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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管理与运行维护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范了光伏电站的管理和运行维护的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验收合格后，已投入正常使用的光伏电站的管理和运行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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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94 光伏发电站安全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4 一般规定  

4.1 机构 

进行光伏电站运行维护工作的企业应具备《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 

4.2 人员 

a) 光伏电站的运行维护人员必须经培训合格并取得相关上岗证件（《特种作业（高压）操

作证》、《特种作业（低压）操作证》、《高压进网许可证》等）。 

b) 值班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调度规范接受调令。先互报姓名、职务等相关信息，并做好记录

（调令内容、发令时间、发令人等）。 

c) 任何非运行维护人员进入光伏电站，必须在运营专业人员陪同下进入，任何人不得擅自

出入。 

d) 光伏电站的运行维护应保证人身安全和系统安全， 确保系统不会对人员、环境、财产造

成危害，并使系统维持最大的发电能力。 

e) 光伏电站的运行维护在工作之前必须做好安全准备，断开所有应断开开关，确保电容、

电感放电完全，必要时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使用绝缘工具，工作完毕后应排除系统

可能存在的事故隐患。 

f) 光伏电站运行和维护的全部过程需要进行详细的记录，对于所有记录必须妥善保管，并

对每次故障记录进行分析。（光伏电站运行记录包括：《运行维护日志》、《巡检日志》、

《设备故障维修记录》等） 

g) 操作结束后及时向所属单位回复，上报操作内容和时间等相关信息，并做好记录。 

4.3 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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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光伏电站应符合 GB/T 35694的相关规定,制定现场运行规程,配置检定合格的工器具及安

全防护用品。 

b) 光伏电站的部件应始终运行在产品标准规定的范围之内，达不到要求的部件应及时维修

或更换。 

c) 光伏电站的部件在运行时，温度、声音、气味等不应出现异常情况，指示灯应正常工作

并保持清洁。 

d) 光伏电站的部件周围不得堆积易燃易爆物品，设备本身及周围环境应通风散热良好，设

备上的灰尘和污物应及时清理。 

e) 光伏电站的部件上的各种警示标识应保持完整，各个接线端子应牢固可靠，设备的接线

孔处应采取有效措施（例如使用防火泥进行封堵）防止蛇、鼠等小动物进入设备内部。 

f) 严禁在风力大于 4级、雨雪天气等条件下清洗光伏组件。 

g) 在非必要情况下，组件维护时，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踩踏组件任何部位。 

h) 严格按照设备操作手册中的流程启停逆变器，正常情况下严禁紧急停机。 

i) 变压器运行过程中保持安全的距离，严禁倚靠外壳。 

j) 变压器运行时，严禁开启前后门。 

k) 变压器定期检修，日常维护时严格按照电力安全规程操作。做好防护措施，先放电，再

验电，最后挂接地线，拉上隔离带或者护栏。 

l) 日常巡检保持与带电设备足够安全距离。 

m) 日常维护操作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保证至少 2人以上进行。 

5 运行维护 

5.1 光伏组件 

a) 检查组件表面是否清洁。 

b) 检查组件是否存在闪裂纹、玻璃破碎、背板灼焦、明显的颜色变化等现象。 

c) 检查组件中是否存在与组件边缘或任何电路之间形成连通通道的气泡。 

d) 检查组件接线盒有无变形、扭曲、开裂或烧毁，MC4公母插头链接是否正常，无虚插。 

e) 检查组件边框压块是否压接紧固，无松动、缺损等现象。 

f) 检查组件边框是否通过连接线与支架形成良好接地。 

g) 检查并确保彩钢瓦屋面 MC4插头没有被直接放于彩钢瓦屋面上。 

h) 使用直流钳型电流表等仪表在太阳辐射强度基本一致的条件下测量接入同一个直流汇流

箱组串式逆变器的各光伏组件串的输入电流，其偏差应不超过 5%。 

i) 清理组件时应用干燥或潮湿的柔软洁净的布料擦拭光伏组件，不使用腐蚀性溶剂或用硬

物擦拭光伏组件；做到一掸二刮三清洗。 

j) 清洗组件时间应选在辐照度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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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清洗时间每季度一次，视具体情况而定。 

