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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

《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 第 3部分：安装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2018 年 3 月 15 日《关于印发 2018 年第一批光伏协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的相关要求，《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 第 3 部分：安装规范》（2018006-CPIA）由江苏天合家用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和保定英利分布式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牵头负责，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技

术归口和管理，项目制定周期为 12 个月。

二、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按照下述原则编制标准内容：

测试方法科学、先进、合理、安全、环保的原则；

发扬民主、协商一致、共同确认的原则；

与现行有效标准协调一致的原则。

三、标准编制背景

光伏发电是我国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对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

改善生态环境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分布式光伏发电既是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力量，也是促进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要举措；分布式光伏发电与农户扶贫、新农村建设、农业设施相结合，能

够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改善和农业、渔业等发展。

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是安装于民用住宅以 220V 或 380V 接入公用电网运行的户用型并网发电系统，是分

布式光伏发电重要的形式之一。它倡导就近发电、就近并网、就近使用的原则，有效解决了电力在升压及

长途运输中的损耗问题；具有安装周期短、投资小、并网简单、补贴及时等优点，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

太阳能能源利用方式。

2017 年是我国分布式光伏爆发年，根据“十三五”规划 60GW 的装机总量，未来四年分布式光伏年均

增量超 10GW，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分布式光伏补贴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分布式光伏市场的

大力发展。

众所周知，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主要包括光伏组件、光伏方阵支架、直流汇流箱、直流配电柜、并网

逆变器、交流配电柜等设备，另外还有供电系统监控装置和环境监测装置等；由于光伏组件等在户外受不

同自然环境的影响，如温度、湿度、辐照度、盐雾、沙尘暴及雪灾等，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失效模式，影响

光伏组件的使用可靠性及发电量，在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多方因素，除了应考虑组件的安装维度、经度、海

拔、当地的太阳能总辐射量、年平均气温，年雨水量及受台风、降雪、冰雹等；还应根据实际使用地理位

置及环境气候选择相匹配的配套设备，如支架的承载能力、逆变器的功率和输出性能等；任何一个设备部

件出现问题都将影响整个发电系统的质量及其正常运行；另外，户用光伏的设计以及安装不规范，还可能

会造成发电量不足、漏电、系统被大风吹落、屋面漏水、逆变器烧毁等严重问题，不仅损害了业主收益，

给业主造成人身安全问题，更损害了行业整体形象，也不利于家用光伏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为规范分布式光伏市场，促进分布式光伏行业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科学的、完善的分布式

光伏系统设计和性能检测及质量评估等技术标准，来保障分布式屋顶光伏系统安全运行、性能可靠和业主

收益稳定等，因此制定“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设计 安装规范”系列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进一

步有序发展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规范行业竞争秩序，促进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设计和安装水平的提高。

四、国内外标准现状

国外户用光伏发电的应用方面，德国推广力度比较大。德国于 2000 年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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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9日德国光伏瞬时供电超过系统负荷 50%。在我国，自 2013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户用光伏发电市场繁荣发展，根据国家能源局 2017 年上半年光伏发电统计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 711 万千瓦，同比增长 2.9 倍；户用光伏发电是分布式光伏快速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关于光伏发电系统的标准主要有： GB 50797-2012《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GB 50794-2012《光伏发电站施工规范》、GB/T 50796-2012 《光伏发电工程验收规范》、GB/T 19964-2012

《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 19939-2005《光伏系统并网技术要求》、GB/T 50865-2013 《光

伏发电接入配电网设计规范》、 GB/T 33342《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接口技术规范》、JGJ 203-2010《民

用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技术规范》等；但针对户用光伏发电系统特点的还没有统一的整体设计，应尽

快研制并出台《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设计 安装规范》系列标准来促进和规范行业技术的发展。

五、标准编制过程

2018 年 3 月 15 日，《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 第 3部分：安装规范》协会标准制定计划正式下达。

2018 年 4 月，江苏天合家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积极组织内部技术力量组成标准编制组，根据实际设计

