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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阳能发电现状一、太阳能发电现状

11、能源紧张、能源紧张

22、节能环保社会需求、节能环保社会需求

33、、PVPV年增长率在年增长率在1515--35%35%之间之间

44、价格逐年下降、价格逐年下降



二、二、太阳能发电原理太阳能发电原理
太阳能电池发电的原理主要是半导体的光电效

应（光生伏打效应），一般的半导体主要结构如下：

图中，正电荷表示硅原子，
 负电荷表示围绕在硅原子旁
 边的四个电子。



当硅晶体中掺入其他的杂质，如硼、磷等，当掺入硼当硅晶体中掺入其他的杂质，如硼、磷等，当掺入硼
 时，硅晶体中就会存在着一个空穴，它的形成可以参照下时，硅晶体中就会存在着一个空穴，它的形成可以参照下
 图：图：

图中，正电荷表示硅原子，负电荷表示

 
围绕在硅原子旁边的四个电子。而黄色

 
的表示掺入的硼原子，因为硼原子周围

 
只有3个电子，所以就会产生入图所示

 
的蓝色的空穴，这个空穴因为没有电子

 
而变得很不稳定，容易吸收电子而中

 
和，形成N型半导体。(如左下图）
同样，掺入磷原子以后，因为磷原子有

 
五个电子，所以就会有一个电子变得非

 
常活跃，形成P型半导体。（如左上图

 
）黄色的为磷原子核，红色的为多余的

 
电子。
N型半导体中含有较多的空穴，而P型半

 
导体中含有较多的电子，这样，当P型

 
和N型半导体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在接

 
触面形成电势差，这就是PN结

 

。

 
（如下图）



当晶片受光后，当晶片受光后，PNPN结中，结中，NN型半导体的空穴往型半导体的空穴往PP型区型区
 移动，而移动，而PP型区中的电子往型区中的电子往NN型区移动，从而形成从型区移动，从而形成从NN型区到型区到PP 

型区的电流。然后在型区的电流。然后在PNPN结中形成电势差，这就形成了电源。结中形成电势差，这就形成了电源。
 ((如下面的两个图所示）如下面的两个图所示）





三、太阳能发电系统组成三、太阳能发电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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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阳能发电系统原理图



22、光伏发电系统组成部分、光伏发电系统组成部分

光伏发电系统主要组成部分：太阳能电池方阵、蓄电池光伏发电系统主要组成部分：太阳能电池方阵、蓄电池
 

组、充放电控制器、直流组、充放电控制器、直流——交流逆变器、控制检测系统、数交流逆变器、控制检测系统、数
 

据采集系统、配电系统及配套系统工程设备等据采集系统、配电系统及配套系统工程设备等



四、太阳能灯具分类四、太阳能灯具分类

主要有以下几种：主要有以下几种：


 

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草坪灯


 

太阳能庭院灯太阳能庭院灯


 

太阳能路灯太阳能路灯


 

太阳能景观灯等太阳能景观灯等



五、太阳能灯具组成五、太阳能灯具组成

太阳能灯具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太阳能灯具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板固定架、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板固定架、蓄电池、
 

控制器、光源、灯罩、灯杆、蓄电池密封箱、控制器、光源、灯罩、灯杆、蓄电池密封箱、
 

线揽配件等线揽配件等





六、太阳能灯具系统部件分析六、太阳能灯具系统部件分析

11、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电池组件


 
电池组件分类电池组件分类

太阳能电池分为硅太阳能电池和非硅系太阳能电池（砷化镓太太阳能电池分为硅太阳能电池和非硅系太阳能电池（砷化镓太

 阳能电池、薄膜太阳能电池）。阳能电池、薄膜太阳能电池）。

硅太阳能电池可分为单晶硅、多晶硅电池。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在硅硅太阳能电池可分为单晶硅、多晶硅电池。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在硅

 系列太阳能电池中，转换效率最高，技术最为成熟。系列太阳能电池中，转换效率最高，技术最为成熟。



 
性能特点性能特点

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太阳能避免长距离供电，可就近供电；太阳能避免长距离供电，可就近供电；

