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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GDW 617-2010 标准提出了光伏发电站电网适应性指标的要求
逆变器实验室测试与发电单元现场测试之间的关系？
发电单元与多机并联后的光伏发电站并网特性的关系？
测试时机与工程进度时间的关系？更换什么重要部件时应重新测试？

PCC

发电单元 光伏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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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司科技部国家电网科〔2010〕320号 关于下达2010 
年度国家电网公司技术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网电科

 院牵头起草《光伏电站接入电网测试规程》，是Q /GDW 617- 
2010 配套使用标准，标准号定Q /GDW 618-2010 。

2010年3月-4月，在广泛调研、充分收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国
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多次内部会议商讨论证，形成了《光伏
电站接入电网测试规程》初稿
2010年4月23日，国家电网公司智能电网部邀请国网公司系统、光伏
电站系统集成商、运营商、光伏重要部件生产商的专家在南京召开
了第一次标准讨论会
2010年9月20日，国家电网公司智能电网部邀请公司系统、光伏电站
系统集成商、运营商、光伏重要部件生产商的专家在北京召开标准
（送审稿）审查会，会后形成标准（报批稿）。

二、Q /GDW 618-2010 标准制定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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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准规定了并网光伏电站现场测试的条件、内容和方法和步骤此标准规定了并网光伏电站现场测试的条件、内容和方法和步骤

3.1  3.1  一般原则一般原则

适用于接入380V及以上电压等级电网的新建
或扩建并网光伏电站

适用于有隔离变和无隔离变的并网光伏电站
不适用于离网光伏电站

接入电压等级不同，测试项目不同

对于带储能系统的并网光伏电站和通过微网方式运行的带光伏
发电系统的电站，由于其运行机理、接口特性等存在较大差异，
此检测规程并不完全适用，部分项目可参照执行。

三、Q /GDW 618-2010 标准解读



测试环境条件测试环境条件

3.23.2 测试条件测试条件

环境温度：
 

-10℃~50℃

环境湿度：
 

不超过90%

推荐测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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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光伏电站条件被测光伏电站条件

3.23.2 测试条件测试条件

光伏电站各设备按照产品说明书完成安装和调试

光伏电站的设计、安装和调试的资料齐全
具备完整的分项调试合格报告

光伏电站的各设备调试完成，能够提交总体调试方案，
具备总体调试合格报告

被测光伏电站在进行入网测试时应具备如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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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人员条件测试人员条件

3.23.2 测试条件测试条件

被测光伏电站应安排相关工作人员配合测试实施

当地电网企业、启动调试委员会以有并网主体设备制造商
根据实际情况宜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协调配合测试实施

测试时应具备下列人员条件

对于当地调度部门所要求的特殊测试项目或特殊测试指标，
当地电网企业可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参与测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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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测试内容测试内容

小型光伏电站接入电网测试内容至少应包括：
电能质量测试、功率特性测试（有功功率输出特性测试）
电压/频率异常时的响应特性测试、防孤岛保护特性测试
通用性能测试

中型和大型光伏电站接入电网测试内容至少应包括：
电能质量测试、功率特性测试、低电压耐受能力测试、
电压/频率异常时的响应特性测试、防孤岛保护特性测试、
通用性能测试以及调度部门要求的其它一些测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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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 测试方法与步骤测试方法与步骤————电能质量电能质量

a) 电能质量测试点应设在光伏电站并网点和公共连接点处

电能
质量
测试

电能
质量
测试

b) 校核被测光伏电站实际投入电网的容量

c) 测量测试点的各项电能质量指标参数，连续测量满一天；

d) 读取测试数据并进行分析，输出统计报表和测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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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 测试方法与步骤测试方法与步骤————功率输出特性功率输出特性

a) 气象参数测试装置的安装位置应能体现被测光伏电站典型气象
条件，且不影响被测光伏电站的正常运行

有功
功率
输出
特性

有功
功率
输出
特性

b) 功率特性测试点应设在光伏电站并网点处

c) 测量测试点的各项气象参数，参数测量满一天

e) 读取测试数据并进行分析，输出统计报表和测量曲线

d) 测量测试点的有功功率输出，参数测量满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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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 测试方法与步骤测试方法与步骤————功率控制特性功率控制特性

