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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管理系统 

电站业主用户手册 V2.1 

（Web：www.sems.com.cn;  APP：小固云窗） 

 

 

 

 

访问网站温馨提示： 

1. 浏览器要求 IE9 以上，Chrome 以上 

2. 显示器分辨率为 1920*1080 时浏览效果最佳 

3. 按功能键 F11（笔记本电脑按 Fn+F11）全屏显示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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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记录： 

序号 版本号 变更内容 日期 备注 

1 1.0 先行体验版 初次发布 2018-01-28 电站业主用户适用

2 1.1 先行体验版 首页增加访问网站温馨 

提示内容和下载二维码 

2018-01-31 无 

3 2.0 正式版 2018-3-6 正式发布版本 

4 2.1 修正部分错误 2018-3-8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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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如何操作 

1.1 我是原监控平台的电站业主用户 

 您使用原监控平台的账户密码就可以登录本系统。首次登录时，如果您之前没有登记手

机号码，系统会要求您补全手机号码（补全过程会需要进行短信验证输入手机号码的正确性）。

登录后请到设置-我的账户里，录入您的姓名，将账户资料补充完整。 

1.2 我要成为电站业主用户 

 直接在网站或者 APP 选择以电站业主角色注册，填入姓名和手机号码，在完成短信验

证后就可以成为本系统的电站业主用户，并登录系统。 

1.3 在本系统我能使用哪些新功能？ 

1.3.1 多电站状态滚动轮播 

 如果您有多个电站，新系统为您提供了多电站状态逐条滚动轮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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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请参考 2.6 

1.3.2 创建电站 

 您可以在手机 APP 上创建电站。创建电站时需要您输入安装商在本系统的组织代码，

安装商才能看到您创建的电站信息，为您提供更好的售后服务。请向您的安装商索取其组织

代码！ 

1.4 功能模块 

（1）注册 

（2）登录 

（3）找回密码 

（4）反馈建议 

（5）PC 电站状态 

（6）PC 设置 

（7）APP 实时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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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PP 发现光伏 

 

2、功能介绍及使用说明 

2.1 注册 

2.1.1 注册选择 

【我是电站业主】电站业主选择此项注册，信息填写符合规则后注册成功，即可登录。 

2.1.2 注册项规则 

【姓名】2-10 个汉字 

【手机号】11 位手机号码，未注册过 

【密码】6-16 个字符，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 

【密码确认】与【密码】完全一致 

2.2 登录 

2.2.1 常规登录 

账户可为手机号、用户名、邮箱，新建账户只提供手机号注册，可在我的账户中添加用

户名和邮箱（不做添加时为空）用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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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特殊登录逻辑 

【首次以非手机号方式登录，且未绑定手机号】原监控平台账户体系用户，在第一次登

录后提示绑定手机号，绑定后方可进行登录操作。 

【业主账户下无电站登录】登录 PC 端弹窗提示“请登录手机 APP，创建您的电站”。登

录 APP 端后进入系统单电站提示页面“您当前账户下没有电站信息，请先创建电站”，选择“立

即创建”则进入创建电站界面。 

2.2.3 登录分流 

【业主账户】PC 端登录后，当业主只有一个电站，默认显示单电站页；当业主有 2 个

及以上电站时，默认显示业主多电站页，见下图。 

APP 端登录后，当业主只有一个电站，默认显示单电站页；当业主有 2 个及以上电站，

默认显示多电站业主列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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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找回密码 

在登录界面点击“忘记密码”，根据提示步骤及内容进行密码重置。 

2.4 反馈建议 

【反馈建议入口】PC 端登录后，所有界面（除大屏）右侧，固定显示“反馈建议”图标，

点击后弹窗显示反馈录入界面；APP 端登录后，发现光伏-反馈建议。 

【反馈信息录入】反馈问题类型选择、问题与建议描述、截图图片。 

2.5 PC 电站状态 

2.5.1 多电站状态-筛选和统计 

【电站地区】筛选将影响 3 个 KPI 统计指标、电站列表。 

【搜索】搜索电站：电站名称关键字、电站名称首字母。 

【统计信息】状态统计、今日收益、累计收益。 

2.6.2 多电站状态 

【列表】①点击电站名，可进入单电站页。②默认轮播，鼠标移入轮播停止，移出恢复；

点击分页码旁的按钮（显示“播放”时）可进行分页选择。 

2.6.3 单电站状态  

【电站详情】电站及业主基本信息。 

【天气预报】当日起 5 天天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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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状态】电站发电状态及实时功率。 