 太阳能发电系统采用模块化安装，建设周期短；太阳能发电系统采用模块化安装，建设周期短；

 太阳能发电安全，不受能源危机影响；太阳能发电安全，不受能源危机影响；

 太阳能发电没有运动部件，维护简单；太阳能发电没有运动部件，维护简单；

 不用燃料，不产生废物，清洁不用燃料，不产生废物，清洁



 
应用应用



22、蓄电池、蓄电池


 
蓄电池分类蓄电池分类

常用的蓄电池有铅酸蓄电池、镉镍蓄电池、铁镍蓄电池、金属氧常用的蓄电池有铅酸蓄电池、镉镍蓄电池、铁镍蓄电池、金属氧

 化物蓄电池、锌银蓄电池、锌镍蓄电池、氢镍蓄电池、锂离子蓄电化物蓄电池、锌银蓄电池、锌镍蓄电池、氢镍蓄电池、锂离子蓄电

 池等。池等。

太阳能发电系统一般应用阀控免维护铅酸蓄电池太阳能发电系统一般应用阀控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铅酸蓄电池负极，铅酸蓄电池负极

 为铅为铅,,正极为二氧化铅正极为二氧化铅,,电解质为硫酸电解质为硫酸

 
。。


 

蓄电池原理蓄电池原理

( ( 阳极阳极

 
) ( ) ( 电解液电解液

 
) ( ) ( 阴极阴极

 
) ) 

PbO2 + 2H2SO4 + PbO2 + 2H2SO4 + PbPb

 
------> PbSO4 + 2H2O + PbSO4 ( > PbSO4 + 2H2O + PbSO4 ( 放电反应放电反应

 
) ) 

( ( 过氧化铅过氧化铅

 
) ( ) ( 硫酸硫酸

 
) ( ) ( 海绵状铅海绵状铅

 
) ) 

( ( 阳极阳极

 
) ( ) ( 电解液电解液

 
) ( ) ( 阴极阴极

 
) ) 

PbSO4 + 2 H2O + PbSO4 PbSO4 + 2 H2O + PbSO4 ------> PbO2 + 2 H2SO4 + > PbO2 + 2 H2SO4 + PbPb

 
( ( 充电反应充电反应

 
) ) 

( ( 硫酸铅硫酸铅

 
) ( ) ( 水水

 
) ( ) ( 硫酸铅硫酸铅

 
))



放电中的化学变化放电中的化学变化

蓄电池连接外部电路放电时，稀硫酸即会与阴、阳极蓄电池连接外部电路放电时，稀硫酸即会与阴、阳极
 板上的活性物质产生反应板上的活性物质产生反应

 
, , 生成新化合物生成新化合物『『硫酸铅硫酸铅』』。经。经

 由放电硫酸成分从电解液中释出，放电愈久，硫酸浓度愈稀由放电硫酸成分从电解液中释出，放电愈久，硫酸浓度愈稀
 薄。所消耗之成份与放电量成比例，只要测得电解液中的硫薄。所消耗之成份与放电量成比例，只要测得电解液中的硫
 酸浓度，亦即测其比重，即可得知放电量或残余电量。酸浓度，亦即测其比重，即可得知放电量或残余电量。

充电中的化学变化充电中的化学变化

由于放电时在阳极板，阴极板上所产生的硫酸铅会在由于放电时在阳极板，阴极板上所产生的硫酸铅会在
 充电时被分解还原成硫酸充电时被分解还原成硫酸

 
, , 铅及过氧化铅铅及过氧化铅

 
, , 因此电池内电因此电池内电

 解液的浓度逐渐增加解液的浓度逐渐增加
 

, , 亦即电解液之比重上升，并逐渐回亦即电解液之比重上升，并逐渐回
 复到放电前的浓度，这种变化显示出蓄电池中的活性物质已复到放电前的浓度，这种变化显示出蓄电池中的活性物质已
 还原到可以再度供电的状态，当两极的硫酸铅被还原成原来还原到可以再度供电的状态，当两极的硫酸铅被还原成原来
 的活性物质时，即等于充电结束，的活性物质时，即等于充电结束，



