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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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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 第 5 部分：运行和维护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运行和维护的有关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运维作业和应急

管理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验收合格并已投入正常使用，以0.4kV及以下交流额定电压等级并网型家庭户用光伏

发电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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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297   太阳光伏能源系统术语 

GB/T 6495.3 光伏器件 第3部分：地面用光伏器件的测量原理及标准光谱辐照度数据 

GB/T 6495.9 光伏器件 第9部分：太阳模拟器性能要求 

GB/T 9535   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设计鉴定和定型 

GB/T 12325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GB/T 12326  电质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T 14549  电能质量  公共电网谐波 

GB/T 15543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 

GB 16895.21低压电器装置  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 

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348-200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444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 

GB 50601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DL/T 44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 596-2005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GA 95       灭火器维修 

NB/T 32004-2013 光伏发电并网逆变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97、GB/T 6495.3及NB/T 32004-2013界定的以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

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NB/T 32004-2013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孤岛效应 islanding 

电压失压时，光伏系统保持对失压电网中的某一部分线路继续供电的状态。 

[NB/T 32004-20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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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防孤岛效应  anti-islanding 

一种禁止孤岛效应的功能。 

注：非计划性孤岛效应发生时，由于系统供电状态未知，将造成以下不利影响；可能危及电网线路维护人员和用户

的生命安全；干扰电网的正常合闸；电网不能控制孤岛中的电压和频率，从而损坏配电设备和用户设备。 

[NB/T 32004-2013，3.9] 

3.3  

电致发光测试 electro luminescent test 

利用晶体硅的电致发光原理，应用高分辨率的红外相机拍摄组件的近红外图像，获取并判定组件

缺陷的测试方法，简称EL测试。 

注：EL测试用于检测太阳电池组件的内部缺陷、隐裂、碎片、虚焊、断栅以及不同转换效率单片电池异常现象。 

3.4  

蝴蝶斑 butterfly spot 

组件钢化玻璃在无直接外力作用下发生自动炸裂后，玻璃碎片呈放射状分布，放射中心有二块形

似蝴蝶翅膀的玻璃块，这种现象俗称 “蝴蝶斑”。 

4 基本要求 

4.1 总则 

4.1.1 家庭户用光伏系统运行和维护工作可由安装单位负责，也可由业主委托光伏系统运行维护单位

或专业人员负责；其中光伏组件表面的清洁工作及常规检查可由业主按要求进行。 

4.1.2 电能计量装置应按DL/T 448的规定定期校准或检定，其他设备或仪器应满足国家法定计量要求。 

4.1.3 现场应按 GB 50444 要求设置灭火器，按 GA 95 的规定定期对其进行检测，检测报告应以书面或

电子文档的形式妥善保存。 

4.1.4 家庭户用光伏系统的电气安全要求以及相关运行维护人员的操作应符合电力管理部门的有关规

定。 

4.2 运行维护人员要求 

4.2.1 运行维护人员应具有光伏系统专业知识、电气知识、安全消防知识或经过专业单位培训合格。 

4.2.2 运行维护人员应了解常用监视和测量设备、防护工具，并能熟悉日常需用的设备、仪器的操作。 

4.2.3 运行维护人员应妥善保管家庭户用光伏系统的文档、标识、备品备件及防护工具。 

4.2.4 运行维护人员应对家庭户用光伏系统的运行监视、日常维护、故障记录、报告处理的工作负责。 

4.3 备品备件、安全防护器材和检测设备的管理 

4.3.1 备品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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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品备件应合格、适用且在有效使用年限内，具备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光伏支架组件压块或螺丝、

接线端子、组件线缆连接头、光伏专用直流断路器、交直流熔断器、密封硅胶及电工器材。 

4.3.2 安全防护器材 

安全防护器材应合格、适用且在有效使用年限内，具备但不限于以下器材：安全帽、绝缘手套、绝

缘鞋及灭火器。 

4.3.3 检测设备 

检测设备应检定或校准合格，具备但不限于以下设备或工具：验电笔、万用表、钳形电流表、红外

测温仪、热成像仪、绝缘电阻测试仪、接地电阻测试仪、耐压测试仪、I-V 曲线测试仪及 EL 测试仪。 

4.4 文档与标识要求 

4.4.1 技术文件 

技术文件应以书面或和电子文档的形式妥善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设备的寿命期，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 

