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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本手冊 

 

1.1 適用產品 

本手冊適用於戶外集中變流器產品的以下型號： 

SG1250UD 

SG1500UD 

下文中，為表達方便，凡提到本產品時，將簡稱為 ”變流器” 。 

 

 

1.2 內容簡介 

本手冊適用於 SG1250UD/SG1500UD 戶外集中變流器產品 （以下簡稱變流器），手冊包含以下主

要內容。 

◼ 安全須知 

介紹了對變流器進行安裝時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項。 

◼ 產品描述 

介紹了變流器使用的系統組成及其自身結構，變流器的功能及運行模式。 

◼ 使用說明 

介紹了變流器的操作與人機界面的使用方法等。 

◼ 例行維護 

介紹了變流器的日常維護及部分備件的更換方法。 

◼ 故障處理 

介紹了逆變器可能出現的故障及解決辦法。 

◼ 其他 

介紹了變流器的技術數據，保固條款以及與 SUNGROW 的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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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適用人員 

本手冊適用於對本產品進行安裝及執行其他工作的人員。讀者需具備一定的電氣知識，熟悉電氣原

理圖和電子元器件特性。 

 

1.4 手冊使用 

在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本手冊。請將本手冊以及產品組件中的其他資料存放在一起，並保證相

關人員可以方便地獲取使用。除本操作文件外，還有以下文件可供用戶同時使用： 

◼ 變流器安裝手冊（發貨配套手冊） 

◼ 電站型戶外集中變流運輸指南 

◼ 中壓變壓器連接要求 

手冊內容與使用的圖片、標識、符號等都為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所有。非本公司內部人員未經書

面授權不得公開轉載全部或者部分內容。 

 

 

 

 

1.5 符號使用 

為了確保用戶在使用本產品時的人身及財產安全，或高效優化地使用本產品，手冊中提供了相關的

訊息，並使用適當的符號加以突出強調。 

 

以下列舉了本手冊中可能使用到的符號，請認真閱讀，以便更好地使用本手冊。 

 

 

 

 

 

 

 

 

 

 

為了便於用戶更好地閱讀使用本手冊，手冊中配置了大量圖片。圖片僅作說

明示意用途，關於產品的具體細節，請以收到的實際產品為準。 

“危險”表示有高度潛在危險，如果未能避免將會導致人員死亡或嚴重傷害的情況。 

“警告”表示有中度潛在危險，如果未能避免可能導致人員死亡或嚴重傷害的情況。 

“小心”表示有低度潛在危險，如果未能避免將可能導致人員中度或輕度傷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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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時刻注意機體上的危險警告標識，標識包括： 

 

標識 標識釋義 

 

 
此標識表示機體內部含有高壓，觸摸可能會導致電擊危險。 

 

 
此符號表示此處溫度高於人體可接受範圍，請勿任意接觸以避免人員傷害。 

 

 
此符號表示此處為保護接地（PE）端，需要牢固接地以保證操作人員安全。 

 

 

“注意”表示有潛在風險，如果未能避免可能導致設備無法正常運行或造成財產損失的情況。 

“說明”是手冊中的附加信息，對內容的強調和補充，也可能提供了產品優

化使用的技巧或竅門，能幫助您解決某個問題或節省您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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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須知 

 

2.1 產品適用範圍 

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研發生產的戶外集中變流器產品，將來自光伏陣列的直流電轉換為交 

流電。經由外置的升壓變壓器後，併入中壓電網。 

變流器防護等級為 IP65，適用於室外安裝。 

配有本款變流器的太陽能併網發電系統，如下圖所示。 

 

 

 

 

 

圖 2-1 光伏併網發電系統組成 
 

序號 名稱 

A 光伏陣列 

B 匯流箱 

C 變流器 

D 升壓變壓器 

E 公共電網 

 

 

 

 

 

 

2.2 安全使用說明 

本節介紹了對逆變器進行操作時需要注意的安全總則。具體使用、維護步驟中的安全說明，請參見

相應章節的警告說明。 

 

 

如果未按本小節描述對變流器進行安裝，或未經授權而私自安裝或改裝，均有可能導致安全事故或

設備損壞。若因此而造成損失，SUNGROW 陽光電源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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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操作中的注意事項 

2.3.1 手冊保管 

產品手冊是產品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手冊中包含了對變流器進行操作的重要信息。在對變流器進行操作前，請仔細閱讀本手冊。 

◼ 請嚴格按照本手冊中的描述對變流器進行操作，否則，可能會導致設備損壞、人員傷亡、財

產損失。 

◼ 本手冊應妥善保管，確保維護、檢修等的操作人員隨時可獲取。維護或檢修等工作結束後，

變流器櫃體內禁止放置任何手冊及紙張。 

 

 

2.3.2 人員要求 

◼ 只有專業的電工或者俱備專業資格的人員才能對本產品進行運輸、安裝等操作。 

◼ 操作人員應充分熟悉整個太陽能併網發電系統的構成及工作原理。 

觸摸電網或設備內部與之相連接的觸點、端子等，可能導致電擊致死！ 

◼ 不要觸摸與電網迴路相連接的端子或導體。 

◼ 注意所有關於和電網連接的指示或安全說明文件。 

產品內部存在致命高電壓！ 

◼ 注意並遵守產品上的警告標識。 

◼ 遵守本手冊及本設備其他相關文件中列出的安全注意事項。 

損壞的設備或系統故障可能造成電擊或起火！ 

◼ 操作前初步目視檢查設備有無損壞或是否存在其他危險。 

◼ 檢查其他外部設備或電路連接是否安全。 

◼ 確認此設備處於安全狀態才可以操作。 

維護、檢修等工作結束後，應嚴格按照本手冊中的各步驟對設備進行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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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人員應充分熟悉本產品的《安裝手冊》及《操作手冊》。 

◼ 操作人員應充分熟悉項目所在國家/地區的相關標準。 

 

2.3.3 機體標識保護 

◼ 變流器機體上及櫃體內的警告標識包含有對變流器進行安全操作的重要信息。嚴禁人為撕毀

或損壞！ 

◼ 變流器後蓋板及前門內側均安裝有銘牌，銘牌中包含有與產品相關的重要參數息。嚴禁人為

撕毀或損壞！ 

 

 

 

 

 

2.3.4 安全警示標識設置 

在對變流器實施安裝、日常維護、檢修等操作時，為防止不相干人員靠近而誤操作或發生意外。

請遵守以下各項： 

◼ 在變流器前後級開關處樹立明顯標識，以防止誤合閘造成事故。 

◼ 在操作區域附近樹立警告標識牌或設立安全警示帶。 

◼ 維護或檢修等操作結束後，務必拔出櫃門鑰匙並妥善保管。 

 

2.3.5 逃生通道要求 

為確保在發生意外時，工作人員可迅速撤離現場，請遵守以下各項： 

◼ 在對變流器進行維護或檢修等其他各項操作的整個過程中，均需保證逃生通道的完全暢通。 

◼ 嚴禁在逃生通道堆放雜物，或以任何形式佔用逃生通道。 

 

2.3.6 光伏陣列防護 

暴露在陽光下時，太陽能電池板的正負極之間即會有電壓產生。對於大型電站，此電壓非常 

高。若意外觸碰，會有電擊甚至生命危險。 

 

 

 

 

◼ 確保機體標識時刻清晰可讀。 

◼ 機體標識一旦損壞或模糊，務必立即更換。 

◼ 光伏陣列正、負極間存在致命高電壓！ 

◼ 確保變流器與光伏陣列之間的連接已完全斷開。 

◼ 在斷開處設立警告標識，確保不會意外重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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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帶電測量 

 

 

 

 

 

2.3.8 測量設備使用 

在對變流器進行電氣連接、試運行等操作時，為確保電氣參量符合要求，需要使用相關的電氣

測量設備。 

 

 

 

 

2.3.9 液晶參數設置 

液晶中的部分可設參數，與變流器的運行等密切相關。必須對系統及變流器的運行狀況進行可

靠分析評估後才可對這些參數進行修改設置。 

 

 

 

 

2.3.10 靜電防護 

 

 

 

 

 

2.3.11 濕氣防護 

 

 

 

 

 

設備中存在高電壓，意外碰觸可能導致致命電擊危險，因此在帶電測量時應： 

◼ 做好防護工作（如戴上絕緣手套等）。 

◼ 必須有陪同人員，確保人身安全。 

◼ 選用量程、可使用條件等均符合現場要求的高質量測量設備。 

◼ 確保測量設備的連接及使用正確、規範，以免引起電弧等危險。 

◼ 不適當的參數設置有可能影響變流器正常的功能實現！ 

◼ 只有經過授權的專業人員才可對變流器的參數進行設置。 

對印刷電路板或其他靜電敏感元件的接觸或不當操作會導致器件損壞。 

◼ 避免不必要的電路板接觸。 

◼ 遵守靜電防護規範，如佩戴防靜電手環等。 

濕氣的侵入極有可能會損壞變流器！為保障變流器各項功能的正常使用，請遵守下列項： 

◼ 在空氣濕度>95%時，請勿打開櫃門。 

◼ 避免在陰雨或潮濕的天氣條件下進行安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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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維護或檢修時注意事項 

 

 

 

通過執行前述關機操作，變流器已順利退出運行，在對設備執行維護或檢修操作時，還應注意

以下幾點： 

◼ 確保變流器不會被意外重新上電。 

◼ 使用萬用表確保變流器內部已完全不帶電。 

◼ 施行必要的接地和短路連接。 

◼ 對操作部分的臨近可能帶電部件，使用絕緣材質的布料進行絕緣遮蓋。 

◼ 在維護及檢修的整個過程中，均需確保逃生通道的完全暢通。 

 

2.3.13 產品報廢 

當變流器需要丟棄時，不可作為常規廢品進行處理。請聯繫當地授權的專業回收機構。 

 

2.3.14 其他注意事項 

 

 

 

 

 

 

 

 

 

此外，還應根據現場需要，採取下列防護或應急措施： 

◼ 在對設備進行維護、檢修等各項操作時，相關人員應根據需要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如佩戴

防噪音耳塞，穿絕緣鞋，戴防燙傷手套等。 

◼ 變流器的安裝地點通常都遠離市區，應根據需要，準備相應的緊急救護設施，以便在需要時

實施。 

◼ 採用一切有必要的輔助措施確保人員及設備安全。 

 

變流器退出運行後，務必等待至少 15 分鐘，方可開啟前門對變流器進行維護或檢修操作。 

變流器退出運行後，務必等待至少 15 分鐘，方可開啟前門對變流器進行維護或檢修操作。 

◼ 嚴禁在設備帶電時進行維護或檢修等操作！ 

◼ 在對設備進行維護或檢修時，必須保證至少兩名人員在現場。直到設備已安全斷電並放電完

畢，方可執行維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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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冊中的所有描述均針對標準配置的變流器。如果您有特殊需要，請

在訂貨時向陽光電源工作人員說明。具體請以您所收到的實際產品為準。 

◼ 本手冊不能覆蓋操作、維護、檢修等過程中的所有可能情況。如果遇到

手冊中。未能解釋到的情況，請及時聯繫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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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品描述 

 

3.1 變流器外觀 

3.1.1 外觀 

變流器的前部外觀及外部主要部件如下圖所示。 

 

 

 

 

 

 

 

 

圖 3-1 變流器外觀圖 

註：本圖片以標準配置變流器外觀為例，請以實際收到實物為準。 
 

編號 名稱 說明 

A LED 指示燈 分別為電源指示燈“POWER”、運行指示燈“OPERATION”和

故障指示燈“FAULT” 

B LCD 觸摸液晶螢幕 顯示數據，執行控制命令 

C 緊急停機按鈕 緊急情況時按下，可立刻關斷變流器交流側供電 

D 啟動旋鈕 開啟/關停變流器 

E 門鎖 共 3 個，用以開關變流器前門 

 

 

 

 

 

 

 

 