•• 新能源用免维护电池特点新能源用免维护电池特点


 

循环使用寿命长；循环使用寿命长；


 

充放电效率高；充放电效率高；


 

自放电率低；自放电率低；


 

深放电能力强；深放电能力强；


 

少维护或免维护；少维护或免维护；


 

工作温度范围宽，特别适合于较低工作温度范围宽，特别适合于较低
 温度条件的使用；温度条件的使用；


 

价格低廉；价格低廉；


 

便于安装。便于安装。



33、控制器、控制器


 

功能功能
防蓄电池反接防蓄电池反接
防太阳能板反接防太阳能板反接
蓄电池过充保护蓄电池过充保护
蓄电池过放保护蓄电池过放保护
负载短路保护负载短路保护
防反充保护防反充保护


 
控制类型控制类型

1.1. 恒流充电法恒流充电法
恒流充电法是用调整充电装置输出电压或改变与蓄电池串恒流充电法是用调整充电装置输出电压或改变与蓄电池串

 联电阻的方法，保持充电电流强度不变的充电方法联电阻的方法，保持充电电流强度不变的充电方法
2.   2.   阶段充电法阶段充电法

（（11）二阶段法，首先以恒电流充电至预定的电压值，然后，改）二阶段法，首先以恒电流充电至预定的电压值，然后，改

 为恒电压完成剩余的充电。为恒电压完成剩余的充电。
（（22）三阶段充电法在充电开始和结束时采用恒电流充电，中间）三阶段充电法在充电开始和结束时采用恒电流充电，中间

 用恒电压充电。用恒电压充电。
3.   3.   恒压充电法恒压充电法

充电电源的电压在全部充电时间里保持恒定的数值，随着蓄充电电源的电压在全部充电时间里保持恒定的数值，随着蓄

 电池端电压的逐渐升高，电流逐渐减少。电池端电压的逐渐升高，电流逐渐减少。



44、光源、光源

（（11））
 

节能灯节能灯
光效高、寿命长、显色好、体积小巧、造型美观、使用简便光效高、寿命长、显色好、体积小巧、造型美观、使用简便

（（22））
 

LEDLED
高亮度点光源、可辐射各种色光和白光、高亮度点光源、可辐射各种色光和白光、0~100%0~100%光输出（电子光输出（电子

调光）、寿命长、耐冲击和防震动、无紫外（调光）、寿命长、耐冲击和防震动、无紫外（UVUV）和红外（）和红外（IRIR））

 辐射、低电压下工作（安全）辐射、低电压下工作（安全）
（（33））

 
钠灯钠灯

低压钠灯低压钠灯
特点：发光效率特高、寿命长、光通维持率高、透雾性强，特点：发光效率特高、寿命长、光通维持率高、透雾性强，

但显色性差。但显色性差。
高压钠灯高压钠灯

特点：寿命长、光效高、透雾性强。特点：寿命长、光效高、透雾性强。



七、太阳能灯具工作模式七、太阳能灯具工作模式

太阳能灯具照明控制形式有：太阳能灯具照明控制形式有：


 

光控开－光控关光控开－光控关


 

光控开－时控关光控开－时控关


 

时控开－时控关时控开－时控关


 

傍晚－凌晨开两端时控傍晚－凌晨开两端时控


 

