清洗效率低下，

一人一天只能清洁 150㎡，适用于地面而不

适用于高空电站。

高压水枪清洗一人一天能清洁 500㎡，

但却不适用于缺水地区。一台大型清洗车能

清洁5000㎡，但适用于有水的地面电站。

喷淋系统清洁效率倒是很高，但也需要

大量用水，1MW 用水量就有 6～7 吨。为了

更好地降本提效，西安运维电汽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出了光伏板智能清扫机器人。

记者了解到，西安运维电汽科技有限公

司的光伏板智能清扫机器人通过固定安装

旋转滚刷把灰尘向前扫，系统自带太阳能发

电、充电及蓄电装置，能够自供电，实现无水

清扫，无需清洁介质。通过下载多种网络通

信模块，可以实现与主流智能控制平台如手

机、台式电脑、平板等联接。全自动远程和人

工就地控制，无线模块、遥控遥测两种运行

方式切换自如。清扫机器人在各种光伏电站

均可部署，最适合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智

能的清扫方案，无需人工干涉，清扫过程全

部自动化。单程运行距离 800~1000米，清扫

效果 95%以上，适用于屋顶、大棚、平原、丘

陵、沙漠、湖面等各个场景。通过大量数据对

比，对光伏面板积灰的除尘效果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每天清洗的面板比从未清洗的面板

输出功率增加了32%。

在光伏电站清洁方面，有人工清
洗、高压水枪清洗、大型清洗车清
洁、喷淋系统清洁等传统清洁方式。

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智能硬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
动光伏产业从自动化向智能化升级。

光伏电站数字化运维提速光伏电站数字化运维提速

本报记者 张依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