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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PURPOSE

本手册提供了无锡萨科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萨科特”或“萨科特””）生

产的光伏组件在安装和安全使用方面的相关信息，为我们的客户推荐安全可靠的组件安装作业指

导和组件维护保养。

组件安装前，安装者必须阅读和理解本手册，如任何有疑问，请联系萨科特的销售或客户人

员做进一步的了解，安装组件时，安装者应遵守本手册的所有安全防范措施和安装的相关的法律

规范；安装人员应熟悉安装系统的机械载荷和电气要求，若因施工或者发电系统设计的缺陷而导

致的产品损坏，萨科特有权拒绝赔偿。

二、适用范围 SCOPE

本文件适用于无锡萨科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规单玻组件的安装。

三、职责 OBLIGATIONS

组件技术部：负责文件编制、更新和维护；

四、参考文件和依据 REFERENCES

无

五、定义 DEFINITIONS

无

六、程序内容 PROCEDURE

无

七、相关记录表单 RELEVANT RECORDS AND SHEETS

见文件履历表

八、附则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本文件最终解释由组件技术部负责，文件无受控章或缺损无效。禁止任何部门或个人发生私

自打印、复印、复制等侵害文件受控管理的行为。文件是从中文翻译至英文，因翻译导致的偏差

最终以中文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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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手册说明

非常感谢您选择无锡萨科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萨科特”或“萨科特”）

的光伏组件产品。

请在安装前仔细阅读本安装手册。光伏发电系统的运行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系统必须由拥

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进行安装和维护，安装人员应熟悉其机械和电气要求。为保证正确安装光伏组

件产品，安装人员必须在安装前阅读并理解本手册。如有任何问题，请与萨科特的客户服务部

(info@sunket.com)或当地代表联系，了解更多详情。

2 萨科特光伏组件及应用

萨科特的光伏太阳能光伏组件是一种在光照条件下具有高可靠性几乎免维护的直流电源，可

以理想的应用于偏僻地区电力系统、家庭电力系统，可再生能源汽车、水电站、水泵，通讯系统

或者直接组成太阳能光伏发电站，这些系统可以连带蓄电池，也可以不连带蓄电池而直接并网使

用。

本安装手册适用于萨科特单玻单多晶系列光伏组件产品，产品型号如下所示。

156 cells: SKTxxxM10 (xxx = 560-605, in increment of 5)
144 cells: SKTxxxM10 (xxx = 520-555, in increment of 5)
132 cells: SKTxxxM10 (xxx = 475-510, in increment of 5)
120 cells: SKTxxxM10 (xxx = 430-465, in increment of 5)
108 cells: SKTxxxM10 (xxx = 390-415, in increment of 5)
96 cells: SKTxxxM10 (xxx = 345-370, in increment of 5)
84 cells: SKTxxxM10 (xxx = 300-325, in increment of 5)
72 cells: SKTxxxM10 (xxx = 260-280, in increment of 5)
60 cells: SKTxxxM10 (xxx = 215-230, in increment of 5)
48 cells: SKTxxxM10 (xxx = 175-185, in increment of 5)
42 cells: SKTxxxM10 (xxx = 150-160, in increment of 5)
36 cells: SKTxxxM10 (xxx = 130-140, in increment of 5)
30 cells: SKTxxxM10 (xxx = 110-115, in increment of 5)
26 cells: SKTxxxM10 (xxx = 95-110, in increment of 5)
18 cells: SKTxxxM10 (xxx = 65-70, in increment of 5)
16 cells: SKT60M10
14 cells: SKT50M10

156 cells: SKTxxxM6 (xxx = 465-500, in increment of 5)
144 cells: SKTxxxM6 (xxx = 430-465, in increment of 5)
132 cells: SKTxxxM6 (xxx = 395-425, in increment of 5)
120 cells: SKTxxxM6 (xxx = 360-385, in increment of 5)
108 cells: SKTxxxM6 (xxx = 325-345, in increment of 5)

mailto:info@sunk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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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产品参数详见官方样册( www.sunket.cn)。

本手册所描述的光伏组件只能应用在地球上，不适用于太空中。在高海拔地区安装时，需考

虑高海拔对组件运行的影响。

3 警告

对组件进行安装、接线、操作或维护前，应阅读并理解所有安全细则。当组件电池面直接暴

露在阳光或其他光源下时，会产生直流电（DC），无论是否连接组件，直接接触组件的带电部分，

例如接线端子等，将可能导致人员伤亡。

4 安全说明

安装人员必须遵守本安装手则中的所有提及的安全说明和注意事项，同时遵守法律或授权机

构的规定及当地其他要求。未遵守本手册所描述的相关的安全和安装规范要求，或者没有遵守法

律或授权机构的规定及当地其他要求的情况下，会导致所购组件产品的有限质保失效。

萨科特太阳能光伏组件已通过全球权威认证机构的测试，在符合本安装手册要求和条款的前

提下请放心使用。

 在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之前，请与当地的相关的权威机构联系以确定符合当地要求的安