经验，经过多次讨论完善，搭建了初步的标准框架；与保定英利公司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多次的技术交流、

研讨，起草编制，完成了标准草案稿。

2018 年 5 月 9-10 日，主编单位江苏天合家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和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行业技

术专家在常州召开了“2018 年度家庭户用光伏标准工作组第一次工作会议暨家庭户用光伏标准研讨会”；

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裴会川副秘书长主持会议，来自英利集团、江苏爱康、北京鉴恒呢

衡、珠海兴业、阿特斯、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院，苏州 UL 美华、汉能控股、力诺电力、晶澳太阳能、中

国电子第 41 所、西安黄河、四季沐歌、无锡尚德、通威新能源、南京日托、广州三晶等 60 家单位，约 100

位左右的行业大咖、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对标准草案稿进行了逐条讨论，与会专家提出了多条

建设性的建议；会后，主编单位又组织英利、史陶比尔、 汉能、天津中环和江苏爱康等单位的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专题研讨，并结合家庭户用发电系统实际设计经验，对标准草案稿进行进一步的修改提炼，形成

征求意见稿。

六、标准主要内容

(一)安装施工前准备

为保证有序的安装光伏发电系统，人员、工具、物料，以及安装场地等都应该满足如下要求：

1.人员要求

1.1 安装人员应熟知光伏发电系统部件性能，通过相关光伏发电系统施工安装培训。

1.2 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前施工人员应提前熟悉设计文件、产品出厂检验记录和有关技术文件，并根据现场

实际情况组织施工。

1.3 安装人员应熟悉与安装光伏发电系统有关的土建设计文件，并参与安装土建工程的验收。

安装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应具备专项作业能力，并持证上岗。

1.4 安装施工前应由施工单位负责安全的管理人员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并做好书面记录。

2.工具要求

2.1 应根据项目类型选用合理的安装工具，备足易耗材料、物品。

各类施工机械的电气装置应实行专人负责制，各种机械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应做到灵敏有效。应定期进行

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机械设备在使用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坚决避免误操作，以防止机械伤害的发

生。

2.2 施工选用的交流总负荷线缆应按其容量选用符合现行标准 JB/T 8735.2 要求的多股铜芯橡皮护套软电

缆，电源线中间不应使用接头且长度不应超过 50m，不应附着、缠绕、扭结在登高梯或脚手架上使用。

现场使用的各类低压电器设备应铭牌清晰，其绝缘电阻不应低于 0.5MΩ，露天使用的电气设备应有良好的

性能和防雨措施。



4

2.3 各类手持电动工具应执行现行 GB/T 3787、GB 3883.2 的专用要求，一般场所宜选用Ⅱ类工具。在潮湿

场所和金属构架上作业应采用Ⅲ类工具，并配有额定漏电电流不大于 30mA，动作时间小于 0.1s 的漏电保

护器下使用。频繁移动机具的操作扶手应采用绝缘措施。

2.4 焊接设备应放置在防雨、干燥通风处，其外壳应完好。一、二次侧接线柱应有防护罩保护。一次侧电

源线使用的橡皮电缆长度不应超过 5m；二次侧使用的橡胶铜芯软电缆长度不宜超过 30m，均不应绞绕使用。

施工现场使用的手持电动工具的外壳、手柄、开关电源线、插头等应完好无损，其电源线长度不应超过 5m。

在多灰尘和潮湿地区或易触及人体的场所，应采用封闭型低压电器。

2.5 现场制作直流光伏连接器、转接头应使用连接器供应商提供的专用安装工具。

3.物料要求

3.1 安装单位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物料清单进行设备开箱、清点，检查设备供货及配套资料。

