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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逆变器测试 
降低 1500 V 光伏系统的测试 
成本

由于电动交通（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和住宅能源管理系统的快速发展，对

大功率太阳能电池组的需求也在急剧增加。从 1000 Vdc 向 1,500 Vdc 转变已经

成为光伏（PV）系统的最新趋势。

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公用设施公司正在加大对高压技术的资本投入，因此上述趋势

在这些地区尤为强劲。美国方面，随着相关行业标准和相关认证流程得到解决，

这一需求也在开始发力。

根据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的说法，提高系统电压可以增加电池组的长度，从

而减少直流电力收集系统中所需的合路器的数量和布线数量。而且，这也会降低

劳动成本。通过减少线路损耗、提高直流交流功率逆变器的效率，更高电压的系

统还可提供更高的财务回报，改善平准化能源成本（LCOE）。LCOE 是衡量大

型商业系统和公用事业系统的关键指标。

组织介绍

• 三家知名的光伏（PV）
逆变器制造商

挑战

• 当前的  500/1000 伏系
统无法有效地测试新的 
1500 伏逆变器

• 由于电压的提升，测试设
施中产生了更高级别的热
量

• 需要在更短时间内测试更
多参数

解决方案：

• 利用 Keysight N8957APV 
光伏阵列仿真器，快速、
高效地进行测试

结果：

• 设备上的资本投入大幅度
减少了 66%

• 数据记录和报告生成时间
节省 50% 以上

• 轻松、快速地仿真各种真
实的温度条件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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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逆变器的能量产出和长期可靠的运行能力是产品致胜的关键指标，因而也是重要的

设计目标。目前，串列逆变器应用的最为广泛，它可以收集太阳能电池阵列电池组的输

出，并且安装在保险丝盒或电表附近。在新兴技术的推动下，一种安装在每个太阳能电

池板上的更小、更紧凑的微型逆变器应运而生。

挑战：减少测试时间，减少冷却措施，执行更多测试

三家知名的光伏系统制造商几乎同时面临类似挑战，他们都选择了是德科技。在生产 

600 和 1000 Vdc 光伏逆变器的基础上，他们希望扩展到 1500 Vdc。

他们在各自的设计和测试流程中都选择了直流电源，以便仿真光伏太阳能阵列的动态特

性。在测试过程中，几乎不可能真正使用太阳能电池阵列来提供电力。很明显，原因有

二：实验室内没有阳光照射的条件；把测试工作移至户外又不切实际。另外，还有两大

原因对于精确测试至关重要：可重复性和可控性。这些属性使得有必要针对多个测试点

仿真各种工作条件下的影响 — 光照强度、温度、阴影、日食。

对于 1500 Vdc 逆变器，三大制造商面临着一系列共同挑战。首先，需要在更短时间内

测试更多参数，以便更快地将产品推向市场（TTM）。这就需要使用快速、高效和灵活

的测试方法，经济高效地评测静态和动态 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其次，大功率逆

变器会产生更多热量，因此需要降低测试设施不断攀升的冷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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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综合采用成熟技术和新兴技术

在与三家制造商逐一会谈之后，是德科技应用专家提出了基于 Keysight N8957APV 光

伏阵列仿真器的解决方案。仿真器拥有专门解决上述挑战的四大功能：1500 Vdc 输出电

压；1000 Vdc 隔离电压；自动量程调节；以及易用性。

配备1000 和 1500 Vdc 的功能之后，工程师们可以轻松满足针对成熟技术和新兴太阳

能技术的测试要求。例如，可以快速创建、显示和实现 PV/太阳能 I-V 曲线，从而快

速、全面地测试逆变器的效率和 MPPT 算法（图 1）。

除了自动量程调节功能以外，N8957APV 还可兼作电源，沿着最大功率曲线，提供各种

组合的更高电压或更高电流（图 2）。是德科技解决方案还特别提供了 1500 V/10 A 至 

500 V/30 A 的连续 V/I 组合。这意味着制造商不需要投资购买多个电源。这既降低了

设备成本，又节省了工作台空间。

图 1. N8957APV 能够通过仿真不同等级的辐照度来进行 MPPT 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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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制造工程师可以轻松访问上述高级功能，因此他们对 N8957APV 的易用性非常赞

赏。例如，只需简单地输入测试参数，例如 Pmp、Vmp 等，然后点击“开始测试” 

（Start Test）按钮。太阳能电池阵列仿真器（SAS）控制软件能够按照指定格式自动创

建所需的报告，节省了数据记录和报告生成的时间，消除了繁琐耗时的操作过程（参见 

图 3）。

图 3. SAS 软件采用符合 EN50530 标准的格式综合显示了动态 MPPT 测试结果。

图 2. N8957APV 的 15 kW 功率曲线自动量程调节，能够满足广泛的 V/I 测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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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削减了 66% 的设备成本

是德科技的多功能解决方案套件可以帮助制造商更快地把设计投入生产，使他们发运更

高功率的逆变器时更有信心。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前期收益是设备上的资本投入大幅减少

了 66%。

主要原因是：一台具有自动量程调节功能的 N8957APV 可以替换此前使用的两台或多

台“矩形”输出电源。例如，15 kW 型号可在 10 A 时产生 1500 Vdc，在 30 A 时产

生 500 Vdc。相比之下，额定功率为 15 kW 的传统装置在 500 V 时仅能产生 5 kW 

（图 4）。

N8957APV 与 SAS 控制软件结合，帮助这三大制造商提升了他们的整体测试效率。以

前设置执行动态 MPPT 效率测试的序列通常要用 7 个多小时，还要不断地改变输入配

置文件，以及收集电压/电流测量数据。通过使用 SAS 控制软件，只需点击一下鼠标， 

便可自动完成这个过程。只需几分钟，便能生成符合欧洲 EN50530 标准的报告。 

总之，通过实施更高电压的稳定而经济的测试，同样是面对紧迫的测试日程，现在已经

没有任何压力。

图 4. 带有自动量程调节功能的 N8957APV（左）能够比矩形输出直流电源（右）适应更多的测试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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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

在整个行业中，作为降低 LCOE 和 BOS（系统平衡）成本的重要环节，全球各地还

将继续向 1500 Vdc 系统进行过渡。根据 GTM 的调查显示，1000 Vdc 设备更换为 

1500 Vdc 系统之后，每瓦将会节省 0.05 美元的成本。

这只是未来的众多趋势之一。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太阳能将

会推动清洁能源实现强劲增长（图 5）。随着更多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在把太阳能转

换为可用的交流电的实际过程中，新一代光伏逆变器将会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对增强

型逆变器技术的需求也将推动对改进设计和仿真工具的需求；这些工具可帮助开发人员

实现最大的能源效率。

图 5. IEA 预测，到 2022 年以每五年为周期，太阳能发电（黄条）将会持续保持健康增长。

1999-2004

0

500

容量增长，千兆瓦

可再生能源 风力 太阳能光伏 水电 其他

1,000

1,500

2005-2010 2011-2016 2017-2022



页 7
本文中的信息可不经通知而更改。© Keysight Technologies, 2018, Published in USA, September 25, 2018, 5992-3148CHCN

联系我们：www.keysight.com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keysight.com
如需了解关于是德科技产品、应用和服务的更多信息，请与是德科技联系。 

如需完整的联系方式，请访问：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相关资料

• 光伏/太阳能阵列仿真解决方案 — 手册， 
5992-0999CHCN

• www.keysight.com/find/N8900APV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0999E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