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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光伏电站用关键设备性能检测与质量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并网运行光伏电站用光伏组件、支架系统、汇流箱、逆变器、升压变压器、监控系统

关键设备的测试项目及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通过35kV及以上电压等级并网，以及通过10kV电压等级与公共电网连接的光伏电站。

其他电压等级的光伏电站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00-2006 碳素结构钢 

GB/T 1591-2008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 1094.1-2013 电力变压器 第1部分：总则 

GB 1094.2-2013 电力变压器 第2部分：液浸式变压器的温升 

GB 1094.3-2016 电力变压器 第3部分：绝缘水平、绝缘试验和外绝缘空气间隙 

GB/T 3190-2008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 5237.1-2008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1部分：基材 

GB 5237.2-2008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2部分：阳极氧化型材 

GB 5237.3-2008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3部分：电泳涂漆型材 

GB 5237.4-2008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4部分：粉末喷涂型材 

GB 5237.5-2008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5部分：氟碳漆喷型材 

GB 7251.1-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一部分：总则 

GB/T 13912-200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9964-2012 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GB/T 29319-2012 光伏发电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 

GB/T 29320-2012 光伏电站太阳跟踪系统技术要求 

GB 50009-201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794-2012 光伏发电站施工规范 

GB 50797-2012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DL/T 793-2012 发电设备可靠性评价规程 

NB/T 32004-2018 光伏发电并网逆变器技术规范 

IEC/TS 62804-1:2015 光伏组件-电势诱导测试方法 第1部分：晶体硅 

IEC 61724-1:2017 光伏系统性能检验 第1部分 监控 

IEC/TS 61724-2:2016 光伏系统性能检验 第2部分：发电能力计算方法 

IEC/TS 61724-3:2016  光伏系统性能.第3部分:能耗评价方法 

IEC/TS 62782:2016  光伏(PV)模块 循环(动态)机械负荷试验 



 

 

IEC 61215-1-2016 地面用光伏组件-设计要求与结构鉴定-第1部分：测试要求 

IEC 61215-2-2016 地面用光伏组件-设计要求与结构鉴定-第2部分：测试程序 

IEC 61730-2-2016 光伏组件安全-第2部分：测试要求 

IEC 61853-1-2011 光伏组件性能测量与能效评定 第1部分：辐照度和温度性能测量与功率等级评

定 

IEC 62446-1-2016 光伏 (PV) 系统 测试、文档和维护要求 第1部分：并网系统-文件、调试和检

验 

IEC 62446-3-2017 《光伏（PV）系统-测试调试、系统文件和性能维护要求第3部分：光伏组件和

电站的室外红外热成像》 

3 术语和定义 

3.1  

紧固力fastening force 

用螺栓或其他形式的紧固件，为连接节点提供抓力，紧固力，以降低金属疲劳。紧固件如采用螺栓

和螺母，必须大于连接节点的紧固力。 

3.2  

热浸镀锌hot-dip galvanizing 

将经过全处理的钢或铸铁制件浸入熔融的锌浴中，在其表面形成锌和（或）锌-贴合金镀层的工艺

过程和方法。 

3.3  

镀层平均厚度average coating thickness 

对某一大件或某一批镀锌件抽样后测得镀层局部厚度的算术平均值。 

3.4  

运行小时service hours 

设备处于运行状态的小时数。 

【DL/T 793-2012,2.8.1】 

3.5  

非计划停运小时unplanned outage hours 

设备处于非计划停运状态的小时数。 

非计划停运小时按状态定义可分为下列5类 

a) 第 1类非计划停运小时 immediate No1 unplanned outage hours 

机组处于第l类非计划停运状态的小时数； 

b) 第 2类非计划停运小时 delayed N02 unplanned outage hours 

机组处于第 2类非计划停运状态的小时数； 

c) 第 3类非计划停运小时 postponed N03 unplanned outage hours 

机组处于第 3类非计划停运状态的小时数； 

d) 第 4类非计划停运小时 deferred N04 unplanned outage hours 

机组处于第 4类非计划停运状态的小时数； 

e) 第 5类非计划停运小时 extended N05 unplanned outage hours 



 

 

机组处于第 5类非计划停运状态的小时数。 

【DL/T 793-2012,2.8.4】 

3.6  

光伏逆变升压单元 

包含逆变器、升压变压器等设备组成的负责将光伏系统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并进行升压的发电单

