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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目的 

本手册提供了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 (以下称为“晋能科技”)所生产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安

装、电气连接和维护的详细且有价值的相关信息，所涉及的组件型号如下表 1：  

电池片尺寸 组件型号 

158.75 JNMP60/JNMM60/JNMP72/JNMM72/JNMP120/JNMP144 

166 JNMM120/JNMM144/JNBM120/JNBM144/JNHM120/JNHM144 

182 JNMM108/JNMM144/JNBM144 

210 JNMM120/JNBM120/JNMM132/JNBM132 

表 1 

在安装之前，需要阅读和理解所有的机电安装指令和需求。 

在安装组件过程中，需要符合本指导中所有的安全预防措施，并将此指导放置在安全位置，以便

需要时参考使用。 

1.2 责任范围 

因为本手册的使用涉及到的本公司光伏产品安装、运行、使用和维护的条件或方式是晋能科技无

法控制的，因此晋能科技将不会承担任何与之相关的责任。并且对于损失、损坏或任何与安装、运行、

使用、维护有关的费用增加，晋能科技特别进行免责声明。 

1.3 其它 

1.3.1 通过本等级鉴定的太阳能组件是属于民众可能接触的，是大于直流 50V或 240W以上的系统，通过 IEC 

61730—1 和应用等级 A评估满足安全等级Ⅱ要求的太阳能组件。 

1.3.2 常规的接地硬件（螺母，螺栓，垫圈，齿锁紧垫圈，平滑垫圈等）用于连接接地或固定设备，连接必

须符合接地设备制造商的说明。 

2 安全 

2.1 常规安全 

2.1.1 咨询并遵循当地法规和其他有关的适用法律所要求允许以及安装和检验要求,规则和条例。 

2.1.2 光伏组件的安装和维护必须由有资格的人员来完成。 

2.1.3 在给定系统中必须使用性能相同的组件。 

2.1.4 系统中所有使用到的部件都必须遵循安全预防措施。 

2.1.5 不可将组件的一部分被遮挡而其它部分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被遮挡的电池片产生热斑效应。 

2.1.6 不可用化学药品清洁玻璃表面。 

2.1.7 不可将光伏组件或其他物体跌落在光伏组件上。 

2.1.8 不可将聚焦的太阳光直接照射在组件或者面板上。 

2.1.9 不可拆卸组件、以及移除任何附在组件上的部件。 

2.1.10 不可划伤和击打背板、玻璃和接线盒。不可拉扯电缆线以及用裸手接触部件。 

2.1.11 不可在边框上另行打洞或划伤边框表面的绝缘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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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在组件安装之前，保持光伏组件装在纸箱内且避免纸箱潮湿着水。 

2.1.13 不可将组件安装在可能有可燃气体生成的环境和场所。 

2.2 安装安全 

2.2.1 安装组件时，安装人员需要使用或穿戴被许可的防护头部装置、绝缘手套、安全鞋和其他绝缘工具。 

2.2.2 不可在下雨、下雪或其他潮湿、大风的条件下安装组件。 

2.2.3 在安装和接线的过程中，需要用遮光材料完全覆盖组件表面，以避免组件高电压和电流的产生。 

2.2.4 在接线的过程中连接器需要紧密连接。 

2.2.5 由于可能的电击风险，在组件终端潮湿或有湿气时不可以进行任何操作。 

2.2.6 不可用裸手接触接线盒和输出导线（连接器）。 

2.2.7 在组件工作的时候不可以断开组件的连接器。 

2.2.8 不可以单独作业。 

2.2.9 如果高空作业，请系安全带。 

2.2.10 在安装和检修光伏系统的时候不可以佩戴金属首饰，可能会导致意外的电击。 

2.2.11 遵循光伏系统本身其它部件的安全法规，包括导线、变压器、电池和逆变器等。 

2.2.12 不可将电线暴露在阳光下，需要使用防紫外线导线。 

2.2.13 在更换光伏组件的时候，不可破坏组件周围或安装结构。 

2.2.14 不可更换光伏组件的任何部件，包括二极管、接线盒、接线插头等。 

2.2.15 组件可承受的最大反向电流见表 2。如果有在串联电路里把组件并联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安

