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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方阵 设计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光伏方阵的设计要求，包括直流方阵配线、电气防护装置、开关及接地的要求。本标

准包括光伏方阵中除储能设备、功率转换设备和负载之外的所有部分。只有在涉及直流安全问题时才涉

及与电力转换设备有关的规定。用于连接到光伏组件的小型直流控制装置的相互连接也包括在内。

本标准的目的是解决由于光伏系统的特定特性而产生的设计安全要求。除了传统交流电源系统产生

的危害之外，直流系统，特别是光伏方阵，还会带来一些其他危害，包括产生并维持一个电流不高于正

常工作电流的电弧。

本标准在并网系统中的安全性要求应符合IEC 62109-1和IEC 62109-2中对与光伏方阵相连接的逆变

器的要求。

安装要求需要符合IEC 60364系列标准（条款4）。

本标准不包括STC条件下功率不超过100W、直流开路电压不超过35V的光伏方阵。

本标准不包括连接到中、高压电网的并网光伏系统。对于大型地面光伏电站的差异和附加要求将会

在IEC TS 62738中给出。

更多专业安装可能需要附加要求，例如聚光伏系统、追踪系统或建筑一体化光伏系统。

目前的国际标准还包括光伏阵列直接与电池连接时的额外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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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 60228 绝缘电缆的导体

IEC 60269-6 低压熔断器 第6部分:太阳能光伏能源系统的保护用熔解体的增补要求

IEC 60287（所有部分） 电缆额定电流的计算

IEC 60364-1 低压电气装置 第1部分:基本原则、一般特性评价和定义

IEC 60364-4（所有部分） 低压电气装置 第4部分:安全防护

IEC 60364-4-41 低压电器装置 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触电防护

IEC 60364-5（所有部分）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IEC 60364-5-52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2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布线系统

IEC 60364-5-54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4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接地安排和保护导体

IEC 60364-6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6部分 检验

IEC 60445:2010 人机接口标志和识别的基本原则与安全性原则 设备终端和导体终端和导体的识

别

IEC 60529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IEC 60898-2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IEC 60947（所有部分）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IEC 60947-1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

IEC 60947-2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2部分: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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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947-3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3部分:开关、隔离器、开关-隔离器及熔断器组合电器

IEC 61215（所有部分） 地面用光伏组件 设计鉴定和定型

IEC 61557-2 交流1000V和直流1500V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检测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

备 第2部分:绝缘电阻

IEC 61557-8 交流1000V和直流1500V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检测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

备 第8部分:IT系统用绝缘监测装置

IEC 61643-21 低压电涌保护装置 第21部分:连接到通讯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装置 性能要求和

试验方法

IEC 61643-22 低压浪涌保护装置 第22部分:接到通信和信号网络的浪涌保护装置 选择和应用原

则

IEC 61730-1 光伏组件安全要求 第1部分:结构要求

IEC 61730-2 光伏组件安全要求 第2部分:试验要求

IEC 62109-1:2010 光伏电力系统用电源转换器的安全性 第1部分:一般要求

IEC 62109-2 光伏电力系统用电源转换器的安全性 第1部分:逆变器的特殊要求

IEC 62305-2 雷电防护 第2部分:风险管理

IEC 62305-3 雷电防护 第3部分:对建筑物的物理损伤和寿命危害

IEC 62446-1 光伏系统 试验、文件和维护要求 第1部分:并网系统 文件、试运行试验和检查

IEC 62852 光伏系统用直流连接器的安全和测试

IEC 62930 光伏系统用电缆

EN 50539-11 低电压浪涌保护装置 用于包括直流在内的特定应用的浪涌保护装置 第11部分:光伏

应用中浪涌保护装置(SPDs)的要求和试验

3 术语、定义、符号和缩写词

3.1 术语、定义和符号

下列属于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ISO和IEC在以下地址维护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

• IEC Electropedia: available at http://www.electropedia.org/

• ISO Online browsing platform: available at http://www.iso.org/obp

3.1.1

隔离二极管 blocking diode

与光伏组件、光伏构件、光伏子方阵和光伏方阵串联的二极管，用于阻止反向电流流过这些设备。

3.1.2

等电位连接导体 bonding conductor

用于功能等电位或保护等电位连接的导体。

3.1.3

旁路二极管 bypass di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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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个或多个电池片相连，且电流流向相同的二极管，用于防止在电池片出现遮挡或损坏的情况下，

组件中的其他电池片的反向电压产生的电流流入该电池片而出现热斑效应或烧坏电池片。。

3.1.4

电缆 cable

一个或多个导线和/或光纤线缆的组合体，具有保护外层和填充物的绝缘和保护的材料。

3.1.5

控制器 charge controller

用在蓄电池和光伏方阵之间，调节蓄电池充电状态的装置。

3.1.6

封闭的电气操作区域 closed electrical operating area

电气设备所在的房间或区域，通过锁住的房门或封锁的屏障隔离，具有明显适当的警示标识，只允

许被授权人员使用钥匙或工具进入。

3.1.7

专业人员 competent person

通过培训、资质认证，具备相关经验或综合上述内容，经验和技能符合相应工作要求的人员。

3.1.8

直流控制装置 DC conditioning units（DCU）

连接到单独的光伏组件或一组光伏组件的一种装置，能够调节方阵直流输出。

3.1.9

判定电压等级 decisive voltage classification（DVC）

在预期的最坏额定工作条件下，光伏方阵的任意两个带电部件之间或带电部件和大地之间持续存在

的最高电压。

注：决定电压等级限制见附录E.1。

3.1.10

隔离器 disconnector

在断开状态下符合规定的隔离距离的机械开关装置。

注：如分断或接通的电流可忽略，或隔离器的每一极的接线端子两端的电压无明显变化时，隔离器能够断开和闭

合电路。隔离器能承载正常电路条件下的电流，也能在一定时间内承载非正常电路条件下的电流（短路电流）。

3.1.11

双重绝缘 double insulation

包括基本绝缘和附加绝缘的绝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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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外部导电部件 extraneous conductive part

非电气装置的组成部分，容易引入电位的可导电部件，该电位通常为局部对地电位。

3.1.13

功能接地光伏方阵 functionally earthed PV array

出于安全之外的目的，将某一极导体接地的光伏方阵。

注1：该系统不被视为接地方阵。

注2：通过电阻将某一跟导线接地，或者出于功能或性能原因而将方阵仅临时接地。

注3：与非功能接地方阵连接的逆变器，其用于检测方阵接地阻抗的测试网络不被视为功能接地。

3.1.14

独立手动操作 independent manual operation

机械开关装置的独立手动操作 independent manual operation of a mechanical switching device

用于存储能量操作的开关动作，能量产生于手动力量，并且存储和释放能量是一个连续的操作（例

如：弹簧式脱开装置），操作的速度和力度和操作人员动作无关。

3.1.15

辐照度 irradiance，G

单位面积的电磁辐射太阳能。

注：单位是W/m2。

3.1.16

IMOD_MAX_OCPR

IEC 61730-2中规定的光伏组件最大过电流保护等级。

注：通常组件制造商规定为“最大串联熔断器等级”

3.1.17

In

标称额定电流。

3.1.18

ISC ARRAY

在标准测试条件（STC）下，光伏方阵的短路电流，其值等于：

ISC ARRAY=ISC MOD×NS

其中，NS为光伏方阵中并联的光伏组串的总数量。

3.1.19

ISC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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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测试条件（STC）下，光伏组件或光伏组串的短路电流，由制造商在产品规格书中给出。

注：由于光伏组串是由一组光伏组件串联而成，组串的短路电流等于 ISC MOD。

3.1.20

ISC S-ARRAY

在标准测试条件（STC）下，光伏子方阵的短路电流，其值等于：

ISC S-ARRAY=ISC MOD×NSA

其中，NSA为光伏子方阵中并联的光伏组串的总数量。

3.1.21

隔离型功率转换设备 separated PCE

在交流输出电路和光伏电路之间至少具有简单隔离的功率转换设备。

注：隔离可以是功率转换设备的一部分，也可以由外部的变压器提供至少简单隔离。

3.1.22

接线盒 junction box

封闭或保护电气连接电路的外壳。

3.1.23

带电部件 live part

正常使用时通电的导体或导电部件，包括中性导体，但不是常规的PEN导体、PEM导体或PEL导体。

3.1.24

低电压 low voltage

超过判定电压等级A（DVC-A），但不超过交流1000V或直流1500V的电压。

3.1.25

主接地端子 main earthing terminal

用于连接主要保护接地导体、连接导体和功能接地导体（如有）的端子或排。

3.1.26

最大功率点跟踪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MPPT）

一种控制策略，可以使光伏方阵总是工作在其电压电流特性曲线上一点或附近，该点的电压电流可

以在特定工作条件下产生最大的功率输出。

3.1.27

非隔离型功率转换设备 non-separated PCE

在交流输出电路和光伏电路之间没有至少简单隔离的功率转换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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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8

PEL 导体 PEL conductor

兼具保护接地导体和线路导体功能的导体。

3.1.29

PEM 导体 PEM conductor

兼具保护接地导体和中间导体功能的导体。

3.1.30

PEN 导体 PEN conductor

兼具保护接地导体和中性导体功能的导体。

3.1.31

功率转换装置 power conversion equipment（PCE）

将光伏方阵产生的电能转换成适当频率和/或电压值，并输送给负载或蓄电池或电网的系统。

注：见图 2-图 4。

3.1.32

保护接地 protective earthing

出于安全目的而将设备或系统的一点接地。

3.1.33

光伏方阵 PV array

光伏组件、光伏组串或光伏子方阵的电气连接的集合。

注1：本标准中，光伏方阵包括在逆变器、其他功率转换装置或直流负载的直流输入终端之前的所有组成部分。

注2：光伏方阵不包括基础、跟踪装置、热控装置以及其他类似的部分。

注3：光伏方阵可以是由一个单独的光伏组件、一个单独的光伏组串、多个并联的光伏组串或多个并联的光伏子方

阵以及相关电子元件组成（见图2至图4）。在本标准中，光伏方阵的边界为光伏方阵隔离装置的输出端。

3.1.34

光伏方阵主电缆 PV array main cable

承载光伏方阵全部输出电流的方阵输出电缆。

3.1.35

光伏电池 PV cell

具有光生伏特效应（即：通过非热效应的转换将辐射能转换为电能）的最基本元件。

注1：常用术语为“太阳能光伏电池”或“光伏电池”，通俗地称为“太阳电池”。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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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方阵汇流箱 PV array combiner box

连接光伏子方阵的接线箱，可能含有过电流保护装置和/或隔离开关装置。

3.1.37

光伏方阵最大电压 PV array maximum voltage

环境温度最恶劣条件下修正的的UOC ARRAY。

注：见7.2。

3.1.38

光伏组件 PV module

具有完整的、环境保护措施的互联光伏电池的组合。

3.1.39

光伏组串 PV string

一个或多个光伏组件串联组成的电路。

3.1.40

光伏组串电缆 PV string cable

光伏组串中连接组件，或连接组串到汇流箱、逆变器或其他直流负载的电缆。

3.1.41

光伏组串汇流箱 PV string combiner box

连接光伏组串的接线箱，可能含有过电流保护装置和/或隔离开关装置。

注1：见图4。

注2：光伏组串汇流箱仅与划分为子方阵的光伏方阵相关。

3.1.42

光伏子方阵 PV sub-array

并联的光伏组串形成的光伏方阵的电气子集。

3.1.43

光伏子方阵电缆 PV sub-array cable

承载全部输出电流的光伏子方阵输出电缆。

注1：光伏子方阵电缆仅与划分为子方阵的光伏方阵相关。

3.1.44

易于获取 readily available

能够方便的进行检查、维护或维修，而不需要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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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5