元。 

4 关键设备 

本标准定义的并网光伏电站用关键设备包括： 

a) 光伏组件，含晶体硅光伏组件和薄膜光伏组件，不包含聚光型光伏组件 

b) 光伏汇流箱，含直流汇流箱和交流汇流箱； 

c) 光伏支架系统，含固定式光伏支架系统和跟踪式光伏支架系统，不包含漂浮式支架系统； 

d) 光伏逆变器，含微型逆变器，组串式逆变器，集中式逆变器，集散式逆变器； 

e) 升压变压器，分为油浸式升压变压器和干式升压变压器； 

f) 监测及控制系统。 

5 检测程序 

按照抽检的方式对电站现场的关键设备和系统进行检测。 

以完整的光伏逆变升压单元作为抽检的发电单元，典型性要素包括： 

a) 设备类型，型号，制造商； 

b) 结构性信息，包括：电气结构，支撑结构； 

c) 发电量： 

1) 统计电站近 1年同月（检测实施期）历史发电量中代表性的发电单元，发电时间不足或不

能提供发电量历史记录时，以近 1个月的发电量进行统计。 

2) 根据各单元的实际单位千瓦发电量（kwh/kw）与预期单位千瓦发电量或理论单位千瓦发电

量进行对比，选取偏离度最大的 2个单元（包括正偏离和负偏离）和偏离度最小的 2个单

元。 

3) 发电单元不足 4个单元时，应将全部发电单元视为抽检对象。 

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关键设备的抽检结果应能覆盖到所有典型性要素。 

6 光伏组件 

6.1 抽检要求 

在选定的发电单元中，统计汇流箱或光伏组串的实时输出发电功率，选取发电功率处于最高，最低，

中位值的汇流箱或光伏组串，再根据典型性要素随机抽测光伏组件。如抽检的汇流箱或光伏组串无法覆

盖典型性要素时，应以实时发电功率为抽样依据，增加抽样数量，直至覆盖全部要素。 

6.2 产品技术要求 

应具备国家认可的机构颁发的IEC61215系列，IEC61730系列标准的测试报告和认证。 

6.3 检测要求 



 

 

6.3.1 外观检查 

按照 IEC61215-2 4.1（MQT01）进行测试。 

6.3.1.1 严重外观缺陷 

a) 组件机械完整性取决于层压件或其他粘附力，出现气泡的面积的总和超过组件面积的 1%； 

b) 机械完整性损失到影响组件安装和工作； 

c) 破碎、开裂或损伤的外表面（正面、背板、接线盒、边框）； 

d) 任何部分短路、黏合剂失效； 

e) 在组件的边缘与带电部件之间形成连续通道的气泡或脱层； 

f) 输出端子失效、带电部分裸露； 

g) 密封材料、背板、表面、二极管或任何组件部分出现任何熔化或烧坏的痕迹； 

h) 单个电池的裂纹，其延伸线可能导致该电池超过 10%以上面积失效。 

6.3.1.2 一般外观缺陷 

a) 组件铭牌掉落，或不可辨别； 

b) 组件玻璃表面划痕≥100mm； 

c) 组件内存在两个以上直径>1mm的明显气泡； 

d) 背板存在第一层膜划破现象，或划痕≥50mm； 

e) 背板鼓包或凹坑面积≥100mm
2
； 

f) 背板少量皱痕，0.5mm≤拱起点高度≤2mm； 

g) 层压件电池片、EVA和玻璃之间有明显的脏物，异物杂质混入组件电池表面； 

h) 铝合金边框联接处有明显的错位；或接口处有明显的间隙； 

i) 导线、连接器或接线盒出现风化、磨损、咬痕、破裂等老化现象； 

j) 组件导线存在脆化现象； 

k) 导线、连接器或接线盒出现破损，但未露出导电部分； 

l) 组件接地连接线缺失、脱落或腐蚀等现象； 

m) 存在 EVA未溶或中空的现象； 

n) 背板老化严重出现粉化现象或严重变黄； 

o) 双玻组件前后玻璃密封不严，出现缝隙或气泡等现象； 

p) 电池片银栅出现氧化腐蚀现象； 

q) 组件接线盒内二极管烧毁或击穿短路； 

r) 组件受严重灰尘、鸟屎等遮挡影响，导致输出电性能下降 5%以上。 

6.3.1.3 轻微外观缺陷 

a) 背板少量皱痕，表面干净，拱起点高度≤0.5mm； 

b) 边框表面阳极氧化镀层不良，存在刮伤现象； 

c) 组件玻璃表面划痕＜100mm； 

d) 组件背板划痕未划破第一层膜且＜50mm； 

e) 背板鼓包或凹坑面积＜100mm²； 

f) 组件电池片存在明显色差； 

g) 组件存在灰尘、鸟屎等遮挡，但未引起热斑或电性能下降不超过 5%。 

6.3.2 发电性能 

6.3.2.1 测试方法 



 

 

按照IEC61215-2 4.2（MQT02）方法进行测试。 

6.3.2.2 发电效率 

光伏组件的发电效率用四个指标来表达，分别为在STC,NOCT，LIC，HTC，LTC条件下的转换效率η 。

其中： 

a）高温度条件 HTC(high temperature condition) 

电池温度：75℃ 

辐照度：1000 W m–
2
 

b）低温度条件 LTC(low temperature condition) 

电池温度：15℃ 

辐照度：500 W m–
2
 

6.3.3 可靠性 

对于新建或扩建的光伏电站，应对光伏组件的可靠性进行测试，对于符合测试结果要求的组件，评

定其符合对应质量等级的要求。已进行相关测试的组件，可免去测试。 

已正式投产运行的电站推荐的测试有PID、旁路二极管热试验和温度循环测试，具体可根据需要进

行调整。 

根据测试内容/序列要求，在选取的组件中抽取相应数量的组件进行测试。 

6.3.3.1 检测程序 



 