主辅灯双路控制主辅灯双路控制



11、光控开光控关、光控开光控关
傍晚当光线强度低于一定值时，光源自动点亮，清晨当光线傍晚当光线强度低于一定值时，光源自动点亮，清晨当光线

 强度高于一定值时，光源自动熄灭。强度高于一定值时，光源自动熄灭。
22、光控开时控关、光控开时控关

傍晚当光线强度低于一定值时，光源自动点亮，开始计时，傍晚当光线强度低于一定值时，光源自动点亮，开始计时，

 当达到预定关灯时间值时，光源自动熄灭。当达到预定关灯时间值时，光源自动熄灭。
33、时控开－时控关、时控开－时控关

傍晚当达到预先设定开灯时间时，光源自动点亮，清晨当达傍晚当达到预先设定开灯时间时，光源自动点亮，清晨当达

 到预先设定关灯时间时，光源自动熄灭。到预先设定关灯时间时，光源自动熄灭。
44、傍晚－凌晨开两端时控、傍晚－凌晨开两端时控

傍晚当光线强度低于一定值时，光源自动点亮，当达到预定傍晚当光线强度低于一定值时，光源自动点亮，当达到预定

 关灯时间时，光源自动熄灭；零晨当达到预定开灯时间时，光源关灯时间时，光源自动熄灭；零晨当达到预定开灯时间时，光源

 自动点亮，清晨当光线强度高于一定值时，光源再自动熄灭。自动点亮，清晨当光线强度高于一定值时，光源再自动熄灭。
55、主辅灯双路控制、主辅灯双路控制

光源分成主灯和辅灯两路，傍晚当光线强度低于一定值时，光源分成主灯和辅灯两路，傍晚当光线强度低于一定值时，

 光源自动点亮，主辅灯均可分别进行关灯时间控制，以组合出主光源自动点亮，主辅灯均可分别进行关灯时间控制，以组合出主

 辅灯不同的工作模式。辅灯不同的工作模式。



八、太阳能灯布灯方式八、太阳能灯布灯方式
常规照明有单侧布置、双侧交错布置、双侧对称布置、横向

 悬索布置和中心对称布置五种基本布灯方式

(1)单侧布置；(2)双侧交错布置；(3)双侧对称布置；

 (4)横向悬索布置；(5)中心对称布置



九、太阳能灯具优点分析九、太阳能灯具优点分析



 

节能：以太阳能光电转换提供电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节能：以太阳能光电转换提供电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环保：无污染、无噪音、无辐射；环保：无污染、无噪音、无辐射；



 

安全：绝无触电、火灾等意外事故；安全：绝无触电、火灾等意外事故；



 

方便：安装简洁，不需要架线或方便：安装简洁，不需要架线或““开膛破肚开膛破肚””挖地施工、也没有停电限电顾虑；挖地施工、也没有停电限电顾虑；



 

寿命长：产品科技含量高，控制系统、配件均是国际品牌、智能化设计，质寿命长：产品科技含量高，控制系统、配件均是国际品牌、智能化设计，质

 量可靠；量可靠；



 

品位高：科技产品、绿色能源，使用单位重视科技、绿色形象提高、档次提品位高：科技产品、绿色能源，使用单位重视科技、绿色形象提高、档次提

 升；升；



 

投资少：一次性投资与交流电等价（交流电投资从变电、进电、控制箱、电投资少：一次性投资与交流电等价（交流电投资从变电、进电、控制箱、电

 缆、工程起），一次投资、长期受用；缆、工程起），一次投资、长期受用；



 

适用广：太阳能源源于自然，所以凡是有日照的地方都可以使用，特别适合适用广：太阳能源源于自然，所以凡是有日照的地方都可以使用，特别适合

 于绿地景观灯光配备，高档次住宅及室于绿地景观灯光配备，高档次住宅及室

 

外照明，旅游景点海岸景观照明及点外照明，旅游景点海岸景观照明及点

 ，工业开发区、工矿企业路灯，各大院校室外灯光照明。，工业开发区、工矿企业路灯，各大院校室外灯光照明。



十、太阳能灯具系统注意事项十、太阳能灯具系统注意事项


 

太阳能路灯必须安装在光照充足，无遮挡的地方，且安装牢太阳能路灯必须安装在光照充足，无遮挡的地方，且安装牢
 固可靠（当无法满足全天无遮挡时，要保证上午固可靠（当无法满足全天无遮挡时，要保证上午9:309:30--15:3015:30 

间无遮挡）。间无遮挡）。


 

太阳能路灯在安装过程中请勿划伤磕碰各部件。太阳能路灯在安装过程中请勿划伤磕碰各部件。


 

蓄电池在运输、安装过程中切勿倒置及放置潮湿处和暴晒于蓄电池在运输、安装过程中切勿倒置及放置潮湿处和暴晒于
 太阳光下太阳光下


 