a) 光伏系统全套竣工图纸，包括全部随机图纸资料 (包括组件安装图和零部件结构图)； 

b) 设备部件清单及所有设备的自身信息，包括产品序列号、厂家、型号、生产日期及设备编号； 

c) 关键设备说明书、安装手册、出厂检验记录和合格证； 

d) 设备安装调试、交接、检查、试验记录(含 EL 图像)； 

e) 光伏家庭户用光伏系统安全运行手册、操作手册、维护手册及监控系统操作说明，包括光伏组

件、光伏支架、逆变器、配电箱、并网箱、防雷接地设施维护作业指导书。 

f) 光伏家庭户用光伏系统运行维护管理文件。 

4.4.2 警告牌及标识 

警告牌及标识应放置在显眼位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危险警告牌、高空操作、防坠落标识； 

b) 接地保护端子标识； 

c) 消防标识。 

4.4.3 运行维护记录 

运行维护记录应以书面或电子文档的形式妥善保存，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同时可方便查询，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光伏组件方阵巡查及维护记录； 

b) 配电设备、逆变器、电能计量装置运行状态与运行参数记录； 

c) 消防设施定期检测记录和报告。 

4.4.4 故障抢修记录内容 

家庭户用光伏系统发生故障时，运行维护人员应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发现并针对现场故障进行处理，

有明确的记录，故障记录应以书面或电子文档的形式妥善保存。故障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发生故障的设备或部件； 

b) 故障发生时间； 

c) 故障现象表征，如持续或间歇、故障发生的范围、发生故障的设备本身现象和外延设备的现象； 

d) 故障排除后的设备运行参数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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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故障记录人。 

5 运行维护作业 

5.1 启动与停止操作 

运行人员在启动与停止操作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按启动与停止操作说明书及流程操作； 

b) 正常使用的家庭户用光伏系统由于以下原因应切断电源： 

 自然灾害发生已经或预计对家庭户用光伏系统有影响； 

 修整基础设施或调整支架方位； 

 更换部件； 

 收到电力管理部门通知。 

c) 启动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前，应检查各部位无异常后按启动与停止操作说明书及流程操作。 

5.2 监视检查 

5.2.1 检查时机 

5.2.1.1 家庭户用光伏系统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常规检查，每年进行一次专业检查，遇恶劣天气或自

然灾害对发电系统可能造成一定影响时，应进行特殊检查。 

5.2.1.2 家庭户用光伏系统各组成设备或部件有维护周期要求时，按要求执行。 

5.2.1.3 电力系统有相关规定时，按照电力系统的相关规定执行。 

5.2.1.4 当地电力管理部门有通知时，按通知执行。 

5.2.2 检查内容 

家庭户用光伏系统运行监控表见附表 A。 

5.3 常规检查及处置 

5.3.1 系统环境监控 

运行维护人员巡视系统周围环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光伏组件方阵的采光方向上应无阻挡物，四周无倾倒物隐患，否则应通知使用单位清除； 

b) 光伏组件及配电设施周围应通风、散热良好，无易燃物堆放，否则应通知使用单位进行处置。 

5.3.2 光伏组件外观检查及处置 

运行维护人员目视光伏组件外观，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光伏组件表面玻璃应无破碎现象；如破碎，通知专业人员更换组件，同时注意仔细观察玻璃破

碎状况，若存在“蝴蝶斑”现象，属于玻璃自爆，应做好记录； 

b) 光伏组件背板无灼焦现象，否则通知专业人员应立即更换组件，同时仔细观察组件周围是否存

在遮挡，如存在遮挡应及时处理； 

c) 光伏组件背板应无划伤现象，否则通知专业人员及时处理，可用密封硅胶涂抹密封； 

d) 光伏组件接线盒应无变形、开裂或烧毁现象，否则通知专业人员更换符合设计要求的接线盒； 

e) 连接线应无脱落、损坏现象，否则通知专业人员更换符合设计要求的连接线和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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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光伏支架结构检查及处置 

运行维护人员目视及工具检查光伏支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光伏支架结构的受力构件、连接结构件不应存在变形、错位和焊缝开裂现象，否则应及时采用