 

 

6.3.3.2 检测项目 

6.3.3.2.1 外观检查 

按照IEC61215-2 4.1（MQT01）进行检测。 



 

 

6.3.3.2.2 电致发光试验 

将被测组件放置在暗室中，用直流电源的正极与光伏组件的正极连接，负极与负极连接，向光伏组

件通入组件短路电流的反向电流，利用相机拍摄组件的照片。 

测试要求及判定见6.4。 

6.3.3.2.3 稳定性试验 

按照IEC61215-2 4.19（MQT19）进行检测。 

6.3.3.2.4 绝缘试验 

按照IEC61215-2 4.3（MQT03）进行检测。 

6.3.3.2.5 湿态漏电流试验 

按照IEC61215-2 4.15（MQT15）进行检测。 

6.3.3.2.6 热循环试验 

按照IEC61215-2 4.11（MQT11）进行检测。 

6.3.3.2.7 湿冻试验 

按照IEC61215-2 4.12（MQT12）进行检测。 

6.3.3.2.8 湿热试验 

按照IEC61215-2 4.12（MQT12）进行检测。 

6.3.3.2.9 紫外试验 

a) 按照 IEC61215-2 4.10（MQT10）进行检测； 

b) 本标准中对紫外含量进行了多种定义，其中紫外含量中 UVA 和 UVB 的含量比例应符合

IEC61215-2 要求，其他适用于本标准的定语： 

——UV15:辐照度量不小于 15KWh； 

——UV30:辐照度量不小于 30KWh； 

——UV60:辐照度量不小于 60KWh。 

6.3.3.2.10 动态机械载荷试验 

按照IEC62782的要求进行检测。 

6.3.3.2.11 PID试验 

a) 按照 IEC62804的要求进行检测； 

b) 测试条件为：温度 85℃，湿度 85%，试验电压：系统最高电压； 

c) 测试时间根据测试等级设定。 

6.3.3.2.12 热斑耐久试验 

a) 按照 IEC61215-2 4.9（MQT09）进行检测； 



 

 

b) 测试时间根据测试等级设定。 

6.3.3.2.13 旁路二极管热性能试验 

a) 按照 IEC61215-2 4.18.1（MQT18.1）进行检测； 

b) 不同质量等级适用不同的测试条件，具体要求见 6.3.4。 

6.3.4 检测要求 

6.3.4.1 质量等级 C(class C) 

a) 适用于 A序列，B序列（含 B1,B2，B3，B4序列）和 C序列； 

b) B4序列中，动态机械载荷试验适用于±1000Pa,1000 次，3~7循环/分钟； 

c) C序列中，PID试验适用条件为：96小时； 

d) 结果要求： 

1) 样品的初始试验应符合 IEC61215-2：2016的要求； 

2) 试验后，无 IEC61215-1第 8条款规定的外观缺陷； 

3) 试验后，所有样品的耐压试验和绝缘试验均应符合检测依据标准要求； 

4) C序列后，应符合 IEC62804要求。 

6.3.4.2 质量等级 B (class B) 

a) 适用于 A序列，B序列（含 B1,B2，B3，B4序列）,C 序列和 D序列； 

b) B4序列中，动态机械载荷试验适用于±1440Pa,1000 次，3～7循环/分钟； 

c) C序列中，PID试验适用条件为：192小时； 

d) D1试验中，累积量应不低于 50KW.h； 

e) D2试验中，组件持续通电 96小时，1.25倍电流通电 2小时； 

f) 结果要求： 

1) 样品的初始试验应符合 IEC61215-2：2016的要求； 

2) 试验后，无 IEC61215-1第 8条款规定的外观缺陷； 

3) c)试验后，所有样品的耐压试验和绝缘试验均应符合检测依据标准要求； 

4) B1，B2序列全部试验后，最大输出功率的变化应不超过初始试验测试值 5%； 

5) C序列试验后，应符合 IEC62804要求； 

6) D2序列试验后，最大输出功率的变化应不超过初始试验测试值 5%。 

6.3.4.3 质量等级 A (class A) 

a) 适用于 A序列，B序列（含 B1,B2，B3，B4序列）,C 序列和 D序列； 

b) B4序列中，动态机械载荷试验适用于±2000Pa,1000 次，3～7循环/分钟； 

c) C序列中，PID试验适用条件为：288小时； 

d) D1试验中，累积量应不低于 100KW.h； 



 

