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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逆變器測試 
降低測試 1,500 V 光伏系統的 
成本

在油電混合車、電動車等電動交通系統，以及住宅能源管理系統的推動下，產業對

高功率太陽能裝置的需求正飛速成長。光伏（PV）系統正逐漸從 1,000 Vdc 轉移到 

1,500 Vdc，

特別是在歐洲和亞洲地區，這個趨勢尤為明顯，使得公共事業公司必須增加對高電

壓技術的投資。在制定了相關業界標準和伴隨而來的驗證流程後，美國開始努力因

應這個需求。

根據保險商實驗室（UL）的報告，提高系統電壓有助於實現更長的組列（string），

以減少結合器數量和直流電源收集系統的佈線需求，如此還可減少人力成本。藉由

減少逆變器（用於將直流電轉換成交流電）的導線損耗並提高效率，高電壓系統還

可增加財政收益並改善單位發電成本（LCOE），後者是大型商業和公共事業系統的

關鍵要素。

組織

• 三家頂尖的 PV 逆變器製
造商

挑戰

• 現有的 500/1000 V 系統無
法有效地對新的  1,500 V 
逆變器進行測試

• 更高的電壓會使得測試設
備的溫度升高

• 需要在更短的時間內測試
更多參數

解決方案：

• 使用 Keysight N8957APV 光
伏陣列模擬器進行快速、
高效率的測試

結果：

• 減少高達  66% 的資本設
備投資

• 資料記錄和報告產生時間
大幅縮短 50%

• 更輕鬆、迅速地模擬真實
世界的各種溫度條件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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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重要的產品差異性，並達成設計目標 - 包括更高的能源效率和電源逆變器的長期運作

可靠度。組列逆變器（string inverter）是最廣為部署的逆變器，安裝在保險絲盒或電錶附

近，可收集一組太陽能電池陣列的輸出。目前的新興技術為小型、精密的微型逆變器，可

安裝在每個太陽能電池板上。

挑戰：在更短時間、較少的散熱下，完成更多測試

全球三家頂尖的 PV 逆變器製造商，為了克服相似的挑戰，幾乎同時聯絡是德科技。他們

全都生產 600 和 1000 Vdc 光伏逆變器，並開始向高達 1,500 Vdc 的設計邁進。

此外，他們也都在設計和測試流程中，使用直流電源供應器模擬光伏太陽能電池陣列的動

態特性。在測試期間，他們很少使用真實的太陽能電池陣列來供電。主要原因有二：在試

驗室內沒有直射的陽光，在室外則不能進行測試。另外二個原因攸關準確的測試：可重測

度和可控制性。基於這些原因，三家製造商有必要在不同條件下（包括光照強度、溫度、

陰影、日蝕等），模擬多個操作點上的效應。

等到開始製造 1,500 Vdc 逆變器後，他們全都面臨相同的測試挑戰。首先，他們必須在更

短時間內測試更多參數，以便更快推出新產品。在此情況下，他們需要進行快速、高效率

且靈活的測試，以便透過經濟有效的方式，評估靜態和動態最大功率點追踪（MPPT）。

其次，由於高功率逆變器會產生的大量熱量，他們需要可有效降低測試設備散熱成本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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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結合成熟和新興技術

與三家製造商單獨會議之後，是德科技應用專家提出了應用 Keysight N8957APV 光伏陣

列模擬器的解決方案。四項能力解決了主要挑戰：1,500 Vdc 輸出電壓；1,000 Vdc 隔離電

壓；自動調整範圍；容易使用。

支援 1,000 和 1,500 Vdc 的設備，幫助工程師處理成熟和新興的太陽能技術的測試要求。

例如，他們可以迅速創造、視覺化和執行 PV/solar I-V 曲線，迅速全面地測試逆變器效率

和 MPPT 演算法（參見圖 1）。

除了自動調整範圍的能力之外，N8957APV 也加上電源供應器的功能，可沿一條最大功率

曲線提供更高的電壓或電流的無數組合（參見圖2）。具體來說，是德科技解決方案提供

範圍從 1500 V/10 A 到 500 V/30 A 的連續 V/I 組合。製造商不再需要投資多電源供應器，

減少設備成本和節省桌上空間。

圖 1：N8957APV 模擬不同位準的輻照度實現 MPPT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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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製造商工程師稱讚機器易於使用，讓這些先進功能如此輕鬆可用。例如，只要輸入測

試參數例如 Pmp、Vmp 等，然後按下 Start Test 按鈕。太陽能陣列模擬器（SAS）控制

軟體自動依指定格式產生所需報告，簡省時間和省去記錄資料和產生報告的單調工作（參

見圖 3）。

圖 3：SAS 軟體以 EN50530 相符性格式總結動態 MPPT 測試的結果

圖 2： 自動調整範圍橫跨 15 kW 功率曲線，N8957APV 涵蓋大範圍 V/I 測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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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削減 66% 設備成本

是德科技多樣的解決方案套組幫助製造商加速將設計化為產品，以更大的信心推出更高功

率的逆變器。一個最重大直接的好處是削減 66 % 資本器材投資。

主要原因：一台含自動調整範圍功能的 N8957APV 相當於兩台或多台製造商早先使用的

「矩形」電源供應器。例如，15 kW 模型可產生 1,500 Vdc、10 A 或 500 Vdc、30 A。相對

的，傳統 15 kW 單元只能在 500 V 產生 5kW（參見圖 4）。

N8957APV 和 SAS 控制軟體結合幫助三位製造商改進他們的整體測試效率。過去設定動

態 MPPT 效率測試序列會花超過 7 個小時，不斷改變的輸入特性和收集電壓/電流量測資

料。藉由使用 SAS 控制軟體，製造商輕輕一點即可自動化這個流程。他們現在可以在幾

分鐘內產生歐洲 EN50530 標準需要的報告。實際影響：透過部署穩定且可負擔的高壓測

試，增進達成緊迫測試時程表的能力。

圖 4：N8957APV（左）的自動調整範圍比矩形輸出直流電源供應器（右）涵蓋更多測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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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在整個業界，全球向 1500 Vdc 系統的轉換，將繼續減少 LCOE 和系統平衡（BOS）成

本。根據 GTM 的研究，用 1,500 Vdc 系統替換 1,000 Vdc 單元可能削減最多每瓦 0.05 美

元的成本。

這是無可抵擋之科技浪潮的一部分。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預測，太陽能在可預見的

未來會推動可再生能源持續成長（參見圖 5）。隨著安裝更多太陽能電池板，將太陽能轉

換為成可用的 AC 電流的工作將由新一代的 PV 變頻器完成。因此，對逆變器技術進步的

需求將推動設計和模擬工具的進步，幫助開發者達到最大節能效率。

圖 5：IEA 預測至 2022 年底的五年週期，太陽能發電（黃色柱）會持續成長

1999-2004

0

500

容量成長，gigawatt

可再生能源 風力發電 太陽能光伏陣列 水力發電 其他

1,000

1,500

2005-2010 2011-2016 2017-2022



頁數 7
本文件資訊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Keysight Technologies, 2018, Published in USA, October 10, 2018, 5992-3148ZHA

如需聯絡我們，請上網查詢 www.keysight.com 

詳細資訊，請上網查詢：www.keysight.com

有關是德科技電子量測產品、應用及服務的詳細資訊，可查詢我們的網站或來電洽詢。

是德科技聯絡窗口：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相關資訊
• 光伏/太陽能電池陣列模擬解決方案 — 型錄，文件編號 5992-0999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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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