3.2 光伏发电系统设备及安装所用的全部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质量标准。另应进行如下工作内容：

a) 目视检查主要设备包装有无破损现象。

b) 对设备、材料进行开箱检查，其产品合格证、说明书、附件、备件等均应齐全。

c) 设备、材料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应在工程中使用未经认证或鉴定的设备和材料。

d) 按设计要求目视检查组件的型号、规格、数量和完好程度，如发现设备有受潮或破损等影响正常使用

的情况，应由安装单位会同订货单位联系相关供应商或权威部门检查测试并做好记录，确有问题时，

应由相关供应商及时解决。

4.场地要求

4.1 安装场地应无隐患电气线路及其它高温发热、易燃易爆、腐蚀性化学物品。

4.2 与光伏发电系统安装有关的土建应具备施工安装条件。

4.3 建筑的预留洞孔、走线地槽，预埋穿线管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4.4 电力配套设施具备光伏发电系统施工安装条件。

5.消防要求

5.1 施工现场须按现行 GB 50140 的要求设置灭火器。

5.2 施工安装时不应占用原有消防设施及消防通道。

（二）安装施工过程要求

安装过程中，应对安装全过程进行管控，物料、运输、储存、支架及基础等都应 满足要求。

1.物料运输存储要求

1.1 光伏发电系统相关物料在运输过程中，应轻搬轻放，不应有强烈冲击和振动，不应重压。

1.2 光伏发电系统相关物料到达施工地点应按其要求进行分类存储，并保持存储场地的清洁、通风及干燥。

已开箱光伏组件需正面朝上平放，底部垫有木制托盘或光伏组件包装物，严禁立放、斜放或悬空，严禁将

光伏组件背面直接暴露在太阳光下。

1.3 不应采用提拉接线盒或连接线的方式将光伏组件抬起。

2.安装工程要求

2.1 支架基础的安装要求

2.1.1 混凝土现浇或预制的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的施工应符合现行 GB 50666 的有关规定。

2.1.2 混凝土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的型号、规格及材质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附件、备件应齐全。

2.1.3 支架基础应放置平稳、整齐，且表面平滑，外形方正，无漏筋、蜂窝、空洞、夹杂、疏松、裂缝、

外形或表面缺陷的问题。

2.1.4 对外露的金属预埋件应进行防腐防锈处理，防止预埋件受损而失去强度。

2.1.5 屋面支架基础的施工不应破坏建筑物的结构和削弱建筑物在寿命期内承受任何荷载的能力，支架基

础宜与建筑物承重结构可靠连接。

2.1.6 在屋面防水层上安装配重基础时，若防水层上没有保护层，应在配重基础下增设防护。

2.1.7 支架基础的轴线、标高、截面尺寸及垂直度以及预埋螺栓（预埋件）的尺寸偏差应符合 GB 5079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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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应及时采取有效的养护措施，支架基础在安装支架前，混凝土养护应达到 70%

强度。

2.1.9 斜屋顶应按照设计要求选用不同的连接件，连接件应与屋顶结构可靠连接。

2.2 光伏支架的安装要求

2.2.1 光伏支架型号、规格及材质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能满足抗恶劣环境的要求，即抗风、防锈、耐腐