交直流開關均僅作變流器啟停用途，非正常操作導致的開關損壞不在保固範圍內。 

在標準配置的基礎上，還可選配直流和/或交流電錶。所選電錶可以是電能

表，也可以是電壓表。具體請以收到的實際產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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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LED 指示燈 

在變流器前面板左側最上端安裝有 3 個顯示機器主要運行狀態的 LED 燈，分別為電源指示燈

“POWER”、運行指示燈“OPERATION”和故障指示燈“FAULT”。 

通過這些指示燈可獲得變流器的工作狀態並通過 LCD 液晶螢幕對變流器進行控制。 LED 指示 

燈說明見下表。 
 

名稱 顏色 說明 

POWER 綠色 控制電路電源供電 

OPERATION 

白色 變流器處於停機狀態 

綠色 變流器處於併網運行狀態 

黃色 變流器處於告警運行狀態 

FAULT 紅色 
發生故障，並尚未排除； 

若故障清除，則指示燈自動熄滅 

LED 各顯示狀態及運行說明見下表。 

顯示狀態 說明 

 3 個指示燈全部點亮 
通電瞬時，系統自檢 

（自檢結束後，僅“POWER” 燈點亮） 

 “POWER” 燈點亮 變流器供電正常，未併網發電 

 “POWER” 燈點亮 

“OPERATION” 燈綠色 
變流器處於併網運行狀態 

 “POWER” 燈點亮 

“OPERATION” 燈黃色 
變流器處於告警運行狀態 

 “POWER” 燈點亮 

“FAULT” 燈點亮 
有故障發生，且尚未排除 

 全部熄滅 變流器與供電電源連接斷開，無供電 

3.1.3 LCD 觸摸液晶螢幕 

用戶可通過液晶螢幕查看變流器運行信息，實現部分控制功能，具體功能如下： 

◼ 控制變流器運行 

◼ 顯示實時運行數據 

◼ 顯示故障信息 

◼ 調整運行參數 

◼ 查看歷史記錄 

3.1.4 緊急停機按鈕  

緊急停機按鈕用於在故障或危急時刻，脫扣與之相連的兩台變流器交流側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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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按下緊急停機按鈕後，變流器交流側與電網的連接立即斷開，按鈕本身也將處於鎖緊狀態。 

若要重啟變流器，必須順時針旋轉急停開關，鬆開鎖緊狀態。將交流斷路器先斷開，再合上。 

將電網重新接入，再通過液晶螢幕重啟變流器。 

 

3.1.5 起停旋鈕 

啟停旋鈕用於控制變流器的啟停。只有當此旋鈕指到“START”位置，才可通過液晶螢幕發出 

有效的開機指令，否則變流器始終處於停機狀態。 

此旋鈕若處於“STOP”位置，將有停機命令發送至 DSP 控制器，使變流器處於停機狀態。 

 

3.2 通訊方案 

3.2.1 RS485 通訊方案 

◼ 數據採集器方案 

變流器通過 RS485 標準串口與 Logger 數據採集器進行通訊。數據採集器可對單台或多台變流

器進行監控。 

 

 

 

 

 

圖 3-2 數據採集器通過 RS485 進行監控 

 

 

電擊危險！ 

◼ 當僅按下緊急停機按鈕時，變流器內部交直流側連接端子仍然帶電！ 

◼ 變流器內部仍然存在致命高電壓！ 

僅在危急時刻才可使用緊急停機按鈕關斷變流器！ 

緊急停機按鈕如果使用不當，會導致變流器的損壞。若在帶載情況下按下緊急停機按鈕，會使變流

器相關部件承受較大的應力。若頻繁使用，易引起器件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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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 機器方案 

變流器通過 RS485/RS232 轉換器與上位機通訊，通過監控軟件（如 Insight、iSolarcloud 等）

對單台或多台變流器進行監控。 

 

 

 

 

 

 

圖 3-3 PC 機通過 RS485 進行監控 
 

◼ 數據採集器+PC 機方案 

單台或多台變流器通過 Logger 數據採集器與上位 PC 機通訊，通過監控軟件（如 Insight、

iSolarcloud 等）對單台或多台變流器進行監控。 

 

 

 

 

 

圖 3-4 數據採集器與 PC 機通過 RS485 進行監控 
 

3.2.2 以太網通訊方案 

在標準 RS485 通訊的基礎上，變流器還提供了可選的以太網通訊方案。若選擇此種通訊方案，

需在訂貨時向 SUNGROW 陽光電源工作人員說明。 

◼ 單台機通訊 

若僅單台變流器進行通訊，可直接用網線將變流器的 RJ45 端口與上位機的 RJ45 端口相連。通

過監控軟件（如 Insight、iSolarcloud 等）對變流器進行監控。 

 

 

 

 

圖 3-5 單台變流器的以太網通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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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台機通訊 

若同時有多台變流器進行通訊，則需經過以太網交換機進行通訊連接。通過監控軟件（如

Insight、iSolarcloud 等）對單台或多台變流器進行監控。 

 

 

 

 

 

 

 

 

圖 3-6 多台變流器的以太網通訊方案 

 

 

 

 

若需了解 Logger 數據採集器及 Insight、iSolarCloud 等監控軟件的更多訊

息，請登錄 SUNGROW 陽光電源網站下載最新的產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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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關機 

 

4.1 開 機 

4.1.1 開機前檢查 

在完成維護或檢修等工作後，需要對變流器執行開機操作。在開機操作執行前，請仔細核對下

列項，確保無誤。 

◼ 所有連接都是根據安裝手冊和電路圖進行的 

◼ 設備內部的保護罩已安裝牢固 

◼ 櫃門已關閉 

◼ 緊急停機按鈕處於鬆開狀態，啟停旋鈕旋於“STOP”位置 

◼ 交直流開關均為斷開狀態 

◼ 通過絕緣測試對光伏組件進行檢查，確保沒有接地故障 

◼ 使用萬用表檢測交、直流側電壓是否滿足變流器啟動條件，且無過壓危險 

 

 

 

 

 

4.1.2 開機操作流程 

在上述各項均滿足後，便可對變流器進行開機操作。操作步驟為： 

步驟1 開啟變流器櫃門，閉合交流開關，關閉櫃門。 

步驟2 依次閉合變流器前級各匯流箱輸出開關。 

步驟3 開啟變流器櫃門，依次閉合各路直流開關，關閉櫃門。 （若現場直流櫃實際接入路數少於 16

路，也須依次閉合 16 路直流開關） 

步驟4 將啟停旋鈕旋於“START”位置，變流器啟動。 

變流器啟動後，會自動持續檢測交、直流側電壓等各項參數是否符合併網運行要求。若直流側

和交流側各項參數均滿足並網條件且達到了設定時間，變流器將自動轉入“運行”模式，將轉

換的交流電饋入電網。 

 

 

 

對於停機時間較長的變流器，在開機前，必須對設備進行全面細緻的檢查，保證各項指標均符合要

求後，才可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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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關 機 

關機通常分為正常維護或檢修時關機和出現故障或危機時關機兩種情況。在需要的場合，分別

按照本節描述執行關機操作。 

4.2.1 正常關機 

正常維護或檢修時，按以下流程操作： 

步驟1 通過液晶面板上的關機操作指令控制變流器停機。 

步驟2 將啟停旋鈕旋至“STOP”位置。 

步驟3 開啟變流器櫃門，斷開交流開關，關閉櫃門。 

步驟4 斷開變流器後級開關。 

步驟5 開啟變流器櫃門，依次斷開各路直流開關，關閉櫃門。 

步驟6 斷開變流器前級開關。 

步驟7 若變流器設置為外部供電模式，切斷外部供電電源。 

步驟8 變流器退出運行。 

 

 

 

 

 

4.2.2 故障或危急時刻關機 

情況危急或出現故障時，按以下流程操作： 

步驟1 通過液晶面板上的關機操作指令控制變流器停機。 

步驟2 將啟停旋鈕旋至“STOP”位置。 

步驟3 開啟變流器櫃門，斷開交流開關，關閉櫃門。 

步驟4 斷開變流器後級開關。 

步驟5 開啟變流器櫃門，依次斷開各路直流開關，關閉櫃門。 

 

◼ 變流器正常運行時，無需人為干擾或控制。 

◼ 變流器正常運行時，應保證櫃門緊鎖，櫃門鑰匙已拔出並交由專人妥善保管。 

在機器正常工作時，嚴禁直接斷開交、直流側開關，以免發生電弧危險損壞開關。嚴重時也可能導

致變流器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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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6 若變流器設置為外部供電模式，切斷外部供電電源。 

步驟7 變流器退出運行。 

 

 

 

 

 

 

 

 

◼ 啟停旋鈕及緊急停機按鈕只供機器故障或情況危急時使用，平時正常關機時，應通過液晶面

板上的按鍵關機指令進行關機操作。 

◼ 若情況危機，務必直接按下緊急停機按鈕，確保迅速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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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運行模式 

 

5.1 模式轉換圖 

從通電開始，變流器便在不同的工作模式間不斷地轉換，見下圖所示。 

 

 

 

 

 

 

 

 

 

 

 

 

 

 

圖 5-1 工作模式轉換圖 

 

 

 

 

 

5.2 模式釋義 

◼ 初始待機 

當變流器的前後各級連接均已閉合，變流器本身的交直流側開關旋至“ON”位置時，便處於“初

始待機”模式。 
 

在此模式下，變流器會不斷檢測光伏陣列和電網是否滿足併網運行條件。當變流器直流輸入電壓高

於啟動電壓且達到啟動時間要求，同時電網側各項參數也滿足要求時，變流器由“初始待機”模式

轉入“啟動中”模式。 

Upv 為變流器直流輸入端電壓。 

UpvStart 為變流器直流側啟動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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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中 

變流器由“初始待機”模式轉入“運行”模式的短暫過渡過程。此模式結束後，變流器即可開始併

網發電。 

 

◼ 運行 

在此模式下，變流器一直以 MPPT 方式將來自光伏陣列的直流電變換為交流電後饋入電網。 

變流器採用 MPPT 方式可保證隨時從光伏陣列獲得最大的可用能量加以轉換。 

 

◼ 告警運行 

在“告警運行”狀態，變流器可仍然保持繼續運行。但是，會收到告警信號。用戶可通過液晶主頁

面的“工作狀態”欄查看當前告警訊息，也可在“功能表/實時狀態”頁面，查看最近的歷史告警

訊息。待告警項被排除後，變流器會清除告警狀態。 

 

◼ 待機 

在“運行”模式下，如果直流側電流很小（近似於 0A）並保持一段時間，變流器會從“運行”模

式轉入“待機”模式。 
 

在“待機”模式下，變流器將不斷檢測光伏陣列是否有足夠的能量重新併網發電，當達到直流啟動

電壓並達到設定時間後變流器將再次進入“運行”模式。 

 

◼ 故障 

當光伏併網發電系統出現故障時，變流器會轉入“故障”模式，故障類型會顯示在液晶螢幕上供用

戶查看。變流器會自動對故障進行檢測判斷，確定該故障是否可以自動恢復。 
 

對於可恢復故障，系統此時會持續監測故障是否消除。如果未消除，則保持“故障模式”；如果消

除，將會轉入“初始待機”狀態，重新檢測併網。在此期間，如果“故障手動重啟”設置為使能，

對於可恢復故障，需要下達關機指令或斷電才能使得故障進行恢復。 
 

若為不可恢復故障，必須手動斷開變流器交直流開關，並對設備以及直流側、交流側進行全面檢查，

故障排除後才能重新上電。 

 

 

 

 

在機器正常工作時，嚴禁直接斷開交、直流側開關，以免發生電弧危險損壞開關。嚴重時也可能導

致變流器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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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停機 

“緊急停機”模式是在故障或危急時，將啟停旋鈕向“STOP”位置來使變流器停止運行。再次開

機時，將啟停旋鈕向“START”位置便可。 
 

對於危急情況，若通過按下緊急停機按鈕使變流器停機，則交流斷路器脫扣，變流器與交流電網斷

開連接。需要再次開機時，緊急停機按鈕必須鬆開鎖緊狀態，將交流斷路器先推至“OFF”，再推

至“ON”，將電網重新接入。待交直流側滿足併網運行條件後，變流器會自動併網運行。 

 