5.2 其他组件 

5.2.1 支架 

a) 检查所有螺栓、焊缝和支架连接处是否牢固可靠。 

b) 检查支架表面的防腐涂层，不应出现开裂和脱落现象，否则应及时补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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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查支架与屋面防雷接地系统连接是否可靠且接地电阻是否符合相关设计规定。 

5.2.2 桥架 

a) 检查桥架是否存在锈蚀、损坏。 

b) 检查桥架盖板是否固定牢靠，风雨天过后要及时巡查，以免出现被风刮跑现象。 

c) 检查金属电缆桥架与桥架间应用接地线是否可靠连接，并引出线可靠搭接防雷接地网。 

d) 检查屋顶下楼至配电房竖直桥架是否采用螺栓固定或加装抱箍或者不锈钢扎带，防止大

风刮落砸伤物体或行人。 

5.2.3 汇流箱 

a) 检查桥汇流箱表面有无锈蚀、损坏。结合实际情况及时有效进行防腐加强处理。 

b) 定期对汇流箱断路器进行分断实验，保证断路器动作灵活可靠。 

c) 检查金属汇流箱外壳是否可靠接地。 

d) 使用测温枪对汇流箱进行红外测温，判断某区域是否有虚接情况。 

5.2.4 电缆 

a) 检查屋顶 4平方直流电缆是否裸露在外。所有电缆尽量走桥架。 

b) 检查电缆是否存在在过负荷的状态下运行的情况，电缆的铅包是否出现膨胀、龟裂现象。 

c) 检查电缆在进出设备处的部位是否封堵完好，不应存在直径大于 10mm的孔洞。 

d) 检查电缆是否出现过度弯折，拉张。 

e) 检查电缆保护钢管口是否有穿孔、裂缝和显著的凹凸不平，内壁是否光滑；金属电缆管

是否应有严重锈蚀、毛刺、硬物、垃圾，如有毛刺，锉光后用电缆外套包裹并扎紧。 

f) 检查直埋电缆线路沿线的标桩是否完好无缺。路径附近地面是否有挖掘。确保沿路径地

面上无堆放重物、建材及临时设施，无腐蚀性物质排泄；确保室外露地面电缆保护设施

完好。 

5.2.5 直流配电柜 

a) 检查直流柜各路进线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b) 检查直流电缆铜鼻子压接是否完好，无打火放电，明显灼烧痕迹。 

c) 检查各电压电流表显示是否正常。 

d) 检查各直流断路器动作是否可靠灵活。 

e) 检查直流柜铜牌是否无氧化，直流屏散热风机是否正常工作，各接线是否牢固，柜内是

否清洁。 

5.2.6 逆变器 

a) 检查逆变器运行是否正常，各指示灯，触摸板显示是否正常。 

b) 实时监控，检查是否出现报警、故障等信息，一旦出现异常，需立即去现场核实。 

c) 检查观察交直流侧电压电流是否正常，各项参数与同等功率的逆变器进行对比是否在允

许偏差范围内。 

d) 检查逆变器内部散热风机工作是否正常。 

e) 保持设备内外部清洁，定期进行清灰处理，建议清理周期为 1年/次，具体结合实际情况

而定。 

f) 检查各电缆接头是否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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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低压交流柜 

a) 检查各指示灯是否正常。 

b) 检查计量表计量是否正常，无报警。（低压并网项目） 

c) 检查各接头有无放电、打火、明显的灼烧痕迹。 

d) 检查断路器动作是否灵活可靠。 

e) 保持设备内外部清洁，定期进行清灰处理。建议清理周期为 1年/次，具体结合实际情况

而定。 

5.2.8 变压器 

a) 检查变压器运行时振动、声音、温度有无异常。 

b) 检查一、二次侧电缆接头有无打火、放电、明显的灼烧痕迹。 

c) 检查变压器内部散热风机手动启停是否正常。 

d) 保持变压器内部卫生清洁，定期进行清灰处理。 

e) 各电缆接头定期进行紧固。 

5.2.9 高压柜 

a) 检查各高压柜指示灯是否正常，综保无报警指示。 

b) 检查计量表是否正常计量，无报警。 

c) 检查一、二次接线有无松动、打火、放电等现象。定期对各接线头进行紧固。 

d) 检查操作机构操作是否灵活，动作可靠灵敏。 

e) 保持设备内外部清洁。 

f) 定期进行电缆绝缘测量，并作好记录。 

6 故障的排查、分析及排除方法 

表1 故障的排查、分析及排除 

 