 

e) D2试验中，组件持续通电 192小时，1.25倍电流通电 2小时； 

f) 结果要求： 

1) 样品的初始试验应符合 IEC61215-2的要求； 

2) 试验后，所有样品无 IEC61215-1第 8条款规定的外观缺陷； 

3) 试验后，所有样品的耐压试验和绝缘试验均应符合检测依据标准要求； 

4) B序列全部试验后，最大输出功率的变化应不超过初始试验测试值的 5%； 

5) C序列试验后，应符合 IEC62804要求； 

6) D2序列试验后，最大输出功率的变化应不超过初始试验测试值的 5%。 

6.4 光伏组件电致发光试验 

像素分辨率2000万以上，空间分辨率1.0以上，灰度分辨率：图像的最高亮度不应超过成像探测器

饱和值的80%，最低亮度不小于5%。 

具体缺陷分类见附录A。 

6.5 光伏组件红外热成像试验 

按照IEC62446-3《光伏（PV）系统-测试调试、系统文件和性能维护要求第3部分：光伏组件和电站

的室外红外热成像》进行检测及结果判定，热异常的分类见表1。 

表1 组件红外热成像缺陷等级 

异常等级 A B C 

对应缺陷等级 无异常 一般热异常 严重热异常 

7 光伏支架系统 

7.1 抽检要求 

在选取的发电单元中，选取3个完整的支架系统进行检测，覆盖所有类型、型号和制造商。 

7.2 材料符合性核查 

支架系统的材料和关键部件应符合表2推荐标准或其他等同标准。 

表2 材料及关键部件推荐标准 

材料/部件名称 标准 

碳素结构钢 GB/T 700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铝合金 GB/T 3190-2018、GB 5237.1~G B5237.5 

跟踪式支架系统的驱动系统 GB/T 29320-2012  



 

 

跟踪式支架系统的控制系统 GB/T 29320-2012  

 

7.3 结构性核查 

a) 作为固定作用的支架开孔位，其大小及位置均应满足设备固定要求，连接点应保证接地连续性； 

b) 支架系统所有可接触、突出、转角的部位应进行安全处理； 

c) 如无特殊安装说明，不能将支架和紧固件作为组件保护的一部分； 

d) 除非在安装书中有明确且必要的说明，否则不能改动已定型的支架系统。如组件上装配螺栓、

打孔或其他破坏组件固有结构的行为； 

e) 支架立柱应预留接地螺栓； 

f) 适用于地震区支架系统，应进行抗震验算。 

7.4 承载能力核查 

a) 应符合 GB50797要求； 

b) 用于断面的螺纹紧固件，其紧固面载力与支架系统设计的向上、向下，下坡面载荷力比至少为

3:1； 

c) 采用穿孔螺杆的方式时，穿孔载力需要限制在其材质张力的 10%； 

d) 紧固件的承载力应符合交变载荷特性，根据载荷力的需要增加紧固件数量或采取其他等效措

施。 

7.5 外观及尺寸核查 

a) 钢材的表面有锈蚀、麻点或划痕等缺陷时，其深度不得大于该钢材厚度负允许偏差值的 1/2； 

b) 钢材表面不应有裂纹、气泡、结疤、泛绣、夹杂、折叠和端面分层等缺陷； 

c) 允许有不大于公称厚度 10%的轻微凹坑、凸起、压痕、发纹和擦伤的氧化铁皮； 

d) 铝合金材料表面不应有凹凸、变形、皱纹、起皮、腐蚀斑点、气泡、电灼伤、流痕、发黏以及

膜（涂）层脱落等缺陷； 

e) 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偏差应符合 GB50794的要求。 

7.6 镀锌层膜厚试验 

a) 可采用称量法，磁性法，横截面显微镜法，阳极溶解库仑法对热浸镀锌层厚进行测试，测试方

法参照 GB/T13912进行； 

b) 不同类型的铝合金型材，按照 GB5237要求对膜厚进行测试； 

c) 至少应对样品的 3个点进行测试，不包括涂层最薄位置如断面，螺纹表面，以及金属涂层最薄

的内表面和相同数量点的外表面； 

d) 镀锌层平均厚度不应小于 55μ m或不低于最初设计值。 

7.7 跟踪性能核查 

7.7.1 工作范围 

对具有跟踪功能的支架系统，在无特殊声明情况下，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单轴跟踪器：以水平位置为 0°初始位，向东运转为正角度，向西运转为负角度，其工作角度

不小于-45°～+45°； 



 

 