装一个辅助性阻断二极管或保险。 

电池片尺寸 
组件类型 

单玻 双玻 

158.75 27A 27A 

166 27A 27A 

182 33.75A 40.5A 

210 40.5A 47.25A 

表 2 

2.2.16 如果光伏组件安装在屋顶，建议组件安装在防火保护和绝缘层上部。 

2.2.17 组件在工作中不可以接触。 

2.2.18 在互联组件时，请将连接电缆固定在安装组件的支架上，避免线缆松弛部分摆动。 

2.2.19 安装时禁止将线缆安置在锐利的边角上。 

2.2.20 应对线缆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防止动物直接接触。 

2.2.21 蓄电池产生的过量气体可能会导致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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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装注意事项 

 太阳能组件（以下简称“组件”）在阳光照射下会产

生 30V 以上的电压。该电压已超过安全电压范围。因

此电器连接部位如操作不当会产生火花、电击、甚至

引起火灾，因此无论组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直接

接触接线端。 

 

 

  组件为户外使用物品，可被安装于屋顶、车辆、船舶   

  等。在不同的安装附着物上，应使用专用的安装支架。  

  不要拆卸或移动组件的边框、玻璃、铭牌、接线盒等

任何黏附在组件上的部件。 

 
 

不要企图在组件的表面涂抹或粘贴任何物体。 

 
 

请勿使用镜子、透镜或类似物品聚焦阳光照射到组件

上。 

 
 

在运输和安装组件过程中，请勿让儿童接触并远离组

件及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请勿将组件放置在可燃气体易产生或聚集的地方。 

 
 

在搬运组件的过程中，请勿抓取接线盒及线缆，应接

触组件边框进行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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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请勿踩踏组件。 

 
 

为保护玻璃不被损坏，请勿将重物放置在组件上或向

组件投掷有损害力的任何物品。 

 
 

小心搬运，避免磕碰。不适当的搬运和放置，可能会

导致组件的玻璃破碎和电性能丧失，从而影响发电量。 

 

3 机械安装 

3.1 安装环境 

3.1.1 环境温度: -40-85℃。 

3.1.2 组件工作温度: -40-85℃。 

3.1.3 光伏组件设计的安装区域最高海拔为2000米。 

3.1.4 倾斜角度选择: 北半球，面向南方；南半球，面向北方。 

3.1.5 为保证组件C级防火等级, 组件安装的屋顶和建筑材料的防火等级要高于C级。只有按照机械安装说明

规定的方式安装组件，组件的防火等级才能达到C级。  

3.1.6 当安装时建议安装距离（高度）大于等于0.3米。组件安装合适的角度参考表3。 

当地纬度 安装角度 

0°~15° 15° 

15°~25° 纬度 

25°~30° 纬度+5° 

30°~35° 纬度+10° 

35°~40° 纬度+15° 

＞40° 纬度+20° 

表3 

3.2 安装方法及对应静态载荷 

3.2.1 螺栓固定安装方法及静态载荷 

1）158.75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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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安装方法 

横梁贯穿长边四孔螺栓安装 

静态载荷（测试载荷） 

            安装方式 

组件类型 
横梁贯穿长边四孔螺栓安装 

JNMM60-XXX +5400Pa/-2400Pa 

JNMM72-XXX +5400Pa/-2400Pa 

JNMP60-XXX +5400Pa/-2400Pa 

JNMP72-XXX +5400Pa/-2400Pa 

JNMP120-XXX +5400Pa/-2400Pa 

JNMP144-XXX +5400Pa/-2400Pa 

表 4 

2）166组件 

螺栓安装方法 

横梁贯穿长边内四孔螺栓安装 横梁贯穿长边外四孔螺栓安装 

静态载荷（测试载荷） 

            安装方式 

组件类型 

横梁贯穿长边内四孔螺栓

安装 

横梁贯穿长边外四孔螺栓

安装 

JNMM144-XXX +5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JNMM120-XXX +5400Pa/-2400Pa +3600Pa/-2400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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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BM144-XXX +3600Pa/-2400Pa +5400Pa/-2400Pa 

JNBM120-XXX +5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JNHM144-XXX +3600Pa/-2400Pa +5400Pa/-2400Pa 

JNHM120-XXX +5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表 5 

3）182组件 

螺栓安装方法 

横梁贯穿长边内四孔螺栓安装 横梁贯穿长边外四孔螺栓安装 

静态载荷（测试载荷） 

            安装方式 

组件类型 

横梁贯穿长边内四孔螺栓

安装 

横梁贯穿长边外四孔螺栓

安装 

JNMM108-XXX +5400Pa/-2400Pa +2400Pa/-2400Pa  

JNMM144-XXX / +5400Pa/-2400Pa  

JNBM144-XXX / +5400Pa/-2400Pa 

表 6 

4）210组件 

螺栓安装方法 

横梁贯穿长边外四孔螺栓安装 

静态载荷（测试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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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方式 