加强绝缘 reinforced insulation

危险带电部件的绝缘，可以提供等同于双重绝缘效果的电气绝缘防护。

注1：加强绝缘可以由多层无法单独测试的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组成。

3.1.46

NS

光伏方阵中并联的光伏组串的总数量。

3.1.47

防护罩 shield

电缆防护罩 shield of a cable

电缆周围的接地金属层，用于限制电缆内部的电场和/或保护电缆不受外部电气影响。

注：金属保护层、铠装层和同轴接地导线经常作为防护罩使用。

3.1.48

简单隔离 simple separation

在电路之间或电路和地之间具备基本绝缘的隔离。

同时可触及部件 simultaneously accessible parts

可以被人或者动物同时触碰到的导体或导电部件。

注1：同时可触及部件可以是：带电部件、暴露的带电部分、外部的带电部件、保护导体或接地极。

3.1.49

标准测试条件 standard test conditions（STC）

在光伏器件测试期间，组件平面的参考标准辐照度为（Gl,ref=1000W·m-2），光伏电池结温为（25℃），

以及大气质量为（AM=1.5）。

3.1.50

附加绝缘 supplementary insulation

附加在基本绝缘上的一种独立绝缘，用于故障保护。

3.1.51

隔离开关 switch-disconnector

在正常电路条件下及规定的过载条件下，能够接通、承载和阻断电流的机械开关装置，同时也能够

在规定的时间内，承载规定的非正常电路条件的电流，例如短路条件。

注1：隔离开关符合隔离器的要求。

注2：隔离开关提供负载断开功能。在本标准中，这些开关会用警示标志识别，为了便于公众理解通常使用“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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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2

UOC ARRAY

在标准测试条件（STC）下光伏方阵的开路电压，其值等于：

UOC ARRAY=UOC MOD×M

其中，M为光伏方阵中任一光伏组串中串联的光伏组件的数量。

注1：本标准假定光伏方阵中的所有光伏组串为并联关系，因此光伏方阵与光伏组串的开路电压均等于UOC ARRAY。

3.1.53

UOC MOD

在标准测试条件（STC）下，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由制造商在产品规格书中给出。

3.2 缩写

DVC-A IEC 62109-1中定义的判定电压等级A，见附录E。

DVC-B IEC 62109-1中定义的判定电压等级B。

DVC-C IEC 62109-1中定义的判定电压等级C。

4 符合 IEC 60364（所有部分）

光伏系统的设计、安装和检验应符合以下要求：

 IEC 60364-1

 IEC 60364-4（所有部分）

 IEC 60364-5（所有部分）

 IEC 60364-6

5 光伏方阵系统结构

5.1 总则

5.1.1 光伏方阵的功能结构

光伏方阵是用做提供适当电流的电源。

图1是光伏发电系统的基本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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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光伏电源系统一般功能结构

应用电路通常有以下三种形式：

 光伏方阵直接与直流负载连接；

 光伏方阵通过具有至少简单隔离的转换装置连接到交流系统；

 光伏方阵通过转换装置连接到交流系统，但不具备简单隔离。

5.1.2 光伏系统结构

光伏方阵的对地关系取决于光伏方阵是否采用了功能接地、功能接地的阻抗及应用电路（例如逆变

器或其他设备）的接地状态。以上情况及接地的位置均会影响光伏方阵的安全性（参考附录B）。

应根据光伏方阵所连接的光伏组件和功率转换装置制造商的要求确定系统的最佳接地方案。

光伏方阵的任何一极的保护接地都是不允许的。只有当光伏方阵直流电路和交流输出电路之间通过

功率转换装置内部或外部隔离变压器进行简单隔离时，才允许光伏方阵的一极导体进行功能接地。

在没有简单隔离的系统中，光伏方阵的一极导体允许通过功率转换装置内部的固定连接经由中性导

体进行接地。

5.1.3 方阵电气图

图2到图4分别给出了单个光伏组串、多个并联光伏组串及多个子方阵的基本电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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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在需要的地方安装过电流保护装置（见 6.5）。

注 2：光伏方阵隔离器/隔离开关的需求参考 7.3.6 和 7.4.1。

注 3：在某些情况下过电流保护装置和隔离开关可能位于功率转换装置的内部。

图2 光伏方阵电气图—单个光伏组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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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在需要的地方安装过电流保护装置（见 6.5）。

注 2：光伏方阵隔离器/隔离开关的需求参考 7.3.6 和 7.4.1。

注 3：在有些系统中，光伏方阵主电缆可能并不存在，在汇流箱紧靠或集成于功率转换装置的情况下，所有的光伏

组串或子方阵连接到汇流箱就终止了。

图3 光伏方阵电气图—多个并联光伏组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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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在需要的地方安装过电流保护装置（见 6.5）。

注 2：光伏方阵隔离器/隔离开关的需求参考 7.3.6 和 7.4.1。

注 3：在有些系统中，光伏方阵主电缆可能并不存在，在汇流箱紧靠或集成于功率转换装置的情况下，所有的光伏

组串或子方阵连接到汇流箱就终止了。

图4 光伏方阵电气图—包含子方阵的光伏方阵中的多个并联光伏组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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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采用多路直流输入MPPT的功率转换装置的光伏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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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采用内部连接到直流公共母排的多路直流输入功率转换装置的光伏方阵

5.1.4 多路直流输入 PCE 的使用

5.1.4.1 一般要求

光伏方阵通常和具有多路直流输入的PCEs连接（参考图5和图6）。如果使用多路直流输入，光伏方

阵各部分的过电流保护和电缆选型应严格按照PCE输入电路的反馈电流（也就是从PCE流入方阵的电流）

限值来确定。

5.1.4.2 具有多个独立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输入的 P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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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功率转换装置具有多个独立最大功率跟踪输入时，按照IEC 62109-1和IEC 62109-2的规定，与这

些输入端口相连的光伏方阵的过电流保护应考虑所有可能的反馈电流。

在本标准中，与每个独立MPPT输入端口连接的光伏部分（如图5）都视为一个独立的光伏方阵，每

一个光伏方阵都应通过隔离开关与PCE隔离。多个并联隔离开关应满足7.4.1的规定，且按照10.5.2的要

求提供警示标识。

5.1.4.3 具有多路输入且在功率转换装置内部连接在一起的 PCEs

在本标准中，当PCE的多个输入电路在其内部并联到公共直流母排时，与每一个输入电路相连的光

伏部分（如图6）视为一个子方阵，所有这些子方阵的组合视为一个完整的光伏方阵。每个光伏方阵或

子方阵都应通过隔离开关与逆变器隔离。多个并联隔离开关应满足7.4.1的规定，且按照10.5.2的要求

提供警示标识。

5.1.5 带直流功率优化器（DCU）的光伏组串

5.1.5.1 一般要求

在某些方阵设计中，直流功率优化器可能连接到单个或一小组光伏组件，对光伏输出进行直流调节

或在某些限定条件下自动关闭输出。图7为此类型的配置示例。

直流功率优化器应满足IEC 62109-1的要求。

注：未来IEC 62109可能会有直流优化器部分。

5.1.5.2 下游电路的额定电压和电流

当直流功率优化器与光伏组件连接时：

 下游电路的额定电流应为DCU的最大输出电流（IDCU-max）或1.25×ISC_MOD两者之间的大值。

 下游电路的额定电压应为DCU的最大输出电压与DCU串联数量的乘积或光伏方阵最大电压（不包

括DCU）两者之间的大值。

 一个例外的适用情况是，一个认可实验室可以提供书面证明，对于DCU和逆变器或控制器的组

合所有可能出现的操作性故障和单一故障，系统（DCU和逆变器或控制器的组合）会将母排电

压（母排电压指的是逆变器输入电压）限制到UBUS-MAX，此时系统的额定电压应为逆变器最大额

定输入电压或UBUS-MAX，两者取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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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光伏方阵隔离开关的要求参考7.3.6和7.4.1

注2：在需要的地方安装国电就保护装置（见6.5）

图 7 带直流功率优化器的光伏组串结构

5.1.6 串并联结构

光伏方阵的设计应避免方阵内部的环路电流，并联的光伏组串的开路电压应在5%的偏差范围内。

注：如果并联组串的电压不同，会产生环路电流，当方阵直流隔离开关处于开启状态时，仍然会有

环路电流流过，当串联电路损坏时，会产生危险。

光伏方阵中并联的所有光伏组串应具有与制造商推荐的组件/组串特性兼容的性质。光伏方阵内所

有并联的光伏组串应具有相似的额定电气特性，包括STC条件下的开路电压和最大功率点电压以及温度

系数。

在获得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或当地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批准的条件下，允许存在一定偏差。

这个设计问题需要项目设计人员考虑，特别是在替换组件及调整已有系统时。

同一组串中的组件都应处于相同的方位，方位角和倾斜角应在±5°的偏差范围内。

当一个光伏组件（或一小组光伏组件）连接到独立的MPPT装置，并且这些装置的输出连接到同一逆

变器或其他功率转换装置时，按照制造商推荐的设计参数，这些光伏组件（一个或一组）的总设计可以

是不同的朝向。

注：直流功率优化器（DCU）含有MPPT装置，按照5.1.6的要求，组件的朝向可以不一致。

5.1.7 系统中的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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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系统中的蓄电池是作为潜在的大故障电流的源头，应该安装故障电流保护装置。故障电流保护

装置的位置和电池系统有关，通常会位于电池和控制器之间，并且靠近电池。如果光伏方阵主线缆的额

定耐受电流和电池过电流保护装置的电流相同，那么故障电流保护装置也可用于保护光伏方阵主线缆。

电池过电流保护应安装在所有非接地导体。

5.1.8 光伏方阵可预见故障

在任何装置中，都应考虑到故障电流的产生源头。

由于蓄电池自身的特性，包含电池的系统可能存在很高的潜在故障电流（见5.1.7）。

在不含蓄电池的光伏系统中，光伏电池（以及光伏方阵）就像低阻抗故障的电流源。因此，即使在

短路条件下。故障电流可能并不比正常满载电流大很多，

故障电流取决于组串的数量、故障位置以及辐照度。这就导致光伏方阵的电路电流检测很困难。在

光伏方阵中，故障电流可能在不启动过电流保护装置的情况下产生电弧。

对于基于光伏方阵特性进行的光伏方阵设计来说，其意义在于，与传统电气安装相比，尽量减小光

伏方阵的线间故障、接地故障以及意外的电线断开的可能性。

注：在传统电力装置中，发生故障时，系统内部最大故障电流一般可以熔断熔断器、启动断路器或其他保护系统。

参考6.5过电流保护装置要求和6.4绝缘故障保护要求。

5.1.9 工作温度

安装不应导致任何部件超过最大额定工作温度。

光伏组件的额定值在标准测试条件（25℃）下得到。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电池的温度会明显高于环境温度。在1000W/m
2
的太阳辐照和充足散热的情况下，

晶硅光伏组件的电池温度通常比环境温度高25℃。当辐照高于1000W/m
2
且散热不充分时，温差将会更大。

依据光伏组件的工作特性，给出以下光伏方阵的主要设计要求。

a) 对光伏技术来说，转换效率会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因此光伏方阵的充分散热应当作为一个设

计目标，以确保组件和相关部件的最佳性能。

b) 所有可能会直接接触或靠近光伏方阵的部件和设备（导体、逆变器、连接器等）应能够承受光

伏方阵预期的最高工作温度。

c) 在低温条件下，对于晶硅技术的电池，电压会上升（见7.2）。

注：对于晶硅太阳能电池，工作温度每升高一度，最大功率下降0.4%~0.5%。

5.1.10 性能问题

光伏方阵的性能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

 遮挡或局部遮挡；

 温度上升；

 线缆压降；

 灰尘、泥土、鸟粪、雪、工业污染等带来的光伏方阵表面的污渍；

 方位；

 组件失配；

 光伏组件衰减。

光伏方阵选址时应注意这些问题。附近的树木或建筑可能在白天的某个时候在光伏方阵上形成阴

影。

减少阴影对实用性来说非常重要。设计应通过适当的工程分析来优化组件阴影遮挡的影响。应咨询

组件制造商以确定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阴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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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组件技术来说，温度上升导致的性能衰减问题及良好散热的需求是很重要的。应保证组件