b) 双轴跟踪器：高度角方向以水平位置为 0°，向南运转为正角度，向北运转为负角度，其日工

作角度不小于 0°～+70°。方位角方向以正南位置为 0°向东运转为负角度，向西运转为正角

度，其日工作角度不小于-100°～+100°。 

7.7.2 运行功能 

对跟踪系统的极限功能(软件状态)、极限功能(硬件状态)、雨天模式、雪天模式、大风保护模式、

手动运行模式、维护模式、急停功能、断电自动恢复运行等功能进行操作，核查其功能性。 

7.7.3 跟踪精度测试 

按照GB/T 29320-20125.6条款进行试验，精度应符合平单轴跟踪器跟踪精度为±2°，斜单轴跟踪

器为±2°，双轴跟踪器为±1°。 

7.7.4 功耗核查 

按照GB/T 29320-2012 5.7条款进行试验，日平均能耗不宜超过所承载光伏发电系统发电量的3%。 

8 光伏汇流箱 

8.1 抽检要求 

在选定的发电单元中，统计汇流箱实时发电功率，选取发电功率处于最高，最低，中位值的汇流箱。 

8.2 技术要求 

直流汇流箱应符合GB/T 34936的要求，交流汇流箱应符合GB 7251标准认证。 

8.3 核查项目 

表3 光伏汇流箱核查项目 

序号 项目 A级要求 B级要求 C级要求 备注 

1 显示精度与误差 具备，≤1% 具备 -- 如适用 

2 防雷器状态显示 具备 具备 --  

3 防雷器 

Up≤2.0kV 2kV＜Up≤3.0kV 3kV＜Up≤4.0kV 
适用于系统

电压1000V 

Up≤3.0kV 3kV＜Up≤4.5kV 4.5kV＜Up≤5.5kV 
适用于系统

电压1500V 

4 通讯协议一致性 ≥99.99% 
99.9%~99.99%（不

含） 
99%~99.9%（不含） -- 

5 监控能力 具备 具备 -- -- 

9 光伏逆变器 

9.1 抽检要求 

在选定的发电单元中，各选取1台逆变器进行检测，如抽检的数量无法覆盖典型性要素时，应增加

抽样数量，直至覆盖全部要素。 



 

 

9.2 技术要求 

应符合NB/T 32004电站型技术要求。 

9.3 最大转换效率 

按照NB/T32004要求对逆变器的最大发电效率进行测试。 

9.4 电能质量 

根据NB/T32004的测试要求对逆变器的外观及一致性进行检查。谐波、三相电流不平衡度、功率因

数、直流分量进行检测。 

10 升压变压器 

10.1 抽检要求 

在选定的发电单元中，各典型升压变压器1台进行核查。 

10.2 要求 

产品应符合GB1094的要求，其中 

a) 空载损耗偏差，负载损耗偏差，总损耗偏差，空载电流偏差，短路阻抗偏差，绕组电阻测量，

电压比测量和联结组标号检定应符合 GB1094.1要求； 

b) 外施耐压试验和感应耐压试验，雷电冲击试验应符合 GB1094.3要求； 

c) 温升试验应符合 GB1094.2要求。 

11 监控系统 

监控系统核查分为功能部分核查和非功能部分核查，其中部分功能根据系统等级不同有不用要求，

具体见附录B。 

11.1 基础功能核查 

11.1.1 权限管理 

应具备信息分流和系统安全保护的权限管理，能够对监控系统进行用户管理、角色管理、责任区管

理。 

11.1.2 数据库管理 

应具备实时库管理、历史库管理功能，并应提供第三方访问接口。 

11.1.3 日志管理服务 

应具备日志管理功能，包括日志设置、日志查询、日志备份和日志回滚等功能，当系统出现故障或

误操作时能够进行快照操作。 

11.1.4 系统自诊断 

应具备自诊断的功能，能够对系统进行状态监测和故障智能诊断。包括动态监视服务器、CPU负载

率、内存使用率、网络流量和硬盘剩余空间，异常点报警，冗余管理、应用管理、网络管理等。 



 

 

11.2 数据采集能力评估 

11.2.1 设备/传感器要求 

a) 按照 IEC61724-1表 3，表 4，表 5，表 6，表 7，表 8，表 9要求对监控系统中的环境传感器/

设备和电气传感器/设备进行质量等级评定； 

b) 应按照 IEC61724-1要求对设备维护和校准。 

11.2.2 传输性 

a) 支持 IEC104、IEC103、Modbus等电力系统标准规约。 

b) 支持双通道同时采集。 

c) 提供透明的第三方互联接口，在支持 IEC104转发的基础上提供大数据量转发的接口。 

d) 实现对系统中遥测、遥信等周期性的采样。可设定采样周期等级划分见表 4。 

表4 记录间隔和时间戳准确度 

质量等级 最大记录间隔 时间戳准确度 时间戳分辨率 

A 1 分钟 1 秒 1 秒 

B 15 分钟 15 秒 1 秒 

C 60 分钟 60 秒 1 秒 

11.2.3 数据记录与展示 

11.2.3.1 事件顺序记录  

应能以ms频率记录设备、继电保护信号的状态、动作顺序及动作时间，形成动作顺序表。 

11.2.3.2 数据曲线 

应具备实时、历史曲线查看功能，实时曲线可查看5分钟以内遥测量的变化情况，历史曲线应具备

日、周、月、年历史曲线查看功能。 

11.3 计算及处理能力评估 

11.3.1 统计能力 

按照IEC 61724-1中表3要求对监控系统中的数据统计能力进行质量等级评定。 

11.3.2 处理能力 

能够对系统的气象、电参数和系统的状态量（工作模式、运行状态等）进行处理，处理内容包括： 

a) 数据有效性检查和过滤； 

b) 限值检查，系统在不同时段的限值动态调整和检查； 

c) 数据变化率限值检查，指定时间段内数据变化率超过阀值时，给出告警； 

d) 按用户定义统计指定项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以及发生的时间； 

e) 数据变化采样； 

f) 清除误遥信，对抖动遥信的状态进行可疑标识。 

11.4 性能核查 

可采用预设故障，操作验证等方式对监控系统的性能进行核查。 



 