组件类型 
横梁贯穿长边外四孔螺栓安装 

JNMM120-XXX +5400Pa/-2400Pa 

JNBM120-XXX +5400Pa/-2400Pa 

JNMM132-XXX +5400Pa/-2400Pa 

JNBM132-XXX +5400Pa/-2400Pa 

表 7 

螺丝固定如下述描述(图(a) )。 

1. 将组件放置在支撑台上（组件应直接与支撑杆接触）。将四个不锈钢螺杆（M8）插入框架上的四

个主安装孔。组件必须跨支撑杆铺设(支撑杆宽度40~80mm)。 

2. 每个螺杆上要用上两个不锈钢垫圈，分别垫在边框两边；在螺母一边再垫一个不锈钢弹簧垫圈或

齿锁紧垫圈，最后用不锈钢螺母（M8）拧紧。 

3. 当使用8.8级的螺栓和螺母时，推荐拧紧螺母和螺栓的扭矩为13Nm。 

图（a） 

3.2.2夹具固定安装方法及静态载荷 

1）158.75组件 

夹具固定安装方法(mm) 

横梁镶嵌长边四压块安装 
横梁贯穿长边四压块安装 

横梁贯穿短边四压块安装 

静态载荷（测试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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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方式 

组件类型 
横梁镶嵌长边四压块安装 横梁贯穿长边四压块安装 横梁贯穿短边四压块安装 

JNMM60-XXX +5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2000Pa/-2000Pa  

JNMM72-XXX +5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1800Pa/-1400Pa  

JNMP60-XXX +5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2000Pa/-2000Pa  

JNMP72-XXX +5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1800Pa/-1400Pa  

JNMP120-XXX +5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2000Pa/-2000Pa  

JNMP144-XXX +5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1800Pa/-1400Pa  

表 8 

2）166组件 

夹具固定安装方法(mm) 

 

横梁镶嵌长边四压块安装    横梁贯穿长边400间距四压块安装 

横梁贯穿长边四压块安装 
横梁贯穿短边四压块安装 

静态载荷（测试载荷） 

       安装方式 

组件类型 

横梁镶嵌长边四压

块安装 

横梁贯穿长边 400

间距四压块安装 

横梁贯穿长边四压

块安装 

横梁贯穿短边四压

块安装 

JNMM144-XXX +5400Pa/-2400Pa +2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1800Pa/-1400Pa  

JNMM120-XXX +5400Pa/-2400Pa +2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2000Pa/-2000Pa  

JNBM144-XXX +5400Pa/-2400Pa +2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2000Pa/-1200Pa 

JNBM120-XXX +5400Pa/-2400Pa +2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2000Pa/-1200Pa 

JNHM144-XXX +5400Pa/-2400Pa +2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2000Pa/-1200Pa 

JNHM120-XXX +5400Pa/-2400Pa +2400Pa/-2400Pa +5400Pa/-2400Pa +2000Pa/-1200Pa 

  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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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2组件 

夹具固定安装方法(mm) 

横梁贯穿长边四压块安装  

静态载荷（测试载荷） 

            安装方式 

组件类型 
横梁贯穿长边四压块安装 

JNMM108-XXX +5400Pa/-2400Pa 

JNMM144-XXX +5400Pa/-2400Pa 

JNBM144-XXX +5400Pa/-2400Pa 

表10 

4）210组件 

夹具固定安装方法(mm) 

横梁贯穿长边四压块安装  

静态载荷（测试载荷） 

            安装方式 

组件类型 
横梁贯穿长边四压块安装 

JNMM120-XXX +5400Pa/-2400Pa  

JNBM120-XXX +5400Pa/-2400Pa 

JNMM132-XXX +5400Pa/-2400Pa  

JNBM132-XXX +5400Pa/-2400Pa 

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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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安装夹具配备一个 M8 螺栓、垫圈、弹簧垫圈和 M8 螺母。紧固组件如下述描述：   