的温度尽可能的低。

在设计过程中，阵列中电缆的尺寸和从阵列到应用电路的电缆连接会影响到负载下的电缆的压降。

这在低输出电压和高输出电流的系统中尤其重要。灰尘、泥土、鸟粪、雪等带来的光伏组件表面的

污渍会明显降低方阵的输出。在严重污染的地方，应该定期对这些组件进行清洗。适用时，应按照

组件制造商规定清洗说明进行。

5.2 机械设计

5.2.1 一般要求

支承结构和组件安装排布应遵从适当的建筑规范和标准以及组件制造商的安装要求。

IEC TS 62738中将给出大型地面光伏电站的不同要求。

5.2.2 温度影响

光伏组件的安装排布应考虑到组件在预期工作温度下最大的膨胀/收缩效应。其他适用的金属部件

也应考虑到这个问题，包括安装支架、导管、电缆槽等。

当多个部件机械连接时，连接结构应充分考虑温度影响的膨胀/收缩，尤其是等电位连接的部件。

5.2.3 光伏结构的机械载荷

5.2.3.1 一般要求

光伏方阵的支撑结构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规范中对于载荷特性的要求。应特别注意在光伏

方阵上的风、雪和地震载荷。

应考虑现场的排水情况，在一些冰冻地区，还应考虑土壤的冰冻特性。

5.2.3.2 风

光伏组件、组件安装支架以及支架与建筑物或地面的固定装置应能承受当地预期的最大风速的影

响。

在评估这部分时，应采用现场观测到（或已知）的风速，因考虑到风的类型（旋风、龙卷风、飓风

等），光伏方阵结构应以适当的方式加以保护或者满足当地的建筑标准。

光伏方阵上的风将对建筑结构带来明显的负荷，在进行建筑物载荷评估时，因充分考虑这方面的影

响。

5.2.3.3 光伏方阵上的异物堆积

在选择适当等级组件、评估组件支撑结构以及评估建筑物承载光伏方阵能力时，应考虑光伏方阵上

可能会形成的雪、冰或其他物质的堆积。

注1：刚下雪时，雪载荷的分布通常是均匀的，但是一段时间后，当雪开始滑落时，就会形成非常不均匀的载荷分

布。这可能会对组件和支撑结构造成明显损坏。

注2：在某些地区，除了静载荷之外，雪的突然释放可能会对障碍物产生突然的冲击。

5.2.3.4 腐蚀

组件的安装支架、组件与支架的固定装置以及支架与建筑物或地面的固定装置均应采用与系统寿命

相适宜的防腐蚀材料，例如铝、镀锌钢、经过处理的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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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铝使用在海洋或高腐蚀环境条件下，则应采用阳级氧化处理，其厚度应满足当地的规范要求。

在农业环境中，应考虑腐蚀性气体，如氨气造成的腐蚀影响。

应注意防止不同金属之间造成的电化学腐蚀，通常会发生在支架和建筑之间，以及支架、紧固件和

光伏组件之间。

可以使用绝缘材料减少不同金属表面的电化学腐蚀，例如尼龙垫圈、橡胶绝缘等。

在设计安装系统和任何连接（例如接地系统）时，可以参考供应商的说明或者当地规范。

6 安全问题

6.1 一般要求

6.1.1 概述

安装在建筑上的光伏系统最大直流系统电压不应超过1000V。如果超过1000V，则应仅有能力的特定

人员可以接近光伏方阵、相关线路和保护措施。

光伏方阵的直流与交流电路应进行简单隔离（在逆变内部或外部）。

未来发布的IEC TS 62738对第6章的若干部分进行必要的修改和额外的考虑，因为它适用于大型光

伏电站。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无资质人员接近现场和部件；

 过电流保护；

 故障检测和报警；

 雷电和过电压保护。

6.1.2 光伏方阵和交流输出主电路的隔离

在一些方阵设计中，光伏方阵直流电路和交流输出主电路的隔离是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光伏方阵

直流电路和交流输出主电路的隔离可以是功率转换装置（PCE）的一部分或者由外部变压器的简单隔离

提供。如果简单隔离是外部提供的，作为一个隔离型功率转换装置，应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a) 没有其他设备连接到外部变压器的同一绕组，或

b) 当系统只应用在封闭的电气区域时，允许其他设备连接到相同的绕组，但应满足以下几点：

——其他功率转换装置，连接到一个普通绕组，和/或

——相关负载连接的附加变压器提供了简单隔离。

注：在一个超过两个外部电路的功率转换装置中，可以在电路的某些部分有隔离而在其他部分没有隔离。例如，具有光

伏、蓄电池和主电路的逆变器，可以在主电路和光伏电路之间提供隔离，不在光伏和蓄电池电路之间提供隔离。

当超过一个逆变器连接至变压器的同一绕组时，应通过选择系统拓扑（例如采用不接地方阵或高阻

抗功能接地方阵）、功率转换装置的设计技术和/或保护装置（例如带中断功能的残余电流监控）来限

制回路电流。

6.2 电击防护

6.2.1 一般要求

为防止电击，应该遵循IEC 60364-4-11中的要求：

应采用以下防护措施之一：

 双重或加强绝缘（见6.2.2）；

 超低电压（安全超低电压SELV或保护超低电压PELV）（见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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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防护措施：双重或加强绝缘

应满足IEC 60364-4-41:2005中第412条款，并增加以下内容。

设备，例如光伏组件、接线盒、直流侧线缆（连接至光伏逆变器直流端），应满足II级或同等绝缘

6.2.3 防护措施：超低电压

应满足IEC 60364-4-41:2005中第414条款，并增加以下内容。

如果直流额定电压不超过35V，即判定电压等级A（DVC-A,见IEC 62109-1）,则不需要提供基本绝缘。

6.3 热防护

通过以下措施进行热防护：

 绝缘故障防护（参考6.4）

 过电流保护（参考6.5）

 器件额定参数（参考条款7），以及

 向紧急服务人员发出警报（参考条款10）。

在直流系统中，安装过程中的连接电阻偏大会导致连接过热和电弧故障。确定以下信息是非常重要

的：

 所有连接都是正确紧固的，以避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故障。

 所有连接都应锁定在合适的位置，以及

 所有的压接都应按照制造商的要求执行。当直流连接器在现场安装时应特别关注这方面的问

题。

注：连接器故障（由于装配或压接不良）已被确认为最显著的故障模式。

6.4 绝缘故障防护

6.4.1 一般要求

绝缘故障的保护措施主要取决于光伏系统直流电路的接地方式，

光伏方阵可按如下分类：

 非隔离型方阵，例如光伏方阵的直流电路通过非隔离型功率转换装置连接到参考接地系统；

 功能性接地方阵，例如光伏方阵主直流导体的一极连接至功能性接地；以及

 非参考接地光伏方阵，例如光伏方阵主直流导体既没有直接接地，也没有通过功率转换装置接

地。

注：功能性接地系统包括光伏方阵通过保护/隔离措施连接到系统接地或通过阻抗连接到系统接地。

某些组件技术需要正或负极主导体上的功能性接地将电荷从光伏电池中释放出来。此为功能/操作要求，或为防止

光伏电池的衰减的要求，建议遵守制造商的说明。

6.4.2 监测和故障指示要求

6.4.2.1 一般要求

表1给出了光伏方阵对地绝缘电阻和光伏方阵残余电流监测要求，以及监测到故障时的动作和指示

要求。

注：系统类型的分类依据6.1.4中主直流光伏方阵电路的接地类型，而不是支架的接地要求。

表1给予不同功率转换装置隔离类型和光伏方阵功能接地类型的系统要求

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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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隔离型光伏方阵 功能接地光伏方阵 非参考接地光伏方阵

光伏方阵对地绝缘

电阻

检测 按照6.4.2.2的要求

故障动作

关闭功率转换装置并

且将所有交流导体或

光伏方阵的所有极从

功率转换装置断开；

或

将光伏方阵故障部分

的所有极从功率转换

装置断开（当可操作

时）。

关闭功率转换装置并

且将光伏方阵所有极

从接地
1
断开；

或

将光伏方阵故障部分

的所有极从接地断开

（当可操作时）。

允许与交流电路连接

（功率转换装置允许

工作）

故障指示

故障指示参考6.4.2.5

如果光伏方阵对地的绝缘电阻恢复到高于表2中的限制，允许电路重

连。

通过残余电流侦测

到的方阵接地故障

监测/保护 按照6.4.2.3的要求

残余电流监测按照

6.4.2.3的要求

或

采用满足6.4.2.4要

求的装置或关联装

置。

无要求。

故障动作

关闭功率转换装置并

且将所有交流导体或

光伏方阵的所有极从

功率转换装置断开；

或

将光伏方阵故障部分

的所有极从功率转换

装置断开（当可操作

时）。

将光伏方阵故障部分

的所有极从功率转换

装置断开；或

断开功能性接地连

接。

允许连接交流电路。

（功率转换装置允许

运行）。

故障指示
故 障 指 示 满 足

6.4.2.5的要求

故 障 指 示 满 足

6.4.2.5的要求

功能性接地要求参考7.4.2。

采用非隔离型功率转换装置的系统，当交流电流继续进行参考接地时，不允许在功率转换装置的光伏侧

使用功能性接地（参考5.1.2）。
1
接地的断开可以直接通过操作功能性接地路径上的设备实现，当功能性接地电路在功率转换装置中时，

也可通过将光伏方阵的所有极或故障极从功率转换装置断开来间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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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 方阵绝缘电阻检测

本节规定了光伏方阵直流电路对地绝缘电阻异常值的检测和响应的要求，其目的是为了减少绝缘性

能衰退带来的危害。

检测光伏方阵对地绝缘电阻的一种方法是，在开始运行之前检测并且每24小时至少检测一次。可以

通过满足IEC 61557-2要求的绝缘检测装置来实现，或者满足IEC 61557-8要求的绝缘监测装置（IMD）

来实现，这种装置可以监测绝缘故障以预防可能的着火风险。

绝缘电阻监测或检测装置的功能可以由满足IEC 62109-2要求的功率装换装置来提供。

监测的最小阈值应满足表2的要求。

表2—监测接地绝缘故障的最小绝缘电阻阈值

光伏方阵额定功率/kW R限制/kΩ

≤20 30

＞20且≤30 20

＞30 且≤50 15

＞50 且≤100 10

＞100 且≤200 7

＞200 且≤400 4

＞400 且≤500 2

＞500 1

建议监测的绝缘电阻阈值要设定的高于表2中给定的值。更高的设定值可以更早侦测到潜在的故障

从而提高光伏安装的安全性。

检测期间有必要断开光伏方阵的功能性接地连接。

故障相应要求取决于系统的类型，应满足表1的要求。

在所有类型的绝缘故障中，绝缘电阻的检测应持续进行，如果光伏方阵的对地绝缘电阻恢复到高于

限定值，故障指示应停止且系统应恢复正常运行。

6.4.2.3 残余电流监控系统防护

如果满足6.4.2中表1的要求并且未安装接地故障中断措施，当自动切断装置闭合使得光伏方阵连接

到参考接地时，残余电流监测应提供接地故障监测。残余电流监测装置应测量总的（包括交流和直流部

分）残余电流有效值。

监测装置应按照下面的限值监测连续残余电流。

残余电流监测系统应在连续残余电流超出限值时后的0.3s内断开并按照6.4.2.5的要求指示故障。

 对于额定输出功率小于或等于30kVA的功率转换装置，连续残余电流不大于300mA；

 对于额定输出功率大于30kVA的功率转换装置，连续残余电流应不大于5A或10mA/kVA，二者取

小值。

如果光伏方阵通过一个电阻值足够大的电阻器进行功能性接地，那么由单一故障引起的最大残余电

流应低于上面的限值，或者安装满足6.4.2.4要求的接地故障切断装置，则不要求有残余电流监测装置。

注：分段式的残余电流监测系统也是可行的，例如在子方阵层面或者较小的方阵层面。特别是对于大型方阵来说是

有益的，这可以实现更小的阈值监测。这可能会带来对潜在错误更快的识别，并且可以协助确定方阵可能受到影响的部

分。

如果残余电流监测系统超出限值，应采用以下方式之一进行断开：

 将输出电流从所有接地输出电路断开；或

 断开光伏方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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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光伏方阵故障部分的所有极从功率转换装置断开。