◼ 按鍵關機 

若變流器處於正常的“運行”模式，用戶需要使機器停止運行進行日常的維護或檢修操作，便可通

過液晶發出關機指令來使變流器停止工作。此時，便從“運行”模式轉入“按鍵關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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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液晶操作指南 

 

6.1 LCD 液晶觸控螢幕 

LCD 液晶觸控螢幕位於變流器的正面，與眼睛基本平齊的位置，方便用戶查看數據及進行相關操

作。 

液晶螢幕位置及外觀如下圖所示。用戶可通過對螢幕內部圖標按鈕的觸摸點擊來實現相關數據訊息

的查看與設置。 

 

 

 

 

 

 

 

 

 

圖 6-1 液晶螢幕位置及外觀 

 

 

 

 

 

 

 

 

為了便於用戶對液晶進行操作，本章配置了大量液晶界面的圖片。圖片中的參

數數值及其他具體細節僅作說明用途，用戶請以收到產品的實際液晶顯示為準。 

校對時間後一段時間，液晶面板上顯示時間若與實際仍然不符，請檢查並及時

更換位於液晶背面的鈕扣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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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缺省主頁面 

6.2.1 缺省主頁面 

 

 

 

 

 

 

 

 

為表述方面，後文中凡提到主頁面時，均指本顯示頁面。對各項操作及各級子菜單的進入等描

述，也均從主頁面開始。 

 

 

 

 

 

6.2.2 背光燈功能 

若無操作時間超過 5 分鐘，液晶背光燈將自動熄滅。當用戶再次操作時，液晶背光燈點亮，顯

示主頁面。 

 

6.3 菜單及顯示圖標總攬 

6.3.1 子菜單及顯示圖標總攬 

用戶可以直接在 LCD 觸摸液晶屏上進行操作，為了方便操作，在觸摸屏主界面的左下方設置 

了三個主按鈕，用戶可以進行相關操作，這三個按鈕分別是“開關機”   ，“主頁

面”   ，“功能表”   ，菜單邏輯結構分佈如下表所示。 

 

主菜單 一級子菜單 二級子菜單 三級子菜單 

開關機 

開機 - - 

關機 - - 

取消 - - 

主頁面 - - - 

編號 說明 

A 發電量數據，最左邊顯示的是當前時刻的有功功

率數值； 

工作狀態：變流器的運行狀態。 

B 當日有功功率曲線，可顯示當天的功率百分比（功

率值佔變流器額定功率的百分比） 

C 直流側電壓電流值 

D 交流側線電壓相電流數值 

E 當前日期和時間 

液晶屏中包含有大量與變流器運行有關的參數。所有對參數的修改等設置必須由指定的專業人員完

成。對於不清楚含義的參數，且勿擅自修改。請參閱本手冊或諮詢 SUNGROW 陽光電源相關工作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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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單 一級子菜單 二級子菜單 三級子菜單 

功能表 

實時數據 - - 

實時狀態 - - 

發電量圖 - - 

歷史數據 - - 

語言 
中文 - 

English - 

主題 
陽光橙 - 

寶石藍 - 

設置 

系統參數 - 

運行參數 - 

保護參數 - 

通訊參數 - 

 

6.3.2 子菜單頁面佈局 

除主頁面外，其餘頁面均遵從本節所示的頁面佈局。 

 

 

 

 

 

 

 

 

編號 說明 

A 數據顯示或設置區域 

B 主菜單的 3 個圖標 
 

為表述方便，本手冊在提到對相應菜單的操作時，將會統一使用帶雙引號的菜單名稱來說明。

如，當提到   菜單時，相應的描述為”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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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輸入密碼 

用戶只有輸入正確的密碼後，才可進入“設置”菜單對相應參數進行更改設置，即變流器的參數受

密碼保護。 

密碼輸入步驟為：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彈出密碼輸入提示頁面。 

 

 

 

 

 

 

步驟3 點擊密碼輸入的白色編輯框。 

步驟4 點擊小鍵盤上的數字輸入密碼。 
 

按鍵 功能說明 

 退格鍵 

Enter  確認密碼輸入數值 
 

輸入密碼“1111”，則進入正常的設置頁面，可對系統參數，運行參數，保護參數，通訊參數等

進行設置。 
 

步驟5 按下”Enter”確認密碼輸入。 

步驟6 若密碼輸入錯誤，密碼輸入提示頁面會左右晃動，點擊”  ”後，可重新輸入正確密碼。 

 

6.5 語言設置 

可通過以下方式對液晶的顯示語種進行設置：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語言”。 

步驟3 點擊選擇需要設置的語言種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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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設置日期及時間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點擊”系統參數”。 

 

 

 

 

 

 

 

 

步驟4 在此頁面，可分別對“年”“月”“日”“時”“分”“秒”進行設置。點擊需要設置的數值，

可彈出小鍵盤窗口。 

步驟5 通過小鍵盤對需要設置的數值進行設置。設置完成後，按下”確認”鍵。 

 

6.7 查看實時數據 

實時數據包括當前工作狀態，供電模式，輸出功率、直流電壓電流，電網頻率，功率因數，機內溫

度，各模塊溫度，效率，正對地絕緣電阻，負對地絕緣電阻，交直流主要開關設備狀態等。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實時數據”，進入實時數據頁面。可在”整機”、”單元 1”、”單元 2”3 個頁面之間

進行切換。默認顯示整機實時數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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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點擊”單元 1”，進入單元 1 顯示的實時數據頁面。 

 

 

 

 

 

 

 

步驟4 點擊”單元 2”，進入單元 2 顯示的實時數據頁面。 

 

 

 

 

 

 

 
 

透過點擊實時數據顯示頁面中右側的上下箭頭，可切換顯示更多訊息。 

 

6.8 查看發電量圖 

發電量圖可查看總發電量、年發電量、月發電量和日發電量的發電訊息。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發電量圖”。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進入發電量圖頁面。可在”總”、”年”、 ”月”和”日”4 個頁面之間進

行切換，查看相應的發電量圖信息。默認顯示總發電量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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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 點擊”年”，進入相應年顯示的發電量頁面。其中，可切換 A 處的左右箭頭查看相應年發電量

的訊息。 

 

 

 

 

 

 

 

 

步驟5 點擊”月”，進入相應月顯示的發電量頁面。其中，可切換 A 處的左右箭頭查看相應月發電量

的訊息。 

 

 

 

 

 

 

 

 

步驟6 點擊”日”，進入相應日顯示的發電量頁面。其中，可切換 A 處的左右箭頭查看相應日發電量

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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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查看歷史數據 

歷史數據的保存時間是 15~60 分鐘可設置。 

歷史數據中包含了與變流器相關的各項發電量、電氣量等參數的歷史訊息。查看歷史數據的操

作步驟為：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歷史數據”。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進入歷史數據頁面。可在”單元 1”和”單元 2”頁面之間進行切換，查看相

應變流器的歷史工作訊息。默認顯示單元 1 頁。 

 

 

 

 

 

 

 

 

 

透過此頁面可查看”單元 1”和”單元 2”事件訊息，即運行狀態訊息。切換 A 處進行日期設

置查看不同時間的訊息，在 B 處通過滑動條查看更多事件訊息。 

查看”單元 2”事件訊息的操作方法與操作”單元 1”的方法相同。 

 

 

變流器液晶顯示的發電量數據僅供參考，不可作為計費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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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查看歷史紀錄 

當變流器發生故障時，用戶可以透過液晶頁面查看當前故障訊息。同時還可以查看歷史故障紀

錄。操作步驟為：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歷史紀錄”。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進入歷史紀錄頁面。可在”匯總”、”事件”、”告警”和”故障”4 個頁面

之間進行切換，查看相應的歷史紀錄訊息。默認顯示匯總歷史紀錄頁面。 

 

 

 

 

 

 

 

 

透過此頁面可查看最近多條故障訊息，每頁最多可顯示 35 條。故障表格的右下方顯示了當前的

故障總條數。 A 處是日期設定。可通過點擊”匯總”、”事件”、”告警”和”故障”4 個頁

面查看不同時間的設備工作狀態。 

 

6.11 查看當前故障訊息 

在同一時刻，變流器可能有一種或多種故障同時發生。此時，可通過液晶查看全部的實時故障

訊息。當系統發生故障時，請按照本節的描述，查看當前故障訊息。 

步驟1 主頁面，點擊” 工作狀態”， 進入“實時狀態”頁面。 

 

 

 

 

 

 

 

 

步驟2 實時狀態頁面顯示整機、單元 1、單元 2 的故障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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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起停控制 

 

 

 

步驟1 主頁面，點擊”開關機”， 進入開關機頁面。 

 

 

 

 

 

 

 

 

步驟2 點擊”開機”， 執行開機操作；點擊”關機”執行關機操作；點擊”取消”將不執行。 

 

6.13 發電總量補償 

當液晶上顯示的發電量數值和外部計量裝置不一致時，用戶可以通過液晶對發電量數值進行更

正。 

發電總量補償值 = 計量儀表測定值 – 液晶顯示發電總量值 

操作步驟為：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點擊“系統參數”，進入系統參數頁面。 

 

 

 

 

 

 

 

步驟4 點擊“發電總量誤差”右方的單元格，可彈出數值輸入小鍵盤，通過小鍵盤輸入發電總量補償

值。 

正常情況下，當變流器的各項併網運行條件滿足後，系統將自動開機運行，無

需人為干擾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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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 設置完成後，點擊“ENTER”確認。 

 

6.14 恢復出廠設置 

可通過液晶恢復出廠時的功能及參數設置。操作步驟為：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點擊“系統參數”，進入系統參數頁面。 

步驟4 點擊恢復出廠值右方“確認”，彈出如下提示頁面。 

 

 

 

 

 

 

 

 

可選擇“確認”或“取消”系統恢復出廠參數設置 

 

6.15 查看固件版本訊息 

可通過液晶查看 IO 固件版本及 DSP 固件版本訊息。查看步驟為：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點擊“系統參數”，進入系統參數頁面。 

 

 

 

 

 

 

 

步驟4 頁面顯示了該機器的 IO 固件版本和 DSP 固件版本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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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液晶參數 

 

7.1 通訊參數 

 

 

 

 

7.1.1 RS485 串行通訊設置 

變流器提供 RS485 串行通訊和以太網通訊兩種通訊方式。在硬件連接完成並上電運行後，可通

過液晶對通訊地址等參數進行設置。 

操作步驟為：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點擊“通訊參數”，進入通訊參數設置頁面。 

 

 

 

 

 

 

 

 

RS485 串行通訊相關的參數需進行設置，請遵照液晶顯示的參數有效範圍對參數進行設置。 
 

設備地址由電站工作人員預先分配，當有多台設備同時進行通訊時，各設備的設備地址必須唯

一。波特率和通訊協議請根據現場通訊方式進行選擇。 
 

設備地址經由彈出小鍵盤輸入，波特率通過下拉列表進行選擇。 

 

 

 

 

通訊參數若設置不當，將會導致通訊失敗。 

請嚴格遵照電站工作人員的指示對通訊參數進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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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以太網通訊設置 

操作步驟為：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點擊“通訊參數”，進入通訊參數設置頁面。 

 

 

 

 

 

 

 

 

 

 

 

 

 

 

 

以太網通訊相關的參數需進行設置。其中，DNS 地址 1 和 DNS 地址 2 兩個參數取出廠默認值

即可，出廠值由下位機上傳。其餘參數由電站工作人員預先分配。 

各參數經由彈出小鍵盤輸入。 

 

7.2 運行參數 

操作步驟為：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點擊”運行參數”，進入運行參數設置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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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 透過彈出的小鍵盤對需要的參數進行設置，點擊”ENTER”確認。透過點擊 A 處的上下箭頭，