装许可及安装检验要求。

 在设计光伏系统时，请务必考虑不同温度条件下的电压变化（请检查所有光伏组件的温度系

数，当温度下降时，组件可变输出电压将上升）。

 由于光伏发电的条件是有阳光照射下，组件才能正常工作发电。阴影遮挡情况下对组件发电

的负荷影响很大，组件应在整年完全不被（阴影）遮挡（例如，通过建筑、烟囱、树），即

便部分（阴影）遮挡（例如，通过架空线、污垢、雪）也应避免。

 组件在安装前应存储在原包装箱内，组件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请保护好包装不要受到损伤。

除非组件到达安装地点，否则不要打开包装。按照建议的拆包步骤进行操作，在运输、打开

http://www.sunk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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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存储过程中需小心操作。禁止让包装好的组件直接跌落。

 请确保正确和恰当的运输和安装方式，否则可能会造成组件损坏。

 堆叠组件时请勿超过包装箱上印刷标示的最高层数限制，在组件开箱前，请把包装箱放在通

风，防雨和干燥的地方。

 禁止在未拆包的包装箱上及组件上站立、攀爬、行走或跳跃。

 任何时候请不要把任何重物或尖锐的物体放在组件正面或背面，避免损坏组件以及影响组件

的安全性。

 当拆卸纸箱时，请使用拆卸工具与支撑体，防止组件倾斜或脱落。禁止将组件置于无可靠支

撑或未固定的环境下。

 在任何时候，禁止通过拉扯组件的导线或接线盒来搬运组件，搬运组件时应由 2人或 2人以

上带防滑手套同时手持组件搬运；禁止头顶组件搬运；禁止堆叠组件搬运。

 如果需要暂时存放组件，则应将组件存储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

 安装前，确保所有组件与电气接触处都是干净和干燥的。

 雨天、下雪或大风时请勿安装任何组件。

 不要在人工聚光光源下方安装使用组件。

 使用耐用，防锈和抗紫外线材料制造组件支架结构，请使用已经测试，认证和认可的支架结

构。

 当任何组件安装在立柱上时，柱子和组件支架结构必须能够承受当地风和雪载荷。确保组件

承受的风和雪载荷不超出设计允许的最大负荷。

 在安装组件时，不要使用玻璃破损或背板损坏的太阳能光伏组件，这种太阳能光伏组件无法

修复，一旦接触其表面或铝框会导致电击的风险。不要尝试拆开组件，也不要移除或损坏组

件的铭牌或者组件上的任何部件。

 安装时禁止践踏或站在任何光伏组件上，不要损坏或刮擦光伏组件玻璃表面。

 不能使用任何油漆或胶水涂在组件玻璃面板上。



无锡萨科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常规单玻组件

安装与维护手册

SUNKET SOLAR

主导部门：组件技术平台 页码：第 8页 共 29 页

 当太阳能光伏组件暴露在太阳光下时将会产生电流，太阳能光伏系统产生的电能足以造成致

命的电击和燃烧危险。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并经过授权的人士方可接近太阳能光伏组件。

 为了避免电击或燃烧危险，在太阳能光伏组件安装过程中可用不透明材料将太阳能光 伏组

件覆盖。

 在光伏系统安装或维修期间，请不要佩戴金属戒指、手表、耳环、鼻环等金属材料，以免损

坏组件，引起电击危险。

 在电路负载情况下，请不要断开任何电气连接或拔出任何连接器。

 为了防止组件绝缘性能降低，避免刮伤和切割任何电缆或连接器。

 按照相关的电气安装标准使用绝缘良好的工具作业，在运输和安装组件等相关过程中，请让

孩子远离，不要靠近安装现场。

 安装需要符合当地的安全法规（例如，安全条例，电厂运行规定），包括电线电缆、连接器、

充电控制器、逆变器、蓄电池和充电电池等。

 在国家电气规范的要求下，最大系统电压应不高于 1000V或者 1500V，实际情况请参照您

所使用的组件铭牌上面所规定的系统电压。

 光伏组件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电流和电压可能高于标准测试条件下的电流和电压。如果安装

条件不符合 NEC的要求，那么你应该使用 ISC和 VOC值对该组件乘以系数 1.25确定组件的

额定电压为标准，加强导线载流量和过流保护装置的额定值以及连接的光伏组件的输出端的

控制能力。

 萨科特组件设计符合国际 IEC61215和 IEC61730标准，其应用等级评级为 A类，组件可用

于公众可能接触的大于电流 50V或 240W以上的系统，并且通过了 IEC61730-1和

IEC61730-2两部分，组件满足安全Ⅱ类的要求。

 符合电气规范-第一部分-电气设备安全标准 CSA C22.1-12-2012。

 凡有导电部件外露的组件，应按安装手册指示和美国国家电气规范的要求进行接地，否则将

被视为违反 UL 1703。

 向当地主管部门咨询安装方式和建筑防火安全方面的指导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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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屋顶和安装支架的状况，在满足当地的电气安全法规前提下，评估系统的防火等级。须