各线路连接切勿短路（正负极接触），以防不良现象发生。各线路连接切勿短路（正负极接触），以防不良现象发生。


 

系统接线顺序：蓄电池－电池板－负载系统接线顺序：蓄电池－电池板－负载


 

系统拆卸顺序：负载－电池板－蓄电池系统拆卸顺序：负载－电池板－蓄电池



十一、太阳能灯具安装维护十一、太阳能灯具安装维护
11、电气安装步骤、电气安装步骤

（（11）根据接线图进行电池板串并联接线，确保正负极连接正）根据接线图进行电池板串并联接线，确保正负极连接正
 确，检验电源线上电压输出是否正常，不正常则检查接线是确，检验电源线上电压输出是否正常，不正常则检查接线是
 否有误。否有误。

（（22）光源灯头，灯罩组装，穿线，接线，确保正负极连接正）光源灯头，灯罩组装，穿线，接线，确保正负极连接正
 确。确。

（（33）验证光源和其线路是否有问题，有问题的话查出原因及）验证光源和其线路是否有问题，有问题的话查出原因及
 时解决。时解决。

（（44）蓄电池安装，连线做好端子（插簧），穿线，串并联接）蓄电池安装，连线做好端子（插簧），穿线，串并联接
 线，确保正负极连接正确。线，确保正负极连接正确。

（（55）控制器接线，先接蓄电池后电池板再接负载，确保正负）控制器接线，先接蓄电池后电池板再接负载，确保正负
 极连接正确。极连接正确。

（（66）系统调试，时控时间按设计时间调整。）系统调试，时控时间按设计时间调整。



22、电池板接线、电池板接线

（（11）检查电池组件背后铭牌，核对规格型号数量是否为设计型号，如不符）检查电池组件背后铭牌，核对规格型号数量是否为设计型号，如不符

 合应立即调货更换，不能免强施工。合应立即调货更换，不能免强施工。

（（22）检查电池组件表面是否有破损、划伤，有的话应立即更换。）检查电池组件表面是否有破损、划伤，有的话应立即更换。

（（33）接线前要详细检查正负极标识，确保正负极连接正确，建议再用万用）接线前要详细检查正负极标识，确保正负极连接正确，建议再用万用

 表验证一下，以防标识错误等现象。验证方法，用数字万用表的红黑表表验证一下，以防标识错误等现象。验证方法，用数字万用表的红黑表

 笔，分别接触电池组件两个电极，显示为正值则红表笔对应电极为笔，分别接触电池组件两个电极，显示为正值则红表笔对应电极为

 ““正正””，显示为负值则红表笔对应电极为，显示为负值则红表笔对应电极为““负负””。其他正负极检验方法同此。。其他正负极检验方法同此。

（（44）按接线图进行串并联接线，不能私自改动连接方式，电线一般采用双）按接线图进行串并联接线，不能私自改动连接方式，电线一般采用双

 芯护套铜软线，一般为红黑两种颜色，红色作为正极，黑色作为负极，芯护套铜软线，一般为红黑两种颜色，红色作为正极，黑色作为负极，

 线芯为其他两种颜色的，深色的作为负极，另一个作为正极。线芯为其他两种颜色的，深色的作为负极，另一个作为正极。

（（55）接完线，使电池板朝向太阳，用万用表检测电源线输出端，正负是否）接完线，使电池板朝向太阳，用万用表检测电源线输出端，正负是否

 正确，开路电压是否在合理范围内正确，开路电压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系统电压为系统电压为12V12V的，开路电压值应在的，开路电压值应在18V18V～～25V25V范围内（晴天时）范围内（晴天时）