進行上下翻頁操作。 

運行參數含意 
 

參數 含意說明 

關機延時時間(s) 從液晶或上位機下達關機命令到變流器開始執行關機指令的時間 

關機傾斜(%/s) 從變流器開始執行關機指令到變流器關機的有功功率降低速率 

啟動等待時間(s) 變流器通電後，交直流側各參數均滿足併網運行條件至變流器正式併

網發電所需的時間 

自動恢復時間(s) 故障後自動恢復時間 

有功功率上升速率(%/s) 每秒內有功功率增加數值佔額定功率的百分比 

有功功率下降速率 (%/s) 每秒內有功功率減小數值佔額定功率的百分比 

無功上升速率(%/ms) 每毫秒內無功功率增加數值佔額定無功功率的百分比 

無功下降速率(%/ms) 每毫秒內無功功率減小數值佔額定無功功率的百分比 

功率因數 cosφ 

無功限制比例(%) 變流器無功功率輸出數值佔額定無功功率的百分比 

無功調節選擇開關 請參見 10.3 節 

限制功率(%) 變流器有功功率輸出數值佔額定有功功率的百分比 

電壓自動調節基準(%) 當無功調節開關為電網電壓自動調節時，電壓調節的基準值，以額定

電壓的百分比進行設置 

電壓自動調節回差(%) 當無功調節開關為電網電壓自動調節時，允許調節電壓與基準值的正

負誤差值，以額定電壓的百分比進行設置 

SVG 開關 設置無功補償功能是否開啟 

快速功率調度開關* 可以根據需要設置為“開啟”或“關閉” 

調頻功能使能 設置調頻功能是否開啟 

調頻輸入類型 調頻功能輸入頻率類型，實時頻率或頻率變化過程中最大/小值 

調頻出力變化基準 頻率變化引起有功功率變化的基準 

調頻功率起點(%) 調頻功能使能後，當實際輸出有功功率百分比大於該設置值時， 

調頻功能啟用 

過頻降出力係數 參見“圖 7-1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k1 所示，表示過頻降低

有功輸出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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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含意說明 

過頻降出力限值(%) 參見“圖 7-1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ΔP1 所示 

欠頻增出力係數 參見“圖 7-1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k2 所示，表示欠頻增加

有功輸出係數 

欠頻增出力限值(%) 參見“圖 7-1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ΔP2 所示 

50Hz 過頻調頻起點(Hz) 50Hz 電網類型下，參見“圖 7-1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f1i

所示 

50Hz 過頻調頻終點(Hz) 50Hz 電網類型下，參見“圖 7-1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f2i

所示 

60Hz 過頻調頻起點(Hz) 60Hz 電網類型下，參見“圖 7-1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f1i

所示 

60Hz 過頻調頻終點(Hz) 60Hz 電網類型下，參見“圖 7-1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f2i

所示 

50Hz 欠頻調頻起點(Hz) 50Hz 電網類型下，參見“圖 7-1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f1s

所示 

50Hz 欠頻調頻終點(Hz) 50Hz 電網類型下，參見“圖 7-1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f2s

所示 

60Hz 欠頻調頻起點(Hz) 60Hz 電網類型下，參見“圖 7-1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f1s

所示 

60Hz 欠頻調頻終點(Hz) 60Hz 電網類型下，參見“圖 7-1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f2s

所示 

QU 工作模式 QU 無功模式下，無功功率大小產生方式設置 

QU 感性無功限值(%) 參見“圖 7-2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Qmax 所示，該設置在

QU 工作模式為無功比例時有用 

QU 容性無功限值(%) 參見“圖 7-2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Qmin 所示，該設置在

QU 工作模式為無功比例時有用 

QU 功率因數限值 電網電壓變化引起變流器補償的功率因數限值，該設置在 QU 工作模

式為功率因數或有功比例時有用 

QU 過壓調節起點(%) 參見“圖 7-2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U1i 所示 

QU 過壓調節終點(%) 參見“圖 7-2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U2i 所示 

QU 欠壓調節起點(%) 參見“圖 7-2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U1s 所示 

QU 欠壓調節終點(%) 參見“圖 7-2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中 U2s 所示 

QU 功率起點(%) QU 模式下，當實際輸出有功功率百分比大於該設置值時，QU 功能

啟用 

QU 輸入類型 QU 功能輸入電壓類型，實時電網電壓或電網電壓變化過程中最大/

小值 

全局 MPPT 掃描使能 設置組件最大功率點掃描功能是否開啟 

全局 MPPT 週期(min) 組件最大功率點掃描週期 

變流器 1 脫扣命令 根據需要設置為“脫扣”或“不脫扣” 

變流器 2 脫扣命令 根據需要設置為“脫扣”或“不脫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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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如下圖所示： 

 

 

 

 

 

 

 

 

 

圖 7-1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 

無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如下圖所示： 

 

 

 

 

 

 

 

 

 

圖 7-2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 

變流器各運行參數的允許設置範圍及默認值請參見下表。 
 
 

參數 設置範圍 默認值 

關機延時時間 (s) 0~600 0 

關機傾斜(%/s) 0.1~100 100 

啟動等待時間 (s) 0~600 60 

自動恢復時間(s) 20~600 60 

有功功率上升速率(%/s) 0.01~10 10 

有功功率下降速率(%/s) 0.01~10 10 

無功上升速率(%/ms) 0.01~10 1 

無功下降速率(%/ms) 0.01~10 1 

功率因數 -0.8~-1 / 0.8~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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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設置範圍 默認值 

無功限制比例 (%) -100~100 0 

無功調節選擇開關 關閉/功率因數/無功比例/ 

QU 模式/電壓自動調節 

功率因數 

限制功率 (%) 0~110 110 

電壓自動調節基準(%) 90~110 100 

電壓自動調節回差(%) 0~10 1 

SVG 開關 b) 關閉/開啟 關閉 

快速功率調度開關 a) 關閉/開啟 關閉 

調頻功能使能 關閉/開啟 關閉 

調頻輸入類型 實時頻率/記錄頻率 紀錄頻率 

調頻出力變化基準 額定/降額前 額定 

調頻功率起點(%) 0~110 0 

過頻降出力係數 0~2 0.4 

過頻降出力限值(%) 0~110 30 

欠頻增出力係數 0~2 0.4 

欠頻增出力限值(%) 0~110 30 

50Hz 過頻調頻起點(Hz) 50~55 50.03 

50Hz 過頻調頻終點(Hz) 50~55 50.53 

60Hz 過頻調頻起點(Hz) 60~65 60.03 

60Hz 過頻調頻終點(Hz) 60~65 60.53 

50Hz 欠頻調頻起點(Hz) 45~50 49.97 

50Hz 欠頻調頻終點(Hz) 45~50 49.47 

60Hz 欠頻調頻起點(Hz) 55~60 59.97 

60Hz 欠頻調頻終點(Hz) 55~60 59.47 

QU 工作模式 無功比例/有功比例/功率因數 無功比例 

QU 感性無功限值(%) 0~100 50 

QU 容性無功限值(%) 0~100 50 

QU 功率因數限值 0.8~1 1 

QU 過壓調節起點(%) 100~110 108 

QU 過壓調節終點(%) 100~110 110 

QU 欠壓調節起點(%) 90~100 92 

QU 欠壓調節終點(%) 90~100 90 

QU 功率起點(%) 0~100 0 

QU 輸入類型 實時電壓/記錄電壓 實時電壓 

全局 MPPT 掃描使能 開啟/關閉 關閉 

全局 MPPT 週期(min) 30~180 180 

變流器 1 脫扣命令 脫扣/不脫扣  

變流器 2 脫扣命令 脫扣/不脫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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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a)： 當“快速功率調度開關”設置為“開啟”後，對應的“有功功率上升速率(%/s)”和“有功功

率下降速率(%/s)”的默認值將同步更新為開啟前的 20 倍。 

b)： 在夜間，若變流器已進入待機模式（但並未進入更低功耗的深度待機模式）時需要開始 SVG 

功能，則應先通過液晶按鍵關機，後再開機這一步驟，再將“SVG 開關”這一項設置為“開

啟”狀態。 

 

 

 

 

 

 

7.3 保護參數 

進入保護參數設置頁面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點擊”保護參數”，進入保護參數設置頁面。 

 

 

 

 

 

 

 

 

通過彈出的小鍵盤對需要的參數進行設置，點擊“ENTER”確認。點擊頁面右側的上下箭頭兩

個按鈕，進行上下翻頁操作。 

 

 

 

 

 

不適當的參數設置有可能影響變流器正常的功能實現！ 

只有經過授權的專業人員才可對變流器的參數進行設置。若存在疑問，請與陽光電源聯繫。 

參數的可設置範圍請遵照具體液晶界面的數值顯示範圍。 

不適當的參數設置有可能影響變流器正常的功能實現！ 

只有經過授權的專業人員才可對變流器的參數進行設置。若存在疑問，請與陽光電源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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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參數含義 

參數 含意說明 

電網過壓一級保護值(V) 對電網過壓時的一級保護值進行設置，超過此值，則保護動作 

電網過壓二級保護值(V) 對電網過壓時的二級保護值進行設置，超過此值，則保護動作 

電網過壓一級跳脫時間(ms) 對電網過壓一級保護動作時間進行設置 

電網過壓二級跳脫時間(ms) 對電網過壓二級保護動作時間進行設置 

電網過壓恢復值(V) 當電網電壓低於此值時，逆變器恢復正常運行 

電網欠壓一級保護值(V) 對電網欠壓時的一級保護值進行設置，低於此值，則保護動作 

電網欠壓二級保護值(V) 對電網欠壓時的二級保護值進行設置，低於此值，則保護動作 

電網欠壓一級跳脫時間(ms) 對電網欠壓一級保護動作時間進行設置 

電網欠壓二級跳脫時間(ms) 對電網欠壓二級保護動作時間進行設置 

電網欠壓恢復值(V) 當電網電壓高於此值時，逆變器恢復正常運行 

電網過頻一級保護值(Hz) 對電網過頻時的一級保護值進行設置，超過此值，則保護動作 

電網過頻二級保護值(Hz) 對電網過頻時的二級保護值進行設置，超過此值，則保護動作 

電網過頻一級跳脫時間(ms) 對電網過頻一級保護動作時間進行設置 

電網過頻二級跳脫時間(ms) 對電網過頻二級保護動作時間進行設置 

電網過頻恢復值(Hz) 當電網頻率低於此值時，逆變器恢復正常運行 

電網欠頻一級保護值(Hz) 對電網欠頻時的一級保護值進行設置，超過此值，則保護動作 

電網欠頻二級保護值(Hz) 對電網欠頻時的二級保護值進行設置，超過此值，則保護動作 

電網欠頻一級跳脫時間(ms) 對電網欠頻一級保護動作時間進行設置 

電網欠頻二級跳脫時間(ms) 對電網欠頻二級保護動作時間進行設置 

電網欠頻恢復值(Hz) 當電網頻率高於此值時，逆變器恢復正常運行 

LVRT 開關 設置低電壓穿越功能是否開啟 

LVRT 正常電壓下限 (%) 參見“圖 8-1 大中型光伏電站的低電壓耐受能力要求”中 U1 所示 

LVRT 耐受電壓下限 (%) 參見“圖 8-1 大中型光伏電站的低電壓耐受能力要求”中 U2 所示 

LVRT T1(ms)  參見“圖 8-1 大中型光伏電站的低電壓耐受能力要求”中 T1 所示 

LVRT T2(ms) 參見“圖 8-1 大中型光伏電站的低電壓耐受能力要求”中 T2 所示 

LVRT 動態無功 Kf 因子 低電壓穿越過程中無功補償量與電壓跌落深度的比值 

HVRT 開關 設置高電壓穿越功能是否開啟 

HVRT 正常電壓上限 (%) 參見 “圖 8-2 大中型光伏電站的低電壓耐受能力要求”中 U2 所示 

HVRT 耐受電壓上限 (%) 參見 “圖 8-2 大中型光伏電站的低電壓耐受能力要求”中 U1 所示 

正常 HVRT 最大時間 (ms) 參見 “圖 8-2 大中型光伏電站的低電壓耐受能力要求”中 T2 所示 

耐受 HVRT 最大時間 (ms) 參見 “圖 8-2 大中型光伏電站的低電壓耐受能力要求”中 T1 所示 

HVRT 動態無功 Kf 因子 高電壓穿越過程中無功補償量與電壓驟升深度的比值 

主動孤島使能 設置防孤島效應保護功能的開啟或關閉 

漏電流保護值 (A) 設置漏電流保護動作電流值 

PID 電源模式 若防 PID 功能為”開啟”狀態，可在此設置防 PID 模式(抑制/修復) 