覆盖有一层适用于该等级的防火材料并保持通风。

 屋顶的结构和安装方式不同会影响建筑的防火安全性能，如果安装不恰当，可能会酿成火灾。

为了保证屋顶的防火等级，组件边框与屋顶表面的最小距离为 115mm，需要根据当地电气

安全法规要求使用适当的组件配件如保险丝、断路器、接地连接器。

 遵守组件安装手册的安全注意事项。安装在屋顶上的组件，确保屋顶结构是合理的。此外，

任何屋顶的组件安装必须密封，防止漏水及保证防火等级达标。组件表面堆积的灰尘会损害

组件的性能，在组件安装过程中，倾角应保持在 10°以上，以使雨水冲刷掉灰尘，而安装倾

斜角度过小的组件则需要更频繁的清洗。

 请不要在可燃气体附近操作任何设备的操作面板。

5 卸货、运输和存储

5.1 包装箱标示说明

禁止组件随意丢弃，需要专门回收。 禁止组件淋雨或者受潮。

纸箱中的组件为易碎物品，搬运时应小心轻放。 包装在运输时应竖直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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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叠组件时请勿超过外包装箱上印刷标志的最高层

数限制 2层。

材料可以循环使用。

5.2 卸货注意事项

使用合理的吊装治具，吊装一次性最多允许 2托

组件。吊装前应确认托盘和纸箱是否有破损及吊

装的绳索是否结实、牢固。吊装快着地时，两人

一人一边扶正纸箱轻轻放在项目地相对平坦的位

置上。

请使用叉车将组件从货车上卸下来。

将组件放置于水平地面上。 禁止在项目地将组件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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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放置在通风干燥处。 使用遮雨布盖住组件，防止包装箱受潮。

5.3 二次运输及注意事项

如果组件需要长途运输或长期存储，请不要拆除原包

装。

包装的成品可以通过陆运、海运、或空运进行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请将包装箱固定在运输平台上，确

保包装不会翻滚。（以陆运为例）。

禁止三轮车转运 禁止用绳子背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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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单人背组件

5.4 储存

 请不要将组件暴露在雨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需要存储在通风，防雨和干燥的环境中。

 如果需要长途运输组件或者长期存储，请不要移除组件的原始包装箱。

 组件存储在项目地的仓库时，请确保存储环境为湿度<85%，温度范围为- 40°C ~ + 50°C，

组件静态堆码堆放 1 箱（如图 5-1所示）

图 5-1 在安装现场的临时存储要求

5.5 组件标示说明

每块组件有以下几种标签，提供以下信息：

 铭牌：产品类型、标称功率、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开路电压、短路电流、认证标志、最大

系统电压等信息。

 电流标：根据组件的电流值而分类的等级。

为客户在对太阳能电池组件最有效安装提供明确信息,将太阳能电池组件功率分为四级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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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档如下：

I1：Current Classification 1 I2：Current Classification 2

I3：Current Classification 3 I4：Current Classification 4

 条码：每块组件都有一个唯一的条形码。萨科特组件使用的条形码由 14位组成。目前的编

码规则如下。以 YYMMDDABBCCCCC为例：

 第一位到第六位：YYMMDD表示生产制造日期；

 第七位：A为内部标识码；

 第八位到第九位：BB表示生产车间；

 第十位到第十四位：CCCCC表示产品制造流水号。

6 拆包

 在户外拆包时，禁止在雨中进行。因为外包装纸箱会受潮而变软或者损坏，包装箱里的组件

有可能会发生倾斜，倾倒而损坏，也有可能会对操作人员带来伤害。

 在有风的情况下，需要更加关注现场的安全管理，特别是在强风环境下，萨科特不建议在这

种环境下运输组件。已经拆包的组件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固定起来。

 请在平整的地面进行拆包，以防止包装箱倾斜。

 拆包时，请佩戴劳保手套以避免手受伤，同时确保不会在组件玻璃表面留下手指印。

 在外包装箱上有组件信息和拆包说明，请在拆包前仔细阅读。

 在搬运组件的时候，需要两名人员共同操作。严禁通过提拉导线或者组件接线盒的方式来移

动组件。

7 组件安装

7.1 环境条件与安装地址选择

适用于萨科特太阳能光伏组件安装的环境条件如下：

表 7-1 组件操作和工作环境

序号 环境条件 范围

1 推荐工作环境温度 -20°C to+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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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极限工作环境温度 -40°C to +85°C

