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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扶贫电站系统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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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电力电子技术 30 年
30 years' power conversion experience

累计装机容量数值超过 10GW+
10GW+ accumulated solar installations

worldwide

研发人员 900+，占员工比 25%+
Over 900 R&D engineers, 25% of all employees

研发投入逾 2 亿，占营收近 9%
More than 200 million of R & D investment,

accounting for nearly 9% of revenue

连续三年入选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
Awarded as the world's top 500 new energy

companies for 3 years

服务于全球 100+ 国家和地区
Applied in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600+ 项国家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600+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including software

patents, copyright and etc

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 60 余项
Participat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more than 60 

national and industr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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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菲律宾
Philippines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印度
India

泰国
Thailand

美国
United States

日本
Japan

澳大利亚
Australia

合作伙伴（部分）｜ Partners (part)

Company

重点推广国家｜ Key countries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是行业首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项目”承担单位、国家
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和全国首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企业。公司拥有智慧电能、云
服务、新能源三大业务体系，产品方案广泛应用于金融、工业、交通、通信、政府、国防、军工、核电、教育、
医疗等行业，服务全球 100+ 国家和地区的用户。
目前，科华恒盛新能源业务涉及光伏、微网、储能、风电等，为全球提供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监控系统等
产品解决方案及项目投资、开发、建设、运维等服务，致力为全球提供一流的光储能源解决方案。

KEHUA is one of the industry's first "State-Accredited Enterprise Technology Centers", undertaker of 
"Key National Torch Project", "National Key High-Tech Enterprise" and "Nation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and one of the first enterprises with accredited "integrated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ith three business systems of critical power, renewable energy and 
cloud service, Kehua's produc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industry of finance, industry, traffic, telecom, 
public, military, nuclear, education, medical etc., installed in over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Now, Kehua renewable energy business (PV, energy storage, Micro-grid and wind power)provides the 
product of solar inverter, energy storage converter, monitoring system and the service including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and o&m, devoting in the global first-rate solar energy and energy storag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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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村集中联建光伏扶贫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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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转换效率 99%，保障发电量
• 集中式逆变器采用三电平高效逆变技术，

高效发电无忧保障
• 集散式逆变器采用多路 MPPT 追踪，实现，

中国效率高达 98.52%，达到 A+

高效发电

• PID 防护功能，适应高温、高湿及高盐雾
等复杂环境

• 专利共风腔散热技术，风机抽屉式维护，
保障持续发电

高可靠性

组件

MPPT 汇流箱

光伏逆变器

逆变升压一体机

光伏逆变器

升压变压器

通信测控柜 10kV/35kV 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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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荒山荒坡建设 5MW 以上的大型地面光伏电站
• 此类电站主要选择全额上网形式就近接入中压电网
• 此类电站推荐使用集散式 / 集中式逆变器解决方案，组件与逆

变器可实现灵活配置

多村集中联建光伏扶贫电站系统特点

主推产品系列

方案
Solution

• 高功率密度，降低系统用地成本
• 组件配置灵活，1.1 稳定 /1.2 短时过载运

行，降低系统投资成本

系统优化

• I-V 曲线扫描、故障录波等功能，实现快
速故障定位、分析及管理

• 通讯组网简单，从组件到升压变，进行系
统全生命周期的运维管理

智能管理

• 集散式逆变系 SPC1000120B/SPI1000K-BS
• 集中式逆变器 SPI500K-B/SPI630K-B
• 逆变升压一体机系列

互联网
远程监控

就地监控

调度中心

直流线
交流线
通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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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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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转换效率 99%，1.1 倍过载运行，高
效发电无忧保障

• 2~4 路 MPPT 设计，减缓组件失配影响
• 先进控制算法，电网适应强，发电系统稳

定

高效发电

• 户外 IP65 防护等级设计，适应于复杂环
境

• 全工业级电子器件设计，保证电站 25 年
全生命周期运行

高可靠性

组件
组串式逆变器

数据采集器

交流汇流箱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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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机容量小，一般为 100kW-500kW 以内，由村集体统一提供
土地进行光伏电站建设