絕緣監測測量時間(s) 對絕緣監測功能的測量時間進行設置 

絕緣監測保護閾值(kΩ) 對絕緣監測電阻的閾值進行設置 

手動 PID 修復 手動開啟 PID 修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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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含意說明 

故障手動重啟 併網運行狀態，若用戶選擇“使能”選項，則當故障發生後變流器將

處於“故障鎖定”狀態，不能自動重啟。若要重啟變流器，可通過兩

種方法中任一種： 

1. 通過液晶先執行按鍵關機，待機器關機後再執行按鍵開機操作；

2. 斷開變流器前後級電源，待機器完全斷電後，再閉合前後級電源。 

直流對地電壓閾值(V) 對於直接接地或虛擬接地版本，設置接地告警或保護閾值 
 

變流器各保護參數的允許設置範圍及默認值請參見下表 

參數 設置範圍 默認值 

電網過壓一級保護值(V) 
SG1250UD： 396~540  414 

SG1500UD： 440~600 460 

電網過壓二級保護值(V) 
SG1250UD： 396~540 468 

SG1500UD： 440~600 520 

電網過壓一級跳脫時間(ms) 40~600000 2000 

電網過壓二級跳脫時間(ms) 40~600000 100 

電網過壓恢復值(V) 
SG1250UD： 396~540  396 

SG1500UD： 440~600 440 

電網欠壓一級保護值(V) 
SG1250UD： 36~324 288 

SG1500UD： 40~360 320 

電網欠壓二級保護值(V) 
SG1250UD： 36~324 180 

SG1500UD： 40~360 200 

電網欠壓一級跳脫時間(ms) 40~600000 2000 

電網欠壓二級跳脫時間(ms) 40~600000 100 

電網欠壓恢復值(V) 
SG1250UD： 36~324 324 

SG1500UD： 40~360 360 

電網過頻一級保護值(Hz) 50.2~55/60.2~65 50.5/60.5 

電網過頻二級保護值(Hz) 50.2~55/60.2~65 50.5/60.5 

電網過頻一級跳脫時間(ms) 40~600000 160 

電網過頻二級跳脫時間(ms) 40~600000 160 

電網過頻恢復值(Hz) 50.2~55/60.2~65 50.2/60.2 

電網欠頻一級保護值(Hz) 45~50/55~60 47.5/57.5 

電網欠頻二級保護值(Hz) 45~50/55~60 47.5/57.5 

電網欠頻一級跳脫時間(ms) 40~600000 160 

電網欠頻二級跳脫時間(ms) 40~600000 160 

電網欠頻恢復值(Hz) 45~50/55~60 49.5/59.5 

LVRT 開關 開啟/關閉 開啟 

LVRT 正常電壓下限 (%) 50~90 90 

LVRT 耐受電壓下限 (%) 5~50 20 

LVRT T1 (ms) 500~1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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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設置範圍 默認值 

LVRT T2 (ms) 2500~3500 3000 

LVRT 動態無功 Kf 因子 0~3 1.5 

HVRT 開關 開啟/關閉 開啟 

HVRT 正常電壓上限 (%) 110~120 110 

HVRT 耐受電壓上限 (%) 120~140 130 

正常 HVRT 最大時間 (ms) 100~20000 10000 

耐受 HVRT 最大時間 (ms) 100~5000 500 

HVRT 動態無功 Kf 因子 0~3 1.5 

主動孤島使能 開啟/關閉 關閉 

漏電流保護值 (A) 1~8 6.3 

PID 電源模式 無效/抑制/修復 配置為關閉：默認無效; 

配置為使能：默認抑制 

絕緣監測測量時間(s) 30/150/300/600 150 

絕緣監測保護閾值(kΩ)* 15~100 37 

故障手動重啟 開啟/關閉 關閉 

直流對地電壓閾值(V) 20~200 50 
 

該參數默認值以光伏陣列最大輸出 1100V 進行配置，實際閾值可根據現場組件配置情況進行調

整，調整範圍為 15~100 kΩ。 

 

 

 

參數的可設置範圍請遵照具體液晶界面的數值顯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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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變流器功能 

 

8.1 完善的控制策略 

用戶可通過以下 3 種方式對變流器實施控制，包括各項功能實現及對應參數的設置等。 

◼ “遠程”控制：僅可通過遠端主控下達控制指令 

◼ “本地”控制：僅可通過 LCD 液晶下達控制指令 

◼ “遠程/本地”控制：可通過遠端主控或 LCD 液晶兩種方式下達控制指令 

通過 LCD 液晶設置控制策略的步驟為：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點擊”系統參數”，進入系統參數設置頁面。 

步驟4 通過控制方式右方的下拉列錶框選擇需要設置的控制方式。 

 

 

 

 

 

 

 

 

8.2 有功功率限制 

8.2.1 有功功率限制介紹 

通常，在下述情況下，需要對變流器的有功功率輸出進行限制： 

◼ 存在威脅系統安全運行的潛在危險 

◼ 變流器併入的電網支路存在過載風險 

◼ 孤島危險 

◼ 影響穩態電網或動態電網穩定性的風險因素 

◼ 頻率上升進而威脅到系統穩定性 

◼ 電網自身維護、修善等工作的需要 

◼ 電網管理工作的需要 

 



操作手冊  8 變流器功能 

43 

 

8.2.2 實現方法 

 

 

 

 

用戶可以通過液晶螢幕對變流器的有功功率輸出進行調節。操作步驟為：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點擊”運行參數”，進入運行參數設置頁面。 

步驟4 找到“限制功率(%)”參數項，通過彈出的小鍵盤對限制功率百分比進行設置。 

步驟5 點擊小鍵盤上的“ENTER”確認設置。 

 

 

 

 

 

8.3 無功功率調節 

變流器可以根據需要提供無功輸出。可通過 LCD 液晶實現無功調節開關的關閉與開啟，並對無功

輸出進行設置。 

對無功功率進行調節的操作均位於運行參數頁面。 

操作步驟為：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點擊”運行參數”，進入運行參數設置頁面。 

 

 

 

 

 

 

 

 

不適當的參數設置有可能影響變流器正常的功能實現！ 

只有經過授權的專業人員才可對變流器的參數進行設置。若存在疑問，請與陽光電源聯繫。 

與功率限制相關的參數“有功功率上升率(%/s)”和“有功功率下降率(%/s)”

也位於運行參數頁面，根據需要選擇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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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 下翻頁，找到並選擇“無功調節選擇開關”項，點擊下拉列表，有 5 個選項： 

◼ 關閉：無功不可調節。 

◼ 功率因數：可通過設置功率因數對無功進行調節。 

◼ 無功比例：可通過設置無功比例對無功進行調節。 

◼ QU 模式： 可通過設置無功功率與電壓關係參數，實現無功功率隨電網電壓變化進行調節。 

◼ 電壓自動調節：可通過設置電壓調節基準和回差，動態調整無功功率，控制實際電壓跟踪設

置基準。 

步驟5 若選擇“功率因數”，可在運行參數頁面中對“功率因數”進行設置； 

若選擇“無功比例”，可在運行參數頁面中對“無功限制比例(%)”進行設置； 

若選擇“QU 模式”，可在運行參數頁中對 QU 相關參數進行設置，參數名稱以“QU”開頭，

例如 QU 工作模式等； 

若選擇“電壓自動調節”，可在運行參數頁面中對“電壓自動調節基準”和“電壓自動調節回

差”進行設置。 

 

 

 

 

 

 

8.4 低電壓穿越 

《光伏發電站接入電力系統技術規定》中規定：大中型光伏電站應具備一定的低電壓穿越（Low 

Voltage Ride Through，縮寫為 LVRT）能力。 

具體的低電壓穿越要求為：當電力系統發生不同類型故障或擾動引起光伏電站併網點的電壓跌落

時，在一定的電壓跌落範圍和時間間隔內，光伏電站能夠保證不脫網連續運行。此外，還應滿足下

述要求。 

 

 有功功率恢復 

對電力系統故障期間沒有脫網的光伏發電站，其有功功率在故障清除後應快速恢復，自故障清除時

刻開始，以至少 30％額定功率/秒的功率變化率恢復至故障前的值。 

 

 

 

不適當的參數設置有可能影響變流器正常的功能實現！ 

只有經過授權的專業人員才可對變流器的參數進行設置。若存在疑問，請與陽光電源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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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無功支撐能力 

在低電壓穿越過程中光伏電站還應根據需要向電力系統注入無功電流。對於通過 220kV（或 330kV）

光伏發電匯集系統升壓至 500kV（或 750kV）電壓等級接入電網的光伏發電站群中的光伏發電站，

當電力系統發生短路故障引起電壓跌落時，光伏發電站應能向電網注入符合要求的動態無功電流。 

 

零電壓穿越能力 

當光伏發電站並網點電壓跌至 0 時，光伏發電站應能不脫網連續運行 0.15s。 

 

 

 

 

 

 

 

 

 

圖 8-1 大中型光伏電站的低電壓耐受能力要求 

 UT 為併網點電壓，Upu 為併網點額定電壓。 

陽光電源的本款變流器滿足上述要求。 

 

 

8.5 高電壓穿越 

《光伏發電站接入電力系統技術規定》中要求，光伏發電站在一定的並網點電壓範圍內應能按規定

運行。與高電壓穿越相關的具體要求為： 
 

併網點電壓範圍 光伏發電站運行要求 

1.1Upu<UT<1.2Upu 應至少持續運行 10s 

1.2Upu≤UT≤1.3Upu 應至少持續運行 0.5s 

表格中，UT 為並網點電壓，Upu 為並網點額定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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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大中型光伏電站的低電壓耐受能力要求 

 陽光電源的本款變流器滿足上述要求。 

 

8.6 過頻降額功能 

當系統頻率偏差值大於 f1i 時，光伏變流器有功功率大於啟動功率 Ps 時，光伏變流器根據頻率變

化調節有功輸出。 

 

 

 

 

 

 

 

 

 

 

圖 8-3 過頻降額曲線 

 

對於光伏系統欠頻增額需要結合儲能系統，或系統在限功率狀態下使用。調頻使能開關默認關閉，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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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有功功率與頻率關係曲線 

 

8.7 溫度降額功能 

 

 

 

 

 

 

 

 

 

 

8.8 最大功率點跟蹤策略 

作為光伏併網發電系統中的核心設備，變流器必須能夠尋求到光伏電池的最佳工作狀態，以最大限

度地將光能轉化為電能。這個最佳工作點就是光伏陣列“I-V 曲線”上的“膝點”或“P-V 曲線”

上的峰值點，即最大功率點（Maximum Power Point，縮寫為 MPP）。 

 

變流器採用最大功率點跟踪（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縮寫為 MPPT）策略，可快速地追

踪到光伏陣列的最大功率點，保證隨時從光伏陣列獲取最大的可用能量加以轉換，提高系統發電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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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最大功率點圖示 

 

8.9 智能溫控技術 

變流器會持續檢測 IGBT 模塊溫度，並隨時根據其溫度變化來合理調節散熱風扇的轉速。當模塊溫

度相對較低時，可自動將風扇調至低轉速，以降低機器運行噪音，同時減少變流器本身的運行損耗；

隨著模塊溫度的升高，將會自動將風扇逐漸調至高轉速，滿足散熱要求。 

智能溫控技術的採用，可將散熱風扇的轉速與 IGBT 模塊溫度實現同步匹配，使得模塊溫度等工況

一直處於運行“最佳點”。 

 