如果方阵绝缘电阻符合6.4.2.2中要求的限值，残余电流监测系统可以进行重连。

注：残余电流监测功能可以由满足IEC 62109-2要求的功率转换装置提供。

6.4.2.4 功能性接地光伏方阵接地故障中断措施

如果满足6.4.2.1中表1的要求并且未安装符合6.4.2.3要求的残余电流监测装置，功能性接地方阵

应具有接地故障切断措施。

如果光伏方阵通过一个电阻值足够大的电阻器进行功能性接地，由单一故障引起的通过方阵功能性

接地的电流低于下面表3的限值，则不要求有接地故障切断措施。

当接地故障在直流侧，且符合以下条件时，接地故障切断装置或组合装置应自动切断功能性接地导

体上的电流：

 符合光伏方阵最大电压（UOC ARRAY），且

 额定熔断容量不小于光伏方阵最大短路电流（ISC ARRAY），且

 额定电流不超过表3给定的值。

表3 接地故障自动切断措施额定电流

STC条件下总光伏方阵额定功率/kW 额定电流In/A
0~25 1
25~50 2
50~100 3
100~250 4
＞250 5

额定电流“In”指的是保险丝和断路器，通常在故障电流为In的130％至140％时确保跳闸，135%

时60分钟内断开，200%时2分钟内断开。如果通过电流检测和自动断开装置（如继电器）提供接地故障

中断功能，则设置可能与表3中的相关In值不同，前提是系统在达到In的135％时在60分钟内、200%时在

2分钟内断开。

6.4.2.5 接地故障指示

正如6.4.2中表1所要求的，应该安装接地故障指示系统。如果系统中故障恢复，指示应自动重置并

提供故障记录，故障记录可以通过故障日志或先前的故障指示保持。如果故障记录不能够保持，故障的

最初指示应被保持即使故障（比如绝缘电阻）已经恢复到允许值。

指示应具有一定的表现形式以确保系统的操作人员或拥有者能够注意到故障。例如，指示系统可以

是可见的或可听到的信号，这种信号应安置在操作人员或系统拥有者能够注意到的地方，或者是其他形

式的故障通讯例如RS485，电子邮件，SMS或类似的方式。

应提供给系统拥有者一套操作说明书，其中阐明了为审查和纠正故障所需要的行为和操作。

许多逆变器具有接地故障侦测和指示功能，故障指示通过指示灯来实现。然而典型的逆变器安装位

置导致这些指示可能无法被注意到。IEC 62109-2要求逆变器既要具有本地接地故障指示，也要具有远

程通讯措施。

6.5 过电流保护

6.5.1 一般要求

光伏方阵过电流可能是由方阵线缆接地故障造成，或者是由组件、接线盒、汇流箱或组件线缆短路

导致的故障电流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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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是一种限流电源，但是由于组件可能会并联且可能连接到外部电源（例如蓄电池），因此

组件可能会承受过电流。过电流可能来自于以下电流之和：

 并联的相邻组串，

 所连接的某些类型的逆变器，和/或

 外部电源。

6.5.2 过电流保护要求

过电流保护应满足6.5.3到6.5.7的要求，同时要满足光伏组件制造商的要求。

6.5.3 组串过电流保护要求

组串过电流保护应遵循以下公式：

（（NS-1）×ISD_MOD）＞IMOD_MAX_OCPR

直流侧的过电流保护装置可以是满足IEC 60269-6标准要求的光伏熔断丝或满足IEC 60947（所有部

分）或IEC 60898-2要求的其他装置。选择的装置不应超过电缆载流容量、组件最大反向电流和其他设

备的最大电流。

注：通过IEC 61730组件安全性测试规定的反向电流过载试验验证光伏组件在反向电流下的耐热性能，并且在组件

上标明“最大过载保护电流”。

当使用具有过电流保护功能的断路器时，其提供的断开措施应满足7.4.1的要求。

6.5.4 子方阵过电流保护的要求

当超过两个子方阵连接到一个功率转换装置时，应在子方阵上提供过电流保护功能。

6.5.5 过电流保护选型

6.5.5.1 光伏组串过电流保护

当需要组串过电流保护时，应满足：

a) 每一个光伏组串都应具有过电流保护装置（见图3到图6），组串过电流保护装置的过电流保护

额定值In应满足：

In＞1.5×ISC_MOD；且

In＜2.4×ISC_MOD；且

In≤IMON_MAX_OCPR；

或

b) 组串通过并联分组的方式（见图8）连接到一个过电流保护装置：

Ing＞1.5×NG×ISC_MOD；且

Ing＜IMOD_MAX_OCPR-((NG-1)×ISC_MOD)
其中，

NG是在同一过电流保护装置下并联组串的数量；

Ing是过电流保护装置的过电流保护额定值。

1.5的系数是考虑到设计允许的高辐照度条件。个体设计应充分考虑当地的环境辐照度和温度条件。

循环负载，熔断器分组和不均匀电流流过并联组串时，可能需要高于1.5的系数。

在某些光伏组件技术中，ISC_MOD在刚开始运行的几周或几个月内会高于标称额定值。在确认过电流

保护和电缆等级时应充分考虑这种情况。

注：根据以上公式的规定，只有当IMOD_MAX_OCPR大于4×ISC_MOD时，才能够将组串分组接到一个过

电流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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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这是个特殊的例子，只有当光伏组件的过电流保护额定值比正常工作电流大得多时，才能使用这种设计。

注2：这只是一个示例，其他的开关、断路器和/或过电流保护装置在个别情况下也是需要的，但为了简便没有在图

中给出。

图8—光伏方阵接线示意图，组串分组接到一个过电流保护装置

6.5.5.2 光伏子方阵过电流保护

光伏子方阵过电流保护装置标称额定电流（In）应通过以下公式确定：

In＞1.25×ISC S-ARRAY；且

In≤2.4×ISC S-ARRAY

这里使用1.25倍代替1.5倍以带来设计的灵活性。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经常出现高辐照度的地区，

使用较低的系数有可能会导致过电流保护误操作。

6.5.5.3 光伏方阵过电流保护

只有当系统连接到蓄电池或其他在故障条件下可能会向光伏方阵注入电流的电源时，需要光伏方阵

过电流保护。光伏方阵过电流保护装置的额定电流（In）应满足如下条件：

In＞1.25×ISC ARRAY；且

In≤2.4×ISC ARRAY

6.5.6 连接蓄电池的光伏系统过电流保护

在所有连接蓄电池的光伏系统中都应提供过电流保护。在紧靠蓄电池的光伏方阵主电缆可以安装保

护。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应在光伏方阵主电缆安装过电流保护装置以保护来自蓄电池系统的故障电流。

过电流保护规格见6.5.5。所有使用的过电流保护装置应能够中断来自蓄电池的最大预期故障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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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方阵主电缆的过电流保护装置应安装在蓄电池或蓄电池组和控制器之间，并尽可能靠近蓄电池

或蓄电池组。如果保护装置的等级合适，它可以同时保护控制器和光伏方阵主电缆在这种情况下，不需

要在光伏方阵主电缆和控制器之间安装过电流保护装置。

6.5.7 过电流保护位置

按照6.5的要求，光伏方阵、光伏子方阵、光伏组串中过电流保护装置应安装在以下位置：

 对于组串过电流保护装置，应安装在组串线缆和子方阵或方阵主电缆的结合或连接处（参考图

3和图4）；

 对于子方阵过电流保护装置，应安装在子方阵电缆的结合处（参考图4）；

 对于方阵过电流保护装置，应安装在方阵主电缆接入到应用电路或功率转换装置的位置（参考

图2到图4）。

注：过电流保护装置应安装在距离光伏方阵、子方阵或组串最远的电缆末端，从来自光伏方阵其他部分或其他电源

（例如蓄电池）的故障电流中保护系统和电缆。

过电流保护装置应在方便更换处。

组串电缆或子方阵电缆的过电流保护装置应安装在所有带电导体中（即所有未连接到功能性接地的

带电导体）。

一种例外的情况是，系统没有功能性接地（即没有任何光伏方阵直流带电导体连接到地）并且系统

只有两个活动导体，且有以下情况：

 在组串电缆和子方阵电缆之间有物理隔离措施，或

 没有子方阵且没有子方阵电缆，即在小系统中，

在这些情况下，过电流保护装置可以只安装在组串电缆或子方阵电缆的一个未接地带电导体上，这

个导体应该和其他需要保护的所有电缆是相同极性。

注：由于单独接地故障检测和报警的要求，以及方阵电路中所有导体的双重绝缘要求，所以浮地系统允许使用单极

过电流保护装置。

6.6 雷击和过电压保护

6.6.1 一般要求

安装在建筑物上的光伏方阵几乎不可能受到直击雷的影响，因此，在没有雷电保护系统时也不需要

再安装。

但如果光伏方阵的安装导致建筑物的物理特性或突出物发生了明显改变，建议根据IEC 62305-2的

要求评估雷电保护系统的必要性，必要时，应按照IEC 62305-3的进行安装。

如果建筑物已经安装了雷电保护系统（LPS），那么光伏方阵应按照IEC 62305-3的要求适当连接到

现有LPS系统。

当建筑物不需要防雷系统或是独立的光伏方阵时，仍需要过电压保护装置以保护方阵和逆变器以及

设施的所有部分。

6.6.2 过电压保护

6.6.2.1 一般要求

所有直流电缆的安装应保证同一组串的正负极电缆和主方阵电缆捆绑在一起，以避免系统中产生环

路。参考7.4.3.3，捆绑的要求也包括所有相关的接地/连结导体。

长电缆（例如超过50m的光伏直流主电缆）应按照以下方式之一安装：

 安装在接地的金属管道或线槽中，金属管道或线槽要进行等电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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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在地下（采用合适的机械保护）；

 带有接卸保护屏障的电缆，屏障应连接到等电位连接，或

 通过浪涌保护器（SPD）进行保护。

这些措施既可以屏蔽电缆的感应性电涌，也可以通过增加电感来减弱电涌传输。需要注意通过适当

的设计和安装通风口将管道或线槽中积累的水或冷凝水排除。

注：为整体保护直流系统，应在直流电缆末端的逆变器或仿佛方阵中安装浪涌保护器，浪涌保护器应安装在带电导

体之间以及带电导体和地之间。为保护特定设备，浪涌保护器应尽可能靠近设备安装。

应按照IEC 62305（所有部分）的要求评估浪涌保护器的必要性，并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IEC 62305-4