蚀等。

2.2.2 光伏组件支架应按设计要求安装在支架基础上，且与支架基础固定牢靠。

2.2.3 支架安装尺寸应严格遵守施工设计文件要求，保证安装完成面的平整度，安装孔位、孔径应与设计

要求一致。

2.2.4 紧固螺栓配套的平垫片、弹垫片须齐全，螺栓应紧固到位。

2.2.5 光伏支架安装过程中不应强行敲打，不应气割扩孔。

2.2.6 焊接时应有屋面保护措施，以避免焊渣烫坏屋面。

2.2.7 固定及手动可调支架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中的规定。

表 1 固定及手动可调支架安装的允许偏差

项目名称 允许偏差

中心线偏差 ≤2

梁标高偏差（同组） ≤3

立柱面偏差（同组） ≤3

2.3 光伏组件的安装要求

2.3.1 光伏组件的外观及各部件应完好无损方可进行安装。

2.3.2 安装光伏组件时，应轻拿轻放，防止刮伤和撞击组件表面玻璃或背板，避免破坏光伏组件边框防腐

保护层。

2.3.3 不应踩踏光伏组件，以免造成组件损坏或人身伤害。

2.3.4 安装光伏组件应按照设计文件的型号、规格、数量、位置进行，光伏组件之间宜预留 5〜30mm 间隙

安装。

2.3.5 不应自行在光伏组件边框上钻孔、扩孔安装，固定光伏组件的螺栓扭紧力矩值应符合产品或设计文

件的要求。

2.3.6 对于螺栓紧固方式安装的光伏组件，组件与支架接触不相吻合时，应用防腐金属垫片垫至用手自然

抬、压无晃动感，方可紧固连接螺栓；不应用紧拧连接螺栓的方式使其吻合；同时按设计要求做好防松措

施。

2.3.7 对于专用压块安装方式安装的光伏组件，组件与支架接触面不相吻合时，应调整檩条和压块，直至

其吻合后方可紧固压接，不应用工具敲击使其吻合。

2.3.8 对于粘接方式安装的光伏组件，组件粘接部位与支架间应充满粘接物，粘接面积及粘接工艺应符合

设计要求。

2.3.9 光伏组件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2规定。

表 2 光伏组件安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倾斜角度偏差 ±1°

光伏组件边缘高差
同排相邻光伏组件间 ≤2

同方阵光伏组件间 ≤5

2.3.10 光伏组件安装完毕后，应及时清理光伏组件表面上污渍、异物，避免组件电池被遮挡。

2.4光伏连接器安装及电缆敷设要求

2.4.1 光伏连接器及直流光伏电缆外观完好，表面无破损，重要标识无模糊脱落现象。

2.4.2 光伏连接器应与直流光伏电缆匹配。

2.4.3 光伏连接器应按照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安装手册及专用安装工具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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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光伏连接器不应放置于宜积水区域。

