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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CPIA 0011《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分为如下部分：

——第 1部分：现场勘察与安装场地评估；

——第 2-1 部分：设计规范 一般要求；

——第 2-2 部分：设计规范 方阵设计；

——第 2-3 部分：设计规范 结构设计；

——第 2-4 部分：设计规范 电气安全设计；

——第 2-5 部分：设计规范 系统接入设计；

——第 3部分：安装与调试规范；

——第 4部分：验收规范；

——第 5部分：运行和维护规范；

——第 6部分：发电性能评估方法。

本部分为 T/CPIA 0011 的第 5 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编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河北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

研究院、江苏天合智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苏州鼎威新能源有限公司、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汉能移动能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高艳杰、马明、李英叶、崔胜波、张丽娜、赵亮、刘莹、裴会川、王赶强、任

改改、王勇、徐淑法、闫广川、翟寿缙、彭剑、袁万强、方振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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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第 5 部分：运行和维护规范

1 范围

T/CPIA 0011的本部分规定了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运行和维护的有关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运

行维护作业、故障诊断与处理和应急管理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以220V/380V电压等级接入用户侧电网或公共电网的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220V电

压等级单点接入容量不宜超过8kW，380V电压等级单点接入容量不宜超过400kW。

本标准不适用于带储能光伏系统、聚光光伏系统、BIPV光伏系统和双面发电组件光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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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5.21 低压电器装置 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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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2005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GA 95 灭火器维修

NB/T 32004 光伏发电并网逆变器技术规范

T/CPIA 0011.4-2019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第4部分：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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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电致发光测试 electrolumin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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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的近红外图像，获取并判定光

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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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本要求

4.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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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运行和维护工作可由安装单位负责，也可由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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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按要求进行。

4.1.2 光伏并网发电系统运行维护单位应明确火灾、雷电、台风等灾害的应急预案要求。

4.1.3 光伏并网发电系统运行维护单位应通过数据监控系统对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

监控，如发现问题，应按照第 5、6章相关要求及时进行处理。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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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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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文档、标识、备品备件及防护工具。

4.2.4 运行维护人员应对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运行监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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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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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压块、紧固件（如

螺栓等）、光伏连接器、逆变器、数据采集器和相应规格的配电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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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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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和维护所需技术文件应包含 T/CPIA 0011.4-2019 中规定的相关文件。技术文件应妥善保存，

保存期限不少于设备的寿命期。

4.4.2 警告牌及标识

警告牌及标识应符合 T/CPIA 0011.4-2019 中的相关规定。

4.4.3 运行维护记录

运行维护记录应妥善保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光伏方阵巡查及维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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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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记录，包含：故障发生时间、发生故障的设备或部件、故障现象表征、故障排除后的设

备运行参数与状态；

d) 运维使用的安全类设备如有校准要求，宜保留其校准维护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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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使用的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由于以下原因应切断电源：

 自然灾害已经发生或预计对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有影响；

 修整基础设施或调整光伏支架方位；

 更换部件；

 收到电力管理部门通知。

5.2 监视检查

5.2.1 检查时机

5.2.1.1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宜每半年进行一次常规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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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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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电力管理部门有相关规定时，按照电力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

5.2.2 检查内容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运行监控表见附表 A.1。

5.3 常规检查及处置

5.3.1 周边环境检查及处置

运行维护人员巡视系统周边环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光伏组件方阵的采光方向上应无遮挡物，四周无倾倒物隐患、无粉尘或油气源隐患，否则应

通知用户清除；

b) 光伏组件及配电设施周边应通风、散热良好，无易燃物堆放，否则应通知用户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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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组件表面应无杂物，否则应对光伏组件表面进行清洁维护，光伏组件表面清洁原则详见附

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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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玻璃破碎状况；

c) 光伏组件背板无灼焦现象，否则通知专业人员立即更换光伏组件，同时仔细观察光伏组件周边

是否存在遮挡，如存在遮挡应及时处理；

d) 光伏组件背板应无划伤现象，表面无镀膜隆起或脱皮，否则通知专业人员及时处理；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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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



T/CPIA 0011.5—2019

4

f) 光伏直流电缆及光伏连接器应无脱落、损坏现象，否则通知专业人员更换符合设计要求的产品；

g) 光伏组件内部应无水汽进入迹象，否则通知专业人员更换光伏组件。

5.3.3 光伏支架结构检查及处置

运行维护人员目视及使用工具检查光伏支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光伏支架应无明显形变或位移，否则应及时更换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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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应及时处理。

5.3.4 系统连接线检查及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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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无明显磨损现象，否则应重新绑扎或对电缆进行处理；

b) 光伏方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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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光伏连接器应无松动，烧灼痕迹等，否则应紧固或更换。

5.3.5 逆变器检查及处置

逆变器存在以下现象，应及时处理，或找专业厂家维修：

a) 逆变器结构和电气连接存在锈蚀、积灰、异味等现象；

b) 指示灯显示不正常；

c) 运行参数不符合技术说明要求；

d) 散热片存在遮挡或灰尘脏污。

5.3.6 并网箱检查及处置

并网箱存在以下现象，应及时更换处理，或找专业厂家维修：

a) 设备存在变形、锈蚀、漏水、积灰等现象；

b) 触点出现松动、锈蚀、烧黑、烧熔等现象；

c) 箱体防水封堵存在异常。

5.4 专业检查及处置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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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处置：

a) 光伏方阵输出端与光伏支架结构间的绝缘电阻应符合 GB/T 9535的要求；

b) 保护接地电阻符合 GB 50348—2004中 3.9.3“不大于 4Ω”的要求。

5.4.2 系统连接线测试及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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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统一更换电缆。

