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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2000L App 

快速指南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17。保留一切权利。 

1 简介 

2 下载并安装app 

应用于SUN2000L系列逆变器的手机app名称为FusionHome （后文简称app），app通过WiFi与逆变器进行近端通信，可以实现告警查询、参数
配置、日常维护、调试等功能，是一个便捷的维护平台。 

逆变器直流侧或交流侧上电以后，app与逆变器可通过两种方式连接： 

功能 1.1 

连接方式 1.2 

通过以下应用市场搜索“FusionHome”，或通过扫描右图手机对应的二维码下载
app安装包，按照操作指引完成app安装。 
 

• 华为应用市场（Android） 

• App Store（iOS） 

3 连接逆变器 

安装完成后，可显示“FusionHome”图标： 

本文app图片显示的界面为FusionHome 2.1.11.201版本。图片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应用界面为准。 
 

运行app，点击对应逆变器的WiFi名称，输入逆变器WiFi密码进行连接，连接成功后进入“逆变器列表”页面。 

手机直连逆变器（Android） 
 

• 连接的逆变器WiFi名称为“SUN2000L-整机SN”，整机SN可以从逆变器侧面的标签上查看。 

• 逆变器WiFi初始密码为Changeme，首次登录，请使用初始密码，并尽快修改密码，保证账户安全。 

• 在首次登录且未修改逆变器WiFi密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扫描逆变器侧面的WiFi登录二维码连接逆变器WiFi。 

• 点击“逆变器列表”页面右上角的“退出”可以退出app程序。 

• 如果在app内连接逆变器WiFi失败，请尝试在手机系统中进行WiFi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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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4.4及以上，
iOS 8.0及
以上 

可视距离
≤ 5m 

首次登录：手机直连逆变器 
非首次登录：手机通过路由器连接逆变器 

（已完成逆变器连接路由器设置） 
• 手机直连逆变器时，

手机与逆变器的可视
距离应保持在5m以内，
以保证app与逆变器
之间的通信信号质量。 

• 手机支持连接Internet。 

• 手机支持WiFi功能。 

• 本文以手机直连逆变
器为例进行说明，其
它连接方式请参见对
应的SUN2000L逆变
器用户手册。 

Android 

4.4及以上，
iOS 8.0及
以上 

路由器支持WiFi协议
（IEEE 802.11 b/g/n，
2.4GHz），WiFi信号覆盖
到逆变器所在位置。 

iOS Andriod 

华为应用市场 App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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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直连逆变器（iOS） 
 选择手机系统中的“设置 > 无线局域网”，点击对应逆变器的WiFi名称，输入逆变器WiFi密码进行连接，连接成功后，运行app进入“逆变器列

表”页面： 

• 连接的逆变器WiFi名称为“ SUN2000L-整机SN ”，整机SN可以从逆变器侧面的标签上查看。 

• 手机直连逆变器时，首次登录且未修改逆变器WiFi密码的情况下，运行app，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扫描逆变器侧面的WiFi登录二维
码，可复制逆变器WiFi登录密码。 

• 逆变器WiFi初始密码为Changeme，首次登录，请使用初始密码，并尽快修改密码，保证账户安全。 

4 登录app 

installer登录 
 

1. 在逆变器列表界面，点击对应的逆变器进行身份验证，选择“installer”，输入密码后点击“验证”。 

• 连接的逆变器名称为其整机SN，可以从逆变器侧面的标签上查看。 

• 登录密码为与app相连接的逆变器的密码，且此密码仅限与app连接时使用。 

• 初始密码为00000a。首次登录，请使用初始密码，并尽快修改密码，保证账户安全。 

2. 登录成功后，进入到一键开局界面或操作台界面。 

• 逆变器首次上电或逆变器恢复出厂设置后，登录app会出现一键开局界面。 

• 用户若未完成一键开局确认，下一次登录app，仍然进入一键开局界面。 

• 在开局过程中点击手机的返回键或界面上的“退出”，即可退出一键开局。如需再次进入，选
择“操作台 > 一键开局”，进入一键开局界面。 

一键开局 

• 如果逆变器无需连接路由器，“步骤1 设置逆变器连接路由器的参数”可忽略；如果逆变器无需连接管理系
统，“步骤4  设置逆变器连接管理系统的参数”可忽略。 

• 连接管理系统成功后，逆变器会返回逆变器整机SN码和安装商注册码，如果连接失败，会在10s后再次尝试
连接。安装商注册码由逆变器自动生成，用于安装商在管理系统上注册账号及管理逆变器时使用。 

• 如需在手机系统中进行路由器WiFi连接，请确保app已完全退出后，再进行连接。 

• 如果选择“使用保存文件”进行一键开局，手机中需包含对应的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可以通过“一键开局”
完成后的“保存配置”生成。 