2.4.5 不应出现两种不同厂家光伏连接器连接使用的情况。

2.4.6 光伏连接器、电缆数量、组串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应符合设计要求。

2.4.7 同一光伏组件、同一光伏组串的正负极不应短接，光伏连接器未连接前应采用密封盖密封以防止异

物或雨水进入。

2.4.8 组件布线施工时，施工人员应配备安全防护用品，不应触摸带电部位。

2.4.9 直流光伏电缆和光伏连接器应排列整齐、固定牢固，不应出现自然下垂现象，电缆与连接器连接处

不应弯曲拉扯过紧，应松紧适度。

2.4.10 光伏方阵间的连接线缆宜采用阻燃型 PVC 管进行保护，对室外、穿越楼板、屋面和墙面的电缆，其

防水套管与建筑物主体间的间隙，应采用防火材料密封。

2.4.11 电缆允许的最小弯曲半径应符合电缆绝缘及其构造特性要求，电缆敷设应符合现行 GB 50168 的规

定。

2.4.12 明配管线宜沿墙脚敷设，管卡固定间距最大距离 1.2m,明配管敷设偏差允许值应符合表 3 规定。

表 3 明配管允许偏差范围表

2.4.13 电缆敷设应避开物品尖锐边缘，不同回路、不同电压的交流与直流电线不应敷设于同一保护管内，

且管内电缆不应有接头。穿管布线宜避开高温发热物体。

2.4.14 光伏方阵的输入、输出端应有明显的极性标志和子方阵的标识。

2.5 逆变器的安装要求

2.5.1 逆变器应安装在清洁、通风、干燥、无直晒的地方, 安装场地环境温度宜为-25℃〜50℃, 大气湿度

不应超过 95%，且应无凝露。

2.5.2 不应将逆变器安装在高温发热、易燃易爆物品及腐蚀性化学物品附近。

2.5.3 安装逆变器时应直立安装，不应平放、横放或倒放安装。

2.5.4 安装位置应足够坚固且能长时间支撑逆变器的重量, 且确保不会晃动。

2.5.5 不应将逆变器安装在儿童可触摸到的地方。

2.5.6 逆变器前方应留有足够间隙便于观察数据以及维修。

2.5.7 接线及安装应遵守逆变器产品手册要求，并确保逆变器的接地装置安装合理。

2.6并网箱的安装要求

2.6.1 并网箱应安装在当地电网公司认可的安装位置且安装位置承重满足设计要求。

2.6.2 应按并网箱实际安装孔位置竖直牢固固定。

2.6.3 并网箱至并网点连接电缆如为铝电缆时应配铜铝转换接头，以免出现电腐蚀。

2.6.4 并网箱内增设电表及采集器应严格遵守当地电网公司要求。

2.6.5 所有电气安装应取得当地电网公司认可后方能由专业人员并网运行光伏发电系统。

2.7 接地系统的安装要求

2.7.1 光伏发电系统的接地系统的施工工艺及要求应符合现行 GB 50169、SJ/T 11127 的相关规定外，还应

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2.7.2 光伏发电系统的金属支架应与建筑物接地系统可靠连接或单独设置接地。

2.7.3 带金属边框的光伏组件应将其边框可靠接地，不带边框的光伏组件接地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2.7.4 并网箱及逆变器等电气设备的接地应牢固可靠、导通良好，符合设计要求。

2.8 监控模块的安装要求

2.8.1 光伏电站远程数据采集器应安装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项目 允许偏差， mm/m

平直度 <1.5

垂直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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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数据采集器安装时应确认防呆接口方向正确，如有固定螺栓应旋紧，不应蛮力安装，以免造成损坏。

2.8.3 安装前应查看安装位置的通讯信号，不应在金属箱内或紧贴大面积金属安装。

2.9 其它电气设备安装要求

2.9.1 低压电力配套设备的安装应满足现行 GB 50254、GB/T 16895.6、GB/T 16895.18 的要求。

2.9.2 配电变压器的安装应满足现行 GB 50148 的要求。

（三）系统及设备调试要求

3.1 光伏支架调试：手动检查组件安装位置及安装支架的固定强度，做好记录。

3.2 光伏组串调试：

3.2.1 检查直流各连接电缆，确保电缆无短路和破损。

3.2.2 检查各组串直流开路电压，开路电压是否在在设计值范围内。

3.2.3 检查组串电压正负极连接是否正确。

3.3 逆变器调试

3.3.1 检查工作状态指示灯、人机界面屏幕显示正常，界面操作是否正常；检查人机界面上各参数设置正

确，故障报警信息是否正常；检查散热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3.3.2 测量直流侧、交流测电压值和人机界面显示值之间偏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交流侧电压及频率是否

在逆变器额定范围内，且相序是否正确。

3.4 并网箱调试

3.4.1 并网箱内保护器件应满足电气安全及电力部门的要求。

3.4.2 手动操作开关器件应正常分合，机构能运动灵活，无卡滞及操作力过大现象。

3.4.3 各器件在电气额定参数范围内应正常工作，超出设计参数范围应能有效快速动作。

3.5 防雷接地调试

3.5.1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光伏方阵的接地电阻，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做好记录。

3.5.2 光伏发电系统的接地电阻阻值应满足设计要求。

3.6 监控模块调试

3.6.1 监控模块通信良好并具有抗干扰能力，符合设计要求。

3.6.2 采集的数据应实时准确的反映逆变器的运行状态、数据和各种故障信息。

（四）系统验收

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后，在交付给用户前，应进行系统验收，验收应按《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 第

4部分：验收规范》 进行验收。

（五）系统交付

5.1 施工单位应在光伏发电系统并网运行正常后与业主办理交付。

5.2 系统交付应包括符合设计要求的光伏发电系统、文件资料和备品备件。

5.3 系统交付文件资料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光伏发电系统技术文件、部件清单。