8.10 防 PID 效應功能(選配) 
 

8.10.1 PID 效應簡介 

光伏組件的電勢誘導衰減（Potential Induced Degradation）效應，簡稱 PID 效應，是指光伏組

件的封裝材料和其上下表面的材料，及電池片與其接地金屬邊框之間在高電壓作用下出現離子

遷移，進而造成組件性能衰減的現象。 PID 效應的發生，會直接影響光伏組件的功率輸出，從

而降低整個光伏併網發電系統的發電量。 
 

PID 效應的發生，與組件構成、封裝材料、安裝場地環境溫度、相對濕度和電壓等因素有關。 
 

陽光電源的本款變流器，可選配防 PID 功能，從而在變流器側對組件的 PID 效應進行有效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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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2 PID 電源模式功能設置 

 

 

 

 

若變流器的 PID 電源功能模塊為“開啟”狀態，用戶可通過液晶觸摸屏進行參數的模式設置。 

步驟如下：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點擊”保護參數”，進入保護參數設置頁面。 

步驟4 下翻頁，找到參數“PID 電源模式”，點擊下拉菜單進行模式選擇（抑制/修復）。 

 請結合項目現場實際情況合理選擇。 

 

 

 

 

 

 

 

8.10.3 手動 PID 修復 

 

 

 

若變流器處於深度待機狀態，或修復過程被中斷，用戶可通過液晶手動開啟修復功能。 

步驟如下： 

步驟1 主頁面，點擊”功能表”。 

步驟2 點擊”設置”。 

步驟3 成功輸入密碼後，點擊”保護參數”，進入保護參數設置頁面。 

步驟4 下翻頁，找到參數“手動 PID 修復”選項，點擊“確認”可選擇開啟手動修復。 

機器在“初始待機”狀態下，當 PID 模式為修復，且直流電壓低於 100V 時，通過開啟“手動

PID 修復”可以啟用機器 PID 修復功能。 

 

對於選配了防 PID 功能模塊的變流器，本功能“開啟/關閉”的操作僅可由陽光電源工作人員執

行。用戶如需切換，請與陽光電源聯繫。 

開啟手動 PID 修復功能時，請務必確保變流器保護參數中“PID 電源模式”項設置為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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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絕緣監測功能 

8.11.1 概述 

絕緣電阻是一個和安全運行相關的重要參數。若絕緣電阻值過低，將可能導致直接接觸保護和

間接接觸保護的失效；此外，由此引起的對地故障電流升高和短路等將可能引發電氣火災，損

壞設備，並嚴重威脅人員安全。陽光電源本款變流器具備絕緣監測功能，可實時監測系統絕緣

電阻值，若發現阻值降低，第一時間發出告警，提醒用戶及時排查，杜絕安全隱患。 
 

絕緣監測功能可分為兩類： 

◼ 對於未選配防 PID 功能或雖選配但該功能處於關閉狀態的變流器，正極對地與負極對地的絕

緣電阻值均需監測。 

◼ 對於選配了防 PID 功能且該功能處於使能狀態的變流器，由於直流負極與地接近等電位，因

此，僅需監測正極對地的絕緣電阻值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在 PID 使能狀態下，絕緣監測僅在

機器併網運行前監測系統絕緣阻值。 

8.11.2 簡單排查方法 

無論哪種類型，當監測到絕緣電阻值低於閾值（可通過液晶螢幕進行設置）時，變流器均會發

出告警信號，運行指示燈（OPERATION）變為黃色。用戶在接到“絕緣阻抗低”的告警訊息後，

應停機，在液晶螢幕的“功能表/實時數據”中查看具體絕緣電阻值。 

◼ 若絕緣電阻值恢復至正常水平，說明故障迴路在交流側。 

◼ 若絕緣電阻值仍較低，則說明故障迴路在直流側。 

無論將故障定位在直流側還是交流側，均應待系統完全斷電後，逐級排查以準確定位。 

 

 

 

 

8.12 自建電網調試功能 

在電站調試前期無交流電或電網因某種原因無法送電時，可開啟變流器自建電網功能，在變流

器交流側建立一個電網迴路。此時，變流器內部通訊均可保證正常運行，用戶可以通過液晶檢

查系統相關訊息。對於電站併網調試驗收前，該功能自建的電網可滿足現場通訊聯調等需求，

從而縮短電站預調試時間。功能開啟需要授權的專業人員才能進行參數配置，具體請聯繫陽光

電源客服。 

在修復過程中，如遇按鍵關機，緊急停機，或機器故障時，修復過程會自動中斷。 

對於交流並聯版本，任意單元“絕緣阻抗低”告警表示系統直流或交流阻抗可

能存在問題，需要分別檢查各單元直流及交流阻抗，具體請聯繫陽光電源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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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 自建電網功能示意圖 
 

8.13 深度待機功能 

在深度待機模式下，變流器會切斷動力供配電（包含對外供電）系統，僅保留與後台通訊供電，

以降低系統損耗。 

在出廠時，此功能默認為關閉狀態。 

在現場，可以依據配電負載情況，對此功能進行開啟。此功能開啟後，待機損耗會因負載差異，

略有不同。如確需開啟，請聯繫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客服人員。 

 

 

 

 

8.14 保護功能 

變流器具有完善的保護功能，當輸入電壓或者電網出現異常情況時，均可以有效動作，保護變

流器的安全運行，直到異常情況消失後，再繼續併網發電。保護項包含： 
 

直流過壓保護 

當光伏陣列的直流電壓超出允許電壓範圍時，即直流電壓大於最大直流電壓時，變流器會停止

工作，同時發出警示信號，並且在液晶上顯示故障類型。 
 

變流器能夠迅速檢測到異常電壓並做出反應。 

 

電網過/欠壓保護 

當變流器交流輸出端電壓超出允許範圍時，變流器停止向電網供電，同時發出警示訊號，並且

在液晶上顯示故障類型。 
 

變流器能夠迅速檢測到異常電壓並做出反應。 

 

 

當變流器內部集成交換機時，不得開啟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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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異常保護 

當變流器檢測到電網頻率波動超出允許範圍時，變流器停止向電網供電，同時發出警示訊號。

並且在液晶上顯示出故障類型。 
 

變流器能夠迅速檢測到異常頻率並做出反應。 

 

防孤島效應保護 

在光伏發電系統中，所謂“孤島效應”是指：當電網供電因故障事故或停電維修而跳閘時，光

伏併網發電系統未能及時檢測出停電狀態從而將自身切離電網，最終形成由光伏併網發電系統

和與其相連的負載組成的一個自給發電的孤島發電系統。 
 

“孤島效應”對設備和人員的安全存在重大隱患，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 當檢修人員停止電網的供電，並對電力線路和電力設備進行檢修時，若併網光伏電站的變流

器仍繼續供電，會造成檢修人員傷亡事故。 

◼ 當因電網故障造成停電時，若併網變流器仍繼續供電，一旦電網恢復供電，電網電壓和併網

變流器的輸出電壓在相位上可能存在較大差異，會在這一瞬間產生很大的衝擊電流，導致設

備損壞。 

變流器在設計時針對這種條件進行防孤島效應保護。 

 

 

 

 

過載保護 

當光伏陣列輸出的功率超過變流器允許的最大直流輸入功率時，變流器將會限流工作在允許的

最大交流輸出功率處，當溫度超過允許值時，變流器會停止向電網供電。恢復正常後，變流器

可正常工作。 

 

接地保護 

變流器具有接地保護功能，接地線纜安置了漏電流傳感器，當檢測到漏電流超過設置值（此漏

電流保護值可通過液晶屏進行設置，默認值為 6.3A）時，系統立刻發出指令，使機器停止運行，

並通過液晶顯示出故障類型。 

 

 

當變流器處於防孤島效應保護的狀態時，變流器內部的高電壓仍然存在，若進行檢修和維護操作，

務必進行關斷空開，放電處理。確認安全後方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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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塊過溫保護 

變流器的 IGBT 模塊使用了高精度的溫度傳感器，能夠實時監測模塊溫度，當溫度出現過高情

況時，DSP 將發出指令，使變流器停止運行或者降額輸出，以保護設備的穩定運行。 

 

機內過溫保護 

變流器內部使用了高精度溫度傳感器，能夠實時監測機器內部的溫度，當溫度出現過高情況時，

DSP 將發出指令，使變流器停止運行或者降額輸出，以保護設備的穩定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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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例行維護  

 

由於環境溫度、濕度、灰塵以及振動等的影響，變流器內部的器件會發生老化及磨損等，從而導致

變流器內部潛在的故障發生。因此，有必要對變流器實施日常及定期維護，以保證其正常運轉與使

用壽命。 
 

一切有助於變流器處於良好工作狀態的措施及方法，均屬於維護工作的範疇。 

 

9.1 安全注意事項 

9.1.1 安全總則 

 

 

 

 

 

 

 

 

 

 

 

 

 

9.1.2 五大安全法則 

在對變流器進行維護或檢修等操作時，為確保操作人員安全，請務必遵守下述的五大安全法 

則： 

◼ 斷開變流器的所有外部連接，以及與設備內部供電電源的連接。 

◼ 確保變流器不會被意外重新上電。 

◼ 使用萬用表確保變流器內部已完全不帶電。 

◼ 施行必要的接地和短路連接。 

◼ 對操作部分的臨近可能帶電部件，使用絕緣材質的布料進行絕緣遮蓋。 

 

只有具備資質且經過授權的人員才可對變流器進行維護等操作。 

在進行維護工作時，不要將螺絲、墊圈等金屬件遺留在變流器內，否則有可能損壞設備！ 

若僅斷開交直流開關，則變流器交直流櫃內部的線纜連接端子依然帶電！ 

在打開櫃門，開始正式的維護工作之前，不僅要斷開各路交直流側開關，還須斷開變流器前後級斷

路開關。 

在變流器退出運行後，請至少等待 10 分鐘，再對其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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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維護工作與週期 

推薦的例行維護週期及工作內容如下表所示： 
 

檢查內容 檢查方法 維護週期 

保存軟件數據 

◼ 讀取數據採集器的數據。 

◼ 保存運行數據、參數以及日誌到軟盤或者文件中。 

◼ 檢查各項參數設置。 

◼ 更新軟件。 

每一個月 1 次 

系統大致運行 

狀態及環境 

◼ 觀察變流器是否有損壞或變形。 

◼ 聽變流器運行是否有異常聲音。 

◼ 在系統併網運行時，檢查各項變量。 

◼ 檢查主要器件是否正常。 

◼ 檢查變流器外殼發熱是否正常，使用熱成像儀等監

測系統發熱情況。 

◼ 觀察進出風是否正常。 

◼ 檢查變流器周圍環境的濕度與灰塵、所有空氣入口

過濾器功能是否正常。 

注意！必須檢查進氣口的通風。否則，如果模塊不能被

有效冷卻，將會由於過熱而發生故障。 

每半年 1 次 

系統清潔 

◼ 檢查電路板以及元器件的清潔。 

◼ 檢查散熱器溫度以及灰塵。如有必要，可使用真空

吸塵器對散熱模塊等進行清潔。 

◼ 更換空氣過濾網。 

每半年到一年 1 次 

（取決於使用環境的灰

塵含量） 

功率電路連接 

◼ 檢查功率電纜連接是否鬆動，按照之前所規定的扭

矩再緊固。 

◼ 檢查功率電纜、控制電纜有無損傷，尤其是與金屬

表面接觸的表皮是否有割傷的痕跡。 

◼ 檢查電力電纜接線端子的絕緣包紮帶是否已脫落。 

首次調試之後半年，此後

每半年到一年 1 次 

端子、排線連接 

◼ 檢查控制端子螺絲是否鬆動，用螺絲刀擰緊。 

◼ 檢查主迴路端子是否有接觸不良的情況，螺釘位置

是否有過熱痕跡。 

◼ 檢查接線銅排或者螺釘是否存在顏色改變。 

◼ 目測檢查設備終端等連接以及排線分佈。 

每一年 1 次 

冷卻風機維護與

更換 

◼ 檢查風機葉片等是否有裂縫。 

◼ 聽風機運轉時是否有異常振動聲。 

◼ 若風機有異常情況需及時更換。 

每一年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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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內容 檢查方法 維護週期 