故障表现 
故障原因 排除措施 

组件名称 表现 

任何组件 

 

破损、外观产

生形变、发电

效率下降或

不发电 

弹珠、烟花、鞭炮等击中组件，

导致组件破损形变；MC4 接头故

障、接线盒故障等造成发电效率

下降或不发电。 

用相同型号的组件替换原损坏的组

件，或者将损坏组件所在的组串断

开。 

并网逆变器 停止工作 电网停电，逆变器发生故障等。 检查组串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汇流箱

里的浪涌保护器是否被击穿。 

直流配电柜 断路器跳闸 配电柜发生漏电、短路等情况。 检查组串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汇流箱

里的浪涌保护器是否被击穿。 

光伏组件 输出电流减

少，系统输出

功率降低 

组件表面清洁不够到位；组件被

物体遮挡，存在阴影，导致功率

降低。 

用相同型号的组件替换原损坏的组

件，或者将损坏组件所在的组串断

开；将组件移开被遮挡区域。 

光伏阵列 输出电压过 组件开路电压异常； 检测组串中每个组件的开路电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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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测量时太阳辐照度不同，开路电

压有较小（一般不会超过 5%）

的差别。 

出开路电压异常的组件。 

汇流箱至直

流柜 

 

支路输出电

压降低 

  

由于某路阵列电池板被遮挡或

有鸟类粪便等局部污浊物等非

电气原因导致热斑效应，引起汇

流箱中其他正常汇流支路的电

流倒灌到该支路上，影响电池板

寿命。 

该故障是光伏电站发电过程中不可

避免的现象，应及时清理、排除。 

阵列直接成

为负载 

由于施工或维护时出错，导致某

路汇流支路正负接错，严重影响

电池板寿命或烧毁。 

用相同型号的组件替换原损坏的组

件，或者将损坏组件所在的组串断

开。 

存在漏电流，

电池板输出

能力降低，成

为整列组合

中的负载 

由于太阳能电池板、线路对地绝

缘不合格（电气故障、即 PV 对

地短接故障），导致漏电流存在、

对应电池板输出能力降低，成为

整列组合中的负载，结果该导线

负载过大，可能烧毁（单点接地

短期内影响不大）。如果在整列

中出现多处接地，有可能导致出

现接地回路，出现线路烧毁。 

用相同型号的组件替换原损坏的组

件，或者将损坏组件所在的组串断

开。 

其他汇流箱

电流倒灌到

该汇流支路 

由于配电柜某路正负接错，配电

柜接线错误，如果没有相关器件

保护，会导致汇流箱烧毁。 

 

 

逆变器 不能按照预

期输出或发

电量发生异

常变化 

 检查光伏阵列的开路电压； 

紧急停机旋钮是否处于按下状态； 

逆变器是否限制了有功功率的输出。 

LED 指 示 灯

不亮 

指示灯显示故障。 断开交直流电压并保持 5分钟后，重

新连接交流、直流电压。如果指示灯

仍不点亮，请更换或维修指示灯。 

POWER 指示灯

不亮 

逆变器未得到供电。 首先检查确保电网供电及连接正常。

断开交直流电压并保持 5分钟后，重

新连接交流、直流电压。 

OPERATION 

指示灯不亮 

逆变器不在并网运行工作状态。 首先检查确保交直流接线正确。使用

万用表测量直流输入电压，确保电压

值未超过逆变器启动电压。确保电网

供电及各项参数符合逆变器运行要

求。 

FAULT 指 示

灯点亮 

逆变器不在并网运行工作状态。 查看液晶屏上的详细故障信息，采取

相应的排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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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显示直