3 存储温度 -20°C to +50°C

4 湿度 ＜85 RH%

备注：该工作环境温度为安装地点月平均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太阳能光伏组件所能承受的

机械载荷是由安装方式来决定的，在光伏系统设计时，机械载荷能力的计算，需要专业的系统安

装商来负责进行设计。

 如果您计划在可能出现水渍侵害的地方（湿度：>85RH%）使用光伏组件，请先向萨科特当

地的技术支持团队咨询以确定合适的安装方法，或确定是否可以安装。

 对于大多数的地方，萨科特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应该被安装在全年内能够最大限度接受阳光照

射的地方。若在北半球，通常选择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受光面向南面安装；而在南半球，通常

选择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受光面向北面安装。

 选择安装位置时，避免有树木、建筑物或者是障碍物的区域，因为这些物体会在太阳能光伏

组件上形成阴影，尤其是在冬季当太阳光处于地平线上最低的位置时。阴影会造成太阳能光

伏系统输出功率的损失，尽管太阳能光伏组件装有的旁路二极管可以一定限度的减少这种损

失，也不要忽视阴影的因素。

 不要在靠近明火或是易燃易爆物附近安装太阳能光伏组件。不要在有水浸泡、有洒水装置或

是喷水装置的地方安装太阳能光伏组件。

 按照 IEC 61701要求开展的光伏（PV）组件盐雾腐蚀试验结果表明，萨科特的太阳能组件

可以安装在近海或亚硫酸盐区域附近的腐蚀性盐碱地区。组件不得浸泡在水中或安装在长期

沾水(纯水或盐水)的环境中(例如喷泉、浪花等)。如果组件置于盐雾(即海洋性环境 )或者含

硫(即含硫源、火山等)的环境中，会有腐蚀的风险。

 IEC62716:2013“光伏（PV）组件的氨腐蚀试验”测试的结果表明，萨科特太阳能组件可以安

全地安装在农场、牧场等氨气较重的环境中。

7.2 光伏组件安装倾角

 太阳能光伏组件串的安装应该保持同一方位和同一安装角度。不同的安装方位和安装倾角会

导致不同的太阳能光伏组件串吸收光线总量存在差异而导致的产生的电流和电压不匹配，从

而降低系统的运行效率，造成功率输出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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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阳光直射到太阳能光伏组件上时产生的功率最大，对于那些安装在永久性支架上的太阳能

光伏组件，选择最佳的安装倾角时应考虑冬季的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功率产出，如果该角度能

保证光伏组件在冬季有足够的功率输出，那将会使整个太阳能光伏组件体系在一年中的余下

时间里也能有足够的功率产出。

 安装倾角是指太阳能光伏组件与地平面之间的角度，见图 7-1所示。

图 7-1 安装倾角示意图

表 7-2 固定系统安装时建议的安装倾角

安装地所处纬度 安装倾角

0°~15° 15°

15°~25° 同安装地所处纬度

25°~30° 安装地所处纬度+5°

30°~35° 安装地所处纬度+10°

35°~40° 安装地所处纬度+15°

40°+ 安装地所处纬度+20°

8 安装指导

 萨科特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固定和安装可以采用螺栓固定方式和压块固定方式。

 不管采用哪种安装方式，请注意和确保以下几点：

 在组件安装过程中，建议使用同种电池颜色的组件安装在一起；

 组件边框和墙面或者屋顶的间隙需要保证至少 115毫米；

 两块相邻组件之间的最小间隙不能小于 20毫米；

水平面

安装倾角

入射太阳光线

太阳能光伏组件安装倾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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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情况下不能堵塞组件的出水孔；

 系统设计过程中光伏组件不应承受任何超出最大设计载荷的负荷（如风和雪载荷），同时

不应承受因支架结构的热膨胀而产生的过大的力。根据安装地气候条件由专业系统工程

师进行载荷计算，然后对安装支架进行选择和设计。

以下列出的安装方法仅供参考，系统安装商或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必须要对光伏系统的设

计，机械载荷计算、安装、保养和安全负责，萨科特不提供相关的安装材料。

安装工具：螺丝刀、扳手、不锈钢螺丝/螺栓、压块、螺帽和弹簧垫圈、平垫圈。

8.1 螺栓固定方式

 通过太阳能光伏组件边框上的安装孔，使用抗腐蚀的 M8不锈钢螺栓固定太阳能光伏组件。

萨科特推荐您采用螺栓固定时竖放太阳能光伏组件，这样组件将不易滑落，使用更加安全。

 每个太阳能光伏组件的铝边框都有 8个安装孔或 4个安装孔，表 8-1所示的安装位置下，组

件正面可以承受的静态载荷为 5400 pa，反面 2400pa。

 可以使用M8抗腐蚀螺母和配套的螺帽连同弹簧垫片和平垫圈将太阳能光伏组件固定在支架

系统上，M8应用扭矩为 16N·m-20 N·m。M6应用扭矩为 14N·m-18 N·m

表 8-1 螺栓安装的机械载荷

安装方式 反面≤2400pa；正面≤5400pa （见图 8-1）
螺栓固定方式 4个螺栓固定 8个螺栓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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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安装位置示意图