器件維護 

◼ 對所有金屬元件的鏽蝕情況做常規檢查（每半年）。 

◼ 接觸器年檢（輔助開關以及微開關）保證其機械 

◼ 運轉良好。同時檢查主接觸器及輔助接觸器的接線 

◼ 是否良好，如有鬆動，請及時緊固。 

◼ 檢查運行參數（特別是電壓以及絕緣）。 

每半年到一年 1 次 

安全功能 

◼ 檢查緊急停機按鈕以及 LCD 的停止功能。 

◼ 模擬停機，並檢查停機信號通訊。 

◼ 檢查機體警告標識及其他設備標識，如發現模糊或

損壞，請及時更換。 

每半年到一年 1 次 

軟件維護 
◼ 優化軟件。 

◼ 檢查各項參數設置。 
每半年到一年 1 次 

液晶時間顯示 

◼ 查看液晶屏時間顯示是否準確。 

◼ 若經上位機對時後，仍然走時不准，請及時更換液

晶屏背面的鈕扣電池。 

每一年半 1 次 

 

 

 

 

 

 

 

 

 

 

 

 

 

 

 

 

 

 

 

絕大多數的維護工作，均需要卸下機器內部的防護網罩才可施行。在全部的維護工作結束後，務必

將所有拆下的維護網罩恢復至原始狀態。 

確保全部螺釘緊固到位。 

需要定期查看機櫃內模塊冷卻風機和每個機櫃頂上抽風扇運行是否正常，同時觀察運行是否有摩擦

聲，如果有，可能是灰塵進入所導致，需要使逆變器停止運行後，清除灰塵。 
 

由於直流母線含有電容，待逆變器完全斷電後，需要等待至少 10 分鐘。在清除灰塵之前，請用萬

用表測量確認機器內部已完全不帶電，以免電擊。 

表格中僅為推薦的產品例行維護週期。實際的維護週期應結合產品的具體安裝

環境而合理確定。電站規模，所處位置，及現場環境等因素均會影響到產品的

維護週期。 

若運行環境風沙較大或灰塵較厚，非常有必要縮短維護週期，加大維護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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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清潔進氣窗 

 

 

 

 

 

變流器的兩個進氣窗均位於機櫃背面下方。為了保證變流器正常運行所需的冷卻空氣，需要定期

清潔或更換進氣窗內的過濾網，濾網見下圖中“A”所示。 

 

 

 

 

 

 

 

 

 

 

圖 9-1 清洗或更換濾網圖示 

清潔或更換操作都是在變流器外部的進氣窗處進行的。步驟如下： 

步驟1 拆卸下進氣窗外邊框的六個緊固螺絲。 

步驟2 取出濾網，適當使用溫水和去污劑進行清潔，並待完全晾乾；如需更換，則待舊濾網取出後，

直接放入合適大小的新濾網即可。 

步驟3 按照與拆除相反的順序將濾網重新安裝好。 

 

 

 

 

 

 

 

 

建議至少每半年對變流器的進氣窗進行檢查和清潔。 

對於環境條件頑劣，空氣中灰塵含量較大的地區，建議將維護週期縮短為三個

月或更短時間。 

如果需要購買濾網，請聯繫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用戶可根據柵格的大小對

大塊濾網進行裁剪，以符合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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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更換電子電器元器件 

 

 

 

 

 

 

 

 

 

在更換變流器內的電子電氣元器件時，請務必更換同一廠家相同型號的元器件產品！ 

元器件的型號可通過變流器標識或產品本身的標識獲得。如果無法獲知，請與陽光電源聯繫。 

如果現場需要更換其他廠家或同一廠家不同型號的產品，必須事先經過陽光電源的分析確認。 

否則，陽光電源對因此而可能造成的人員傷亡或財產損失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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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故障處理  

 

10.1 概述 

 

 

 

 

 

 

 

 

 

 

 

 

 

 

 

如果在本手冊的幫助下，仍然不能解決問題或依然存在疑問，請與陽光電源聯繫。我們需要下述

訊息，以便為您提供更快更好的服務： 

◼ 變流器型號 

◼ 變流器序列號 

◼ 與變流器連接的光伏組件的廠家、型號，光伏陣列配置等訊息 

◼ 變流器的通訊連接方案 

◼ 故障訊息及簡單描述 

◼ 故障現場的照片（若現場條件允許） 

 

10.2 故障排查 

當變流器不能按照預期輸出或發電量發生異常變化時，在諮詢本公司維護人員之前，請注意檢

查如下事項： 

 

在故障條件下，變流器內部仍然可能存在致命高電壓！ 

◼ 僅符合要求的技術人員才可執行本章所描述的各項操作。 “符合要求”指操作人員前期參加過

關於設備故障排除各項操作的專業培訓。 

◼ 請僅執行本手冊中所描述的故障排除操作。 

◼ 操作時，請遵守所有的安全操作規範。 

在對變流器內部開始檢修工作以前，請確保各路交直流開關均為斷開狀態。 

排查故障時，如需耐壓測試，請聯繫陽光電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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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陣列的開路電壓 

◼ 緊急停機旋鈕是否處於按下狀態 

◼ 變流器是否限制了有功功率的輸出 
 

10.3 LED 顯示故障處理 
 

LED 狀態 說明 

LED 指示燈（POWER、

OPERATION、FAULT）均不亮 

斷開交直流電壓並保持 10 分鐘後，重新連接直流，交流電壓。 

如果指示燈仍不點亮，請更換或維修指示燈。 

如問題仍未解決，請聯繫本公司售後服務人員。 

POWER 指示燈不亮 

說明變流器未得到供電。 

首先檢查確保電網供電及連接正常。 

斷開交直流電壓並保持 10 分鐘後，重新連接直流，交流電壓。 

如果指示燈仍不點亮，請聯繫本公司售後服務人員。 

OPERATION 指示燈不亮 

變流器不在併網運行工作狀態。 

首先檢查確保交直流接線正確。使用萬用表測量直流輸入電壓，確保

電壓值超過變流器啟動電壓。 

確保電網供電及各項參數符合變流器運行要求。 

如果以上檢查均沒有問題，而指示燈仍不點亮，請聯繫本公司售後服

務人員。 

FAULT 指示燈點亮 

變流器發生故障且故障尚未排除。 

請查看液晶螢幕上的詳細故障訊息，採取相應的排除措施。 

如果指示燈持續點亮，請聯繫本公司售後服務人員。 
 

10.4 LCD 液晶螢幕顯示告警及排除方法 

變流器的告警級別分為以下三種： 

◼ 重要告警：變流器發生故障後停機，停止併網發電。 

◼ 次要告警：變流器某些部件發生故障，但仍然能夠併網發電。 

◼ 提示告警：變流器功能正常，因為外界因素導致其輸出功率下降。 
 

告警名稱 解釋 告警級別 排查方法 

PDP 保護 
驅動板產生故障訊號或

存在硬件過流。 
重要 

1. 檢查變流器交直流側是否短路。 

2. 檢查電網是否異常。 

3. 檢查變流器內部模組外觀是否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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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名稱 解釋 告警級別 排查方法 

接觸器故障 接觸器故障。 重要 

斷開變流器交、直流側開關，待變流器完

全放電後，查看交流接觸器的外觀是否明

顯異常。 

交流電流不平衡故障 
交流電流不平衡故

障。 
重要 檢查電網是否異常、是否存在缺相。 

電抗器過溫 電抗器溫度過高。 重要 

1. 利用測溫儀，檢測當前環境溫度是否在

變流器可允許的最大運行環境溫度範圍

內。 

2. 檢查變流器及變流單元進風口。確保進

風口無異物堵塞，如有必要，更換過濾

網。 

3. 停機狀態下，檢查變流器內部散熱風扇

是否被異物堵塞。 

控制櫃溫度故障 
控制櫃內部溫度過高

引起故障。 
重要 

1. 檢查電網電壓，觀察電網電壓諧波是否

正常。 

2. 檢查控制風扇是否正常運行。 

3. 檢查交流濾波系統。觀察交流濾波電容

表面是否存在異常，例如開裂等。如有

必要，可檢測電容三相電流是否平衡。 

直流欠壓 直流輸入電壓過低。 重要 

1. 在變流器停機狀態下，觀察 LCD 螢幕上

顯示的直流電壓與實際測量值是否一

致。 

2. 如不一致，檢查直流側線路是否存在短

接或者錯接的情況。 

中點電位偏移 

變流器直流側正、負

極對中點電位發生偏

移。 

重要 

1. 檢查變流器直流側電壓是否短路，輸入

電壓是否超過允許範圍，電網電壓是否

存在異常。 

2. 通過 LCD 螢幕，查看歷史故障界面中是

否同時存在直流過壓或欠壓、PDP、交

流過流等故障。如存在，參考相關故障

的處理方法。 

溫度異常故障 

變流器進風口溫度高

於保護閾值時，觸發

故障。 

重要 

1. 確認環境溫度。 

用測溫儀確認當前環境溫度是否在變流

器可允許的最大運行環境溫度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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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名稱 解釋 告警級別 排查方法 

   

2. 檢查變流器及變流單元進風口。確保進

風口無異物堵塞，如有必要，更換過濾

網。 

3. 停機狀態下，檢查變流器/變流單元內

部散熱風扇是否被異物堵塞。 

電網過壓 
電網側電壓高於已設

置的保護閾值。 
重要 

1. 通過 LCD 螢幕，檢查”參數設置 “-

＞”保護參數“中的保護參數值是否符

合變流器安裝所在地的電網標準。 

2. 斷開交流開關，測量實際電網電壓是否

在正常範圍內。 

3. 在停機狀態下，確認 LCD 螢幕顯示的電

網電壓與實際測量值是否一致。 

電網欠壓 
電網側電壓低於設置 

的保護閾值。 
重要 參考“電網過壓”排查方法。 

頻率故障 電網頻率異常。 重要 

1. 通過 LCD 螢幕，檢查”參數設置  “-

＞”保護參數“中的保護參數值是否符

合變流器安裝所在地的電網標準。  

2. 在停機狀態下，確認 LCD 顯示螢幕顯示

的電網頻率與電網實際頻率是否一致。 

孤島故障 
電網斷電或交流瞬時

電壓超過保護閾值。 
重要 

1. 檢查電網是否異常。 

2. 檢查交流側是否斷電。 

3. 檢查變流器交流斷路器是否斷開。 

控制電源異常 控制電源異常。 重要 

1. 檢查變流器內、外部供電電源控制開關

是否同時處於閉合或斷開狀態。 

若同時閉合，請斷開其中某一開關； 

若同時斷開，請閉合其中某一開關。 

2. 檢查內、外部供電電源接線端子是否鬆

動或接觸不良等，如有必要，需緊固。 

直流電壓採樣故障 直流電壓採樣異常。 重要 

停機狀態下，觀察 LCD 屏上顯 

示的直流電壓與實際測量是否 

一致。 

軟啟動故障 變流器啟動失敗。 重要 
檢查電網是否存在異常，如電網諧波以及

電網電壓是否平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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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名稱 解釋 告警級別 排查方法 

直流防雷器故障 
變流器直流側防雷器

發生故障。 
重要 

防雷器狀態窗口，如下圖所示。 

 

 

 