5.4.3 逆变器测试及处置

专业人员对逆变器应按期进行性能检测或检查，出现问题及时处置：

a) 对逆变器进行感官检查，发现以下异常时，应用验电笔、万用表等一起进行检修维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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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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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线端子出现松动、锈蚀、烧黑、烧熔现象，应及时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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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逆变器的保护接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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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并网箱测试及处置

专业人员对并网箱应按期进行性能检测或检查，出现问题及时处置：

a) 设备内电涌保护器、过欠压保护装置等失效，应及时更换；

b) 设备内若使用漏电保护器，应对其测试按钮进行检测，若失效应及时更换；

c) 并网箱的保护接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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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概述

除常规检查项目外，特殊检查还应包括光伏方阵检查、防雷接地电阻检测。

5.5.2 光伏方阵检查

恶劣天气或自然灾害后，应检查光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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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影响光伏系统安全，应及时整改。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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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故障诊断与处理

6.1 概述

运行维护人员监视检查后，若发现光伏系统存在异常，应使用检测设备对异常部件进行故障诊断，

并及时处理。

6.2 光伏方阵基础设施的故障诊断与处理

6.2.1 对于屋顶安装方式的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发现屋顶防水层出现破损时，应及时进行修补，

同时保证光伏支架不被破坏，光伏组件绝缘符合 GB 50601的相关规定。

6.2.2 对于架空安装方式的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发现支撑立柱存在支撑缺陷时，应及时加固。

6.3 光伏方阵的故障诊断与处理

6.3.1 光伏方阵无输出或发电效率低故障诊断与处理

a) 用万用表测试光伏方阵开路电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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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电压低于正常输出的 1/m时（m为光伏组件串联数），说明某块光伏

组件出现问题，应按照 6.2.2逐一排查；

b) 用 I-V曲线测试仪测试光伏方阵的输出功率，在规定测试条件下，输出功率应符合质量保证要

求，否则说明光伏组件出现问题，应按照 6.2.2 逐一排查。测试条件如下：

 按照 GB/T6495.9，在测试周期内的辐照不稳定度应不大于±2%；

 被测方阵表面应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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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单块光伏组件外观良好但输出功率低的故障诊断与处理

用万用表、钳形电流表测量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需要时再用红外测温仪测量光伏组件

的表面温度或用EL测试仪对光伏组件进行电致发光测试，出现以下现象时：

a) 若电压低于正常输出电压的 1/n时（n为接线盒二极管个数），应更换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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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接触良好则更换光伏组件；

c) 若光伏组件电致发光测试图像不符合产品要求，应更换光伏组件。

6.4 并网箱运行状态异常的故障诊断与处理

并网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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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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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设备内部断路器等电气部件起火烧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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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逆变器异常的故障诊断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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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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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系统连接线的故障诊断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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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误后，启动系统。

7 应急管理

发生火灾、雷电、台风等灾害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启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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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监控表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安全运行监控表如表A.1所示：

表 A.1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安全运行监控表

内容 常规检查 专业检查 特殊检查

周边环境检查 5.3.1 - 5.3.1
光伏组件外观检查 5.3.2 - 5.3.2
光伏支架结构检查 5.3.3 - 5.3.3
系统连接线检查 5.3.4 - 5.3.4
逆变器运行检查 5.3.5 - 5.3.5
并网箱运行检查 5.3.6 - 5.3.6

光伏方阵安全检查 - 5.4.1 -

系统连接线测试 - 5.4.2 -

逆变器测试 - 5.4.3 -

并网箱测试 - 5.4.4 -

光伏方阵检查 - 5.5.1
防雷接地电阻检测 -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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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光伏组件表面清洁原则

从保护光伏组件不被损坏以及清洁人员的安全性角度考虑，光伏组件清洁原则如下：

a) 合理选择光照原则

为了避免光伏组件对人身的电击伤害，防止组件发生热斑效应，维护人员应在辐照度低于

200W/m2的情况下清洁光伏组件，一般选择在早晨或者下午较晚的时候进行组件清洁工作。

b) 适当清洁物品原则

不应使用腐蚀性溶剂或用硬物擦拭光伏组件；不宜使用与组件温差较大的液体清洗组件；不宜

采取风吹方式清洗，避免灰尘在组件表面之间迁移，达不到彻底清洗的效果。

c) 考虑风力气象原则

为避免环境污染、保证人身安全，不应在风力大于 4级、大雨或大雪的气象条件下清洗光伏组

件；冬季清洁应避免冲洗，以防止气温过低而结冰，造成污垢堆积。

d) 避免踩踏原则

不应踩踏组件、光伏支架、电缆桥架等光伏系统设备或用其他方式借力于组件和光伏支架，清

洁设备对组件的冲击压力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不当受力引起隐裂。

e) 安全作业原则

在清洗前应用验电笔对组件的铝框、光伏支架、钢化玻璃表面进行测试，以排除漏电隐患，确

保人身安全；另外，组件铝框及光伏支架有许多锋利尖角，进行组件清洁的人员应穿着相应防

护装备以避免造成人员刮蹭受伤；不宜站立在距离屋顶边缘不足 1m的地方进行作业，不足 1m
应有监护人员；不应将工具及杂物向下投掷，应在作业完成后将工具及杂物一起带走。

f) 关注关键部件原则

不应将清洗水喷射到组件接线盒、电缆桥架、逆变器、并网箱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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