表 8-2 螺栓固定方式安装尺寸

组件型号 组件尺寸
Module size

A*B*C（mm）

安装孔
Mounting holes

D*E/D*F（mm）

导线长

Wire length
（mm）

铝边框尺寸
Aluminum
frame size

C*I（mm）

14 cells: SKT50M10 598*400*25 298*366 900mm 25*25

18 cells: SKTxxxM10 598*580*30 957*870 900mm 30*25

26 cells: SKTxxxM10 598*766*30 733*298 900mm 30*25

30 cells: SKTxxxM10 970*580*30 547*570 900mm 30*25

36 cells: SKTxxxM10 877*766*30 733*477 900mm 30*25

42 cells: SKTxxxM10 1328*580*30 547*548/1048 900mm 30*25

48 cells: SKTxxxM10 1156*766*30 733*756 900mm 30*25

60 cells: SKTxxxM10 1435*766*30 733*655/1155 1200mm 30*25

72 cells: SKTxxxM10 1164*1134*30 600 1200mm 30*35

84 cells: SKTxxxM10 1350*1134*30 800 1200mm 30*35

96 cells: SKTxxxM10 1536*1134*30 600*1000 1200mm 30*35

108 cells: SKTxxxM10 1722*1134*35 800*1200 1200mm 35*35

120 cells: SKTxxxM10 1909*1134*35 1000*1400 1200mm 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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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cells: SKTxxxM10 2094*1134*35 1100*1500 1200mm 35*35

144 cells: SKTxxxM10 2279*1134*35 1200*1600 1200mm 35*35

156 cells: SKTxxxM10 2464*1134*35 1300*1700 1200mm 35*35

8.2 压块固定方式

 压块固定方式：使用合适的压块固定太阳能光伏组件长边框或短边框。萨科特推荐您压块固

定时横放组件，这样不易滑落，更加安全。

 使用一定数量的压块和 M8螺栓将太阳能光伏组件固定在安装支架上。安装的压块不要接触

正面玻璃，也不要在安装过程中使铝框变形，并避免给太阳能光伏组件造成阴影。如果选择

此种压块安装方法，每个太阳能光伏组件至少需要用四个压块来固定，应用扭力矩为 16N·m

-20N·m。

 根据当地的风载和雪载的实际情况，可能需要额外增加压块数量来确保太阳能光伏组件和系

统足以承受相应的载荷。每个安装用边框上可以增加一个或两个压块，增加的压块安装位置

可选择先前两个压块中间。或者可以用安装孔加固，也可以增加压块的长度。

图 8-2 压块安装示意图

表 8-3 压块安装尺寸

压块类型 边上压块 中间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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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块图

压块规格
长*宽*高

50*35.5*25/30/35/40mm

长*宽*高

50 *45*15/25/27mm

部件 M8 螺栓、螺母、弹簧垫圈、平垫圈

备注：压块必须与组件边框保持至少 7mm-10mm (图 8-1中不超过尺寸 G ，即不超过 10mm).

根据当地的风载和雪载的实际情况，组件压块安装方式推荐以下两种。

 压块固定方式 1

表 8-4 压块固定方式 1的尺寸

压块固定方式 1（见图 8-3）
机械载荷 2400Pa 5400Pa

组件型号 长x 宽 (A x B) 位置R1 R1和S1之间

14 cells: SKT50M10 598*400*25 199 248

18 cells: SKTxxxM10 598*580*30 199 249

26 cells: SKTxxxM10 598*766*30 198 249

30 cells: SKTxxxM10 970*580*30 199 248

36 cells: SKTxxxM10 877*766*30 199 249

42 cells: SKTxxxM10 1328*580*30 199 248

48 cells: SKTxxxM10 1156*766*30 199 249

60 cells: SKTxxxM10 1435*766*30 199 248

72 cells: SKTxxxM10 1164*1134*30 199 249

84 cells: SKTxxxM10 1350*1134*30 199 249

96 cells: SKTxxxM10 1536*1134*30 199 249

108 cells: SKTxxxM10 1722*1134*35 199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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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cells: SKTxxxM10 1909*1134*35 199 249