 

11.4.1 可靠性 

监控系统应具备冗余配置，单点故障不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具备容灾系统建设能力，故障处理

功能，实时监测系统运行指标，能够对及时发现、定位故障，并能够对发现的故障采取切换、隔离、报

警和恢复动作。 

具备实时数据库、历史数据库的备份和数据恢复机制，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主要指标包括： 

a) 系统可用率； 

b) 控制操作正确率； 

c) 热备切换时间； 

d) 冷备切换时间； 

e) 采集通道冗余设计； 

f) 气象设备连续正常工作时间（无日照条件）； 

g) 气象数据刷新周期。 

11.4.2 安全性 

11.4.2.1 物理隔离 

系统应具备物理层面的安全性的约束，110kV及以上并网电站必须遵从《全国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

护总体框架》相关要求。 

11.4.2.2 纵向加密 

公网传输链路进行纵向加密，保证数据安全。 

11.4.3 兼容性 

系统应提供标准数据访问接口，支持第三方软件的即插即用，支持同第三方应用系统的集成。 

11.4.4 可扩展性 

系统应具备扩展性，可以对系统持续性建设、扩充和升级，可进行功能扩充，支持新增功能模块。 

11.4.5 实时性 

a) 遥测、遥信、告警传送时间。 

b) 遥调、遥控时间。 

c) 画面整幅调用响应时间： 

1) 实时画面； 

2) 其他画面； 

3) 画面实时数据刷新周期； 

4) 信息跨越正向物理隔离时的数据传输时延。 

11.4.6 资源占有率 

a) 各工作站 CPU平均负荷率：正常时（任意 10min内）； 

b) 网络负荷率：正常时（任意 10min内）； 

c) 硬盘使用率：使用率≤80%或磁盘剩余容量。 

12 系统整体性能与质量评估 



 

 

12.1 一致性核查 

对电站各项工程和设备资料进行核查，关键设备及各项工程应符合设计方案和相应技术规范书及设

计变更单中规定的要求。 

按照IEC62446-1条款4对系统相关信息进行核查。 

12.2 系统性能 

12.2.1 系统发电能力 

12.2.1.1 测量设备的要求 

测量设备的精度、稳定性、校准及维护应符合IEC61724-1的要求。 

12.2.1.2 测量设备的安装要求 

a) 辐照度采集器 

应符合IEC61724-1中7.2条款的要求。 

b) 温度传感器的安装 

应符合IEC61724-1中7.3条款的要求。 

12.2.1.3 数据记录与核查 

a) 数据记录要求 

1) 数据的记录间隔不超过 5秒。 

2) 数据采样和记录，应保持时间同步。 

3) 数据记录出现异常（数据缺失，变异等）时，应对数据进行筛查和处理。 

b) 数据核查 

按照IEC61724-1中8条款的要求对数据进行处理和质量检查。 

12.2.1.4 性能比 

按照 IEC61724-1，IEC TS 61724-2，IEC61724-3 的要求对电站的性能比进行计算。 

a) 性能比（PR） 

1) 短期性能比（PR） 

天气良好，晴天无云或少云的前提下并且采集的数据稳定可靠，测试天数至少2天。 

天气阴天或者多变测试天数可延长至7天或者更长时间。 

 
 式中： 

 P0 ――光伏电站额定功率（KW）； 

 Pout,k ―― 交流输出电量，一般为并网系统电表读数； 

 Gi,k――实际辐照量； 

 Gi,ref――参考辐照量； 

 τ k ――报告周期内第 k 个记录间隔的持续时间 

―― 在报告周期中所有记录间隔上的求和。 

 

在指定周期内对PR进行测量时，也可以采用下列公式。 



 

 

 
2) 年度性能比 PRannual 

利用上式，以完整年作为周期对年度 PRannual 进行计算。 

b) 温度修正的性能比（PRSTC） 

1) 短期性能比 

 
其中Ck为： 

 

这里γ 是相对最大功率温度系数（单位为℃
-1
），Tmod是时间间隔k内的组件温度（℃）。组件

的温度可以从所有测量的组件温度的平均值导出，或者可以从环境温度、辐照度和风速估计，可参

照IEC61724-2中6.1.5 对组件的温度进行计算。 

2) 年度性能比 PR'annual-eq 

 
其中Ck为： 

 