1. 将组件放置在两个支撑杆上（未提供），支撑杆应当用不锈钢材料或经过抗腐蚀处理（例如，阳极氧

化处理）。组件必须横跨支撑杆（支撑杆宽度为 40~80mm）或者与支撑杆平行。 

2. 支撑杆上接触组件框架的面应该有与 M8螺栓兼容的凹槽。 

3. 支撑杆上如果没有凹槽，就应该如上图所示在固定螺栓的相应位置钻尺寸合适的孔供固定所用 

4. 固定时用平垫，弹簧垫，螺母的顺序固定。 

5. 图(b)为组件之间夹具，图(c)为框架与支撑杆固定侧面显示，以供参考。组件之间夹具尺寸：a ≥ 40 

mm, b ≥ 20 mm, c = 8 mm, d ≥ 28 mm, and Ø = 9 mm. 使用 8.8级的螺栓和螺母时，推荐拧紧螺母和

螺栓的扭矩为 28Nm。 

 

   图（b）                 图（c） 

 

组件边界固定和中间固定 

特别是横梁贯穿长边压块安装方法，夹具通过滑动螺栓固定在支撑杆的凹槽上。组件允许安装夹

具的位置只在长边框上，且压块边缘不能与安装孔位置重合。        

图（d） 

6. 横梁镶嵌长边四压块安装方法，组件安装所用夹具设计参照图（d），组件夹具需安装在长边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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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装导轨重叠 10mm-14mm。 

3.3 支架选择 

1. 请遵守关于支撑架的说明与安全守则。如有需要，可从支架供应商处获取更多关于支架的信息。 

2. 组件边框背面提供了至少 4 个用于安装固定的安装孔，请勿自行在组件的铝合金框架上钻孔，如

自行钻孔，将有可能影响组件的使用寿命。 

3. 组件必须安装在由支架构成的平面上。整个由组件及支架构成的方阵系统必须能承受住一定的风、

雪载产生的机械压力。 

4. 支架结构热胀冷缩的应力不应影响组件的性能和使用。 

5. 支架必须由耐候、抗腐蚀、抗紫外线的材料制作，一般使用钢或铝合金材料。 

注意：如自行在组件的铝合金框架上钻孔，将不被保证该产品的质保年限。 

3.4 地面安装和屋顶安装 

3.4.1 地面安装 

选择安装的高度需保证组件的最低边缘不被雪遮盖、不被草木遮挡、不被当地因风力引起的

沙石造成损伤为准，建议安装高度不低于 300mm。 

3.4.2 屋顶安装 

1.在屋顶和建筑物上安装过程中，要保证组件安装牢固，避免因未安装牢固而导致组件掉落使其损坏，

或造成人员伤亡； 

2.为了日常维护的便利和减少水蒸气凝结而造成危害，组件的背面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因此在安装方

案定制及安装过程中，需保证组件的背面与安装平面之间有足够的距离，建议最小距离为 50mm； 

3.组件屋顶安装，可能会影响屋顶结构安全，因此有必要使用接地失效保护器，错误的安装方式会导

致意外伤害； 

4.光伏组件安装在屋顶时，建议组件安装在防火保护和绝缘层上部； 

5.在有强风和雨水的天气条件下，请勿安装组件。 

4 电气安装 

我们建议所有的布线和电气连接符合相应的国家电器规范。 

4.1 安装 

4.1.1 在标准测试条件下(1000W/m²的辐照度，AM 1.5光谱, 以及 25°C (77°F)的电池温度)，组件的电性

能参数参考组件规格书。 

4.1.2 组件系统最高电压为 1000V/1500V。 

4.1.3 组件的连接数目必须匹配于逆变器的电压技术参数。组件的串联电压须低于表面温度条件最差时所允

许的系统最高电压。 

4.1.4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电池组件可能会产生高于所标注的标准测试条件下测试出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

流，为了解决这些增加的输出需遵循 NEC-690的要求。没有按 NEC 要求安装的情况下，在确定光伏发

电系统中其它部件的额定电压、导线容量、保险丝容量、控制器容量等和组件功率输出有关联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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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参照标在组件上的短路电流和开路电压的值，并按 125%的数值设计和安装。 

4.1.5 每一个组件（或者每一串组件）需要装有最大电流保险丝，不同型号组件该电流见表 12。 

电池片尺寸 
组件类型 

单玻 双玻 

158.75 20A 20A 

166 20A 20A 

182 25A 30A 

210 30A 35A 

表12   

4.1.6 光伏系统需要保证其连接线缆和连接器是安全的、密封的。常规线缆要求 4mm²(12AWG)，电缆的横截

面积和连接器容量必须满足最大系统开路电压。 

4.1.7 在组件中使用旁路二极管可以保护组件不受部分遮挡所引起的过高的反向电流影响，请检查接线盒二

极管的相关产品规格书。 

4.1.8 建议选用的汇流箱或组串式逆变器中装配防反二极管。 

4.1.9 每串组件最大可以串联的数量必须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计算，其开路电压在当地预计的最低气