系统电压为系统电压为24V24V的，开路电压值应在的，开路电压值应在35V35V～～45V45V范围内（晴天时）。范围内（晴天时）。

（（66）是的话进行下一步，不是的话检测每一块电池组件输出是否正常，线）是的话进行下一步，不是的话检测每一块电池组件输出是否正常，线

 路连接是否正确，直到正确为止。路连接是否正确，直到正确为止。



33、光源接线、光源接线

（（11）核对光源规格型号数量是否为设计型号，如不符合应立即调货更）核对光源规格型号数量是否为设计型号，如不符合应立即调货更

 换，不能免强施工。换，不能免强施工。

（（22）检查光源表面是否有划伤、灯管是否有裂纹、破损等现象，有的）检查光源表面是否有划伤、灯管是否有裂纹、破损等现象，有的

 话应立即更换。话应立即更换。

（（33）接线前要详细检查镇流器正负极标识，确保正负极连接正确。）接线前要详细检查镇流器正负极标识，确保正负极连接正确。

注：不能用万用表测量镇流器输出端，以免烧坏万用表。注：不能用万用表测量镇流器输出端，以免烧坏万用表。

（（44）按接线图进行接线，不能私自改动连接方式，电线一般采用双芯）按接线图进行接线，不能私自改动连接方式，电线一般采用双芯

 护套铜软线，一般为红黑两种颜色，红色作为正极，黑色作为负极，护套铜软线，一般为红黑两种颜色，红色作为正极，黑色作为负极，

 线芯为其他两种颜色的，深色的作为负极，另一个作为正极。线芯为其他两种颜色的，深色的作为负极，另一个作为正极。

（（55）接完线，检测光源是否完好，线路是否有问题。将光源引出线与）接完线，检测光源是否完好，线路是否有问题。将光源引出线与

 蓄电池两端电极相接，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电压等级相互配合。蓄电池两端电极相接，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电压等级相互配合。

（（66）没问题则进行下一步，否则检验线路连接是否正确，光源是否损）没问题则进行下一步，否则检验线路连接是否正确，光源是否损

 坏直到正确为止。坏直到正确为止。

（（77）灯具安装好后吊装以前，要用蓄电池再进行一次测试，看灯具是）灯具安装好后吊装以前，要用蓄电池再进行一次测试，看灯具是

 否能够点亮，以防吊装完成后发现，增加维修成本。否能够点亮，以防吊装完成后发现，增加维修成本。



44、蓄电池接线、蓄电池接线

（（11）检查蓄电池标识，核对规格型号数量是否为设计型号，如不符合应）检查蓄电池标识，核对规格型号数量是否为设计型号，如不符合应

 立即调货更换，不能免强施工。立即调货更换，不能免强施工。
（（22）检查蓄电池表面是否有破损、划伤，漏液等情况，有的话应立即更）检查蓄电池表面是否有破损、划伤，漏液等情况，有的话应立即更

 换。换。
（（33）接线前认准正负极标识，标有红色的为正，标有黑色的为负，确保）接线前认准正负极标识，标有红色的为正，标有黑色的为负，确保

 正负极连接正确，建议再用万用表验证一下，以防标识错误等现象。验正负极连接正确，建议再用万用表验证一下，以防标识错误等现象。验

 证方法，用数字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分别接触电池组件两个电极，显示证方法，用数字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分别接触电池组件两个电极，显示

 为正值则红表笔对应电极为为正值则红表笔对应电极为““正正””，显示为负值则红表笔对应电极为，显示为负值则红表笔对应电极为““负负””。。
 其他正负极检验方法同此。其他正负极检验方法同此。

（（44）按接线图进行串并联接线，不能私自改动连接方式，电线一般采用）按接线图进行串并联接线，不能私自改动连接方式，电线一般采用

 双芯护套铜软线，一般为红黑两种颜色，红色作为正极，黑色作为负双芯护套铜软线，一般为红黑两种颜色，红色作为正极，黑色作为负

 极，线芯为其他两种颜色的，深色的作为负极，另一个作为正极。极，线芯为其他两种颜色的，深色的作为负极，另一个作为正极。
（（55）接完线，电源线输出端要用绝缘胶布缠好，以免正负极接触，短路）接完线，电源线输出端要用绝缘胶布缠好，以免正负极接触，短路