中提供了一种可以在雷电环境中保护电气和电子系统的方法。

注：IEC 61643-32，关于光伏装置的低电压浪涌保护装置，正在开发中。

6.6.2.2 浪涌保护装置（SPD）

6.6.2.2.1 一般要求

SPD被整合到电气装置中以限制大气来源的瞬时过电压经由供电配电系统（无论是交流还是直流，

或两者都有）传输，并抵御开关浪涌。

一些并网逆变器（PCE）会内置某些形式的SPD，但也需要独立的装置。在这种情况下，设备供应商

应确定两个SPD的匹配性。

为保护特定设备，SPD应尽可能靠近设备安装。

这里提到的这些措施只是作为一种指南，过电压保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闪电多发区，

应进行全面评估。

6.6.2.2.2 直流浪涌保护器（SPD）

对于直流侧的保护，SPD应符合EN 50539-11且应明确使用在光伏系统直流侧的等级。如果光伏系统

连接到其他的接入网络（例如远程通讯和信号传输服务），SPD应能够满足信息技术设备的保护要求。

6.6.2.2.3 信息技术设备浪涌保护器

用于信息技术设备保护的SPD应按照IEC 61643-22的要求进行选择，这些SPD也应遵循IEC 61643-21

的要求。

7 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7.1 一般要求

所有功率转换装置应符合IEC 62109-1的要求且任何其他相关部分应和设备型号一致。

光伏方阵电缆及相关部件经常暴露于紫外、风、水、雪以及其他环境测试条件，电缆及部件应符合

使用目的，且其安装应能减少在有害的环境因素下的暴露。

功率转换装置的选择应符合IEC 62109-1:2010条款6中的环境要求。

应特别注意防止水在电缆/组件支撑系统中的聚积。

未来将发布的IEC TS 62738相对本标准第7条款部分会有要求的变更及附加条件，以使这些要求适

用于大型光伏电站。这些要求和以下这个内容相关：

 设备认证；

 光伏方阵最大设计电压；

 部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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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路器要求和位置；

 电缆选择和安装。

7.2 光伏方阵最大电压

光伏方阵最大电压等于按照最低预期工作温度修正的UOC ARRAY。

按最低预期工作温度进行的电压修正应和光伏组件制造说明书一致。如果单晶硅和多晶硅组件未提

供光伏组件制造说明书，VOC ARRAY应乘以表4中的修正因子，修正因子的选择参考最低日常环境温度。

注：早晨电池温度非常接近于环境温度。

在考虑了辐照度和最低预期工作温度前提下，通过工程验证、制造商和当地审批机构确认，可以允

许偏离这些方法。

当最低预期环境温度低于-40℃，或者采用不同于单晶硅或多晶硅的技术时，电压修正应仅按照光

伏组件制造说明书进行。

使用了直流优化器的光伏组串，光伏方阵最大电压应符合5.1.5的要求。

表4—单晶硅和多晶硅光伏组件电压修正因子

最低预期工作温度/℃ 修正因子

24~20 1.02
19~15 1.04
14~10 1.06
9~5 1.08
4~0 1.10
-1~-5 1.12
-6~-10 1.14
-11~-15 1.16
-16~-20 1.18
-21~-25 1.20
-26~-30 1.21
~31~-35 1.23
-36~-40 1.25

注：在一些地区，开放环境的组件温度可以低于环境温度5℃以上。

7.3 部件需求

7.3.1 一般要求

所有部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符合直流使用等级；

 额定电压不小于按照7.2计算的光伏方阵最大电压；

 额定电流不小于表5中给定的值；

 IP等级符合使用的位置和环境；

 额定温度符合使用的地区和环境。

对于某些光伏技术，短路电流Isc在开始工作的最初几个星期会明显高于额定电流值，而在某些技

术中，Isc会随时间增大，因此设备的额定值应根据最大预期电流值进行评定。

注：光伏方阵安装在阳光充足的地区，环境温度和部件内部的温度会非常高，选择部件的时候应充分考虑这方面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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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用于盐雾条件的部件应能满足这些条件下的使用要求。

为避免串联电弧，选择连接端子及连接设备以确保系统生命周期内的接触压力是非常重要的。

7.3.2 光伏组件

7.3.2.1 一般要求

光伏组件应符合IEC 61215系列标准中相关部分的要求。直流电压50V以上的系统需要包括旁路二极

管。

有些薄膜组件不要求安装旁路二极管。应遵循组件制造说明书的要求在需要的地方安装旁路二极

管。

7.3.2.2 设备等级

应该根据IEC 61730-1 和IEC 61730-2 对光伏组件等级进行评定，使用条件必须与它们的等级相匹

配。

对于应用在建筑物上的组件，应符合当地的建筑规范和规定。

对于电击防护，应符合：

 系统电压超过DVC-A的系统，应使用符合IEC 61730-1要求的Ⅱ类组件。

7.3.3 光伏方阵和光伏组串汇流箱

7.3.3.1 环境影响

暴露在自然环境的光伏方阵和光伏组串汇流箱，其外壳防护等级应至少符合IEC 60529中IP54的要

求，且具有抗紫外能力。

热带地区应考虑更高的IP防护要求。

任何部件的IP等级都应符合环境条件，IP等级取决于安装位置和方向。垫片材料的选择应能符合环

境、使用时间和更换时间表（适用时）的要求。

7.3.3.2 光伏方阵和光伏组串汇流箱的位置

含有过电流和/或开关装置的光伏方阵和光伏组串汇流箱应能方便的进行检查、维护和维修，即无

需拆除结构部件、柜子、平台或其他类似的部分。

注1：在某些条件下，汇流箱可以是功率转换装置的一部分，见7.4.1.2。

注2：目前，一种预制的组串线缆束，通常叫做“线束”的组串线缆的使用越来越多。线束将多个组串的输出线集

成到一起。线束固定在阵列内，根据过电流保护要求，可包括或不包括连接到主线缆的各个组串线缆的保险。这在功能

上类似于汇流箱，并且在一些每个组串电流较低的薄膜系统中非常普遍。线束的使用是为了减少在一些组串电流较低的

系统平衡部件的成本，在一些较大的系统中，线束的主线缆通常会再和子方阵汇流箱的较大的保险相连。

7.3.4 断路器

光伏方阵中用于过电流保护的断路器应满足：

a) 符合IEC 60898-2或IEC 60947-2；

b) 不具有极性敏感（来自光伏方阵的故障电流可以是和正常工作电流相反方向的）；

c) 能够切断满载和预期故障电流，故障电流来自于光伏方阵和其他相连的电源（如果），例如蓄

电池、发电机及电网；

d) 额定过电流符合6.5.5的要求。

7.3.5 熔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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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1 可触及性

熔断器只有使用工具或钥匙才能接近，即只有经过培训的人员才能接近。

7.3.5.2 熔断体

光伏方阵中使用的熔断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能够切断故障电流，故障电流来自于光伏方阵和其他相连的电源（如果），例如蓄电池、发电

机及电网；

 过电流和短路电流保护类型应满足IEC 60269-6中光伏应用的要求。

当熔断体作为隔离装置时，且需要具备在负载下断开功能，建议使用熔断式隔离开关（熔断器组

合装置）。

7.3.5.3 熔断器底座和支架

熔断器底座和支架应符合以下要求：

 额定电流大于等于相应的熔断体；

 不改变熔电器额定值或特性；

 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适用于安装位置，且即使移除熔断体或载体，其保护等级也不低于IP2X。

在需要工具通过的位置，如果熔断器支架不能提供超过IP2X的保护，可使用额外的保护盖提供

IP2X的保护。

7.3.6 隔离器和隔离开关

所有的隔离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在连接和断开状态下，没有暴露的带电金属部件；

 额定电流不小于相关的过电流保护装置，或者在没有过电流保护装置时，其额定电流不小于电

路电流承载能力的最小需求，且符合表5的要求。

隔离开关应符合IEC 60947-1和IEC 60947-3的要求，且应可人工手动操作。

此外，用于保护和/或隔离的负荷隔离开关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无极性（来自光伏方阵的故障电流可以是和正常工作电流相反方向的）；

b) 能够切断满载和预期故障电流，故障电流来自于光伏方阵和其他相连的电源（如果），例如蓄

电池、发电机及电网；

c) 如果具有电流保护功能，额定值应符合6.5.5的要求；

d) 同时切断所有带电导体。

光伏方阵隔离开关应切断所有导体，包括功能性接地导体。

如果能确保同等安全水平，也可以用插头连接代替隔离开关。

注：只有特殊结构的插头和插座能用于安全中断带载电路，对于非特殊结构的插头和插座，带载情况断开电路会有

安全风险，一般会危害电气连接安全且可能会导致连接过热。

7.3.7 电缆

7.3.7.1 线径

7.3.7.1.1 一般要求

光伏组串电缆、光伏子方阵电缆和光伏方阵主电缆的规格应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a) 所使用的过电流保护等级；

b) 最小电流额定值（参考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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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电压降以及预期的故障电流。

最大电缆规格应通过这些条件来确定。

不连接蓄电池的光伏方阵是限流系统，但由于存在并联的组串及子方阵，在故障条件下方阵回路中

会产生异常的大电流。应在需要的地方安装过电流保护，且电缆应能承受最坏情况下的电流，该电流由

两部分组成：远处方阵经由过电流保护装置流入的最坏情况下的电流和相邻并联组串产生的最坏情况下

的电流。

7.3.7.1.2 载流能力（CCC）

光伏方阵电缆的最小规格取决于载流能力（CCC），应根据表5的电流额定值来评估，电缆的载流量

在IEC 60287(所有部分)中有明确规定。电缆的降额因子取决于电缆位置及安装方式，应按照IEC

60364-5-52来确定。

对于大型地面光伏电站中人员限制方面的变更和附加条件在未来出版的IEC TS 62738中。

在某些光伏组件技术中，在开始运行的最初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组件短路电流ISC MOD会高于正常

额定工作电流值。在其他技术中，组件短路电流ISC MOD会随时间增加。在确定电缆额定值时应充分考虑

这些问题。

表5—电路的最小电流等级

相关电路 保护
最小电流

电缆截面积和/或其他电路额定值选择的依据
ab

光伏组串

无光伏组串过电

流保护

不使用DCU的系统：

对于单个光伏组串的方阵：1.25×ISC MOD

对于其他情况：In+1.25×ISC MOD×(NPO-1)
其中：

In是最近的下游过电流保护装置额定值；

NPO是最近过电流保护装置下并联光伏组串总数。

注：

a) 最近的下游过电流保护装置可以是子方阵保护，如果没有，

则可以是方阵过电流保护（如果有）；

b) 如果整个方阵没有过电流保护，那么NPO则是整个方阵中并

联的组串总数，且最近过电流保护装置的额定电流取0。
组件经由DCU接入的系统：

对于使用DCU的组串，最小电流额定值应符合5.1.5.2。

有光伏组串过电

流保护
光伏组串过电流保护装置的额定电流（In）（参考6.5）

光伏子方阵

无光伏子方阵过

电流保护

取下面两者大值：

a) 光伏方阵过电流保护装置额定电流（In）+1.25×其他所有子

方阵短路电流之和。

b) 1.25×ISC S-ARRAY（相关方阵）

注：当没有采用光伏方阵过电流保护时，a）中的In的值取0。
有光伏子方阵过

电流保护
光伏子方阵过电流保护装置的额定电流（In）（参考6.5）

光伏方阵

无光伏方阵过电

流保护
1.25×ISC ARRAY

有光伏方阵过电 光伏方阵过电流保护装置的额定电流（In）（参考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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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保护

a. 光伏组件及相关电缆的工作温度可能会明显高于环境温度，因此和光伏组件相连或相近的电缆的最

低工作温度等于最高预期环境温度+40℃。

b. 确定电缆额定值时也需要考虑电缆的位置及安装方式（即：封装、固定、埋地等）。根据安装方式

确定电缆额定值时应考虑电缆制造商的建议。

在故障条件下，如果逆变器或其他功率转换装置能够向方阵提供反馈电流，电路额定电流的所有评

估应考虑反馈电流值。在某些情况下，由表5计算到的额定电流不得不加上反馈电流。

注：功率转换装置反馈电流额定值应满足IEC 62109-1的要求。

7.3.7.2 类型

用于光伏方阵的电缆应符合：

 适用于直流侧；

 额定电压不小于按7.2确定的光伏方阵最大电压，且

 额定温度符合使用条件。

光伏组件的工作温度经常会超过环境温度40℃以上，接触或靠近光伏组件的线路，其电缆绝缘应符

合：

 如果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应耐紫外，或采用适当保护实现防紫外效果，或安装在耐紫外导管中。