式中： 

γ ――相对最大功率温度系数（以℃
-1
为单位）； 

Tmod,i――光伏组件温度； 

Tmod,avg――年度组件平均温度。 

12.2.1.5 年度等效利用峰值小时数 

等效利用峰值小时数H(REF)，是表征不同应用环境光伏发电站发电能力的重要指标。 

H(REF)通过光伏系统年度实际发电量进行计算获得。 

H(REF)=PRannual ×( Gi，K /Gi，ref)， 

式中： 

Gi，K――年度累计辐照量。 

12.2.2 发电损耗 

12.2.2.1 光伏阵列发电损耗 

光伏阵列损耗 Lc，包括组件温度、灰尘遮挡、阴影等引起的光伏阵列发电效率的损失。 

Lc=Hi/Gi,ref－EA/P0 

式中： 

EA――光伏阵列发电量。 

12.2.2.2 平衡部件（BOS）发电损耗 



 

 

平衡部件（BOS）损耗 LBOS 包括了逆变器，传输线路，支撑系统等损失。 

LBOS=EA/P0－Eout/P0 

式中： 

Eout――光伏系统交流发电量； 

12.2.3 系统的可靠性 

12.2.3.1 平均无故障可用小时 

按照DL/T793中7.22条款对电站的平均无故障可用小时进行计算。 

MTBF=AH/FOT 

式中： 

AH――可用小时； 

FOT――强迫停用次数。 

12.2.3.2 设备故障平均修复时间 

按照DL/T793中7.25条款对设备故障平均修复时间进行计算。 

MTTR=Σ RPH/UOT 

式中： 

RPH――修复时间； 

UOT――非计划停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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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EL缺陷分类 

序号 缺陷名称 缺陷特征 典型现象 

1 线性隐裂 

电池片受到热应力或外力等

使内部产生细裂纹，且周围没

有阴影状产生。包括0度角隐

裂、45度角隐裂、90度角隐裂、

内部隐裂。 

 

0 度角隐裂   45 度角隐裂 

 

90 度角隐裂内部隐裂 

2 交叉隐裂 
两根或多根隐裂交叉出现在

同一电池片上。 

 

3 树状隐裂 
多重裂纹呈现静脉状，延伸到

电池片多个边缘 

 

4 划痕 
不连续的条纹穿过电池表面

造成的划伤 

 



 

 

5 破片 

电池片中存在有明显边界的

黑色区域，并且与周围存在明

显的碎痕和明暗对比 

 

6 黑斑 
分布在电池片上的具有明显

边界的不规则黑色喷墨区域 

 

7 刮伤 
电池片冶炼工装造成的电池

表面不连续的线痕 

 

8 黑片 
电池片主栅线部分呈暗色，或

电池串呈全黑色 

 

9 虚焊 分布在焊带两侧的黑色区域 

 

10 明暗片 
同一组件中不同电池呈现不

同的亮度 

 



 

 

11 同心圆 

位于电池中心的黑色区域，由

单晶硅生长过程中由氧气空

位引起。 

 

12 亮斑 
电池片局部发亮，及主栅线区

域两边明暗不一致 

 

13 断栅 
电池片细栅线方向有条状的

黑色线条或区域 

 

14 黑边 
一条或两条电池片边缘黑色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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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监控系统核查 

监控系统核查（功能部分） 

序

号 
功能名称 二级子功能 功能描述 

1 

权限管理 

用户管理 能够对用户进行增加、删除和修改 

2 角色管理 能够对角色进行增加、删除和修改 

3 组织机构 能够对组织进行增加、删除和修改 

4 信息分流 不同信息应分流至拥有相应权限用户 

5 

数据采集 

Modbus(Tcp) 实现 modubus 数据采集（TCP） 

6 Modbus(串口) 实现 modubus 数据采集（串口） 

7 IEC104 采集 实现 IEC104 数据采集 

8 大数据上送 支持私有规约大数据量上送 

9 

数据处理 

预处理 对工程数据进行预处理，如遥信取反、遥测零漂处理、系数处理等 

10 限值处理 对数据越上限、上上限、下限、下下限处理 

11 计算量处理 根据公式对量值进行处理(加、减、乘、除、最大、最小等) 

12 

设备监控 

图形展示 能够在界面中展示电站图形信息 

13 量测展示 能够实时展示设备量测信息及计算结果 

14 曲线展示  能够查询实时曲线与历史曲线 

15 图表展示 设备信息能以图表的形式进行展示 

16 

告警管理 

实时告警 应能实时显示告警信息。遥信变位、越线、设备异常运行等。 

17 历史告警 应能对告警信息进行查询 

18 告警屏蔽 应能对特定设备进行告警的屏蔽 

19 告警方式 告警支持弹窗、语音的告警模式 

20 

报表管理 

报表类型 支持日/周/月/季/年等类型的报表 

21 报表格式 报表应支持 excel/pdf 等格式 

22 报表操作 报表应能查看、删除、打印等 

23 报表模板 用户能够根据需要定制报表模板 

24 定时打印 报表应能定时打印，如无打印机应能定时打印为 pdf 

25 

日志服务 

工作日志 能够对系统相关日志进行记录 

26 报文 能够对报文信息进行查看 

27 日志查询 能够对日志信息进行查询操作 

28 
大屏展示 

电站大屏 能够对电站信息进行大屏展示 

29 集团大屏 能够对集团信息进行大屏展示 

30 实时存储 实时存储 提供实时数据的存储，如 Redis 存储 

31 
历史存储 

历史存储 提供历史数据存储，如 Mysql存储 

32 历史存储 提供历史数据存储，如 Mango存储 

33 断线续传 断线续传 提供断线续传功能 

34 数据补录 数据补录 提供数据补录功能 



 