【关键指标】今天发电及收益，累计发电及收益。 

【发电量及收益，功率曲线】日、月、年及寿命期维度的发电量及收益柱状图曲线，日

维度的功率曲线。 

【逆变器监视及控制】轮播展示逆变器静态信息及实时数据，组织账户具备远程控制权

限。 

2.6 PC 设置 

2.6.1 我的账户 

【用户名】2-20 个字符，只包含汉字、字母、数字和下划线（不能开头）；选填，填写

后可使用用户名进行登录；变更用户名后，旧用户名不可用于登录。 

【姓名】2-10 个汉字 

【手机号】11 位手机号码，未注册过；输入新的手机号验证码验证后即变更；变更手

机号码后，旧手机号不可用于登录。 

【电子邮箱】格式正确的邮箱；选填，填写后可使用邮箱进行登录；变更电子邮箱后，

旧电子邮箱不可用于登录。 

【设置密码】6-16 个字符，只包含字母、数字和下划线； 

【确认密码】与【设置密码】完全一致时，即可变更为新密码；变更密码并注销后，需

使用新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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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PP 实时监视 

2.7.1 单电站视图   

【分享】可将电站实时监视界面信息分享至 QQ、微

信好友、朋友圈和微博。 

【电站概况】电站基本信息、电站导航及电站信息

编辑入口。电站编辑界面详见《2.7.3 电站信息编辑视图》。 

【电站 KPI】当前功率、今日发电、累计发电和今日

收益。 

【天气预报】今天及后续 4 天共 5 天的天气情况。 

【运行实数】电站的当天功率曲线，日、月、年的

收益曲线+发电量柱状图。曲线、柱状图界面可进行向右

滑动操作：每滑动一次，加载之前的 7 天（可跨月），7

月（可跨年）的数据。 

【环境贡献】展示节约标准煤、二氧化碳减排和减

少森林砍伐。 

【实时监视】设备的基本信息展示，设备的添加，

详见《2.8.1 创建电站》，单击设备可进入该设备的监视

界面，详见《2.7.2 单设备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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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单设备视图  

【分享】可将单设备实时监视界面信息分享至 QQ、

微信好友、朋友圈和微博。 

【设备概况】设备基本信息及状态等。 

【运行数据】设备的当天功率曲线，日、月、年的收

益曲线+发电量柱状图。曲线、柱状图界面可进行向右滑动

操作：每滑动一次，加载之前的 7 天（可跨月），7 月（可

跨年）的数据。 

【实时监视】设备的实时遥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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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电站信息编辑视图  

电站信息编辑入口：单电站视图-电站概况-编辑。 

可对电站的【电站名】、【电站地址】、【电站类型】、【电

站容量】、【组件数量】、【收益规则】、【电站照片】进行编

辑修改 。 

点击右上角删除按钮，可以删除该电站。 

 

 

 

 

 

 

 

 

2.8APP 发现光伏 

2.8.1 创建电站  

【入口】①发现光伏-创建电站。②实时监视地图/列表视图左上角“+”。③业主账户下无

电站时，登录后进入系统单电站提示页面“您当前账户下没有电站信息，请先创建电站”，点

击“立即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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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填写必要信息后即可完成电站的创建。 

① 创建电站：姓名，手机号默认无法编辑。 

② 请填写安装商组织代码，该电站归属于该安装商。可通过扫描经销商/安装商代码

二维码实现快速添加。 

③ 电站创建成功后，跳转至该电站单电站页，并弹窗提示“添加设备”，点击“立即添加”

则进入扫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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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我的账户  

【用户名】2-20 个字符，只包含汉字、字母、数字和下划线(不能开头)；选填，填写后

可使用用户名进行登录；变更用户名后，旧用户名不可用于登录。 

【姓名】2-10 个汉字 

【手机号】11 位手机号码，未注册过；输入新的手机号验证码验证后即变更；变更手

机号码后，旧手机号不可用于登录。 

【电子邮箱】格式正确的邮箱；选填，填写后可使用邮箱进行登录；变更电子邮箱后，

旧电子邮箱不可用于登录。 

【设置密码】6-16 个字符，只包含字母、数字和下划线； 

【确认密码】与【设置密码】完全一致时，即可变更为新密码；变更密码并注销后，需

使用新密码登录。 

2.8.3 WiFi 配置  

通过手机连接逆变器热点，管理逆变器的网络连接，使其连接上家庭 WiFi 无线网络，

保证其与管理系统间的正常数据通讯。具体步骤可根据提示进行（连接过程如遇问题，可点

击配置界面右上角的《配置帮助》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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