   温条件下的值不能超过组件规定的最大系统电压值（根据 IEC61730 安全测试鉴定组件最大系 

   统电压为 DC1000V/1500V）和其他直流电器部件要求的值。 

     建议根据以下公式来计算： 

   

N：建议最大串联数 

Vdc max：最大系统电压（DC1000V/1500V） 

Voc：参考规格书中值 

t：当地预计的最低气温 

Kv：开路电压温度系数  

4.1.10 插入接线盒连接器的时候必须听到“咔”的声音，否则可能导致发热或者烧毁。 

错误                         正确 

4.1.11 禁止将线缆弯曲过度，最小弯曲半径在 43mm，如下图；组件安装后线缆需要及时固定，禁止

线缆长时间处于来回摆动状态。 

  线缆弯曲半径        错误              正确             错误              正确 

4.1.12 组件厂配送的连接器建议搭配使用型号为 PV-JN01 晋能品牌，建议匹配线缆直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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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mm-6.3mm，此连接器不建议用于组件连接器更换。 

4.1.13 接线盒布线方式 

1）竖装布线方式 

2）横装布线方式 

 

4.2 接地防雷 

4.2.1 接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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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e）                带齿垫片                 螺母 

铝边框上接地孔直径 5.5mm，所用的螺母、螺栓、垫圈、带齿垫片的类型为 M5，材料为不锈钢。

接地方式如图（e）所示： 

把接地线垫圈对准边框接地孔，使用接地螺栓穿过接地线垫圈和边框接地孔。 

把带齿的垫片放入另一面，并拧上锁紧螺母，拧紧扭矩应为 2.1±0.1Nm（注意铜线不能直接接触

铝）。 

以上为建议接地方式，也可使用符合国家电器规范相关规定的接地方式。 

4.2.2 接地防雷注意事项 

常规的接地硬件（螺母、螺栓、垫圈、齿锁紧垫圈、平滑垫圈等）用于连接接地或固定设备，连

接必须符合接地设备制造商的说明。接地安装必须遵守当地的标准和规则，接地时请注意： 

1. 应使用边框上接地孔进行接地，禁止使用安装孔或在边框上另外钻孔接地，可能会导致边框刚性不足。 

2. 边框是抗腐蚀的镀膜铝边框，接地时需使用带齿垫片将膜穿透或使用自攻螺钉才能达到良好的接地效

果，否则可能会导致接地不良。 

3. 每块组件单独接地，如每串首尾接地需保证整串连接良好，不可单方阵一处接地。 

4. 接地体材料、形状、尺寸、埋地深度和接地方式需符合设计规范要求。 

5. 雷雨季节前，检查光伏组件接地是否可靠，如接地线是否有效连接，防腐处理措施是否完好，必要时挖

开地面抽查地下部分锈蚀情况。 

6. 推荐用的接地线径需符合接地要求。 

7. 光伏方阵应采取防雷措施，光伏组件金属框架或夹件应与支架接触良好并可靠接地，光伏接地和防雷应

按 DL/T1364《光伏发 电站防雷技术规程》规定的执行。 

5 安装条件 

1. 安装在同一串上的组件应该具有相同功率档位、相同颜色、相同电流档位。 

2. 如果组件一定要放在一起安装，建议首先颜色混装，其次电流混装，但不允许功率混装。 

3. 只有高电流档位组件能混入低电流档位组件串中。 

4. 电缆捆扎带需用剪刀剪开，不能抓住连接器拉开。 

5. 如果背板上有固定线缆的胶带，要在安装过程中要撕掉。 

6. 安装过程中，组件的背板不能划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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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任何情况下，请勿踩踏组件。 