有功
功率
控制
特性

有功
功率
控制
特性

a) 功率特性测试点应设在光伏电站并网点处

b) 测量光伏电站当前有功功率输出

d) 向光伏电站下发启动和停机指令，测功率曲线

c) 设定光伏电站输出功率为当前有功功率输出的25%、50%、75%
和100%，测功率曲线

e) 读取测试数据并进行分析，输出统计报表和测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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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 测试方法与步骤测试方法与步骤————无功调节特性无功调节特性

无功
功率
调节
特性

无功
功率
调节
特性

a) 功率特性测试点应设在光伏电站并网点处

b) 测量光伏电站当前无功功率输出和功率因数

d) 测量光伏电站接受指令后的无功功率输出和功率因数

c) 设定光伏电站当前功率因数为±0.98、±0.99、1，测功率曲线

e) 读取测试数据并进行分析，输出统计报表和测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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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 测试方法与步骤测试方法与步骤————电压异常（扰动）响应特性测试电压异常（扰动）响应特性测试

电压
扰动
响应
特性

电压
扰动
响应
特性

a) 测试点应设置在光伏电站或单元发电模块并网点处

c) 通过数字示波器记录被测光伏电站分闸时间和恢复并网时间

b) 设定电压为额定电压的50%、85%、110%和135%，持续30秒后
将并网点处电压恢复为额定值

d) 读取测试数据并进行分析，输出统计报表和测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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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 测试方法与步骤测试方法与步骤————低电压穿越能力测试低电压穿越能力测试

低电压
耐受
能力
测试

低电压
耐受
能力
测试

a) 测试应选择辐照度达到标准辐照度70%及以上的良好时段进行

d) 设定各类故障类型时的电压跌落20%、40%、60%、80%、90%，电
压跌落的持续时间分别为1s、1.57s、2.14s、2.71s、3s

e) 读取测试数据并进行分析，输出统计报表和测量曲线

b) 测试点应设置在光伏电站或单元发电模块的并网点处

c) 先进行被测光伏电站额定功率10%～30%的部分加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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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 测试方法与步骤测试方法与步骤————频率异常（扰动）响应特性测试频率异常（扰动）响应特性测试

频率
扰动
响应
特性

频率
扰动
响应
特性

a) 测试点应设置在光伏电站或单元发电模块并网点处

b) 对于小型光伏电站：
设定并网点频率为49.5Hz、50.2Hz ，持续30秒后恢复

d) 读取测试数据并进行分析，输出统计报表和测量曲线

c) 记录被测光伏电站分闸时间和恢复并网时间

a) 对于大、中型光伏电站：

d) 设置并网点处频率为50.5Hz ，测试时间持续30秒后频率恢复

b) 设置并网点处频率为48Hz，测试时间持续10分钟后频率恢复

c) 设置并网点处频率为49.5Hz ，测试时间持续2分钟后频率恢复

d) 设置并网点处频率为50.2Hz ，测试时间持续2分钟后频率恢复

三、Q /GDW 618-2010 标准解读



3.43.4 测试方法与步骤测试方法与步骤————防孤岛保护特性测试防孤岛保护特性测试

防孤岛
保护
特性
测试

防孤岛
保护
特性
测试

a) 防孤岛能力测试应选择辐照良好的时段进行

b) 防孤岛能力测试点应设置在光伏电站或单元发电模块并网点处

c) 测量被测光伏电站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输出

d) 依次投入防孤岛检测装置的电阻R、电感L、电容C 

e) 使电阻R消耗的有功功率等于被测电站发出的有功功率

f) 使品质因数为1±0.1，流过K2的基波电流小于额定电流的5% 

g) 断开K2，通过数字示波器记录被测光伏电站运行情况

h) 若在2s或电网企业指定时间内断开与电网连接，则不再继续测试

i) 调节L、C，使负载无功功率每次变化±2% 

j) 每次调节后，通过数字示波器记录被测光伏电站运行情况

k) 若时间呈持续上升趋势，则应继续以2%的增量扩大调节范围

l) 直至记录的时间呈下降趋势，输出报表和测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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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5 测试方法与步骤测试方法与步骤————通用性能测试通用性能测试

