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布式光伏风险与保险业务
金诚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一、分布式光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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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布式光伏保险服务



分布式光伏风险

建设期风险

运营期风险



意外
事故

建设
期延

长

设计
错误

安装
错误

建设期
风险

自然
灾害

工程
质量

监理
疏忽

l 近年来我国极端气候发生频率增加。龙卷风、水灾、雪灾
等，都会给分布式光伏建设期间带来极大伤害，严重威胁
了建设期间的安全

l 由于施工不善、疏忽等原因，光伏电站火灾、爆炸发生
过多起

l 设计错误，主要包括光伏组件选型、逆变器选型、组件
串联、汇流箱选型等方面的设计问题

l 施工人员经验缺乏，安装错误，导致事故频频发生

l 电站建设期的长短关系投资到资本化问题和投资回收期问
题，电站建设期越短，就能越早获得电站收益和资本回报。
但实际施工建设中，经常会出现工期过长的问题

l 监理人员因工作疏忽或未发现事故隐患，间接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给业主带来损失

l 光伏电站设计方及建设方的经验欠缺和对特殊地质地貌环
境考虑不周，而成型的解决方案为这些光伏电站的后续运
营留下许多隐患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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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分布式光伏建设过程中，造成第三方财产和人身伤亡的损
失

l 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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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由于包括地震、台风、暴雨、冰雹、洪水等自然灾害造

成电站的损失

l 由于火灾、爆炸等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造成设备破坏，
无法正常发电

l 组件的功率下降、逆变器等主要部件的效率下降，致使
发电量低于预期

l 机器设备的损坏，由于设备本身设计问题或者电气短
路等原因会导致电流过大，从而使得系统局部过热而
烧毁

l 太阳光日照辐射量低于往年正常值

l 事故造成第三者（包括屋顶所有人）的损失

设备
损坏

l 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维护不当等原因导致事故发生

l 房屋拆迁、补贴不及时



常见风险类型



常见风险类型



常见风险类型



常见风险类型

屋顶积水无法排出 组件进水

汇流箱未分正负极

组件自燃

直流柜烧毁



风险案例1

       2015 年5月26日苹果公司一直引以为傲的位于亚利桑那 Mesa 的工厂屋顶突然
起火，现场浓烟四起，光伏组件被烧毁。据报道，Mesa 消防局共出动了100 多名
消防员，花了约 35 分钟扑灭大火。 据了解，起火点是装货码头仓库对面大楼的
屋顶光伏组件。这些组件可向当地 14000户的家庭 供应电力。此次大火对屋顶的
太阳能电池组件造成了严重破坏。当天，Mesa 的气温今天达到了33 摄氏 度，这
可能也是导致火灾的因素之一。 



风险案例2

         2015年1月1日，9 点 30 分左右，顺德富华机械厂发生气体爆炸，巨响之下厂
房屋顶被掀。爆炸当场造成 4人死亡，30 多人受伤。安装在车间屋顶的 26.4MW 
光伏项目也被炸出一个长度近 100 米的大窟窿。估计直接被炸飞的光伏组件 500-
800 块。受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影响，估计有 3000-5000 块组件会 造成大面积隐裂或
其它破坏，附近至少有 10000 块组件需要重新检测、评估其发电效能。尽管此次
爆炸 应该可以排除光伏组件的因素，但光伏组件安装在有天然气的车间屋顶，其
漏电等因素也成为火灾发生的可能原因。



风险期间 风险类别 风险示例 保险产品

建设期

自然灾害 台风、暴雨、雷击、暴雪、洪水等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意外事故 火灾、爆炸等

安装错误 因逆变器、汇流箱等安装不规范可能引起火
灾

设计错误 因设计错误倾角不合理、遮挡问题导致实际
发电量偏离设计发电量

设计师责任保险

建设期延长 因发生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人为原因导致
不能按时交工

工程延误保险

监理疏忽 监理玩忽职守，质量得不到保证 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

工程质量 从事光伏电站项目建设的企业多采取临时组
建施工团队，工程质量得不到保证

建设工程质量保证保险

第三方责任 施工过程中，造成他人车辆、房屋、财产、
人员的伤亡损失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