 防水。

 所有工作电压高于DVC-A的系统，选择的线缆应能够减少接地故障和短路的风险。通常会使用

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的电缆，特别是当电缆是暴露的或安装在金属线槽或导管中时。也可以使

用图9所示的方式来加强电缆的保护。

 如果预期中电缆是活动的，线缆中的导体应该是柔韧的（IEC 60228中的等级5），例如这些地

方：组串电缆、追踪器及采用插头和插座连接的电缆。

 如果预期中电缆是固定的，电缆中的导体可以是刚性的（IEC 60228中的等级2）或柔韧的（IEC

60228中的等级5）。

电缆如果是非固定安装，即软电缆，应符合EN 50618或UL 4703要求。

注：IEC 62930，关于光伏系统的线缆，正在起草中。

图9a—单芯或多芯电缆的每根导体均有绝缘和护套

图9b—单芯电缆安装在合适的绝缘导管或线槽中

图9 连接线缆的加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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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3 安装方式

符合IEC 60364-5-52中的一般要求。

电缆应被支撑以避免风/雪导致的疲劳，也要防止被锐利边缘损伤。应采取可靠的措施避免电缆损

伤，这些损伤来自于载荷或极度弯曲（参照制造说明书里的最小允许弯曲半径）导致的过度压力或张力。

电缆应被支撑以确保在电站生命周期内性能和安装要求。所有暴露在阳光下的非金属导管和套管应选择

耐紫外的类型。

不应把扎带作为主要的支撑方式除非其使用寿命不小于系统寿命或安排周期性的维护。用扎带作为

支撑方式时，应避免损坏电缆。

注：同一个方阵中的导管、套管和扎带仍可能暴露在反射的紫外条件下。金属扎带可能有锐利边缘，随着时间的推

移，在风的影响下可能会对电缆造成损坏。

7.3.8 交直流电路隔离

除了IEC 60364中的详细要求外，交直流电路之间的隔离也应和不同电压等级的隔离要求一致。

注：本要求的目的是在交流和直流电路之间保持高电压时，能起到双重绝缘的效果。

7.3.9 插头、插座和连接器

同一光伏系统中配套的插头和插座连接器应该是同一制造商的相同类型，即一个制造商的插头和另

一个制造商的插座不能连接到一起，反之亦然。

插头、插座和连接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IEC 62852；

 额定电压大于等于按7.2确定的光伏方阵最大电压；

 在连接和断开状态下能避免接触带电部件（例如带护罩）；

 额定电流大于等于其所安装电路的电流承载容量（参考表5）；

 与所安装的电路电缆匹配；

 分离时需要有意识的施加力量；

 如可被非专业人员接触，则应是锁定的，需要两个独立的操作或使用工具才能断开；

 额定温度适用于所安装的位置；

 如果是多极的，则应有极性区别；

 工作电压高于DVC-A的系统，应符合Ⅱ类要求；

 如暴露在自然环境，应符合安装位置的室外使用、耐紫外及IP等级要求；

 安装方式应能够减少连接器应力（例如：支撑连接器两端的电缆）；

 用于将家用电器连接到低压交流电源的插头和插座不应用于光伏方阵。

注：该要求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安装过程中混淆交流和直流电路。

7.3.10 汇流箱中的线路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隔离汇流箱中的正负极导体以降低它们之间产生直流电弧的风险。

7.3.11 旁路二极管

旁路二极管可用于在发生反向偏压或热斑效应时保护光伏组件。如果采用外部的旁路二极管，且未

嵌入到光伏组件的封装中或生产厂安装的接线盒内，则应满足以下要求：

 额定电压至少是2×UOC MOD（被保护组件）；

 额定电流至少是1.4×ISC MOD；

 按光伏组件制造商推荐的方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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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后无暴露的带电部件；

 应具有防护措施以避免环境因素导致的衰退。

7.3.12 隔离二极管

隔离二极管可用于阻止光伏方阵组成部分中的反向电流。

在某些国家，隔离二极管可用于代替过电流保护。在其他国家，认为考虑到二极管由于电压瞬变导

致的失效模式通常是短路状态，用它来代替过电流保护是不可靠的。在系统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当地要求。

包含蓄电池的系统，应采用某些装置来避免夜间从蓄电池到方阵的反向电流泄露。反向二极管是解

决方案之一。

如果使用隔离二极管，应符合以下要求：

 额定电压至少是按7.2确定的光伏方阵最大电压的2倍；

 额定电流IMAX至少是其要保护电路STC条件下短路电流的1.4倍，即：

—1.4×ISC MOD（光伏组串）；

—1.4×ISC S-ARRAY（光伏子方阵）；

—1.4×ISC ARRAY（光伏方阵）；

 安装后无暴露的带电部件；

 应具有防护措施以避免环境因素导致的衰退。

如果雪的反射或其他条件可能导致光伏组件产生更大的短路电流，计算IMAX的修正因子应大于1.4。
例如在有雪的情况下，短路电流受环境温度、光伏组件倾角和方位角、雪的反射、地理特征等影响，IMAX

由气候条件等因素确定。

附录C详细说明了隔离二极管的使用。

7.3.13 含直流优化器（DCU）的功率转换装置（PCE）

所有PCE和DCU都应符合IEC 62109-1的要求，此外逆变器也需要满足IEC 62109-2的要求。

DCU和PCE的光伏输入额定值应满足：

 所连接输入电路的最大开路电压。

DCU和PCE的光伏输入的ISC PV额定值（IEC 62109-1）应满足：

 至少是所连接输入电路短路电流的1.25倍，除非有额外的过电流保护用于保护PCE。

7.4 位置和安装要求

7.4.1 隔离方式

7.4.1.1 一般要求

应按照表6确定光伏方阵中的隔离方式，以隔离光伏方阵和功率转换装置，并保证维修和检查时的

安全。

功率转换装置的隔离方式应是可接近的并符合隔离开关的要求（参考7.3.6）。

注：地方安装规范可能允许特定类型的系统不需要在光伏组件和功率转换装置之间安装直流隔离开关。例如低于特

定的电压和电流阈值，或在系统的其他位置安装直流隔离开关，或安装可带载断开或能确保断开前不存在负载电流的插

头连接器系统。

7.3.6允许使用负载切断连接器代替满足7.3.6规定条件的隔离开关。

7.4.1.2 功率转换装置的隔离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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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集成有功率装置的组件不需要在光伏组件和功率转换装置之间安装隔离装置之外，应尽可能将

功率转换装置和光伏方阵的所有极隔离，以便在维修功率转换装置时避免电击风险。

注：组件集成功率转换装置应是永久连接到光伏组件的（例如结合在光伏组件背板的功率转换装置）。

小型功率转换装置通常通过更换设备来维修，而大型的功率转换装置通常通过更换内部部件来维

修。对于通过更换设备来维修的功率转换装置，应采用以下隔离方式之一：

a) 一个邻近且物理上独立的隔离开关；或

b) 一个与功率转换装置机械连接的隔离开关，允许功率转换装置从包含隔离开关的部分移除时无

电击风险；或

c) 一个位于功率转换装置内部的隔离开关，功率转换装置的隔离措施是只有当隔离开关处于断开

位置时才可进行操作，即只有隔离开关处于断开位置时，功率转换装置的可维修部份才能断开

或拆卸；或

d) 一个位于功率转换装置内部的隔离开关，功率转换装置的隔离措施仅通过工具才能操作，且标

注易见的警告标识或文字说明“禁止带载断开”。

对于通过更换内部部件来维修的功率转换装置，隔离开关的位置应能保证维修功率转换装置（例如

更换逆变模块、更换风扇、清洗滤网等）不会有电击风险。这个开关可以与PCE在同一个外壳中，

前提是提供保护，防止由于开关打开而产生的任何部件的意外接触。

7.4.1.3 安装

如果具有适当的额定值，且符合7.3.4中所述特性，用于过电流保护的断路器也可以作为断开措施。

过电流保护装置的位置应符合6.5.7。

表6—光伏方阵安装所要求的隔离装置

光伏方阵电压 电路或子电路 隔离方式 要求

DVC-A

组串电缆 隔离装置 推荐a

子方阵电缆 隔离装置 必要

方阵主电缆 隔离开关 必要

DVC-B和DVC-C

组串电缆 隔离装置a 推荐a

子方阵电缆
隔离装置a 必要

隔离开关 推荐

方阵主电缆 隔离开关 必要

a 带护套（触摸安全）的插头和插座连接器、熔断器组合单元、熔断器座和可移除的熔断体、或隔离器

可作为合适的隔离装置。这些装置切断负载电流的能力应满足本表的要求。

不能切断负载电流的隔离装置应标注不能带载切断，且一般应是不可接近的。

系统含有长直流电缆穿过建筑物时，需要使用附加直流隔离开关。该开关通常会用在建筑物中的电

缆进口点。

如果多个子方阵的隔离装置安装在靠近功率转换装置的位置（即2米内且在视线范围内），则不需

要光伏方阵主电缆因此也不需要光伏方阵带载切断开关，在这种情况下子方阵的开关都应该是负载切断

开关。这也适用于远处的子方阵隔离装置，即便子方阵组合不靠近功率转换装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

允许远程隔离并在功率转换装置附近提供隔离功能操作指示。

当需要使用多个隔离装置来隔离功率转换装置时，应使用隔离开关，并满足：

 应是联动的，以保证全部同时动作，或

 应集中在同一位置，且应有警告标识注明：必须隔离所有输入才能隔离设备。

表6所要求的隔离装置应安装在所有带电导体上，除了光伏方阵隔离开关，光伏方阵隔离开关应安

装在包括功能性接地在内的所有导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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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要求带载切断（隔离开关）时，装置的所有极均具备此功能且所有极应是联动的。

7.4.2 接地和连接安装

7.4.2.1 一般要求

光伏方阵存在的接地或连接部分选择如下：

a) 导体非载流部分的功能性接地（例如为了更好的侦测对地的漏电流路径）。光伏方阵裸露导电

部分的接地/连接应符合图10的要求。

b) 防雷接地保护。

c) 等电位连接，以避免安装中的电势差。

d) 光伏方阵中的一个载流极的功能性接地，所谓的功能性接地方阵。更多细节参考7.4.2.4.3至

7.4.2.4.4。

注：某些组件类型正常工作需要接地，此类接地只作为功能性接地。

在安装中，一个接地导体可能具有一个或多个此类功能，导体的尺寸和位置取决于它的功能。

附录B包含功能性接地光伏方阵的一些示例。

7.4.2.2 连接导体尺寸

用于光伏方阵裸露金属框架接地的导体，应采用最小截面积6mm2的铜或其他等效导体。

在某些系统结构中，最小导体尺寸可能需要更大一些以满足防雷系统的要求（参考图10）。

图11给出光伏方阵裸露可导电部分接地要求的示例。

注：依据IEC 62305-3实现现场接地。

a 参照IEC 62305-2和IEC 60305-3的建议，或根据当地情况：每年的雷日天数或其他雷电特性。应

评估光伏方阵与其他建筑物的相对位置和能使光伏方阵免受雷击的结构。

图10—光伏方阵裸露导电部分的功能接地/连接判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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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中所示的接地连接均为功能性接地连接。暴露金属框架的连接同样需要以防雷击。

b 为了保护电气设备免受雷电过电压，光伏方阵和应用电路之间的等电位连接是必不可少的。等电

位连接导体应尽可能靠近带电导体以减少线路环路。

c 过电压保护浪涌保护装置（SPD）。

图11—光伏方阵裸露可导电部分的接地

7.4.2.3 独立接地极

如果光伏方阵有独立的接地极，此接地极应通过主等电位连接导体连接到电气安装的主接地端子

上。

雷电防护电极的设计参见IEC 62305-3。

7.4.2.4 等电位连接

7.4.2.4.1 一般要求

有两种等电位连接形式：主等电位连接和辅助等电位连接。

主等电位连接是指裸露可导电部分与主接地端子之间的连接，这些导体被称为“主等电位连接导

体”。

辅助等电位连接是指裸露可导电部分与裸露可导电部分和/或外部可导电部分之间的连接。为了保

证可同时接触的裸露可导电部分和/或外部可导电部分之间的电压足够低以防电击，可要求辅助等电位

连接。

光伏方阵框架连接应按照图10的判定流程图进行。

7.4.2.4.2 光伏方阵连接导体

光伏方阵连接导体应尽可能靠近光伏方阵正负极和/或子方阵导体以降低雷电感应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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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4.3 光伏方阵功能性接地端子