b) 光伏组件、光伏支架、逆变器、并网箱、光伏连接器及线缆等随机图纸资料、出厂合格证。

c) 施工记录、施工总结、工程变更文件、隐蔽工程施工记录或验收报告。

d) 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后的调试记录或相关报告。

e) 光伏发电系统产品手册、运行及维护说明书和质保手册。

f) 安装服务确认工单。

七、与国内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协会标准实施。

标准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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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标准主要内容
	(一)安装施工前准备
	为保证有序的安装光伏发电系统，人员、工具、物料，以及安装场地等都应该满足如下要求：
	1.人员要求
	1.1安装人员应熟知光伏发电系统部件性能，通过相关光伏发电系统施工安装培训。
	1.2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前施工人员应提前熟悉设计文件、产品出厂检验记录和有关技术文件，并根据现场实际情
	1.3安装人员应熟悉与安装光伏发电系统有关的土建设计文件，并参与安装土建工程的验收。
	安装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应具备专项作业能力，并持证上岗。
	1.4安装施工前应由施工单位负责安全的管理人员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并做好书面记录。

	2.工具要求
	2.1应根据项目类型选用合理的安装工具，备足易耗材料、物品。
	各类施工机械的电气装置应实行专人负责制，各种机械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应做到灵敏有效。应定期进行检查，发
	2.2施工选用的交流总负荷线缆应按其容量选用符合现行标准JB/T 8735.2要求的多股铜芯橡皮护套
	现场使用的各类低压电器设备应铭牌清晰，其绝缘电阻不应低于0.5MΩ，露天使用的电气设备应有良好的性能
	2.3各类手持电动工具应执行现行GB/T 3787、GB 3883.2的专用要求，一般场所宜选用Ⅱ类
	2.4焊接设备应放置在防雨、干燥通风处，其外壳应完好。一、二次侧接线柱应有防护罩保护。一次侧电源线使
	施工现场使用的手持电动工具的外壳、手柄、开关电源线、插头等应完好无损，其电源线长度不应超过5m。
	在多灰尘和潮湿地区或易触及人体的场所，应采用封闭型低压电器。
	2.5现场制作直流光伏连接器、转接头应使用连接器供应商提供的专用安装工具。

	3.物料要求
	3.1安装单位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物料清单进行设备开箱、清点，检查设备供货及配套资料。
	3.2光伏发电系统设备及安装所用的全部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质量标准。另应进行如下工作内容：

	4.场地要求
	4.1安装场地应无隐患电气线路及其它高温发热、易燃易爆、腐蚀性化学物品。
	4.2与光伏发电系统安装有关的土建应具备施工安装条件。
	4.3建筑的预留洞孔、走线地槽，预埋穿线管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4.4电力配套设施具备光伏发电系统施工安装条件。

	5.消防要求
	5.1施工现场须按现行GB 50140的要求设置灭火器。
	5.2施工安装时不应占用原有消防设施及消防通道。


	（二）安装施工过程要求
	安装过程中，应对安装全过程进行管控，物料、运输、储存、支架及基础等都应 满足要求。
	1.物料运输存储要求
	1.1光伏发电系统相关物料在运输过程中，应轻搬轻放，不应有强烈冲击和振动，不应重压。
	1.2光伏发电系统相关物料到达施工地点应按其要求进行分类存储，并保持存储场地的清洁、通风及干燥。
	已开箱光伏组件需正面朝上平放，底部垫有木制托盘或光伏组件包装物，严禁立放、斜放或悬空，严禁将光伏组件
	1.3不应采用提拉接线盒或连接线的方式将光伏组件抬起。