整形或更换处理方式，做到牢固可靠，达到设计和说明书要求；  

b) 金属材料的防腐涂层不应出现开裂、剥落、锈蚀现象，否则应及时做防锈处理； 

c) 用于固定光伏组件的紧固螺钉或压块不应松动，否则应采用整形或紧固处理方式，做到牢固可

靠，符合说明书的要求； 

d) 光伏支架结构的方位角及倾角不应发生严重变化，如影响发电量时，应调整方位角及倾角，使

其符合设计要求。 

5.3.4 系统连接线检查 

运行维护人员目视系统连接线，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光伏方阵的布线绑扎应牢固，无断线及磨损现象，否则用备用材料绑扎； 

b) 光伏方阵的输出端的极性标志和子方阵的编号标志应清晰、无脱落现象，否则及时进行标注； 

c) 光伏支架结构与接地线应连接良好，否则应更换接地线或处理接地点。 

5.3.5 保护及显示装置的运行检查 

保护及显示装置存在以下现象，应及时更换处理，或找专业厂家维修： 

a) 指示灯与仪表显示不正常； 

b) 转换开关和按钮动作失灵； 

c) 触点存在烧黑、烧熔痕迹； 

d) 监控及数据传输系统操作键接触不良，显示数字失控或不清晰； 

e) 设备告警与监控不相符。 

5.4 专业检查及处置 

5.4.1 光伏组件电性能监控 

运行维护人员目视检查后，使用电压表、电流表、I-V曲线测试仪、EL测试仪、绝缘电阻测试仪检

查光伏组件电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如不符合要求联系厂家处置： 

a) 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参数值应符合产品说明书和质量保证要求。 

b) 在规定测试条件下，输出功率符合质量保证要求。测试条件如下： 

 按照 GB/T6495.9，在测试周期内的辐照不稳定度不应大于±2%； 

 被测方阵表面应清洁。 

c) 光伏组件电致发光测试图像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 

d) 光伏组件内部存在与组件边缘形成连通通道的气泡或者背板存在鼓包现象，对该组件进行电性

能及绝缘耐压测试，应符合 GB/T 9535 或产品说明书。 

5.4.2 光伏方阵安全检查及处置 

运行维护人员使用绝缘电阻测试仪、接地电阻测试仪检查光伏方阵，应符合以下要求，如不符合要

求，联系专业人员查明原因：  

a) 方阵输出端导体部分与支撑结构间的绝缘电阻应符合 GB/T 9535 的要求； 

b) 防雷接地符合 GB 50057-2010 中 8.2.1 中第 8 条款的要求“不宜大于 10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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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护接地电阻符合 GB 50348—2004 第 3.9.3 条“不大于 4Ω”的要求，等电位连接带与连接

范围内的金属体末端之间的直流过渡电阻值符合 GB 50601 第 11.2.4 中“不应大于 3Ω”的要

求； 

d) 光伏组件背面的光伏电缆松动，应及时处理，绑扎牢固，防止过紧，应预留热胀冷缩余地。 

5.4.3 光伏配电设备的测试及处置 

专业人员对光伏电站用的关键设备应按期进行性能检测或检查，出现问题及时处置： 

a) 对逆变器、配电箱、并网箱进行感官检查，发现以下异常时，应用验电笔、万用表、接地电阻

测试仪等一起进行检修维护： 

 设备结构存在锈蚀、漏水、积灰、异味现象，应清扫处理内部污物，采取防锈、防水措施；  

 接线端子出现松动、锈蚀、烧黑、烧熔现象，应更换内部端子，并尽快排查内部线路及结

构保持散热环境符合设备说明书要求； 

 设备上的警示标识破损、电路图破损，应及时标识，便于应急维护。 

b) 交直流电缆的预防性试验应按照 DL/T 596-2005 中 11.1.7 的规定，用 1000V或 2500V 兆欧表

测量导体对地绝缘电阻，如外部绝缘损坏、老化，不符合规定或，应统一更换线缆； 

c) 配电设备的保护接地、外壳防护、电气隔离、故障保护等保护措施符合 GB 16895.21 和说明书

要求，否则应及时更换。 

5.5 特殊检查及处置 

除常规检查、专业检查项目外，特殊检查还应包括光伏方阵位置监控、防雷接地电阻检测、光伏组

件电致发光测试的内容。 

5.5.1 光伏方阵位置监控 

恶劣天气或自然灾害后，除常规检查外，还应检查支架结构的方位角及倾角，根据危害程度对各部

件进行全面检查。 

5.5.2 防雷接地电阻检测 

每年雷雨季前，运行维护人员应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对光伏系统的防雷接地电阻进行检测，检测报