流过压 

直流电压高于最大直流电压。 检查光伏阵列配置，减小光伏阵列开

路电压。 

仪表显示电

网过压 

电网电压高于允许电网电压范

围上限。 

检查电网电压（或并网线径是否过

细）。待电网电压恢复至允许范围后，

逆变器可自动重新并网。 

仪表显示电

网欠压 

电网电压低于允许电网电压范

围下限。 

检查电网电压；检查交流侧线缆连接

是否紧固。待电网电压恢复至允许范

围后，逆变器可自动重新并网。 

仪表显示 PV 

极性反接故

障 

直流侧正负极接反。 待逆变器完全断电后，检查直流连

接，确保极性正确。 

仪表显示频

率故障 

电网频率超出允许电网频率范

围。 

检查电网频率；检查交流侧线缆连接

是否紧固。待电网频率恢复至允许范

围后，逆变器可自动重新并网。 

仪表显示接

地故障 

逆变器交流侧对地漏电流超过

液晶设定数值 (默认值为 5A)。 

漏电流恢复至正常范围后可自动重

新并网。 

仪表显示交

流过流 

逆变器存在短路或内部电子元

器件损坏。 

检查逆变器交流侧电路的线缆连接

以及控制电路板是否存在问题。 

 

仪表显示温

度异常 

逆变器内部温度高于允许值。 待设备内部完全断电后，检修冷却风

扇。若此故障每天发生超过 10 次，

则停机并联系厂家。 

仪表显示模

块过温 

模块温度高于允许值。 待设备内部完全断电后，检查模块及

散热情况。若此故障每天发生超过

10 次，则停机并联系厂家。 

仪表显示电

抗器过温 

电抗器温度高于允许值。 待设备内部完全断电后，检修电抗

器。若此故障每天发生超过 10 次，

则停机并联系厂家。 

仪表显示模

块故障 

机器内部故障。 机器内部故障，等待 5 分钟后机器会

自动重启或先断开再合上交流开关。

若此故障每天发生超过 5 次，则停机

并联系厂家。 

仪表显示接

触器故障 

机器内部与电网相连的接触器

故障。 

 

待设备内部完全断电后，检修接触

器。若故障每天发生超过 5 次，则停

机并联系厂家。 

仪表显示直

流熔断器故

障（选配） 

直流侧熔断器发生故障。 设备内部完全断电后，检修熔断器。 

仪表显示交

流熔断器故

障 

交流侧熔断器发生故障。 待设备内部完全断电后，检修熔断

器。 

仪表显示风 逆变器内部散热风扇发生故障。 待设备内部完全断电后，检修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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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故障 

仪表显示防

雷器故障 

防雷器跳脱，过电压保护动作。 待逆变器完全断电后，更换同型号防

雷器。 

仪表显示交

流电流不平

衡 

传感器损坏。 待逆变器完全断电后，更换同型号传

感器。 

仪表显示孤

岛故障 

逆变器检测到孤岛现象的发生。 逆变器会自动进入防孤岛效应保护

的状态。电网恢复正常后可自动重新

并网。 

仪表显示绝

缘阻值低 

逆变器直流侧绝缘阻抗值低于

设定值。 

仅告警显示，逆变器可正常并网运

行。 

仪表显示控

制电源异常 

逆变器内部控制电源不能正常

工作。 

待控制电源恢复正常，同时交直流侧

参数满足并网要求后，逆变器可自动

重新并网运行。 

刚启动不久

就停机 

直流输入电压刚好达到逆变器

启动电压。带负载时，会拉低电

压，导致机器停机。 

根据推荐开路电压设计电池板串并

连接，增大输入的直流电压，避免采

用电压的临界值。 

散热片温度

过高 

冷却风扇故障，进气口温度过

高，控制室空气流通不良等。 

检查更换冷却风扇，降低控制室温

度，清洁通风孔并增大通风孔。 

机器工作噪

声较大 

逆变器运行异常，变压器工作异

常，冷却风扇故障。 

检查功率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测量并

网电流、电压波形是否正常，波形不

正常会产生很大的噪声，且变压器发

热较大。检查更换冷却风扇。 

液晶无法开

关机 

液晶与 DSP 板通讯故障，液晶供

电电源故障。 

检查液晶与DSP板通讯连接。 

上位机通讯

不上 

本地地址、波特率与上位机不一

致；接线不良或 A/B 接反；通讯

转换头不匹配；监控光盘没有正

确安装。 

查看液晶界面中的本地地址、波特率

是否与上位机一致；检查线路；更换

通讯转换头后再试；重新安装监控光

盘；若以上检查均正常无误，尝试更

换液晶面板上的上位机通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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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光伏发电站定期维护项目表 