参照GB/T 21431-2008 建筑物防雷装置测试技术规范
防雷和接地测试防雷和接地测试

参照YD/T 1633-2007 电磁兼容性现场测试方法
电磁兼容测试电磁兼容测试

参照DL/T 474.4-2006 现场绝缘试验实施导则
耐压测试耐压测试

参照GB 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运行噪声测试运行噪声测试

根
据
需
要
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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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6  测试时间点的选择测试时间点的选择

满足推荐测试环境的条件下
光伏电站宜在试运行168小时内完成测试

考虑到天气和实际情况因素
光伏电站可在投运半年内完成测试

三、Q /GDW 618-2010 标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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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场实测案例分析

河南省首

 个并网运

 行的“金

 太阳示范

 工程”光

 伏电站

经度：112.27°

纬度：34.41°

海拔：110m

移动式光伏电站测试平台

被测光伏电站基本信息：

系统占地面积：120248m2

机房占地面积：30 m2

安装类型：屋顶式最优倾角安装

机房建筑类型：宿舍

装机容量：380kWp

电网供电距离：1000m

组件类型：单晶硅电池组件

逆变器类型：并网型逆变器

接入电压等级： 380V

是否有升压变压器： □ 是 否

接受调度情况： □ 是 否

测试时间:2011.3.12~25日



检测对象：
容量200kWp以内，接入电压为380V的小型并网光伏电站

平台工作原理平台工作原理

四、现场实测案例分析

电压异常时的响应特性测试

频率异常时响应特性测试

防孤岛保护特性测试

电能质量测试

功率特性测试

通用性能测试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本页主要写太阳能发电发展趋势、对电网带来的挑战，开展光伏研究、标准制定、检测能力建设的意义



设计工艺：
整个检测平台搭建在40英尺标准集装箱内，满足公路运输标准，现场

 配置灵活。各组成部分在集装箱内部优化布置，整体防护达到IP65等级，
 具有抗震、隔音、隔热、防火、防撞、防静电和防电磁干扰功能。

整个检测平台分为集控室
 和主设备室两部分，其中集控
 室内搭建有车载集控系统、仪
 器仪表柜、电能质量远程监控
 装置、现场气象参数测量装置。

 主设备室内搭建300kVA电网
 扰动发生装置、200kW防孤
 岛检测装置、车载配电系统、
 车载配气系统、自动收放线装
 置。

平台结构设计平台结构设计

四、现场实测案例分析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本页主要写太阳能发电发展趋势、对电网带来的挑战，开展光伏研究、标准制定、检测能力建设的意义



平台搭载测量设备

功率分析仪

电能质量分析仪

数字示波器

I_V曲线测试仪

……

计量院年度计量合格

移动检测项目

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认可

CMA(中国计量认证)认可

通过

通过

四、现场实测案例分析

唯一国家级光伏电站入网
 测试、质量验收权威机构



电能质量测试电能质量测试

二、小型光伏电站检测平台二、小型光伏电站检测平台

并网点电能质量（ 150kW 单元）
平均输出电压 237.21V

平均输出电流 64.75A

输出功率 44.35kW

功率因数 0.91367

A相电压偏差（或单相电压） 4.698%

B相电压偏差 4.746%

C 相电压偏差 5.252%

A相频率偏差（或单相频率） 0.112%

B相频率偏差 0.112%

C 相频率偏差 0.112%

A相电压/电流谐波含量与畸变率（或单相谐波） 2.8575% / 5.9625%

B相电压/电流谐波含量与畸变率 2.7259% / 5.989%

C 相电压/电流谐波含量与畸变率 2.5672% / 6.322%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 0.2454%