身份验证 

本文以Android界面为例说明操作方法，iOS操作方法与Android操作方法相同，但界面略有差异，具体以实际应用界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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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添加设备可以在一键开局完成后，继续点击“前去设置”，
在“添加/删除设备”中配置。 

user登录 
 

通过installer登录，成功设置了“一键开局”，才可以使用user登录。 
 

在逆变器列表界面，点击对应的逆变器，选择“user”，输入密码后登录。 

• 连接的逆变器名称为
其整机SN，可以从逆
变器侧面的标签上查
看。 

• 登录密码为与app相连
接的逆变器的密码，
且此密码仅限与app连
接时使用。 

• 初始密码为00000a。

首次登录，请使用初
始密码，并尽快修改
密码，保证账户安全。 

5 常见告警处理 

告警名称 产生原因 处理方式 

输入组串电压高 光伏阵列配置错误，组串串联个数过多，
开路电压高于逆变器最大输入电压。 

检查对应光伏阵列组串的串联配置，保证组串的开路电压不高于逆变器的最大输
入电压。光伏阵列配置正确后，逆变器告警自动消失。 

输出过流 电网电压急剧降低或者短路，导致逆变器
瞬时输出电流过大而产生保护。 

1. 逆变器实时监测外部工作条件，故障消失后逆变器会恢复正常工作，不需要人

工干预。  

2. 如果该告警频繁出现，影响到电站正常发电，检查输出是否有短路情况；如果

无法解决请联系经销商。 

输出电流直流分

量过大 

电网电流中直流电流分量超过允许范围。 1. 逆变器实时监测外部工作条件，故障消失后逆变器会恢复正常工作，不需要人

工干预。 

2. 如果频繁出现，请联系经销商。 

残余电流异常 逆变器运行过程中输入对地绝缘阻抗变低。 1. 如果偶然出现，可能是外部线路偶然异常导致，故障清除后会恢复正常工作，

不需要人工干预。 

2. 如果频繁出现或长时间无法恢复，请检查光伏组串对地阻抗是否过低。 

绝缘阻抗低 1. 光伏组串对保护地短路。 

2. 光伏组串安装的环境长期较为潮湿，且
同时线路对地绝缘不良。 

1. 检查光伏阵列输出对保护地阻抗，如果出现短路或绝缘不足请整改故障点。 

2. 检查逆变器的保护地线是否正确连接。 

3. 如果确认在阴雨天环境下该阻抗确实低于默认值，请设置“绝缘阻抗保护点”

参数。 

故障产生时，会有相应的告警。 

• installer在操作台界面，选择“设备信息 > 告警管理”，可查看告警。 

• user在主界面，选择右上角的“        > 告警管理”，可查看告警。 
更多告警请参见对应的SUN2000L逆变器用户手册。 

如需切换到路由器WiFi可以在一键开局完成后，继续点击“切换
到路由器WiFi”，然后点击要连接的路由器WiFi，即可切换到路
由器WiFi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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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见故障处理 

故障描述 可能产生原因 处理方法 

Android系统手机提示无法安装app • 手机系统版本低。 

• 未勾选“允许安装未知来源的应用程序”。 

• 升级手机系统版本。 

• 选择手机的“设置 > 安全”，勾选“允许安装未

知来源的应用程序”。 

通信失败 手机/路由器与逆变器的距离超过5m，WiFi连接断

开。 

手机/路由器与逆变器的距离保持在5m以内，重新

进行WiFi连接。 

出现“与逆变器断开连接，请重新连接” 手机/路由器与设备的距离太远，或者WiFi信号差。 确认WiFi网络畅通，退出app，重新登录使用。 

操作中所有数据获取失败 和逆变器断开连接。 重新连接逆变器。 

无法获取逆变器列表 app的WiFi连接错误。 多次尝试，如果仍然无法获取，退出重新尝试。 

升级操作时没有升级包可选 手机中无升级包。 将升级包保存到手机中。 

• 电网标准码列表会不定期刷新，请以实际产品为准。请根据当地电网要求选择合适的电网标准码。 

• FusionHome app更多内容，请参见对应的SUN2000L逆变器用户手册。 

客户服务联系方式 

区域 国家 服务支持邮箱 区域 国家 服务支持邮箱 

欧洲 区域所有国家 eu_inverter_support@huawei.com 日韩 日本/韩国 E-Support.JP@ms.huawei.com 

亚太 
澳大利亚 au_inverter_support@huawei.com 北美 美国/加拿大 na_inverter_support@huawei.com 

其他国家 MYEnterprise_TAC@huawei.com 拉美 区域所有国家 la_inverter_support@huawei.com 

中国 中国 solarservice@huawei.com 中东非 区域所有国家 mea_inverter_support@huawei.com 

印度 印度 in_inverter_support@huawei.com - -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总部办公楼   

邮编：518129 
www.huawei.com 

电网标准码 7 
序号 电网标准码名称 说明 SUN2000L-5KTL-CN SUN2000L-4KTL-CN SUN2000L-3KTL-CN 

1 NB/T 32004 中国金太阳低压电网 支持 支持 支持 

2 CHINA-LV220/380 中国低压 支持 支持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