8. 风沙大的地方，在组件安装完后短期内连接器要及时连接，或做防沙尘保护，避免沙子进入连接

器影响安装。 

9. 光伏组件在沿海中应用建议（表 13） 

定义 沿海距离 L（m） 安装 支架要求 

普通位置 L ≥1000 标准 标准 

近海位置 100 < L < 1000 防腐处理 防腐处理 

海边位置 L ≤100 拒绝 - 

表 13 

（1）必须遵循安装手册中的所有要求。 

（2）必须遵循以下说明 

a. 不允许在组件和光伏系统表面划伤防腐蚀层； 

b. 所有用于光伏安装的支架系统，必须具有耐盐雾和耐海水腐蚀的性能； 

c. 非铝合金材料直接连接边框或金属部件与边框之间的间隙应采取绝缘或防腐措施； 

最终解释权归属晋能。 

6 维修和保养 

6.1 日常巡检 

1. 检查组件玻璃面是否有划伤破损、爆裂等情况；如果玻璃发生爆裂，需要立即更换组件。 

2. 检查组件正面是否被异物（植物、鸟屎等）所遮挡；否则会造成发电量减少，严重时会造成热斑、

燃烧。 

3. 检查组件安装时的设备是否有松动或损坏，若不牢固可能被大风掀翻。 

4. 检查线缆和插接头是否有损坏或插接松动的情况；检查接地线与组件之间是否接触良好。 

5．检查组件玻璃面、背板面是否有尖锐物体接触。 

6. 检查是否存在接线盒线缆或其它部件晃动撞击组件的现象，该现象可能会造成组件电池片隐裂，

导致发电量减少，严重时可能会造成组件热斑或燃烧。 

7. 检查组件周围环境通风散热情况是否良好，不得堆积易燃易爆物品。 

8. 运维过程中注意防止触电（只要有光照的情况下，组件就可能会有电流产生，即使在逆变器没有

启动的情况下）。 

9. 为了保持系统安全和在最大效率下工作，常规的电气和机械故障需要由授权人员进行检测。 

          爆件                         异物遮挡                        线缆插接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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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组件清洗 

应在辐照度低于 200W/m
2
的情况下清洁光伏组件，建议夏季早晨 6 点前，下午 7 点后；冬季早晨

7 点前，下午 6 点后，进行组件清洁工作。 

1. 可以使用较柔软的材质清洁组件，如软海绵、无纺布等；不允许使用金属工具如刀、钢丝棉等，

以防划伤玻璃。 

2. 在使用水进行对组件冲洗时，要求压强不得大于 690Kpa。 

3. 针对玻璃面顽垢，可使用温和的、不加研磨剂的清洁剂去除，如玻璃清洁剂、酒精等，不可使用

具有腐蚀性的化学试剂。 

4. 雪后组件上如果有厚重积雪是需要清除的，可以利用柔软物品将雪推下，注意不要划伤玻璃，一

般建议不要等积雪过厚再清洗，以免组件表面结冰。 

5. 不要尝试去清洁玻璃破裂或者有线路破损暴露出电线的组件，这样会有电击的危险。 

6. 清洗时切勿在组件上走动、踩踏。 

 

7. 清洗时不推荐使用高矿物质含量的水，因为其中的矿物质当水干后会沉积在玻璃表面。 

8. 不宜使用与组件温差较大的液体清洗，否则有可能会造成玻璃破碎。 

9. 切勿用裸露的手指或没戴手套的手去触摸或处理组件的玻璃表面。 

6.3 安全提示 

1. 针对电站系统的检查和维护，建议由专业人员进行检查维护，避免发生触电或人员伤亡。 

2. 检查和维护时注意安全保护措施，电气设备等存在高压危险。 

3. 遵守光伏系统所使用的所有部件的运维说明及安全守则。 

7 组件卸货及存放  

7.1 卸货 

1）横式竖装-叉车卸车 

S/N 操作步骤 图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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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组件在平板挂车上，组

件可以按右图方式卸货。 

 

将平板挂车网兜、防雨布拆下后，使用

叉车从一侧把组件缓慢叉起。操作时，

叉车全程不能撞击托盘包括托盘木墩。 

2 
使用 3T或更大的叉车将组

件缓慢且平稳叉起拉出。 

 

1.叉车叉包装箱前，增加一些缓冲物品

在叉车臂底部及以上，以免撞坏组件； 

2.包装箱需要垂直或者向叉车方向倾

斜； 

3.叉车臂竖直方向表面要求光滑且无

突出尖锐物； 

4.先从包装箱短边开始叉起，可降低组

件被叉坏的风险； 

5.二次运输时要有专人负责指挥叉车

进行搬运，严禁将外箱破损。 

3 
放置组件时速度缓慢，组

件放置位置要求平坦。 

 