	2.安装工程要求
	2.1支架基础的安装要求
	2.1.1混凝土现浇或预制的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的施工应符合现行GB 50666的有关规定。
	2.1.2混凝土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的型号、规格及材质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附件、备件应齐全。
	2.1.3支架基础应放置平稳、整齐，且表面平滑，外形方正，无漏筋、蜂窝、空洞、夹杂、疏松、裂缝、外形
	2.1.4对外露的金属预埋件应进行防腐防锈处理，防止预埋件受损而失去强度。
	2.1.5屋面支架基础的施工不应破坏建筑物的结构和削弱建筑物在寿命期内承受任何荷载的能力，支架基础宜
	2.1.6在屋面防水层上安装配重基础时，若防水层上没有保护层，应在配重基础下增设防护。
	2.1.7 支架基础的轴线、标高、截面尺寸及垂直度以及预埋螺栓（预埋件）的尺寸偏差应符合GB 507
	2.1.8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应及时采取有效的养护措施，支架基础在安装支架前，混凝土养护应达到70%强
	2.1.9斜屋顶应按照设计要求选用不同的连接件，连接件应与屋顶结构可靠连接。
	2.2 光伏支架的安装要求
	2.2.1光伏支架型号、规格及材质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能满足抗恶劣环境的要求，即抗风、防锈、耐腐蚀等
	2.2.2光伏组件支架应按设计要求安装在支架基础上，且与支架基础固定牢靠。
	2.2.3支架安装尺寸应严格遵守施工设计文件要求，保证安装完成面的平整度，安装孔位、孔径应与设计要求
	2.2.4紧固螺栓配套的平垫片、弹垫片须齐全，螺栓应紧固到位。
	2.2.5光伏支架安装过程中不应强行敲打，不应气割扩孔。
	2.2.6焊接时应有屋面保护措施，以避免焊渣烫坏屋面。
	2.2.7固定及手动可调支架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中的规定。
	2.3 光伏组件的安装要求
	2.3.1光伏组件的外观及各部件应完好无损方可进行安装。
	2.3.2安装光伏组件时，应轻拿轻放，防止刮伤和撞击组件表面玻璃或背板，避免破坏光伏组件边框防腐保护
	2.3.3不应踩踏光伏组件，以免造成组件损坏或人身伤害。
	2.3.4安装光伏组件应按照设计文件的型号、规格、数量、位置进行，光伏组件之间宜预留5〜30mm间隙
	2.3.5不应自行在光伏组件边框上钻孔、扩孔安装，固定光伏组件的螺栓扭紧力矩值应符合产品或设计文件的
	2.3.6对于螺栓紧固方式安装的光伏组件，组件与支架接触不相吻合时，应用防腐金属垫片垫至用手自然抬、
	2.3.7对于专用压块安装方式安装的光伏组件，组件与支架接触面不相吻合时，应调整檩条和压块，直至其吻
	2.3.8对于粘接方式安装的光伏组件，组件粘接部位与支架间应充满粘接物，粘接面积及粘接工艺应符合设计
	2.3.9光伏组件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规定。
	2.3.10光伏组件安装完毕后，应及时清理光伏组件表面上污渍、异物，避免组件电池被遮挡。
	2.4光伏连接器安装及电缆敷设要求
	2.4.1光伏连接器及直流光伏电缆外观完好，表面无破损，重要标识无模糊脱落现象。
	2.4.2光伏连接器应与直流光伏电缆匹配。
	2.4.3光伏连接器应按照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安装手册及专用安装工具安装。
	2.4.4光伏连接器不应放置于宜积水区域。
	2.4.5不应出现两种不同厂家光伏连接器连接使用的情况。
	2.4.6光伏连接器、电缆数量、组串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应符合设计要求。
	2.4.7同一光伏组件、同一光伏组串的正负极不应短接，光伏连接器未连接前应采用密封盖密封以防止异物或
	2.4.8组件布线施工时，施工人员应配备安全防护用品，不应触摸带电部位。
	2.4.9直流光伏电缆和光伏连接器应排列整齐、固定牢固，不应出现自然下垂现象，电缆与连接器连接处不应
	2.4.10光伏方阵间的连接线缆宜采用阻燃型PVC管进行保护，对室外、穿越楼板、屋面和墙面的电缆，其
	2.4.11电缆允许的最小弯曲半径应符合电缆绝缘及其构造特性要求，电缆敷设应符合现行GB 50168
	2.4.12明配管线宜沿墙脚敷设，管卡固定间距最大距离1.2m,明配管敷设偏差允许值应符合表3规定。
	2.4.13 电缆敷设应避开物品尖锐边缘，不同回路、不同电压的交流与直流电线不应敷设于同一保护管内，
	2.4.14光伏方阵的输入、输出端应有明显的极性标志和子方阵的标识。
	2.5逆变器的安装要求
	2.5.1逆变器应安装在清洁、通风、干燥、无直晒的地方, 安装场地环境温度宜为-25℃〜50℃, 大
	2.5.2不应将逆变器安装在高温发热、易燃易爆物品及腐蚀性化学物品附近。 
	2.5.3安装逆变器时应直立安装，不应平放、横放或倒放安装。 
	2.5.4安装位置应足够坚固且能长时间支撑逆变器的重量, 且确保不会晃动。
	2.5.5不应将逆变器安装在儿童可触摸到的地方。 
	2.5.6逆变器前方应留有足够间隙便于观察数据以及维修。
	2.5.7接线及安装应遵守逆变器产品手册要求，并确保逆变器的接地装置安装合理。
	2.6并网箱的安装要求
	2.6.1并网箱应安装在当地电网公司认可的安装位置且安装位置承重满足设计要求。
	2.6.2应按并网箱实际安装孔位置竖直牢固固定。
	2.6.3并网箱至并网点连接电缆如为铝电缆时应配铜铝转换接头，以免出现电腐蚀。
	2.6.4并网箱内增设电表及采集器应严格遵守当地电网公司要求。
	2.6.5所有电气安装应取得当地电网公司认可后方能由专业人员并网运行光伏发电系统。
	2.7接地系统的安装要求
	2.7.1光伏发电系统的接地系统的施工工艺及要求应符合现行GB 50169、SJ/T 11127的相
	2.7.2光伏发电系统的金属支架应与建筑物接地系统可靠连接或单独设置接地。
	2.7.3带金属边框的光伏组件应将其边框可靠接地，不带边框的光伏组件接地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2.7.4并网箱及逆变器等电气设备的接地应牢固可靠、导通良好，符合设计要求。
	2.8监控模块的安装要求
	2.8.1光伏电站远程数据采集器应安装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2.8.2数据采集器安装时应确认防呆接口方向正确，如有固定螺栓应旋紧，不应蛮力安装，以免造成损坏。
	2.8.3安装前应查看安装位置的通讯信号，不应在金属箱内或紧贴大面积金属安装。
	2.9其它电气设备安装要求
	2.9.1低压电力配套设备的安装应满足现行GB 50254、GB/T 16895.6、GB/T 16
	2.9.2配电变压器的安装应满足现行GB 50148的要求。 