 放电，重则发生火灾。确保无误再进行后面操作。放电，重则发生火灾。确保无误再进行后面操作。



55、控制器接线、控制器接线

（（11）检查控制器标识，核对规格型号数量是否为设计型号，如不符合应立即调货更）检查控制器标识，核对规格型号数量是否为设计型号，如不符合应立即调货更

 换，不能免强施工。换，不能免强施工。

（（22）检查控制器表面是否有破损、划伤，有的话应立即更换。）检查控制器表面是否有破损、划伤，有的话应立即更换。

（（33）接线前要认准控制器上，太阳电池组件、蓄电池、负载三者的标识符号，和正）接线前要认准控制器上，太阳电池组件、蓄电池、负载三者的标识符号，和正

 负极符号。负极符号。

（（44）灯杆吊装完成后进行控制器的接线，接线顺序为：蓄电池－太阳电池组件－光）灯杆吊装完成后进行控制器的接线，接线顺序为：蓄电池－太阳电池组件－光

 源源

（（55）按接线图进行串并联接线，不能私自改动连接方式，电线一般采用双芯护套铜）按接线图进行串并联接线，不能私自改动连接方式，电线一般采用双芯护套铜

 软线，一般为红黑两种颜色，红色作为正极，黑色作为负极，线芯为其他两种颜软线，一般为红黑两种颜色，红色作为正极，黑色作为负极，线芯为其他两种颜

 色的，深色的作为负极，另一个作为正极。色的，深色的作为负极，另一个作为正极。

（（66）接线通电后，按控制器说明书中指示，看控制器上显示（）接线通电后，按控制器说明书中指示，看控制器上显示（LEDLED或或LCDLCD）是否正）是否正

 常，如有故障信息，按说明书提示排除故障。常，如有故障信息，按说明书提示排除故障。



66、系统调试、系统调试

（（11）时控功能设置）时控功能设置
根据设计方案中设计的每天亮灯时间，按说明书指示设置时根据设计方案中设计的每天亮灯时间，按说明书指示设置时

 间控制结点，每晚亮灯时间不能高于设计值，只能等于或小于设间控制结点，每晚亮灯时间不能高于设计值，只能等于或小于设

 计值。计值。
（（22）光控开功能模拟）光控开功能模拟

若是在白天，接完线后，可用不透光物完全遮挡电池组件迎若是在白天，接完线后，可用不透光物完全遮挡电池组件迎

 光面（或把控制器上电池组件接线卸下），根据说明书上提到的光面（或把控制器上电池组件接线卸下），根据说明书上提到的

 延时时间，看经过相应时间后，灯具是否能自动点亮，能点亮则延时时间，看经过相应时间后，灯具是否能自动点亮，能点亮则

 说明光控开功能正常。不能点亮则说明光控开功能失效，需重新说明光控开功能正常。不能点亮则说明光控开功能失效，需重新

 检查控制器设置情况。检查控制器设置情况。
（（33）光控关功能模拟）光控关功能模拟

接上述操作，去除太阳电池组件上的遮挡物（或把控制器上接上述操作，去除太阳电池组件上的遮挡物（或把控制器上

 电池组件电源线接好），光源能够自动熄灭，说明光控关功能正电池组件电源线接好），光源能够自动熄灭，说明光控关功能正

 常。常。



十二、常见故障维修十二、常见故障维修
序号序号 故障现象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排除方法

0101 灯不亮灯不亮

光源器件损坏光源器件损坏 更换光源器件更换光源器件

线路接点松动线路接点松动 检查线路，接点紧固检查线路，接点紧固

控制器过放保护控制器过放保护
切断负载，让其进行恢复充电切断负载，让其进行恢复充电

 或用充电器给其充电或用充电器给其充电

控制器损坏控制器损坏 更换控制器更换控制器

0202 连续工作天数连续工作天数

 达不到要求达不到要求

蓄电池容量降低蓄电池容量降低 更换蓄电池更换蓄电池

太阳电池表面有遮挡物太阳电池表面有遮挡物 去除遮挡物去除遮挡物

0303 灯具每天照明灯具每天照明

 时间不准确时间不准确

蓄电池容量衰减蓄电池容量衰减 更换蓄电池更换蓄电池

控制器定时参数设定有误控制器定时参数设定有误 修改设定参数修改设定参数



谢谢观赏！谢谢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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