周

期 

序

号 
定期工作项目 执行标准 

执

行

人 

备

注 

日 

工 
作 

1 监控主机，监视设备状态及检查数据信息 
监控数据准确、正常，传输正常，各设备运

行正常 
  

2 
继电保护屏，通讯及自动化设备，蓄电池

充电状态，历史故障记录 

巡检到位，继电保护无故障、报警等信息；

通讯设备通讯正常，蓄电池充电状态正常，

翻看有无近期历史故障记录 

  

3 

各箱变、配电房运行设备巡检，温度，通

风，异常声音，重点关注变压器运行情况，

温度、散热、声音等均正常 

设备运行正常，无报警、故障。温度正常、

通风良好，声音无异常 
  

4 全站照明回路检查 完好   

5 
配电房钥匙、五防钥匙、紧急解锁钥匙管

理登记情况 
钥匙齐全且可正常使用   

6 安全工器具及操作工具 工具齐全、完好，试验合格   

7 记录并查看电站设备运行参数 
及时完成，抄录数据准确、字迹清晰、无

异常 
  

8 
运行日志，交接班记录，外来人员进出登

记，调度指令登记，设备维修记录等记录 
记录清楚、完整、准确   

9 
检查粘鼠板、捕鼠笼，对捕获的小动物及

时清理 

捕鼠笼在开启使用状态，粘鼠板保持清洁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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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施设备标识标签完整齐全 
设施设备标识标签，缺失、卷边等及时更

换 
  

11 下班前，清扫值班室、办公桌等卫生。    

周 

工 

作 

1 各电站抄表、巡检，数据分析 每周一各电站巡检抄表、并做数据对比分析   

2 应急照明及熄灯检查 
每周电站巡检至少一次，查看各路照明完

好 
  

3 配电室卫生清扫和检查 配电房卫生干净，灭火器完好   

3 通风及冷却风扇、空调等检查。 工作正常   

4 避雷器，避雷模块，电池矩阵接地检查 完好   

5 汇流箱开箱检查 
每周至少 1 次，查看汇流箱温度、铜牌氧

化、潮湿等情况 
  

月 

度 

工 

作 

1 继电保护及连接片/开关投切情况，核实 正常投入   

2 蓄电池组表面检查，电池组电压测量 表面完好，电压正常   

3 箱变及主控室，屋顶排水检查    

4 电池板松动检查，汇流箱组串电流测量    

5 站用电线路及主备切换试验    

6 UPS及通讯自动装置检查    

7 月度例会，SVG滤网、箱变房滤网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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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灭火器检查 
灭火器外观良好，无锈蚀、压力正常，不

超期使用 
  

9 操作票、工作票汇总及检查。    

10 安全教育培训，预防性分析，工作总结    

11 全面检查汇流箱熔丝 
及时更换损坏或者即将顺坏的熔丝和防雷

抑制器。 
  

12 电站电费结算，数据分析对比    

季 

度 

工 

作 

1 接地及防雷系统电阻测量 接地电阻≤4Ω   

2 全站防火检查,警告标识、标牌检查 完好   

3 逆变器除尘、滤网清洗    

4 各箱变通风检查，空调开启或停用    

5 二次端子排松动性检查 无松动   

6 电站安全检查    

7 电站设备保养    

 8 清洗光伏组件    

年 

度 

工 

作 

1 高压开关的联动检查 动作正常   

2 继保整定值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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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变压器停电维护    

4 
安全用具检验：绝缘靴、手套半年校验一

次，接地线、令克棒、验电笔一年一次 
   

5 绝缘电阻测量 绝缘电阻值≥1MΩ/KV   

6 计量表检查校验    

7 蓄电池充放试验    

8 高压柜的加热 驱潮装置检查    

9 清洗直流配电柜    

10 消防报警动作试验、灭火器定期更换检验 

维修：出厂期满 5年；首次维修以后每满

2 年 

报废：干粉 10年；二氧化碳 12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