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阳能产品认证证书

证书编号 :CQC1TO24164790

申请人名称及地扯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荔枝山路9号

制造商名称及地址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荔枝山路9号

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      -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lV020919)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荔枝山路9号

产品名称和系列、规格、型号     ∷

光伏并网逆变器
SuntHo P丨 us60K、 suntoO P|us50K、  suntoO P丨 us40K

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

NB/TmOo午⒛13(H丨 a,不含低电压穿越试验)

认证模式

产品型式试验+初次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上述产品符合 CQC3g-4612s9-2013认 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

发证 日期:⒛ 18年 01月 24日

本证书的有效性依据发证机构的定期监督获得保持。

本证书为变更证书,证书首次颁发日期:⒛ 17年 Os月 22日

主任∶

国质量认证申心
国 ·北京 ·南四环西路 188号 9区 100070

hIIp〃 /www。 cqc。 c° m。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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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产品认证证书

附  录

证书编号:CQC1TO24164790

suntrio P|us 40K

直流输入 :满 载 MPPT电 压范围 bOOV-800Vdc,最 大直流输入电压 1000Vdo,最 大输入电流 :

硐/3O/30;交 流输 出:3N~,38OV,50Hz,3冰 61。 OA,额 定交流输 出功率 钔 kW。

suntrio P|us 5OK

直流输入 :满 载 MPPT电 压 范围 bOOV800Vdc,最 大直流输入电压 1000Vdc,最 大输入电流 :

硐/s0/30:交 流输 出:3N~,38OV,50Hz,3冰 76,OA,额 定交流输 出功率 50kW,

Suntrio P|us 6OK

直流输入 :满 载 MPPT电 压范围 bOOV-800Vdc,最 大直流输入电压 1000Vdc,最 大输入电流 :

硐〃 0/硐 ;交流输 出:3N~,38OV,50Hz,3非 87.OA,额 定交流输 出功率 bOkW.

注:此附录与证书同时使用时

主任∶

国质量认证中心
国 北京 南四环西路 188号 9区 100070

h丨丨pV/www。 cqc。 com。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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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AR PR○ DUCT CERTIFICATE

CERTlFlCATE N0,:CQC17024164790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APPLlCANT

Guangzhou sanjing E|喇啪∷0°、,Lld,
∷    N° ,9,Lizhishan ROad,scienCe CⅡ yJ GuangzhOu High|tech Zone,Guangd0ng氵 P,R,China

∷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MANUFACTuRER

∷ N峨妯曲m碱招:蹴÷揣 月黯皆蒜 uang帆 RR㈨m

∵   ∷∷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FACTORY
∵          Guangzhou sanjing E丨 ectHc Co,,Ltd‘ (V020919)   ~

∷  № ⒏业舳№n№碱 s屺 n∞ c△ ω⒛g珀㈨㈨
"eCh孔

呜 ㈨mg∞四,RRC跏 a

|    PRODUcT NAM鸟 MO糍
JⅠ蕊 卩

Hc兮Π°N 
∷

∷

|    s唰 № H∞∶扩 l:∶丨滞 丨∞ 酃 、骊 。刖us+OK

∷    THE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REQulREMENTs FOR THE PRODUCTs

∶       NB`T32o042013(丨 |丨 a,W|thout LoW VO丨 tage日de Through Teso

∶                  TYPE oF cERTIF丨CATION sCHEMEs

∷    Type Tesung of Product+|ni刂 a丨 FaCtory丨 nspeCuOn+F°Ⅱ°w up FactOry丨 nspecu。n

∷This⒗ to∞Hfy thatthe above men犭 oned produCt(s)c° mpIies训 th the requirements of∞砣ⅢcaⅡon

∷                 rules of CQC3⒊ 46123⒐ 2013,

∵                  VaIid from:Jan,24,2018

the va丨丨dky Ofthe ce沈Ⅳicate is su丬 ect t° posⅢ ve re§ uⅡ ofthe Ⅱgu丨arfOIIow up inspeCtbn by、 suing

∷                                    certification body,

∷                             Date of Origina|issued∶ Mar,22,2017

President∶

Wang KeJao

CHINA QUAutY c≡ RTlFICATlON CENTRE
secIion9、 No.188、 N¤ ns∶ hv¤ n XⅡ v氵 Be刂 :ng】 00070P。 R。 Chin¤

hⅡpV/www。 cqC.C0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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