• 此类电站主要选择全额上网形式，三相接入低压公用电网
• 此类电站推荐使用三相组串式逆变器解决方案，组串与逆变器

可实现灵活配置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系统特点

主推产品系列

方案
Solution

• 7x24 小时在线咨询服务，50+ 直属网点整
机、备件储备

售后保障

• 手机 APP 实时监控电站运行，发电看得见
• 智能云平台实现区域电站集中监控管理

智能管理

手机 APP

PC 终端

380v 低压电网交流配电柜

组串式三相光伏并网逆变器系列

• SPI30K/33K/36K/40K/50K-B/60K-B
• SPI8K/10K/12K/15K/17K/20K-B

直流线
交流线
通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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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光伏扶贫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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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路 MPPT 设计保障发电量，收益有保障
• 先进控制算法，电网适应强，发电系统稳定

高效发电

• IP65 防护等级设计，适应于复杂环境
• 铝合金一体成型，IP65 设计，防雷保护，

保障电站 25 年全生命周期运行

高可靠性

组串式逆变器

本地负载

组件

数据采集器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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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机容量小，一般为几 kW 或十几 kW 以内，屋顶结构、朝向
等各异

• 此类电站主要选择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形式就近接入用电侧
220V 配电

• 此类电站推荐使用单相组串式逆变器解决方案，组串与逆变器
可实现灵活配置，最大程度利用屋顶资源

户用光伏扶贫电站系统特点

主推产品系列

方案
Solution

• 手机 APP 实时监控电站运行，收益看得见

智能管理

组串式单相光伏并网逆变器系列

• SPI3000/4000/5000/6000/7000/8000-B2

手机 APP

PC 终端

220v 低压电网

• 7x24 小时在线咨询服务，50+ 直属网点整
机、备件储备

售后保障

直流线
交流线
通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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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8K-B/SPI10K-B/SPI12K-B/
SPI15K-B/SPI17K-B/SPI20K-B

组串式三相光伏并网逆
变器系列

SPI30K-B/SPI33K-B/SPI36K-B/
SPI40K-B/SPI50K-B/SPI60K-B

MPPT 汇流箱
SPC1000120-B

集散式逆变系统

集散逆变器
SPI1000K-BS

集散式系列
SPI1000K-TS/2000K-TS

逆变升压一体机

集中式系列
SPI1000K-T/1260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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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Products

组串式单相光伏并网逆
变器系列

分布式能源管理系统

SPI3000/4000/5000/
6000/7000/8000-B2

户用型 APP 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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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扶贫电站应用

四川阿坝红源 20MW 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02

02

山西岢岚上元扶贫光伏项目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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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Applications

03

05

06 07

04

张家口市北庄堡村 8MW 农业
光伏扶贫发电项目

05

安徽萧县 20MW 山坡分布式
光伏电站项目

06

武邑新阳扶贫电站项目03

龙岩永定区河头村扶贫项目04

晋江金井镇厂房屋顶扶贫项目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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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障的 Assured
应时而动 Apropos
主动的 Active

科华恒盛坚持“主动服务，用户至上”的服务理念，建立主动式三级服务体系，以
直属网点、区域技术服务中心、用服中心与总部研发为支撑，提供预防性主动服务。
目前，科华恒盛在全国建立 16 个技术服务中心、50+ 厂家技术服务网点，可为客
户提供“高保障、应时而动、主动”的 3A 服务。

Kehua Hengsheng insists on the service concept of "active service and 
customer first", and establishes an active three level service system, which is 
supported by direct network, regional technical service center, service center 
and headquarters, and provides preventive active service. At present, Kehua 
Hengsheng has established 16 technical service centers and 50+ technical service 
outle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t can provide customers with "high security, 
active and active" 3A services.

服务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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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Service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福建省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垄路457号
邮编：361006
电话：0592-5160516
传真：0592-5162166
400-808-9986
www.kehua.com.cn

Xiamen Kehua Hengsheng Co., Ltd.

Add: No. 457, Malong Road, Torch High-Tech Industrial 
Zone, Xiamen Fujian 361006 China
Tel: +86-592-5160516
Fax: +86-592-5162166
Email: Intertrade@kehua.com
www.kehu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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