当光伏方阵按照7.4.2.1 d）所述进行接地时，接地连接只能是一个点，且该点应连接到电气的主

接地端子。

某些电气安装可能有子接地端子，如果子接地端子已考虑了此用途，则光伏功能性接地允许与子接

地端子连接。

功能性接地也可建立在功率转换装置内部。

无蓄电池的系统，接地连接应在光伏方阵和功率转换装置之间且尽可能靠近功率转换装置。

含蓄电池的系统，接地连接应在控制器和蓄电池保护装置之间。

注：在某些国家隔离装置需要/允许切断功能性接地导体，接地连接的位置对于切断来说很重要。

7.4.2.4.4 光伏方阵功能性接地导体

当功能性接地（直接或通过电阻接地）是用来将一个主光伏方阵导体进行接地时，功能性接地导体

的最小载流能力应：

 不通过电阻直接进行功能性接地的系统，不低于接地故障中短装置正常额定电流（参考6.4.2.4）；
或

 通过串联电阻进行功能性接地的系统，不低于（光伏方阵最大电压）R，其中R是与功能性接

地串联的电阻值。

接地导体的材料和型号、绝缘、鉴定、安装和连接应满足IEC 60364-5-54或其他相关布线标准的规

定。

为了导出光伏电池中的电荷，某些组件技术要求系统主导体正负极中的一极进行功能性接地。这是

功能/操作要求，或是为了防止电池片衰减。应遵循制造说明书的推荐，同时也建议此功能性接地尽可

能通过电阻接地而非直接接地，推荐的电阻值应是制造说明书允许的最大电阻值。

7.4.3 线路系统

7.4.3.1 一般要求

光伏方阵应谨慎布线（防止损坏的发生），以尽可能减少线与线之间、线与地之间故障发生的可能

性。

安装时应检查所有连接的牢固性和极性，以减少调试、运行和后期维护过程中的故障和电弧风险。

7.4.3.2 符合相关配线标准

光伏方阵线路应满足本标准中电缆和安装的要求，并满足当地标准和法规。当无国家标准和/或规

范时，光伏方阵线路系统应满足IEC 60364（所有部分）的要求。

应特别注意保护线路系统免受外部影响。

7.4.3.3 线缆环路

光伏方阵线路应按使导电回路面积最小的方式敷设，以降低雷电导致的过电压。参考图12所示的平

行敷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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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a)—线路最小环路面积示例1

图12 b)—线路最小环路面积示例2

图12 c)—线路最小环路面积示例3
图12—光伏组串线路最小环路面积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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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4 组串线路

当光伏组串中组件之间的线路不受导管或其他配件的保护时，除了所有方阵线路的要求外，还应满

足以下要求：

 电缆被保护免受机械损伤，且

 为了防止导体从连接中断开，电缆应被夹紧以减少张力。

7.4.3.5 汇流箱中的线路安装

线路系统汇流箱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当导体不经过导管接入汇流箱时，应采用拉力缓解系统以避免电缆在汇流箱内部断开（例如使用密

封连接器）。

安装时所有电缆入口应保持外壳的IP防护等级。

在某些地方汇流箱内部会出冷凝水的问题，需要有排出积聚水的措施。

对于工作电压超过DVC-A的光伏方阵，当任何回路导线是通向组件接线盒和/或汇流箱时，这些回

路导线应是双重绝缘电缆，且这些电缆及其安装应全程保持双重绝缘状态，特别是穿过接线盒和汇流箱

时（即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所有接头）。

7.4.3.6 线路识别

除线路隐藏在墙壁中之外，安装在建筑物上的光伏方阵电缆应具有永久性标识。光伏方阵（及子方

阵）布线应采用以下方式之一进行标识：

 光伏布线采用特殊标记的光伏电缆，其标识应是永久的、清晰的且不可擦除的（例如满足IEC
62930的电缆）；

 当布线没有特殊标记时，应使用写有“光伏 直流”的特殊颜色标签标记电缆，正常情况下标

记间隔不超过5m，如可以清楚地看清楚两个标签，直线距离不应超过10m；

 当电缆被封装在导管或线槽中时，应在外壳粘贴标签，标签间隔不超过5m。

当多个光伏子方阵和/或组串导体接入一个汇流箱或功率转换装置时，应分组或成对标识，以确保

同一电路的正负极导体可以轻松识别。

IEC 60445:2010中要求的直流系统颜色编码不作为光伏系统的要求。

注：光伏电缆一般是黑色的以帮助抵抗紫外线。

8 验收

验收测试应按照IEC 62446-1的要求进行。

9 运维

运维要求参考IEC 62446-2。

10 标识与文档

10.1 设备标识

所有电气设备都应依据IEC标准或地方标准和法规的适用要求进行标识，标识应使用当地语言或使

用适当的当地警告符号。本标准包含了英语的符号文本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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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标志要求

条款10中要求的所有标志应：

i） 符合IEC标准；

ii） 不可擦除的；

iii） 除非相关条款另有规定（或参考附录A中的标志示例），应至少在0.8m外清晰可见；

iv） 在其相关或粘贴的设备使用寿命内应清晰可辨；

v） 能被操作人员理解。

附录A给出了标志示例。

10.3 光伏安装识别

为了保证各类操作人员的安全（维护人员、员工、巡检员、公共配电网络运营商、紧急救助人员等），

有必要注明建筑物上安装有光伏设施。

如图A.2所示的标志应固定在：

 电气安装的起始位置；

 计量位置，当远离起始位置时；

 与逆变器相连的供电箱或配电箱；

 供给电源的所有隔离位置。

10.4 光伏方阵和光伏组串汇流箱标签

标有“光伏 直流”字样的标志应贴在光伏方阵和光伏组串汇流箱上，且标有“白天带电”的标志

也应贴在直流汇流箱和开关上。

10.5 隔离装置标签

10.5.1 一般要求

隔离装置应按光伏方阵线路图采用可识别的名称或数字予以标注。

所有开关应清晰标注闭合和断开位置。

10.5.2 光伏方阵隔离装置

应在靠近隔离开关的显著位置处粘贴标志以区别光伏方阵隔离开关。

当使用对各非联动（参考7.4.1.3）隔离装置时，应提供标志以警告：含多个直流电源，应关闭所

有隔离开关才能安全隔离设备。

10.6 文档

应按照IEC 62446-1的规定提供光伏方阵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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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标识示例

本附录提供了满足条款10中说明要求的正确标识示例，见图A.1和A.2。

图A.1 光伏方阵汇流箱标识（10.4）

图A.2 用于配电柜的建筑物上按照光伏设施的示例

标识应遵守当地消防机关的相关要求。

国家委员会或国家标准制定相关部门应制订相关标志以及应用位置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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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光伏方阵的系统功能性接地示例

参考图 B.1。

注：图中接地类型均为功能性接地

图 B.1 系统功能性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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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a)到(c)为普通光伏系统示意图。这些图表没有详细描述所有可能的光伏系统连接。

注 1：（a）和（b）显示的是同样的电路在隔离型逆变器和非隔离型逆变器的金属外壳接地示例

注 2：图中接地的连接类型均为功能性接地。户外金属支架接地也可能出于防雷需要。

图 B.2 常规用途的各种光伏系统配置



CPIA XX—201xx

50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隔离二极管

C.1 介绍

此资料性附录主要介绍光伏方阵中用于防止反向电流的隔离二极管的应用。

C.2 利用隔离二极管防止方阵中的过电流/故障电流

在光伏方阵中，加装隔离二极管是阻止产生反向电流的一个有效措施。光伏方阵中的过电流/故障

电流很多是从正常工作的方阵区域流向具有故障的方阵导致的。故障电流是反方向的。如果方阵中加装

了参数合适并且功能正常的隔离二极管，反向电流是能够阻止的，且故障电流不是被消除掉就是被显著

的减小（见图片D.3 例子）。

有些国家隔离二极管可以用来取代过电流保护装置。这是一个有效的避免产生过电流/故障电流的

方法，但是隔离二极管必须能够保证经受时间的考验。

C.3 隔离二极管在故障情况下的实例

C.3.1 一般要求

此章节主要展示方阵中几个利用隔离二极管避免或显著减小故障电流的事例。

C.3.2 光伏组串短路电流

如果方阵中没有隔离二极管，当出现如图C.1 (a)中的短路情况时，故障电流会绕过故障组件流过，

并且有些组件会流过更大的反向电流，此电流来源于其他组串。如果组串中装有过电流保护装置，那么

当此故障电流大于过电流保护装置的中断电流时，故障电流可以被切断。但是当辐照度比较低的情况时，

过电流装置不应动作。

如果每个组串都装有隔离二极管方阵遇到同样的情况，如图C.1 (b)，故障组件周围的电流无法被

隔离二极管切断，但是故障电流将会被极大的减少，这归功于隔离二极管阻断了其他组串对故障电流的

贡献。隔离二极管对此类故障的功能对所有系统都有效，不管方阵是否接地或者逆变器是否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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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装隔离二极管 (b)每串均加装隔离二极管

图 C.1 光伏组串短路时隔离二极管的作用

图C.2显示了故障电流的路径，这是一个负极功能性接地的系统，其中一个组串出现了接地故障。

最坏的情况是接地故障发生在最靠近组串顶部的地方（即距接地点最远端）。在这种情况下隔离二

极管需安装在组串正极侧。

(a) 不装隔离二极管 (b)每串均加装隔离二极管

图 C.2 负极接地系统中接地故障情况下隔离二极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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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3显示了故障电流的路径，这是一个正极功能性接地的系统，其中一个组串出现了接地故障。

最坏的情况是接地故障发生在最靠近组串顶部的地方（即距接地点最远端）。在这种情况下隔离二极管

需安装在组串正极侧。

(a) 不装隔离二极管 (b)每串均加装隔离二极管

图 C.3 正极接地系统中接地故障情况下隔离二极管的作用

图C.1至C.3显示了隔离二极管在消除相邻组串对故障电流的贡献时的作用。在该文献中，需要一种

检测和中断接地故障的方法，并且可以使用除隔离二极管之外的其他装置来实现。图C.2是接地连接时

没有阻抗的直接接地的情况。本标准倾向于通过较小的接地电阻实现功能性接地。如果确实是这样实现

功能性接地的，那么可能出现的故障电流会因为此电阻而显著降低。

C.4 隔离二极管参数

隔离二极管应满足7.3.2的要求。

C.5 隔离二极管散热设计

因为隔离二极管在正向电流的情况下会导致超过1V 的电压降，因此需要考虑二极管的散热设计可

靠性。有可能需要散热器来保证隔离二极管的温度处于安全限制以内。下边的程序是一个考虑热扩散的

设计方法：

−通过STC条件下的组件短路电流Isc计算得到最大电流Imax。

−IMAX=1,4 X ISC MOD(根据运行条件，可选取更高的乘积因子)。

−依据二极管的工作特点，根据最大电流IMAX 得到隔离二极管的正常正向导通电压VD_OP。

−计算功率损失P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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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L = VD_OP× IMAX