人员意外 施工人员的安全问题 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



风险期间 风险类别 风险示例 保险产品

运营期

自然灾害 台风、暴雨、雷击、暴雪、洪水 财产一切险

营业中断险意外事故 火灾、爆炸、盗窃、动物啃咬等

系统效率降低 组件、逆变器、背板等质量导致
发电收入减少问题

光伏组件25年期产品质量保证保险
光伏逆变器5-8年期产品质量保证保险

背板质量保证保险

设备损坏 关键设备（电池组件、汇流箱、
逆变器等）故障、监控维护、系

统运维等问题 机器损坏险

人为误操作 接线错误、运维不当

辐射降低 日照低于往年 太阳辐射发电指数保险

第三方责任 他人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 公众责任保险

政策风险 房屋拆迁、补贴不及时等 无



建筑、安装
工程一切险

以在建工程为保险标的，承担在建造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

故而引起的一切损失的险种

承保责任包括：除外责任之外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损失全在保险范

围内，尤其是下述原因造成的损失：

1、火灾、爆炸、雷击、飞机坠毁及灭火或其他救助所造成的损失；

2、海啸、洪水、水灾、地震、暴雨、风暴、雪崩、地崩、山崩、冻

灾、冰雹及其他自然灾害；

3、一般性盗窃和抢劫；

4、由于工人、技术人员缺乏经验、疏忽、过失、恶意行为或无能力

等导致的施工拙劣而造成的损失；

5、其他意外事件

6、因发生与保险单所承保工程直接相关的意外事故引起工地内及邻

近区域的第三者人身伤亡、疾病或财产损失



建筑工程施工
人员团体意外

伤害保险

以在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作业的员工为保险标的，因

工程意外所导致的人身伤亡承担保险责任

承保责任包括：被保险人因从事工程相关的工作或施工生活区

域因突发疾病或自遭受意外伤害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

致身故或残疾，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



财产一切险

保险标的

n光伏发电设备：包括太阳能电池板（组件）、接线盒以及其他必要设备

n输变电系统：包括汇流箱、逆变器、交直流配电柜、电缆、充电控制器、

储能设备及其他必要的电子设备、元器件

n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包括主体建筑物、太阳能电池板支架、场区道路、

维修车间、仓库等

n物料、仓储物

n其他财产

承保责任包括：

 除外责任之外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损失全在保险范围内，尤其是下述原因

造成的损失：

1、火灾、爆炸、雷击、飞行物体坠落；

2、海啸、洪水、水灾、地震、暴雨、风暴、雪崩、地崩、山崩、冻灾、

冰雹及其他自然灾害。

3、盗窃和抢劫

4、其他意外事故



机器损坏险

以机器设备为保险标的，承担被保险机器在保险期间内工作、

闲置或检修保险时，因列明的保险责任发生的意外事故造成的

物质损失或灭失的保险

机损险可以覆盖被保险人主要机器设备如太阳能组件、逆变、

逆升压变、升压站、控制系统等原因产生的损失

承保责任包括：

工人、技术人员操作错误、缺乏经验、技术不删、疏忽、过失、

恶意行为

设计、制造或安装错误、铸造和原材料缺陷

超负荷、超电压、碰线、电弧、漏电、短路、大气放电、感应

电及其他电气原因等



营业中断险

因电站财产一切险所承保的风险造成电站运营所使用的物质财

产遭受损失，由于重置或修复受损财产造成营业中断而带来的

电费收入损失

电费收入损失按照以下公式核算： 

Ø    电费收入损失=赔偿期间受损的输出电量*约定的单位赔付 

Ø    赔偿期间受损的输出电量=标准输出电量-赔偿期间实际输出电量  

Ø标准输出电量是指电站物质财产遭受损失之日前十二个月中与赔偿

期间对应的日历期间的输出电量。新投产电站的标准输出电量以保

险合同中载明的预计输出电量为准。



光伏组件25年
期产品质量保

证保险

一、组件产品由于下列原因，导致被保险人根据《有限质保书 》

承担修理、更换或退货责任，或者应对于承诺发电功率与实际

发电功率差额部分进行补偿时，保险人予以赔偿： 

（一）原材料缺陷  

（二）制造缺陷、工艺不善  

二、修理、更换、或退货有关的鉴定费用、运输费用和交通费 

用等



光伏发电指数
保险

 （一）因太阳辐射量不足，导致发电量减少所造成的电费收入损

失，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因太阳辐射以外的原

因导致发电量减少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发电量的减少以太阳辐射发电指数来衡量。太阳辐射发电

指数根据双方认可的权威气象数据提供机构提供的太阳辐射数据

根据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在本保险合同中共同确认的方法计算

得出。



公众责任保险

主要承保在保险单列明的地点范围内，被保险人进行生产、

经营或其他活动中，因发生意外事故而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

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保险集中管理

聘用保险经纪人

组建保险共保体

服务原则

分布式光伏保险服务原则



管
理
模
式
对
比

传统模式（分散管理）
特点：

Ø 多部门分头管理，分
散采购 

Ø 保费价格参差不齐保
险计划相对简单，保障相
对不足与保险公司信息不
对等

Ø标的太分散、保险公司
不愿意承保

现代模式（集中管理）
特点：
Ø 统一的管理部门，集中
采购
Ø 有效降低保费支出
Ø 制订相对完备的保险计
划
   提升保险保证范围
Ø 外聘专业保险顾问机构，
   提供专业保险经纪服务

保险集中管理



聘用保险
经纪人

职业培
训

针对条
款

额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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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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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

聘用保险经纪人



风险分散控制

A
增强承保能力

B

加大服务竞争

C
专业组织挑选

D

共保优势

组建共保体



• 全国性、综合性类别

• 人民币6000万元注册资本

• 2005年7月13日成立时间

• 金诚安泰应急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 金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 新时代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 46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大
省会城市及直辖市分支机构

股东 •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金诚国际简介



Ø 2013年3月开始，金诚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与国内数家保险机构交流落
实《太阳能光伏组件25年期产品质量及功率补偿责任保险产品报备工作，产
生广泛的行业影响。并与CQC、TUV、UL、VDE等国内外专业检测认证机构形
成良好合作伙伴关系。
 
Ø2013年7月以来金诚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搭建的共保体成功承保了爱康、
中利腾辉等光伏企业的光伏组件效能保险。保单已经获得了国家开发银行和
国家多家银行的认可，深受用户赞同。 

Ø 2014年6月，金诚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开发的《电站运营综合保险 》由
安邦保险顺利报备，为中国电站保险全面推开打下坚实的基础。 



金诚国际分布式光伏保险服务成员

联系人 邮件 联系电话

袁峰 Frankyuan@etib.cn 13801938208

刘乃东 Allenliu@etib.cn 13920515958

扶文轩 fuwenxuan@etib.cn 17310552553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