1. 當窗口顏色由綠色變成紅色時，表示防

雷器已損壞。可能由當地發生雷雨天氣

導致。此時，需要測量交直流配置，如

包括正負極對地電壓正常後，更換新的

防雷器即可。 

2. 當窗口顏色正常時，則有可能是防雷器

與防雷器底座接觸不良，可重新插拔防

雷器，使其達到緊固狀態。 

交流防雷器故障 
變流器交流側防雷器

發生故障。 
重要 

1. 參考“直流防雷器故障”的排查方法，

進行初步排查。 

2. 查看與防雷器串聯的微型斷路器是否動

作。 

3. 若步驟 2 動作正常，則測量交直流配

置。測量無誤後，重新合上微型斷路器。 

直流過壓 
變流器直流側電壓超 

過保護閾值。 
重要 

1. 斷開變流器直流側開關，檢查光伏陣列

開路電壓是否異常。如異常，則可能是

光伏陣列配置問題。 

2. 確認交流側變壓器低壓側為 Y 型連

接，且中性點未接地。 

3. 停機狀態下，觀察 LCD 螢幕上顯示的直

流電壓與實際測量否一致。 

PV 極性反接 
直流輸入側正負極極

性接反。 
重要 

檢查變流器直流側是否存在正、負極反接

的情況。 

硬件故障 
變流器內部硬件故

障。 
重要 

測量變流器直流側電壓，確認變流器內部

是否存在短路情況。 

交流過流 
變流器交流側電流過 

高。 
重要 

1. 檢查變流器交、直流側線纜是否鬆動。 

2. 檢查線纜絕緣層是否存在破損等情況。 

3. 檢查接線端子是否存在短路接地等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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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名稱 解釋 告警級別 排查方法 

過載保護 變流器輸出過載。 重要 參考“交流過流”排查方法。 

漏電流保護 

變流器交流側漏電流

採樣值超過保護閾

值。 

重要 

1. 檢查交流線纜是否破損。 

2. 若變壓器低壓側為 Y 型連接，需確保中

性點懸空。 

模塊過溫 
變流器內部模塊溫度

過高。 
重要 

1. 檢查進風口。 

2. 觀察變流器出風口是否存在異物堵塞。

如有必要，更換出風口過濾網。 

3. 觀察變流器運行期間，散熱風扇是否運

轉。 

風扇故障 
變流器內部風扇發生

故障。 
重要 

1. 檢查電網電壓是否正常。使用萬用表測

量電網電壓數值，並檢查是否存在缺相。 

2. 檢查散熱風扇供電是否異常。使用萬用

表測量三相供電電源，確保額定輸入電

壓為 400Vac。 

接地故障 接地故障。 重要 

1. 檢查直流線纜。 

檢查直流側各支路是否存在正極對地線

纜破損。 

測量直流線纜對地阻抗是否正常。 

2. 檢查交流線纜。 

測量三相中的每相對地電壓值是否相

同。 

另外，檢查逆變器以及箱變側防雷器，

是否有損壞。 

交流開關故障 交流開關發生故障。 重要 

1. 觀察交流開關是否脫扣。 

2. 觀察交流開關外觀是否正常。 

3. 觀察交流開關閉合/斷開等是否正常。 

4. 使用萬用表測量交流開關導通情況。 

散熱器過溫 
變流器內部散熱器溫

度過高。 
重要 

確認散熱風扇是否異常。如果散熱風扇正

常，需要檢查風道是否存在封堵。 

直流分量故障 
電網電壓直流分量超

過保護閾值。 
重要 

檢查電網電壓電能質量，如直流分量和諧

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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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名稱 解釋 告警級別 排查方法 

溫度異常告警 
變流器進風口溫度達

到降額溫度值。 
次要 參考”溫度異常故障“排查方法。 

交流空開異常 交流空開異常。 次要 參考“交流開關故障”排查方法。 

防 PID 電源異常 
防 PID 電源發生異

常。 
次要 

1. 檢測交流線纜絕緣。 

2. 檢查交流防雷器。 

3. 檢查並確保箱變低壓側中性點未接地。 

CT 不平衡 
三相電網電流不平

衡。 
次要 

通過 LCD 螢幕，查看三相交流電流是否平

衡。 

接地熔絲異常 接地熔絲異常。 次要 

待變流器完全放電，移除負極接地熔絲。觀

察此熔絲是否熔斷。 

若已熔斷，則需要檢查變壓器中性點是否懸

空，以及箱變低壓側 PT/CT 是否存在中性點

接地。 

直流熔絲異常 
變流器直流側熔絲異

常。 
次要 

檢查直流熔絲是否熔斷。 

若已熔斷，請聯繫陽光電源客戶服務中心，

更換熔絲。 

支路熔絲異常 
變流器支路熔絲異

常。 
次要 參考“直流熔絲異常”排查方法。 

絕緣阻抗低 絕緣阻抗過低。 次要 參考“絕緣阻抗”故障排查方法。 

LVRT 運行 
變流器處於 LVRT 運

行狀態。 
提示 

如此告警提示頻繁出現，測量電網電壓是否

低於 LVRT 正常電壓下限（LVRT 電壓 1）。 

（可通過 LCD 螢幕，“保護參數”-＞

“LVRT 正常電壓下限”獲取此值。 

 

 

 

 

 

 

 

 

 

 

若按照上述“排查方法”的處理建議，仍未能解決已有故障/告警現象。請直接

聯繫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客戶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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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現下述告警名稱，請立即聯繫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客戶服務中心（以下均簡稱“陽光電

源”）。 
 

告警名稱 解釋 告警級別 解決方法 

載波同步故障 變流器載波通訊信號傳輸異常。 重要 聯繫陽光電源。 

併機通訊故障 變流器內部通信異常。 重要 聯繫陽光電源。 

機器碼重複故障 變流器內部逆變單元之間地址重複。 重要 聯繫陽光電源。 

支路反向過流 支路反向電流過高。 次要 聯繫陽光電源。 

 

10.5 其他故障 
 

故障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逆變器剛啟動不久就停機 直流輸入電壓剛好達到逆變器啟

動電壓。帶負載時，會拉低電壓，

導致機器停機 

根據推薦開路電壓設計電池板串 

並連接，增大輸入的直流電壓，

避免採用電壓的臨界值。 

無法通過液晶對逆變器開關機 液晶與 DSP 板通訊故障，液晶供 

電電源故障 

待逆變器完全斷電後，檢查液晶

與 DSP 板通訊連接。 

上位機通訊失敗 可能原因較多，請按照下行描述

逐一排查 

◼ 查看液晶界面中的本地地

址、波特率等參數是否與上位

機一致。 

◼ 檢查線路，檢查所有接線是否

良好，若為 RS485 通訊，檢查

接線的 A，B 端有無接反。 

◼ 通訊轉換頭不匹配，更換通訊

轉換頭後再試。 

◼ 監控軟件沒有正確安裝。建議

重新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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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錄 

 

11.1 技術數據 

11.1.1 電器部分 

輸入數據 (直流側) 
 

參數 SG1250UD SG1500UD 

最大直流電壓 1100 Vdc 1100 Vdc 

啟動電壓 540 V 600 V 

MPP 電壓範圍 520 V – 1000 V 580 V – 1000 V 

最低電壓 520 V 580 V 

最大直流功率 1410 kW 1680 kW 

最大輸入電流 2712 A 2896 A 
 

輸出數據 (電側網) 
 

參數描述 SG1250UD SG1500UD 

額定輸出功率 1250 kW 1500 kW 

最大輸出功率  1375 kW 1650 kW 

最大交流輸出電流 2222 A 2381 A 

額定電網電壓 360 Vac 400 Vac 

允許電網電壓範圍（三相） 288 Vac – 414 Vac 320 Vac – 460 Vac 

額定電網頻率 50 Hz/60 Hz 

允許電網頻率 45 – 55 Hz / 55 – 65 Hz 

總電流波形畸變率 <3%（額定功率） 

直流電流分量 <0.5%（額定輸出電流） 

功率因數 0.8（超前） - 0.8（滯後） 

 

11.1.2 機械部分 
 

參數描述 SG1250UD SG1500UD 

外形尺寸（寬×高×深） 2150 mm x 2120 mm x 850 mm 

重量 重量 19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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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系統數據 
 

參數描述 SG1250UD SG1500UD 

最大效率 99 % 

歐洲效率 98.7 % 

防護等級 IP 65 

待機損耗 * < 40 W 

外部輔助電源電壓 380 V / 5 A 

允許環境溫度 -35℃~＋60℃（超過 50℃，降額運行） 

冷卻方式 溫控強制風冷 

允許相對濕度 0～95 %（無冷凝） 

允許最高海拔 4500 m（超過 3000 m 需降額使用） 

注：*指變流器處於深度待機模式下的損耗值，具體請參考發 “8.13 深度待機功能”章節。 

 

11.1.4 顯示與通訊 
 

參數描述 SG1250UD SG1500UD 

顯示 LCD 液晶螢幕 

通訊方式 RS485 / Modbus , 以太網 

 

11.2 保固責任 

在保固期間出現故障的產品，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將免費維修或者更換

新產品。 

◼ 證據 

在保固期內，本公司要求客戶出示購買產品的發票。同時產品上的商標應清晰可見，否則有權

不予以質量保證。 

◼ 條件 

− 更換後的不合格的產品應由本公司處理 

− 客戶應給本公司預留合理的時間去修理出現故障的設備 

◼ 責任豁免 

以下情況出現，本公司有權不給予保固維修： 

− 整機、部件已經超出免費保固期 

− 運輸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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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確的安裝、改裝或使用 

− 超出本手冊中說明的非常惡劣的環境運行 

− 非本公司服務機構、人員安裝、修理、更改或拆卸造成的機器故障或損壞 

− 因使用非標準或非陽光部件或軟件導致的機器故障或損壞 

− 任何超出相關國際標準中規定的安裝和使用範圍 

− 非正常的自然環境引起的損壞 
 

由以上情況引起的產品故障，若客戶要求進行維修服務，經本公司服務機構判定後，可提供有

償維修服務。 
 

為了不斷提高客戶滿意度，本公司的產品及產品手冊均處於持續改進與升級中。如果您手中的

手冊與產品存在差異，有可能是版本原因，請以具體產品為準。如仍存在疑問，請與陽光電源

聯繫。 
 

◼ 軟件授權 

本公司對隨產品提供的軟件產品所造成的損失不承擔任何責任。 

− 禁止以任何方式將本公司開發的固件或軟件中的部分或全部數據用於商業目的。 

− 禁止對本公司開發的軟件進行反編譯、解密或其他破壞原始程序設計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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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聯繫方式 

如果您有關於本產品的任何問題請與我們取得聯繫，為了向您提供更快更好的售後服務，我們

需要您協助提供以下信息： 

◼ 設備型號 

◼ 設備序列號 

◼ 故障代碼/名稱 

◼ 故障現象簡單描述 
 

中國 

400-119-7799 

service@sungrowpower.com 

澳洲 

+61 2 9922 1522 

service@sungrowpower.com.au 

巴西 

+55 11 2366 1957 

latam.service@sa.sungrowpower.com 

法國 

+33 762899888 

service.france@sungrow.co 

德國 

+49 89 324 914 761 

service.germany@sungrow.co 

希臘 

+30 2106044212 

service.greece@sungrow.co 

印度 

+91 080 41201350 

service@in.sungrowpower.com 

義大利 

+39 3391096413 

service.italy@sungrow.co 

日本 

+81 3 6262 9917 

japanservice@jp.sungrowpower.com 

韓國 

+82 70 7719 1889 

service@kr.sungrowpower.com 

馬來西亞 

+60 19 897 3360 

service@my.sungrowpower.com 

菲律賓 

+63 9173022769 

service@ph.sungrowpower.com 

泰國 

+66 891246053 

service@th.sungrowpower.com 

西班牙 

service.spain@sungrow.co 

羅馬尼亞 

+40 241762250 

service.romania@sungrow.co 

土耳其 

+90 212 731 8883 

service.turkey@sungrow.co 

英國 

+44 (0) 0908 414127 

service.uk@sungrow.co 

美國，墨西哥 

+1 833 747 6937 

techsupport@sungrow-na.com 

越南 

+84 918 402 140 

service@vn.sungrowpow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