132 cells: SKTxxxM10 2094*1134*35 199 249

144 cells: SKTxxxM10 2279*1134*35 199 249

156 cells: SKTxxxM10 2464*1134*35 199 249

备注：压块长度 50mm；厚度≥3mm；每个组件至少需要 4个压块，需要加固时，可

增加压块。应用扭矩 16N.m -20N.m。每个压块安装位置公差±25mm。

图 8-3 压块固定方式 1

 压块固定方式 2

表 8-5 压块固定方式 2的安装尺寸

压块固定方式 2（见图 8-4）
机械载荷 2400Pa 5400Pa

组件型号 长x 宽 (A x B) 位置R2 位置S2
14 cells: SKT50M10 598*400*25 330 413
18 cells: SKTxxxM10 598*580*30 331 414
26 cells: SKTxxxM10 598*766*30 333 416
30 cells: SKTxxxM10 970*580*30 391 489
36 cells: SKTxxxM10 877*766*30 396 495
42 cells: SKTxxxM10 1328*580*30 337 421
48 cells: SKTxxxM10 1156*766*30 338 423
60 cells: SKTxxxM10 1435*766*30 402 503
72 cells: SKTxxxM10 1164*1134*30 403 503
84 cells: SKTxxxM10 1350*1134*30 325 406
96 cells: SKTxxxM10 1536*1134*30 388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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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cells: SKTxxxM10 1722*1134*35 370 463
120 cells: SKTxxxM10 1909*1134*35 435 544
132 cells: SKTxxxM10 2094*1134*35 435 544
144 cells: SKTxxxM10 2279*1134*35 435 544
156 cells: SKTxxxM10 2464*1134*35 435 544

备注：压块长度 50mm；厚度≥3mm；每个组件至少需要 4个压块，需要加固时，可

增加压块。应用扭矩 16N.m -20N.m。每个压块安装位置公差±25mm。

图 8-4 压块固定方式 2

以上两种压块安装方式，请优先选用长边方向安装。其他安装方式需与萨科特专业团队确认。

系统安装商或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必须要对光伏系统的设计，机械载荷计算、安装、保养负责。

8.3 分体式接线盒组件电缆线的连接方式（推荐连接方式）

推荐竖装连线方案示意图如下（需要延长电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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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接线盒在边缘的垂直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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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接线盒在中间的垂直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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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接线盒在中间的水平安装方式

安装需注意事项：注意组件安装时的导线方向，应顺着导线方向连接，避免导线折弯。

9 电气安装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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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系统产生的直流电可以转换成交流电，并与公共电网相连。不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政策

和法律法规来规定光伏系统的安装要求和并网要求，因此在光伏系统的设计、安装和并网过

程中，请遵守当地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要求。

 光伏组件通过串联和并联的连接方式可以获得不同的电流和电压输出，在进行电气连接和安

装前，请仔细阅读本安装手册，并依据客户所要求的电流和电压进行设计和连线。连接前请

确保连接部分无腐蚀，保持清洁和干燥。

 为了确保系统正常运行，在连接组件或连接负载时，请确保电缆的极性连接正确。如果组件

连接不正确，旁路二极管和接线盒可能会损坏。光伏组件的连接有串联（图 9-1），并联（图

9-2）和串并联（图 9-3）等方式。组件串联并联数量，需根据系统配置合理设计。同时请注

意，如果并联数量≥2串时，在每串组件上必须有一个过电流保护装置。

图 9-1 串联

图 9-2 并联

图 9-3 串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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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型的组件产品不能串联在一起，串联在一起的组件产品要保证其电流的一致性，组件

串的电压不能超过所允许的组件系统电压值，该电压值可以在组件的铭牌或者规格书里找

到。

 串联组件的最大数目取决于系统设计、所用变频器的类型和环境条件。通常情况下，最大的

串联太阳能光伏组件数量（N）可以通过系统最大电压除以相关太阳能光伏组件开路电压的

方式计算而获得，但是在设计太阳能光伏系统时，一定要考虑到太阳能光伏组件的电压随着

温度变化而变化的特性。考虑到冬季里极端环境下温度下降造成的电压升高，太阳能光伏组

件最大串联数量可以使用以下公式计算:

表 9-1 串联最大数量计算

公式 最大系统电压 V ≥ N x Voc x [1+βx (Tmin-25)]
V 最大系统电压

N 能串联在一起的组件的最大数量

Voc STC条件下组件的开路电压（可以查看组件的标签或者规格书）

β 组件的开路电压的温度系数（请参考组件的规格书）

Tmin 组件安装地的最低环境温度

60/120pcd
1000V组件

最大太阳能光伏组件串联数量推荐

N≤22
60/120pcd
1500V组件

最大太阳能光伏组件串联数量推荐

N≤33
72/144pcd
1000V组件

最大太阳能光伏组件串联数量推荐

N≤18
72/144pcd
1500V组件

最大太阳能光伏组件串联数量推荐

N≤28

备注：如果并联数量≥2串时，在每串组件上必须有一个过电流保护装置。

 如果一组阵列以相反极性连接到另一个，则会对产品造成无法修复的损坏。在进行并联之前，

请务必确认各列的电压和极性。如果测量发现各列之间的极性相反或电压差大于 10V，则在

进行连接之前检查其结构配置。

 在组件布线之前，请确保接触点是耐腐蚀、清洁和干燥的；如果一个组件串正负极反接，可

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对于相对大型的安装，萨科特建议您使用防雷保护符合当地的要求和规定。