告应以书面或电子文档的形式妥善保存。 

5.5.3 光伏组件电致发光测试 

当组件被非人为预先设计移动时，运行维护人员经常规检查后认为需要时，应使用 EL 测试仪对光

伏组件进行检测，图像应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 

6 应急管理 

6.1 光伏方阵基础设施的应急管理 

6.1.1 对于屋顶安装方式的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发现屋顶防水层出现破损时，应及时进行修补，

同时保证支架不被破坏，组件绝缘符合 GB 50601 的相关规定。 

6.1.2 对于墙壁安装方式的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发现墙面破损，应及时进行修补，检查支架强度。 

6.1.3 对于架空安装方式的家庭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发现支撑立柱存在支撑缺陷时，应及时加固。  

6.2 光伏方阵的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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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单块光伏组件外观良好但输出功率低的应急管理 

用万用表测量组件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需要时再用红外测温仪测量组件的表面温度或用EL测试

仪测量组件EL图像，出现以下现象时： 

a) 若电压低于正常输出电压的 n 分之一时（n 为接线盒二极管个数），应更换接线盒或二极管； 

b) 若电流明显低于正常输出电流时，应检查线路接触是否良好，如接触良好更换组件。 

6.2.2 光伏方阵无输出或发电效率低的应急管理 

用电压表测量方阵开路电压，出现以下现象时： 

a) 若电压无输出，说明连接线路存在短路或断路现象，应仔细检查线路，排除故障； 

b) 若电压低于正常输出的 m 分之一时（m 为组件串联数），说明某块组件出现问题，应按照 5.3.2、

5.4.1、6.2.1 逐一排查。 

6.2.3 火灾的应急管理处置 

发生火灾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启动应急预案。 

6.3 光伏配电设备的应急管理 

6.3.1 并网箱、交直流配电设备运行状态异常的应急处置 

并网箱、监控设备运行状态出现电气故障，应采取以下应急措施： 

a） 设备内的熔断器存在损坏情况，应联系专业人员立即更换； 

b） 排气扇停止转动或不顺畅，应联系专业人员立即更换；  

c） 指示灯与仪表显示不正常或设备内保护器失效，应联系专业人员立即更换；  

注：发生此类现象后，应在雷雨天气后再次检查，确保保护器正常。 

d） 智能型设备若不能监控工作状态、实现远程通讯，应通知厂家或专业人员维修。 

6.3.2 逆变器异常的应急管理 

逆变器属于关键部件，发现有较大振动或异常噪声、闻到异味,应立即停运，做好记录，采取以下

措施： 

a) 找专业厂家维修或更换，更换的逆变器经验证应符合设计要求，包括以下内容： 

 逆变器通过防孤岛效应测试，测试方法参考 NB/T 32004-2013 的有关规定进行； 

 逆变器的输出应使接入并网点的电能质量符合 GB/T 12325、GB/T 12326、GB/T 14549 和

GB/T 15543 的要求； 

 逆变器并入电网时，应具有防孤岛效应保护功能；若逆变器并入的电网供电中断，逆变器

应在 NB/T 32004-2013 中 7.7.1 规定的时间内停止向电网供电，同时发出警示信号。 

b) 逆变器中的散热风扇运行时如有较大振动及异常噪音，应立即断电检查。 

6.3.3 交直流线缆断线的应急处理 

发生交直流线缆断线，应立即停运；排除导致断线原因后，用符合设计要求的合格线缆更换，检查

无误后，启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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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监控表 

家庭户用光伏系统安全运行监控表如表A.1所示： 

 表 A.1  家庭户用光伏系统安全运行监控表 

 

 

 

  

内容 常规检查 专业检查 特殊检查 

系统环境监控 5.3.1.  5.2.1 

光伏组件外观检查 5.3.2 5.3.1 5.2.2 

光伏支架结构检查 5.3.3  5.2.3 

系统连接线检查 5.3.4 5.3.2 5.3.2 

保护及显示装置的运行检查 5.3.5 5.3.5 5.3.5 

光伏组件电性能检查  5.4.1 5.4.1 

光伏组件的安全检查  5.4.2 5.4.2 

光伏配电设备的测试  5.4.3 5.4.3 

光伏方阵位置监控   5.5.1 

防雷接地电阻检测   5.5.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