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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发电定义

ü用户场地附近建设  

ü自发自用、多余电量上网   

ü在配电系统平衡调节为特征

ü并网电压在 35KV 及以下

ü单体规模在 20MW 及以下

ü所发电力在同一配电台区内被消纳

ü并网电压在 10KV 以下

ü单个并网点在 6MW 以内

ü用户侧并网的自发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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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发电形式

屋顶分布式光伏

工商业屋顶

户用屋顶

地面分布式光伏

荒地

鱼塘

荒山

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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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优化器和微型逆变器 组串式逆变器 集中式/箱式逆变器

光伏并网逆变器类型

光伏并网逆变器的型谱，组件级别产品组串级别产品集装箱级别产品

Growatt 4000-6000UE Growatt 7000-20000UE Growatt 30000-50000TL3-S

Growatt 1000-3000-S Growatt 2500-6000MTL-S Growatt 2000-5000HF
Growatt CP500TL-S

Growatt CP1000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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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匹配场景

安全可靠

智能运维电网友好

高效发电

五
个
主
要
考
量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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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组串式逆变器

三相组串式逆变器

推荐机型：

Growatt 1-5K-S

Growatt 8-11KTL3-S

三相组串式逆变器

推荐机型：

Growatt 30-50KTL3-S

集中箱式逆变器

推荐机型：

Growatt CP1000 

Station

家用屋顶或庭院

单机容量小，单相/三相并网

单个或两个朝向居多

复杂山地/工商业屋顶/复杂大棚

朝向不规则，易发生局部遮挡

发电容量较大

低压/中压多种并网电压

大型地面/荒漠地区

朝向规则，不易发生遮挡

发电容量大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匹配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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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最大效率
ü 加权效率

Ø 中国效率
Ø 欧洲效率
Ø 加州效率

ü 效率等高线

Growatt 20KTL3-HE
Growatt 40KTL3-S
Growatt 50KTL3-S
最大效率均超越99%

Growatt 40KTL3-S
中国效率达到98.48%

最大转换效率

效率等高线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高效发电之转换效率

领跑者认证，中国效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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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T追踪曲线

ü 更快---适应光照变化
ü 更准---准确捕捉组件最大功率点
ü 更稳---静态效率要高

   

   静态MPPT效率可达99.9%

   动态MPPT效率可达99.8%

MPPT---最大功率点追踪器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高效发电之MPPT效率

技术创新：古瑞瓦特独创的ABC MPPT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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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0%

50%

100%

以古瑞瓦特30-50KTL3-S为例
输入电压范围为:200-1100VDC
“起早贪黑”，发电时间更长 

多路MPPT可确保组串不一致时的发电量 宽MPP电压范围也可增加发电量：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高效发电之MPPT路数及电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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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8路组串智能监
测，减少故障定位时间

可实时采样每个组串电
压和电流，及时发现线
路故障、组件故障、遮

挡等问题；

可以和后台网管配合，
提供自动运维建议，如
清洗、组串匹配优化、

逆变器协同等；

组串失配监测

极性反接告警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安全可靠之组串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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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击
屋顶和山地等
雷暴多发场景

业界最高防雷等级

交直流防雷等级均为Class Ⅱ

独立防雷板设计，方便维护

防PID&防触电
渔光和农光
互补场景

防PID同时还可防止触电

彩钢瓦屋顶和山地等
火灾易发场景

AFCI防止直流拉弧引起火灾

防火灾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安全可靠之防护功能

技术创新：古瑞瓦特率先将北美

机型的AFCI技术导入国内机型

技术创新：古瑞瓦特率先将PID

修复模块植入逆变器作为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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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器件寿命10 ℃法则：

器件环境温度每升高10 ℃，寿命减少一半

p 确保器件设计在规格80%以内的裕量；
p 先进的热设计技术和方案；
p 智能温度控制；

散热器热流图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安全可靠之散热设计

技术创新：

古瑞瓦特电感灌胶散热专利技术

   整机散热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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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管压接工艺

p 功率周次及热循环周次大幅提升
p 热阻比一般技术降低10%
p 逆变器功率周期内热 阻偏差小于20%

主结构设计工艺

p 不锈钢结构及壁挂式安装
p 快接端子，易维护接线盒
p IP65防护等级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安全可靠之工艺设计

技术创新：古瑞瓦特功率管专利压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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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安全可靠之器件选型

古瑞瓦特逆变器所有的关键器件均选用全球一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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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试验
模拟在运输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设
备跌落

震动实验
模拟设备在
运输过程中
被颠簸震动

高湿高温低温
模拟户外极端条
件下设备运行情
况

热冲击
模拟环境温度快
速变化

Halt测试
检查可能出现
的热设计缺陷

户外长期运行
模拟产品在室外长
期风吹雨淋的可靠
性测试

防水防尘测试
测试设备在室外安
装条件下的防水防
尘可靠性

盐雾测试
模拟产品在沿海
等潮湿高盐分空
气条件下的耐腐
蚀性测试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安全可靠之设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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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点

ü 功率因数PF，正常情况
下PF=1最理想

ü 电流谐波THDi越小，
越接近正弦

ü 直流分量DCI，越小越
理想

输出功率因数、有功无功调度 电流谐波、直流分量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电网友好

电能质量管理，适应复杂电网 柔性输出，减小对电网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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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瑞瓦特自主开发的监控服务云平台+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的监控方案选择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智能运维之远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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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e Phone APP手机客户端 客服管理系统网页服务器端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智能运维之在线客服

技术创新：古瑞瓦特在业界率先推出在线智能客服系统，开启远程在线客服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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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诊断 远程配置 远程升级

通过远程辅助手段可以解决逆变器60%~80%的故障告警问题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逆变器？   智能运维之远程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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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瑞瓦特——快速健康成长的新能源企业

600000+
截至2016年12月底

全球累计出货量

2010
公司在深圳成立

红杉资本在中国投资的唯一一家新能源企业

1KW-2.5MW全系列光伏并网逆变器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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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累积出货量超过60万套——中国领先的组串式逆变器供应商

中国最大的家用光伏逆变器 
出口企业

中国唯一一家有6万套逆变器
稳定运行超过5年的厂家

中国最大的家用储能系统
出口企业

古瑞瓦特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大的用户侧智慧能源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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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携手

　 为光伏事业贡献力量！

关注古瑞瓦特微信公众号，更多精彩技术分享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