 萨科特的每块太阳能光伏组件都有两根可以承受 90°C的温度以及抗日照的标准 PV导线电

缆，其导电芯截面积为 4mm2或 12AWG，导电线的外部直径为 4mm～12mm。每根导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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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都带有即插即用的连接器。用于连接直流系统的所有其他电缆应具有相似（或更高）规格。

同时具备适当的绝缘性能以便承受可能的最大系统开路电压（如 TUV 2PfG1169或者

EN50618 （H1Z2Z2-K）批准）。萨科特公司要求所有接线和电气连接符合该光伏系统安装

地各国电工法规的规定。

 在选择电缆时，电缆的最小载流容量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公式来计算。

电缆最小载流容量=1.25 x Isc x Np

Isc：光伏组件的短路电流 （单位：A）

Np：并联的组件数量或者组件串数量

 清理或整理多余的电缆，萨科特建议所有电缆应布设在适当的管道中且远离易积水的地方。

 萨科特建议使用符合当地法律法规要求和电工规定的防雷保护装置。

9.1 旁路二级管：

 如果太阳能光伏组件某个部分受阴影阻挡，这会导致相关的太阳能电池形成反向电压，太阳

能光伏组件中其他未受影响的电池串或系统中其他太阳能光伏组件的电流将会强行通过遮

挡部分而产生电量损失并给受影响的电池片加热。当在太阳能光伏组件中并联旁路二极管

后，系统中的电流将直接从二极管流过，从而旁路掉太阳能光伏组件中被遮挡的部分，把太

阳能光伏组件发热程度和电能损耗降到最低。

 萨科特太阳能光伏组件都在接线盒中装有旁路二极管,每一个组件有 3个二极管。二极管的型

号如

15QS045/20SQ045/SBRB2045S/SMBRB3045S/GF2045MG/SBRB3050TS/MSB3050T3A/MSB

3050T3B（双宇接线盒 PV-SY001/PV-SY005/ PV-SY015/PV-RS006/ PV-SY017）。请不要尝试

打开接线盒更换二极管，甚至是当二极管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工作请由专业人士完成。

10 接地

 所有的太阳能光伏组件边框和安装支架都必须按照相应的 《国家电气规程》正确的接地。

 通过使用合适的接地导体将光伏组件边框和所有金属构件连续连接在一起以实现正确接地。

接地线可以是铜、铜合金或是其他可以作为导线并且符合相应的《国家电气规程》要求的用

作电导体的材料。推荐使用 4-14mm2的铜导线（AWG 6-12）作为接地导线。组件的接地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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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有接地标识“ ”。接地线也必须通过合适的接地电极连接到大地。所有的导电连接点

必须牢固连接。

 萨科特接地孔设计在光伏组件背面的铝合金边框上，直径为 4mm，使用单独的接地线和相关

配件连接太阳能光伏组件的铝合金边框并将接地线连接到大地，建议使用M4 x 12mm的接

地螺栓并配套有M4的螺母，星型垫圈及平垫圈，这样能确保组件被牢靠接地。您可以在萨

科特组件产品手册上找到相应的产品图纸，来了解详细的产品接地孔数量，尺寸和位置，接

地固定应用扭力矩为 4N·m -8N·m。

图 10-1 接地示意图

接地时，可以每块组件直接接地，也可以在组件串联或者并联后接地。在采取后者方式接地

时，建议并联的最大数量不应超过四块组件，串联的最大数量不超过八块组件。

除了使用接地孔来进行接地外，您也可以选用以下方式来进行接地

 使用未被使用的安装孔接地

 其他专用接地装置

不管采用哪一种接地方式，所有和光伏组件铝合金边框的接地电接触点都需要穿透铝边框的

阳极氧化涂层。在使用专用接地装置等其他第三方的接地装置接地时，需要确保这些接地装置是

可靠的，并且通过专业认证的产品，在安装时需要遵守接地装置生产商的使用规定。

11 组件的检查和维护

为了保证所安装的光伏系统能够长期使用，并且最大化组件的功率输出表现，需要定期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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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的光伏组件进行检查和维护。光伏方阵中组件的检查和维护需要受过专业光伏系统维护培训