直流电压分量 A相/B相/C相：0.15936V / 0.00017V / 0.00001V

直流电流分量 A相/B相/C相：0.30671A / 0.34075A / 0.40282A



功率特性测试试验功率特性测试试验

二、小型光伏电站检测平台二、小型光伏电站检测平台

一天时间内光伏电站输出功功率、无功功率与总辐射、温
 度的拟合曲线图，变化趋势一致。

150kW并网点有功功率气象数据拟合曲线 150kW并网点有功无功气象数据拟合曲线



电压异常时的响应特性测试电压异常时的响应特性测试

＜50%Un欠压扰动

并网点电压（V） 189.20

并网点电压（%Un） 47.3

最大分闸时间（ms） 37.25

电网扰动装置在一个周波之内将并网点电压降到47.3%Un，
 电站在37.25ms以后停机。

四、现场实测案例分析



电压异常时的响应特性测试电压异常时的响应特性测试

＞135%Un过压扰动

并网点电压（V） 540.47

并网点电压（%Un） 135

最大分闸时间（ms） 617.50

电网扰动装置在一个周波之内将并网点电压升到135%Un，
 电站在617.50ms以后停机。

四、现场实测案例分析



频率异常时的响应特性测试频率异常时的响应特性测试

49.5Hz欠频扰动

并网点频率（Hz） 49.02

最大分闸时间（ms） 100kW 
分闸

 41.00ms 
；50kW 
未分闸

电网扰动装置在一个周波之内将并网点电压降到49.02Hz，
电站100kW逆变器停机，50kW逆变器未停机。

四、现场实测案例分析



频率异常时的响应特性测试频率异常时的响应特性测试

51.2Hz过频扰动

并网点频率（Hz） 51.44

最大分闸时间（ms） 100kW 
分闸

 58.36ms 
；50kW 
未分闸

电网扰动装置在一个周波之内将并网点电压升到51.44Hz，
电站100kW逆变器停机，50kW逆变器未停机。

四、现场实测案例分析



防孤岛效应保护测试试验防孤岛效应保护测试试验

在Q值为1时，孤岛现象发生时电站未停机。
将检测条件放宽到Q值为0.93时，分闸时间为485.25ms。

四、现场实测案例分析

Q值=1 Q值=0.93



逆变器实验室测试与发电单元现场测试之间的关系？
逆变器产品已有实验室STC条件下的电网适应性能力的认证，除业主

 要求的现场质量验证外，一般来说我们在现场开展单元测试时是默认
 单元发电并网指标是合格的，测试的目的是为电站的建模仿真提供实
 测参数，包括低电压穿越测试、防孤岛保护能力测试、无功调节能力
 测试等。

发电单元与多机并联后的光伏发电站并网特性的关系？
作为电网企业关心的是整个光伏电站并网整体指标，测试也是针对整

 个光伏电站来开展的，测试点在电站的并网点，如电能质量、功率输
 出特性、有功控制能力等。限于全功率测试设备的容量、测试时对电
 网的影响等问题，大型光伏电站的电网适应性指标测试要结合建模仿
 真来开展。（多机并联后的并网指标会有较大变化）

测试时机与工程进度时间的关系？更换什么重要部件时应重新测试？
建议电站入网测试应在第一组发电单元并网调试期间开展，避免全部

 电站建设完成后测试指标不佳造成全面整改，影响计划投产时间。
并网主设备（逆变器、SVC、SVG等）发生更换时应重新进行测试。

总结



谢谢！谢谢！

报告结束报告结束


	国家电网公司企标 Q /GDW 618-2010�光伏电站接入电网测试规程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幻灯片编号 9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幻灯片编号 17
	幻灯片编号 18
	幻灯片编号 19
	幻灯片编号 20
	幻灯片编号 21
	幻灯片编号 22
	幻灯片编号 23
	幻灯片编号 24
	幻灯片编号 25
	幻灯片编号 26
	幻灯片编号 27
	幻灯片编号 28
	幻灯片编号 29
	幻灯片编号 30
	幻灯片编号 31
	幻灯片编号 32
	幻灯片编号 33
	幻灯片编号 34
	幻灯片编号 35
	幻灯片编号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