包装箱需要垂直或者向叉车方向倾斜； 

叉车臂竖直方向表面要求光滑且无突

出尖锐物。 

2）立式竖装-叉车卸车 

S/N 操作步骤 图片 备注 

1 
若组件在平板挂车上，组

件可以按右图方式卸货。 

 

将平板挂车网兜、防雨布拆下后，使用

叉车从一侧把组件缓慢叉起。操作时，

叉车全程不能撞击托盘包括托盘木墩。 

2 

使用 3T或更大的叉车将组

件缓慢且平稳叉起拉出

（建议用安全绳将组件固

定在叉车上，两侧禁止人

员活动）。 

 

1.叉车叉包装箱前，增加一些缓冲物品

在叉车臂底部及以上，以免撞坏组件； 

2.包装箱需要垂直或者向叉车方向倾

斜； 

3.叉车臂竖直方向表面要求光滑且无

突出尖锐物； 

4.先从包装箱短边开始叉起，可减少组

件被叉坏； 

5.二次运输时要有专人负责指挥叉车

进行搬运，严禁将外箱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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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置组件时速度缓慢，组

件放置位置要求平坦。 

 

包装箱需要垂直或者向叉车方向倾斜； 

叉车臂竖直方向表面要求光滑且无突

出尖锐物。 

3）横式竖装-吊车卸车 

 

采用吊车卸货时，请使用专用工装，防止吊线挤压，导致组件破损（专用工装尺寸不应小于箱体

顶部尺寸，材质可使用钢材等硬质材料，避免吊线勒坏包装箱）；  

起吊前，请调整吊线位置，如包装箱上有吊线标志，则按吊线标志吊挂，并经试吊确认稳妥后方

能起吊，保持组件重心平稳，每次吊装不得大于 2 箱（210 组件竖式包装每次吊装 1 箱）； 

起吊装组件时应先检查箱体是否牢固完好； 

放置组件时，禁止快速将包装箱落下。 

7.2 拆包过程 

1）适用于 158.75/166 单玻组件 

S/N 操作步骤 图片 备注 

1 
剪开打包带并将叠在一起的两托组件移

到平坦地面处放置。 
  

  

2 
剪开组件包装箱外部打包带并将箱盖移

除。 
  

为了保证铝边框和玻璃表面清洁，操作人员要

佩戴手套等劳保用品。 

3 
剪开包装箱内部打包带后并将打包带折

弯到包装箱外侧。 
  剪开打包带时，不要划伤铝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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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由两名专业人员将包装内组件取出； 

2. 当取到最后八块组件时，外侧组件必

须倾斜并倚靠剩余组件（如不进行此

操作，可能会发生组件歪倒后造成隐

裂或损坏），操作如右图所示。 

  
 

2）适用于 166 双玻组件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S/N 操作步骤 备注 

1 
剪开打包带并将叠在一起的两托组件移到平坦地面处放置，例如图

1。  

2 剪断托盘短边的两根打包带，并沿纸箱棱线割开短边箱体，例如图 2。 

为了人员操作安全，操作人员要

佩戴防割手套等劳保用品； 

割开箱体时注意不要划伤边框。 

3 剪断内部横向打包带，拿掉内木护楞，例如图 3。 
 

4 割开纸板，剪断内部捆扎组件的竖向打包带例如图 4。 
 

5 

从组件背面一侧朝另一侧依次取出组件，然后两人搬运，例如图 5。 

当取到最后八块组件时，外侧组件必须倾斜并倚靠剩余组件（如不进

行此操作，可能会发生组件歪倒后造成隐裂或损坏），操作如右图所

示。  

6 
此包装可以放置于倾斜角≤17°的地面。如果在非水平地面拆包，需

要做好防倾倒措施，例如图 6。  

注 
如果纸箱拆包后有剩余组件，则组件平放后重新打包，防止倾倒。详

细内容参照后页零散组件存放注意事项。  

3）适用于 182 单玻组件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S/N 操作步骤 备注 

1 
剪开打包带并将叠在一起的两托组件移到平坦地面处放置，例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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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剪断托盘短边的两根打包带，并沿纸箱棱线割开短边箱体，例如图