并获得相关资质和授权的人员来进行。

11.1 组件外观检查和替换

 安装在光伏方阵中的光伏组件应定期进行检查是否有损坏，若发现由于以下因素导致光伏组

件发生功能性和安全性故障，应立即更换相同型号的组件：

 光伏组件存在玻璃破碎、背板灼焦；

 光伏组件中存在与组件边缘或任何电路之间形成连通通道的气泡；

 光伏组件接线盒变形、扭曲、破损开裂或烧毁，接线端子无法良好连接。

 更换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必须保证太阳能光伏组件型号相同。不要直接触摸带电的导线和连接

器。当需要接触它们时，请使用合适的安全装置（绝缘工具，绝缘手套等）。

 光伏组件上的带电警告标识不得丢失。

 建议每 6个月检查一次电气、接地和机械连接件，确保其清洁安全，无损坏或生锈；检查安

装部件是否已拧紧；检查所有电缆并确保接头牢固拧紧。使用金属边框的光伏组件，边框和

支架应结合良好。

 检查光伏组件表面是否有异物，是否有遮挡。

 修理太阳能光伏组件时请用不透明的材料覆盖在太阳能光伏组件表面以防止产生电击。太阳

能光伏组件曝露在阳光下会产生高电压，维修时请注意安全，维修必须有专业人员进行。

 在辐照度不低于 200W/m2的情况下，如果终端的电压与额定值相差 5%以上，说明组件连接

不好。

 遵守光伏系统使用的所有部件，如支架、充电整流器、逆变器、蓄电池、防雷系统等的维护

说明。

 警告：任何电气的维护都必须首先关闭光伏系统，不合适的系统维护可能导致电击和燃烧等

致命的危险。

11.2 清洗

组件的功率输出和入射光强有关，灰尘堆积在组件的玻璃表面会影响入射光强，降低组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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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输出。所以光伏组件表面应保持清洁，清洗工作应至少每年一次或根据污染程度来进行更频繁

的清洗。

警告：组件的清洗工作应由受过训练的人员进行，工作人员应戴橡胶手套和工作靴，应能承

受不低于 2000V的直流工作电压。

 应使用干燥或潮湿的柔软洁净的布料和海绵擦拭光伏组件，严禁使用腐蚀性溶剂或用硬物擦

拭光伏组件。在采用压力水流清洗时，组件玻璃表面的水压不得超过 700千帕，组件严禁承

受额外的外力；但不要直接将任何组件放入水中。如有必要，可以按照安全指示使用异丙醇

（IPA）清洗，并确保没有 IPA流入组件边缘和组件框架之间的间隙。

 应在辐照度低于 200W/m2的情况下清洁光伏组件，不宜使用与组件温差较大的液体清洗组件，

如不在一天中太阳能光伏组件温度较高的时候使用冷水清洗太阳能光伏组件，以防损坏太阳

能光伏组件。

 清洗光伏组件时，请不要在风力大于 4级、大雨或大雪的气象条件下进行。

 一般情况下，组件的背面不需要清洗；但在认为确实有必要对其进行清洗时，应避免使用可

能引起损坏或穿透背板材料的一切尖锐物体。

 清洗时对水质的要求：

 PH: 5～7； 氯化物或盐分含量：0 - 3,000 mg/L； 浑浊度：0-30 NTU；

 电导率：1500～3000 μs/cm；总溶解固体：≤1000 mg/L；水硬度：0-40 mg/L；

 必须采用非碱性水，具备条件时应使用软化水。

 在完成对组件的清洗后，需要对组件进行检查。

 目视组件整体外观是否清洁、明亮、无污渍；

 抽样检查组件表面是否有积灰存在；

 检查组件表面有无明显的刮伤痕迹；

 组件表面有无人为造成的破裂现象；

 清洗后组件支架有无倾斜和弯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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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后组件接线端子是否有松开或脱落现象；

 需要完成清洗后文字记录。

12 故障排查

如果安装后，光伏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请立即通知安装商。建议每 6个月执行一次预防性检

查，不要擅自更换组件的元部件，如果需要进行电性能或机械性能的检查和维护，需要让具有资

质的，并且受过专业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以免发生触电或人员伤亡。

13 免责声明

由于对萨科特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安装、运行和使用超出了公司的控制范围，那些不正确安装、

运行、使用和维护所造成的功率损失、太阳能光伏组件损坏、人员伤亡或者额外花费，萨科特概

不负责。

使用太阳能光伏组件过程中所产生侵犯第三方专利权或任何其他权利，萨科特概不负责。

萨科特保留更新产品、参数、产品规格及规范或安装手册等文档的权利，无须事先声明。

此安装和服务手册中的信息来源于知识和经验，以及此类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保证。

本手册只提供电子版，如需纸质版请致电客户服务热线 400-1008-703。本手册中英文有歧

义部分的，以中文为准。萨科特保留对本安装手册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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