 

35 
转发服务 

IEC104 转发 提供 IEC104 转发接口 

36 大数据转发 提供私有协议大数据量转发接口 

37 

对比分析 

电站对比 
提供电站之间对比分析。如：单兆瓦功率、单兆瓦发电量、日等效

小时数等。 

38 逆变器对比 

提供逆变器之间对比分析。如：日发电量、交流功率、直流功率、

交流电压、直流电压、交流电流、直流电流、日等效小时数、单兆

瓦发电量、单兆瓦交流功率、单兆瓦直流功率等。 

39 汇流箱对比 提供汇流箱之间对比分析。如：发电量、功率、电压、电流等。 

40 组串对比 提供组串之间对比分析。如：发电量、功率、电压、电流等。 

41 组件对比 提供组件之间对比分析。如：发电量、功率、电压、电流等。 

42 归一化 提供以上对比分析的归一化量值对比 

43 

系统设置 

系统 logo 设置 能够对系统 logo 进行配置 

44 系统名称设置 能够对系统名称进行配置 

45 字典配置 提供字典配置功能 

46 大屏配置 能对大屏中信息进行配置 

47 

国际化 

简体中文 监控系统支持简体中文 

48 繁体中文 监控系统支持繁体中文 

49 英文 监控系统支持英文 

50 

电站档案 

快速建站 建站向导能够指导用户进行电站创建 

51 电站导入 能够按模板规定格式根据 excel 文件导入电站 

52 电站导出 能将已有电站根据导出为 excel 格式 

53 数据派生 能够根据设备模板派生出设备信息 

54 量测派生 能够根据测点模板表派生出量测信息 

55 历史派生 能够根据采样点生成派生数据 

56 图元绘制 能够支持图元的新建 

57 图形绘制 能够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图形绘制 

58 

数据采集器 

维护界面 

数据采集器创建 支持数据采集器的新建 

59 数据采集器修改 支持数据采集器的修改 

60 数据采集器删除 支持数据采集器的删除 

61 Channel 创建 支持 Channel 创建 

62 Channel 修改 支持 Channel 修改 

63 Channel 删除 支持 Channel 删除 

64 采集设备增加 支持采集设备增加 

65 采集设备修改 支持采集设备修改 

66 采集设备删除 支持采集设备删除 

67 采集数据增加 支持采集数据增加 

68 采集数据修改 支持采集数据修改 

69 采集数据删除 支持采集数据删除 

70 
数据采集器 

远程升级 

远程配置更新 能够远程更新配置信息 

71 配置回滚 如配置信息错误，应能回滚至原始版本 

72 远程程序更新 能够远程对程序本身进行升级，如升级失败应能保持回滚 

79 APP 图形展示 
提供光伏接线图形、设备信息的展示，可根据图形监视电站实时运

行状态 



 

 

80 界面展示 
提供包含客户、电站概览信息的主展示界面（位置信息、理论发电

量、实际发电量、发电效率、节能减排、收益等） 

81 测量展示 提供遥测、遥信量的展示（汇流箱电流、逆变器状态等） 

82 曲线展示  提供当日、当月发电量曲线展示 

83 实时告警 支持实时告警信息查看，APP 中告警信息可定制 

84 历史告警 支持历史告警查询 

85 

功率预测 

短期预测精度 

0-72h 
短期预测月均方根误差应小于 20% 

86 
超短期预测精度 

15min-4h 
超短期预测月均方根误差应小于 15% 

 

监控系统核查（非功能部分） 

序

号 
功能名称 二级子功能 功能描述 

系统评级 

A B C 

1 

数据处理能力 

遥信 支持 20,000 点遥信量处理       

2 遥测 支持 70,000 点要测量处理       

3 遥脉 支持 10,000 点遥脉量处理       

4 

实时性 

遥信实时性 遥信刷新时间不大于 1 秒       

5 遥测、遥脉实时性 遥测、遥脉刷新时间不大于 2秒       

6 告警传送时间 告警传送时间不大于 2 秒       

7 数据记录精度 

/ 数据记录精度 5 分钟 √     

/ 数据记录精度 10 分钟   √   

/ 数据记录精度 30 分钟     √ 

8 历史数据保存 

/ 支持 5 年全量数据记录 √     

/ 支持 3 年全量数据记录   √   

/ 支持 1 年全量数据记录     √ 

9 

数据接入能力 

/ 数据采集器同时支撑 50 个通道 √     

/ 数据采集器同时支撑 25 个通道   √   

/ 数据采集器同时支撑 10 个通道     √ 

10 

/ 云平台同时支撑至少 100 座电站采集 √     

/ 云平台同时支撑至少 50 座电站采集   √   

/ 云平台同时支撑至少 10 座电站采集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