2。 

为了人员操作安全，操作人员要

佩戴防割手套等劳保用品； 

割开箱体时注意不要划伤边框。 

3 割开纸板，剪断内部捆扎组件的竖向打包带，例如图 3。 
 

4 

从组件背面一侧朝另一侧依次取出组件，然后两人搬运，例如图 4。 

当取到最后八块组件时，外侧组件必须倾斜并倚靠剩余组件（如不

进行此操作，可能会发生组件歪倒后造成隐裂或损坏），操作如右

图所示。  

5 
此包装可以放置于倾斜角≤17°的地面。如果在非水平地面拆包，

需要做好防倾倒措施，例如图 5。  

注 
如果纸箱拆包后有剩余组件，则组件平放后重新打包，防止倾倒。

详细内容参照后页零散组件存放注意事项。  

4）适用于 182 双玻组件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S/N 操作步骤 备注 

1 剪开木护楞外侧的打包带，将木护楞轻轻移开，如图 1。  

2 
剪开打包带并将叠在一起的两托组件移到平坦地面处放置，例如图

2。  

3 
剪断托盘短边的两根打包带，并沿纸箱棱线割开短边箱体，例如图

3。 

为了人员操作安全，操作人员要

佩戴防割手套等劳保用品； 

割开箱体时注意不要划伤边框。 

4 割开纸板，剪断内部捆扎组件的竖向打包带，例如图 4。 
 

5 

从组件背面一侧朝另一侧依次取出组件，然后两人搬运，例如图 5。 

当取到最后八块组件时，外侧组件必须倾斜并倚靠剩余组件（如不

进行此操作，可能会发生组件歪倒后造成隐裂或损坏），操作如右

图所示。  

6 
此包装可以放置于倾斜角≤17°的地面。如果在非水平地面拆包，

需要做好防倾倒措施，例如图 6。  

注 
如果纸箱拆包后有剩余组件，则组件平放后重新打包，防止倾倒。

详细内容参照后页零散组件存放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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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适用于 210 单双玻组件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S/N 操作步骤 备注 

1 剪开包装箱外部的打包带，如图 1。 
为操作安全，操作人员应佩戴防

切割手套等劳动防护用品. 

2 拆除顶盖及围框，如图 2 所示。 
 

3 剪断并取下组件周围的内部横向打包带，如图 3 所示。 注意切割过程中不要损坏组件。 

4 将组件倾斜固定后，将组件周围的纵向打包带剪断，如图 4 所示。 
 

5 将组件按次序依次缓慢取出，然后两个人抬一个组件，如图 5 所示。 
 

6 
包装箱应放置在水平地面上操作。在非水平位置开箱时，应采取相

应措施保护组件。 
 

注 
如果纸箱拆包后有剩余组件，则组件平放后重新打包，防止倾倒。

详细内容参照后页零散组件存放注意事项。  

7.3 组件存放 

S/N 操作步骤 图片 备注 

1 
组件需放置在平坦地面上并且整齐的排列

在一起。 

 

尽量保证颜色、电流等规格相

同的组件放置在一起，便于管

理。 

2 

1.如果地面不平坦或坡度较小时，必须将单

垛拆开，需将纸箱短边向下整齐的排列在一

起并使用托盘采用右图方式搭接支撑。 

2.不允许将组件放置在坡度较大的地势上 

3.二次运输时要有专人负责指挥叉车进行

搬运，严禁将外箱破损。 

 

托盘应该按下图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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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雨或潮湿时，要使用防雨布将组件包裹起

来进行保护并用打包带进行捆扎。 

 

无论是否采取以上两种方法都

必须将组件做好防雨。如到货

后暂不进行安装，必须保证包

装箱处于干燥状态，移至室内，

如发现包装箱潮湿，建议对组

件进行干燥处理及更换包装

箱。 

  7.4 零散组件存放 

S/N 操作步骤 图片 备注 

1 拆开包装后，安装剩余组件。 

 

不能将剩余组件长时间放在包装箱内，有必要将

拆开包装组件存放起来，我们建议用以下方法。 

2 将组件放置在托盘上。 

 

1. 托盘要放置在平坦地面； 

2. 第一块组件要将玻璃面向上放置，从第二块组

件起玻璃面向下放置； 

3. 每个托盘不能放置超过 10 块组件； 

4. 禁止抓取接线盒电缆进行搬运组件； 

5. 组件应该整齐的堆放在一起，这样能够避免乱

放导致组件爆件； 

6. 不允许在该种放置情况下，对组件进行搬运； 

7. 相邻两块组件之间必须装有纸护角。 

3 
要将组件用防雨布包裹起来

并使用打包带进行捆扎。 

 

如到货后暂不进行安装，必须保证包装箱处于干

燥状态，移至室内，如发现包装箱潮湿，建议对

组件进行干燥处理及更换包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