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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210-2000 晶体硅光伏(PV)方阵 I-V 特性的现场测量

《GBT 18210-2000晶体硅光伏(PV)方阵 I-V特性的现场测量》描述晶体硅光伏方阵

特性的现场测量及将测得的数据外推到标准测试条件（STC）或其他选定的温度和辐照

条件下的程序。

《GBT 18210-2000晶体硅光伏(PV)方阵 I-V特性的现场测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

息产业部提出。

《GBT 18210-2000晶体硅光伏(PV)方阵 I-V特性的现场测量》由全国太阳光伏能源

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GBT 18210-2000晶体硅光伏(PV)方阵 I-V特性的现场测量》由信息产业部电子第

十八研究院、秦皇岛市华美光电设备总公司起草。

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两个测试设备准确度都满足国家标准要求的试验站，对同一台电机的合格判定出现

截然不同的结论？

这个问题在电机试验检测中较为普通，可能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

1、幅值、频率、相位等精度要求与测试设备标称精度的对应条件不符；

2、测试方法不正确；

3、现场干扰对测试信号的影响；

详细内容参考：

前端数字化_复杂电磁环境下的高精度测量解决方案
不同功率因数下相位误差对功率测量准确度的影响

幅值对测量准确度的影响？

准平均值真的可以替代基波有效值吗？

电机试验台典型案例
助力电机能效提升计划，加速电机产业转型升级

WP4000 变频功率分析仪
WP4000变频功率分析仪_全局精度功率分析仪

DP800 数字功率计
5~400Hz范围内实现 0.2%的全局精度的 低成

本宽频高精度功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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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 晶体硅光伏 方阵 特性的现场测量

本标准是太阳光伏能源系统中一项基础标准 所使用的名词术语与有关标准协调一致

在与 秘书处交换意见之后 本标准对 中错误作如下修正

辐照度 和 辐照度 统一用符号 表示

用术语 标准光伏器件 代替 标准器件 和 标准 器件 术语 标准光伏器件 的定义列于附

录中

对不同场合测得的开路电压 加以编号

和 统一为

在 测量组件背表面中心温度时 增加一个限定条件 靠近电池处

本标准的附录 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太阳光伏能源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八研究所 秦皇岛市华美光电设备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由志德 李涛勇



前言

国际电工委员会 是由各国家电工委员会 国家委员会 组成的世界性标准化组织

的目的是促进电工电子领域标准化问题的国际合作 为此目的 除其他活动外 发布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的制定由技术委员会承担 对所涉及内容关切的任何 国家委员会均可参加国际标准的制

定工作 与 有联系的任何国际 政府和非官方组织也可以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 与国际标准化

组织 根据两组织间协商确定的条件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在技术问题上的正式决议或协议 是由对这些问题特别关切的国家委员会参加的技术委员

会制定的 对所涉及的问题尽可能地代表了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标准 技术报告或导则形式发布 以推荐的形式供国际上使用 并在此意义

上 为各国家委员会认可

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 各 国家委员会有责任使其国家和地区标准尽可能采用 标准