−用如下表达式计算热阻RTH，这样隔离二极管的结温在任意环境温度TAMB 时不至于超过二极管的

限制值。

RTH = (TJ- TAMB)/PCAL

−如果要求的热阻小于二极管PN 结到外壳与外壳到空气的热阻和，那么就需要加装散热器。

当有可能出现导致组件短路电流增大的情况时（比如积雪导致的光反射），计算IMAX 时系

数要大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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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光伏阵列中电弧故障的检测与中断

不同于传统电子产品，光伏组件与电缆没有一个外壳对主体进行包裹，因此器件和系统的故障容易

产生电弧或电火花。许多光伏系统在直流电压下运行，很有可能存在持续性的直流电弧。在光伏系统中

有三种主要类型的电弧（参考图D.1）：

 由于电缆的错误连接或断路导致的串联电弧。

 不同电势下相邻电缆间的局部短路导致的并联电弧。

 绝缘故障导致的接地电弧。

由光伏阵列故障导致的电弧会对阵列产生严重的损害，同时也对与阵列相连的电缆和建筑结构产生

一定的危害。危害最大的电弧是并联电弧，这是因为只要光伏阵列产生电能，这种类型的电弧就能一直

持续，尤其是并联电弧产生在光伏阵列主电缆间时更是如此。本标准要求在用于光伏阵列接线的电缆采

用双层绝缘电缆，因为双层绝缘电缆除非是电缆发生火灾或受到严重机械损伤而导致重大绝缘损坏，不

然是很难产生并联电弧的。光伏系统中最有可能发生的是串联电弧，这是由于典型的光伏系统中包含了

大量的串联连接结构。串联电弧一般可通过移除电子负载的方式来快速消除，在并网系统中，则可简单

地通过关闭逆变器来实现，相比而言，并联电弧不易产生，但一旦产生就很难排除。

图D.1-光伏方阵中不同类型的电弧

如果串联电弧没有被快速排除，它将在导线中传播，并可能与其他导线产生并联电弧。因此，提出

一种快速检测与中断光伏系统中电弧故障的解决方案是非常必要的。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已制订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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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一项新标准——UL 1699B“光伏直流电弧故障的电路保护”，制造商也就这一新标准正在研发相关的

针对电弧故障的电路保护设备，这种电路保护设备的目的是为了检测和精确地分辨光伏阵列中的电弧故

障，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电弧故障的消除。

注：有关光伏系统中的直流电弧的检测和消除的标准IEC 63027正在起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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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DVC 限值

每个DVC等级的电压限值见表E.1。

表E.1- 判定电压等级限定的汇总

判定电压等级

(DVC)

工作电压限值/V

交流电压（有效值）

UACL

交流电压（峰值）

UACPL

直流电压（平均值）

UDCL

A1 ≤25（16） ≤35.4（22.6） ≤60（35）

B
＞25且≤50

（＞16且≤33）

＞35.4且≤71

（＞22.6且≤46.7）

＞25且≤50

（＞35且≤70）

C ＞50（＞33） ＞71（＞46.7） ＞120（＞70）

括号中的数值适用于安装在潮湿地点的电缆和器件。

1 在故障状态下，DVC-A级电路电压允许在DVC-B级范围内最长0.2秒时间 。

注：以上为DVC分类指南，获取更多信息可参考IEC 62109-1。


	目  次
	前  言
	光伏方阵 设计要求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符号和缩写词
	3.1术语、定义和符号
	3.1.1
	隔离二极管 blocking diode
	3.1.2
	等电位连接导体 bonding conductor
	3.1.3
	旁路二极管 bypass diode
	3.1.4
	电缆 cable
	3.1.5
	控制器 charge controller
	3.1.6
	封闭的电气操作区域 closed electrical operating area
	3.1.7
	专业人员 competent person
	3.1.8
	直流控制装置 DC conditioning units（DCU）
	3.1.9
	判定电压等级 decisive voltage classification（DVC）
	3.1.10
	隔离器 disconnector
	3.1.11
	双重绝缘 double insulation
	3.1.12
	外部导电部件 extraneous conductive part
	3.1.13
	功能接地光伏方阵functionally earthed PV array
	3.1.14
	独立手动操作 independent manual operation
	机械开关装置的独立手动操作independent manual operation of a mec
	3.1.15
	辐照度 irradiance，G
	3.1.16
	IMOD_MAX_OCPR
	3.1.17
	In
	3.1.18
	ISC ARRAY
	3.1.19
	ISC MOD
	3.1.20
	ISC S-ARRAY
	3.1.21
	隔离型功率转换设备 separated PCE
	3.1.22
	接线盒 junction box
	3.1.23
	带电部件 live part
	3.1.24
	低电压 low voltage
	3.1.25
	主接地端子 main earthing terminal
	3.1.26
	最大功率点跟踪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MPPT）
	3.1.27
	非隔离型功率转换设备 non-separated PCE
	3.1.28
	PEL导体 PEL conductor
	3.1.29
	PEM 导体 PEM conductor
	3.1.30
	PEN 导体 PEN conductor
	3.1.31
	功率转换装置 power conversion equipment（PCE）
	3.1.32
	保护接地 protective earthing
	3.1.33
	光伏方阵 PV array
	3.1.34
	光伏方阵主电缆 PV array main cable
	3.1.35
	光伏电池 PV cell
	3.1.36
	光伏方阵汇流箱 PV array combiner box
	3.1.37
	光伏方阵最大电压 PV array maximum voltage
	3.1.38
	光伏组件 PV module
	3.1.39
	光伏组串 PV string
	3.1.40
	光伏组串电缆 PV string cable
	3.1.41
	光伏组串汇流箱 PV string combiner box
	3.1.42
	光伏子方阵 PV sub-array
	3.1.43
	光伏子方阵电缆 PV sub-array cable
	3.1.44
	易于获取 readily available
	3.1.45
	加强绝缘 reinforced insulation
	3.1.46
	NS
	3.1.47
	防护罩 shield
	电缆防护罩 shield of a cable
	3.1.48
	简单隔离 simple separation
	同时可触及部件 simultaneously accessible parts
	3.1.49
	标准测试条件 standard test conditions（STC）
	3.1.50
	附加绝缘 supplementary insulation
	3.1.51
	隔离开关 switch-disconnector
	3.1.52
	UOC ARRAY
	3.1.53
	UOC MOD

	3.2缩写

	4　符合IEC 60364（所有部分）
	5　光伏方阵系统结构
	5.1总则
	5.1.1光伏方阵的功能结构
	5.1.2光伏系统结构
	5.1.3方阵电气图
	5.1.4多路直流输入PCE的使用
	5.1.4.1一般要求
	5.1.4.2具有多个独立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输入的PCEs
	5.1.4.3具有多路输入且在功率转换装置内部连接在一起的PCEs

	5.1.5带直流功率优化器（DCU）的光伏组串
	5.1.5.1一般要求
	5.1.5.2下游电路的额定电压和电流

	5.1.6串并联结构
	5.1.7系统中的蓄电池
	5.1.8光伏方阵可预见故障
	5.1.9工作温度
	5.1.10性能问题

	5.2机械设计
	5.2.1一般要求
	5.2.2温度影响
	5.2.3光伏结构的机械载荷
	5.2.3.1一般要求
	5.2.3.2风
	5.2.3.3光伏方阵上的异物堆积
	5.2.3.4腐蚀



	6　安全问题
	6.1一般要求
	6.1.1概述
	6.1.2光伏方阵和交流输出主电路的隔离

	6.2电击防护
	6.2.1一般要求
	6.2.2防护措施：双重或加强绝缘
	6.2.3防护措施：超低电压

	6.3热防护
	6.4绝缘故障防护
	6.4.1一般要求
	6.4.2监测和故障指示要求
	6.4.2.1一般要求
	6.4.2.2方阵绝缘电阻检测
	6.4.2.3残余电流监控系统防护
	6.4.2.4功能性接地光伏方阵接地故障中断措施
	6.4.2.5接地故障指示


	6.5过电流保护
	6.5.1一般要求
	6.5.2过电流保护要求
	6.5.3组串过电流保护要求
	6.5.4子方阵过电流保护的要求
	6.5.5过电流保护选型
	6.5.5.1光伏组串过电流保护
	6.5.5.2光伏子方阵过电流保护
	6.5.5.3光伏方阵过电流保护

	6.5.6连接蓄电池的光伏系统过电流保护
	6.5.7过电流保护位置

	6.6雷击和过电压保护
	6.6.1一般要求
	6.6.2过电压保护
	6.6.2.1一般要求
	6.6.2.2浪涌保护装置（SPD）
	6.6.2.2.1一般要求
	6.6.2.2.2直流浪涌保护器（SPD）
	6.6.2.2.3信息技术设备浪涌保护器




	7　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7.1一般要求
	7.2光伏方阵最大电压
	7.3部件需求
	7.3.1一般要求
	7.3.2光伏组件
	7.3.2.1一般要求
	7.3.2.2设备等级

	7.3.3光伏方阵和光伏组串汇流箱
	7.3.3.1环境影响
	7.3.3.2光伏方阵和光伏组串汇流箱的位置

	7.3.4断路器
	7.3.5熔断器
	7.3.5.1可触及性
	7.3.5.2熔断体
	7.3.5.3熔断器底座和支架

	7.3.6隔离器和隔离开关
	7.3.7电缆
	7.3.7.1线径
	7.3.7.1.1一般要求
	7.3.7.1.2载流能力（CCC）

	7.3.7.2类型
	7.3.7.3安装方式

	7.3.8交直流电路隔离
	7.3.9插头、插座和连接器
	7.3.10汇流箱中的线路
	7.3.11旁路二极管
	7.3.12隔离二极管
	7.3.13含直流优化器（DCU）的功率转换装置（PCE）

	7.4位置和安装要求
	7.4.1隔离方式
	7.4.1.1一般要求
	7.4.1.2功率转换装置的隔离开关
	7.4.1.3安装

	7.4.2接地和连接安装
	7.4.2.1一般要求
	7.4.2.2连接导体尺寸
	7.4.2.3独立接地极
	7.4.2.4等电位连接
	7.4.2.4.1一般要求
	7.4.2.4.2光伏方阵连接导体
	7.4.2.4.3光伏方阵功能性接地端子
	7.4.2.4.4光伏方阵功能性接地导体

	7.4.3线路系统
	7.4.3.1一般要求
	7.4.3.2符合相关配线标准
	7.4.3.3线缆环路
	7.4.3.4组串线路
	7.4.3.5汇流箱中的线路安装
	7.4.3.6线路识别



	8　验收
	9　运维
	10　标识与文档
	10.1设备标识
	10.2标志要求
	10.3光伏安装识别
	10.4光伏方阵和光伏组串汇流箱标签
	10.5隔离装置标签
	10.5.1一般要求
	10.5.2光伏方阵隔离装置

	10.6文档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标识示例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光伏方阵的系统功能性接地示例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隔离二极管
	C.1介绍
	C.2 利用隔离二极管防止方阵中的过电流/故障电流
	C.3 隔离二极管在故障情况下的实例
	C.3.1一般要求
	C.3.2光伏组串短路电流

	C.4 隔离二极管参数
	C.5 隔离二极管散热设计

	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光伏阵列中电弧故障的检测与中断
	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DVC限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