	（三）系统及设备调试要求
	3.1光伏支架调试：手动检查组件安装位置及安装支架的固定强度，做好记录。
	3.2光伏组串调试：
	3.2.1检查直流各连接电缆，确保电缆无短路和破损。
	3.2.2检查各组串直流开路电压，开路电压是否在在设计值范围内。
	3.2.3 检查组串电压正负极连接是否正确。

	3.3逆变器调试
	3.3.1 检查工作状态指示灯、人机界面屏幕显示正常，界面操作是否正常；检查人机界面上各参数设置正确
	3.3.2 测量直流侧、交流测电压值和人机界面显示值之间偏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交流侧电压及频率是否在

	3.4 并网箱调试
	3.4.1并网箱内保护器件应满足电气安全及电力部门的要求。
	3.4.2 手动操作开关器件应正常分合，机构能运动灵活，无卡滞及操作力过大现象。
	3.4.3 各器件在电气额定参数范围内应正常工作，超出设计参数范围应能有效快速动作。

	3.5防雷接地调试
	3.5.1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光伏方阵的接地电阻，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做好记录。
	3.5.2光伏发电系统的接地电阻阻值应满足设计要求。

	3.6 监控模块调试
	3.6.1 监控模块通信良好并具有抗干扰能力，符合设计要求。
	3.6.2采集的数据应实时准确的反映逆变器的运行状态、数据和各种故障信息。


	（四）系统验收
	（五）系统交付
	5.1 施工单位应在光伏发电系统并网运行正常后与业主办理交付。
	5.2系统交付应包括符合设计要求的光伏发电系统、文件资料和备品备件。
	5.3 系统交付文件资料应包含以下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