标准与相应国家或地区标准之间的任何差异应在国家或地区标准中指明

国际标准 由 第 技术委员会 太阳光伏能源系统 制定

本标准文本以下列文件为依据

国际标准草案 表决报告

表决批准本标准的详细资料可在上表列出的表决报告中查阅

附录 为提示的附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晶体硅光伏 方阵

特性的现场测量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和目的

本标准描述晶体硅光伏方阵特性的现场测量及将测得的数据外推到标准测试条件 或其他选

定的温度和辐照度条件下的程序

光伏方阵在实际现场条件下的 特性测量及其验收测试条件 下的外推值 能够提供 参

见附录 和

功率额定值的数据

验证已安装的方阵功率性能是否符合设计规范

检测现场组件特性与实验室或工厂测量之间的差异

检测组件和方阵相对于现场初期数据的性能衰降

对于某一个组件 现场测量经外推到标准测试条件 的数据 可以直接与先前在实验室和工厂

得到的结果相比较 条件是两者测量中使用的标准光伏器件具有相同的光谱响应和相同的空间分布响

应 参见 或 的相应标准

由于现场方阵测量的数据包括了二极管 电缆以及失配损失 因此 它们不可直接同各组件数据之

和相比较

如果一个光伏方阵是由不同仰角 方位角 工艺 电气结构的若干个子方阵组成 这里描述的程序将

只适用于每一个光伏子方阵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和

成员国要备有现行有效的国际标准的目录

光伏器件 第 部分 光伏电流 电压特性的测量

光伏器件 第 部分 标准太阳电池的要求

光伏器件 第 部分 地面用光伏器件的测量原理及标准光谱辐照度数据

晶体硅光伏器件的 实测特性的温度和辐照度修正方法

光伏器件 第 部分 标准太阳电池的要求 第一号

修正

光伏器件 第 部分 标准太阳电池组件的要求



光伏器件 第 部分 标准太阳电池组件的要求 第

一号修正

电子元器件质量评定体系 程序规则

电子元器件质量评定体系 程序规则 第一

号修正

测量方法 方法 和

本章介绍两种可以采用的现场测量方法 两种方法使用 给出的程序 对测得的

特性进行温度和辐照度修正

方法 由直接的温度测量确定方阵有效结温

方法 由不同辐照度下记录到的子方阵开路电压 数据推导出有效结温

设备

方法 和 共用的设备

按照 或 选择并标定的标准光伏器件

校验标准光伏器件和被测组件为共平面 在 之内 适用的设备

符合 要求的电压和电流测量仪器

功率范围适当的可变负载 低功率情况下 小于 可以选用可变电阻或电子负载 高功率

情况下 最好选用电容性负载

为连续跟踪 曲线 需要一个 记录仪 或记忆示波器 或其他类似设备

两个辐射计 用以检验平面内辐照度的均匀性

方法 需要的附加设备

测量组件背表面温度的装置 准确度优于

用于测量标准光伏器件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的转换系统

方法 需要的附加设备

测量环境空气温度的装置 准确度优于

程序

本程序要求组件表面是干净的 否则 应采取适当措施 如清扫 可能时 和 或报告表面状态

除下列各项要求外 验证环境条件满足 的要求

电压和电流测量准确度应优于

对于外推到 的测量 被测平面内总辐照度必须大于等于 并且太阳光入

射线与组件法线的夹角小于

使用合适的辐射计 校验被测面积上的辐照度均匀性 并选出具有典型辐照度位置上的组件

被测方阵必须跟蓄电池和 或功率调节器一类负载断开

使用 或 描述的方法 或方法 确定结温和 特性

方法

测量选定的中心位置上的组件背表面中心靠近电池处的温度 组件的选择应基于图 所示

的原理及示例

由所有选定方阵中的组件 计算平均温度 以及这个温度与中央位置上选定组件的温度

之差



测量标准光伏器件的开路电压 并计算它的结温

式中 为标准光伏器件的电压温度系数

标准光伏器件在标准测试条件下的开路电压

为考虑测量状态与 辐照度偏差的一个系数

当辐照度为 时

当辐照度为 时

当辐照度为 时

当辐照度为 时

测量标准光伏器件中心处背表面的温度 的测量以及 的再次测量 称为 都

应在较短时间内进行 即 之内

计算修正后方阵的结温

连接可变负载与光伏方阵 记录连接点的情况

如果使用慢速扫描 如手动调节可变电阻负载的扫描 在 扫描刚开始时 立即记录标准光

伏器件的开路电压

改变负载扫描 曲线 并使有足够多的测量点 用以确定平滑的 特性曲线 如果使用慢速

扫描 标准光伏器件的短路电流必须与每一个 点同时测定 以获得相应于那个点的辐照度 辐照

度在整个扫描期间的总的变化应当小于 如果不是这样 重复 当使用诸如电容器快变化负

载扫描 总扫描时间小于 时 只在扫描开始时记录标准光伏器件的短路电流就足够了

如果使用慢速扫描 当扫描结束时重测标准光伏器件的开路电压 如果这个值跟 得到

的 相差大于 从 开始重复测量

计算方阵在测量期间的修正结温

式中 由 计算得到的标准光伏器件的计算结温

当标准光伏器件温度测量值不同于它的标定值对应的标准温度时 对 和 进行修正 用

代替 代替

关于 和 的定义 参见

式中 标准光伏器件的标准温度 它的标定值是在这个温度下给出的

标准光伏器件的实测温度

标准光伏器件在标准温度 标准辐照度或其他选用辐照度下的短路电流

在实测温度 时测得的标准光伏器件短路电流

标准光伏器件在研究的温度范围内 处于标准辐照度或其他选用的辐照度下的电流温度

系数

按 描述的方法 外推实测的 数据到要求的验收测试条件 由提供者给出

或按 测量得到

方法

在一天当中 重复测量方阵的开路电压 特别是在低辐照度 到

情况下不能进行 扫描时 同时记录环境温度读数 和辐照度读数 由标准光伏器件的短路电流

及其标定曲线求得 计算每个方阵相应外推值 的平均值 和标准误差 使用下列公式计算外



推的 值

式中 方阵中串联的电池个数

热电压 每个单体电池大约 与非理想化因子 每个单体电池大约 的乘积

值约为每个单体电池

单体电池电压温度系数 每个单体电池约为

对于单独安装的方阵 电池额定工作温度 为 时 大约为

在特殊安装方式下 即指屋顶安装 系数 应由 数据回归分析 最小二乘法 得

到

如果必要 应用回归分析 改进其他系数的精度

如果使用慢速扫描 在 扫描刚开始时立即记录被测组件的开路电压

改变负载扫描 曲线 并使有足够多的测量点 用以确定平滑的 特性曲线 如果使用慢速

扫描 标准光伏器件的短路电流必须与每一个 点同时测定 以获得相应于那个点的辐照度 辐照

度在整个扫描期间的总的变化应当小于 如果不是这样 从 开始重复测量 当使用诸如电容

器快变化负载扫描 总扫描时间小于 时 在扫描开始时 记录标准光伏器件的短路电流就足够了

如果使用慢速扫描 把 扫描结束时测得的被测组件的开路电压 同 的测量结果

相比较

如果这些值相差大于 从 开始重复测量

计算方阵在测量期间修正后的结温

按照 描述的方法 把实测的 数据外推到要求的验收测试条件 由提供者给

出 或按 测量得到

准确度

改进精度的各种技术都应采用 现阶段 难以保证外推的功率值总准确度优于

图 边缘组件和中心组件的举例



图 完



附 录

提示的附录

术 语

验收测试条件

对于光伏方阵的功率额定值所规定的环境温度 测量平面的辐照度以及光谱分布的标准值

标准测试条件

组件温度 测量平面的辐照度以及光谱分布的标准值 用于室内 模拟器 测量

组件温度

测量平面内辐照度

光谱分布 总辐照

见

标准光伏器件

标准光伏器件是特殊标定的太阳电池 多电池封装件或组件 用于测量辐照度

当在自然太阳光下测量 如果直接辐射光偏离法线入射时 建议使用与被测者同类型 同尺寸的标

准光伏组件 或使用由一个标定过的太阳电池周围布有多片其他电池 模拟的或真实的 的多电池封装

件 使其边框 封装系统 形状 尺寸和空隙都与被测组件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