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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选择本公司的光伏并网逆变器，我们乐意为您提供一流的产品和优质的服

务。 

本用户手册包含安全提示、设备安装、操作维护、故障排除等内容，只要您按照本

手册的指引操作，您将得到专业的指导以及我们真诚的服务。 

客户至上一直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希望这本用户手册能成为您的好帮手。 

该手册根据客户反馈的信息定期更新，最新版本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saj-electric.cn 下载查看。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化建筑能源管理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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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全注意事项  

1.1 适用范围 

本用户手册介绍光伏并网逆变器安装、维护和故障检修的使用说明和详细步骤， 适

用于以下型号： 

R5-4K-T2； R5-5K-T2； R5-6K-T2； R5-8K-T2； R5-9K-T2； R5-10K-T2；R5-12K-T2； 

R5-13K-T2； R5-15K-T2； R5-17K-T2； R5-20K-T2；R5-22K-T2；R5-25K-T2。 

请保管好本用户手册，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1.2 安全提示 

危险 

·如不遵守，会导致死亡或者严重伤害。 

 

警告 

·如不遵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者设备损坏。 

 

小心 

·如不遵守，可能导致轻微的或中等的伤害。 

 

注意 

·如不遵守，可能导致潜在危险。 

 

 

1.3 使用对象 

只有已经阅读并充分理解本手册中包含的所有安全规则的专业人士方可安装、维护 

和修理此设备，操作人员必须意识到这是高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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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标识说明  

2.1 符号说明 

危险 

·电击及高压。 

·不要触摸带电的元器件，这可能会导致烧伤或死亡。 

·安装及维护期间，为了预防电击，请确保 AC 和 DC 端口断开。 

·当外壳潮湿时，不要触及逆变器的外壳，这可能会有触电的危险。 

·在暴风雨、闪电等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请勿靠近逆变器。 

·打开外壳之前，逆变器必须从电网和太阳能组件中断开；断开电源之后，必须至少等待五

分钟让电容器充分放完电之后才能打开外壳。 

 

警告 

·逆变器的安装、维修、回收及处理必须由有资质的人员遵照国家及当地标准及规则执行。 

·任何未经允许更改产品功能的行为给操作者、第三方、设备性能造成致命性的伤害，三晶

电气不负责这些损失和保修索赔。 

·光伏并网逆变器必须与太阳能组件连接，请勿将其他电源连接到光伏并网逆变器上。 

·为了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确保太阳能组件和逆变器接地。 

 

小心 

·逆变器在工作期间会变热。逆变器工作期间，请勿触摸散热器或表面外围。 

·请注意改装不当导致的风险。 

·请勿改装或篡改逆变器和系统其他元器件。 

 

注意 

·本设备仅用于公用电网。 

·逆变器直接向公共电网输出交流电，切勿将逆变器的交流输出端直接连接到交流用电设备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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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标示说明 

标识 描述 

 危险电压 

设备直接连接到电网，因此设备的所有相关事项需由有资质的人员

执行。 

 高电压，危害生命！ 

设备内有大电容，可能会产生残留电流。在打开外壳之前须等待 5

分钟。 

 注意，危险！ 

设备直接连接到发电装置及公用电网上。 

 

 

 

热表面的危险 

工作期间，逆变器的内部元器件会释放热量。工作期间不要触摸逆

变器的金属外壳。 

 发生错误 

请参照第七章“故障排除”，去排除故障。 

 设备不能被当作生活垃圾处理 

正确的处理方法，请参照第八章“回收和处理”。 

 

 

 

无隔离变压器 

设备不使用变压器进行功能隔离。 

 CE 标志 

设备符合低电压和 EMC 指令。 

 
CQC 标志 

设备符合中国质量检测中心安全指令。 

 未经允许的更改  

严禁对产品进行任何未经允许的更改，如果设备或人员发生任何的

危害，本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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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产品介绍 

3.1 产品适用范围 

R5-XK-TX 为三相无变压器组串并网型逆变器，是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 

逆变器将光伏组件产生的直流电转换成符合电网要求的交流电并馈送入电网，图

3.1 给出了 R5 系列逆变器的典型使用系统结构图。 

 
图 3.1 系统组成图 

 

 

名称 描述 备注 

A 光伏阵列 单晶、多晶硅和不需要接地且具有 II 保护的薄膜组件 

B 逆变器 R5-4K/5K/6K/8K/9K/10K/12K/13K/15K/17K/20K/22K/25K-T2 

C 计量设备 逆变器输出电能的标准计量工具 

D 电网 TT，TN-C，TN-S，TN-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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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产品型号说明 
 

R5 – XK – T2  
①   ②    ③ 

① R5表示家用产品系列。 

② XK表示逆变器额定功率 XkW，如 4K表示 4kW。 

③ T表示三相；2表示双路 MPPT功能。 

 
3.3 产品外观及尺寸 

R5 系列产品的尺寸如下图所示。    

  

      
图 3.2 R5-4K/5K/6K/8K/9K/10K/12K-T2 外观及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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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R5-13K/15K-T2 外观及尺寸图 

 

 
图 3.4 R5-17K/20K/22K/25K-T2 外观及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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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产品参数 

R5-4K/5K/6K/8K-T2 

型号 R5-4K-T2 R5-5K-T2 R5-6K-T2 R5-8K-T2 

输入参数[直流] 

推荐接入直流功率 1[W] 4840 6050 7260 9680 

最大直流输入电压[V] 1100 

MPPT 电压范围[V] 160-950 

额定输入电压[V] 600 

启动电压[V] 180 

最小输入电压[V] 150 

最大输入电流 PV1/PV2 [A] 12.5/12.5 

组件串数[每路 MPPT] 1/1 

MPPT 追踪路数 2 

直流开关 内置 

输出参数 [交流] 

额定输出功率[W] 4000 5000 6000 8000 

最大输出功率[VA] 4400 5500 6600 8800 

额定输出电流[A] 6.1 7.6 9.1 12.2 

最大输出电流[A] 6.7 8.4 10.0 13.4 

额定交流电压/范围[V] 220/380;180-280/312-485 

额定电网频率/范围[Hz] 50/45-55 

功率因数[cosφ] 0.8 超前～0.8 滞后[可调节的] 

额定功率下总谐波畸变[THDi] < 2% 

输出相数 3L+N+PE 

效率 

最大效率 98.3% 98.6% 

欧洲加权效率[@600Vdc] 98.0% 98.2% 

MPPT 效率 >99.5% 

保护 

过压保护 内置 

直流端绝缘阻抗监测 内置 

直流分量监测 内置 

组串电流监测 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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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故障电流监测 内置 

电网监测 内置 

交流输出短路保护 内置 

交流接地检测 内置 

直流浪涌保护 内置 

交流浪涌保护 内置 

过热防护 内置 

孤岛保护监测 AFD 

接口 

交流侧连接器 快速连接器 

直流侧连接器 MC4 

人机界面 LED+(蓝牙/Wi-Fi+APP) 

通讯接口 RS232(USB 接口)+RS485(RJ45 接口) 

通讯方式 Wi-Fi/GPRS/4G[可选] 

常规参数 

隔离类型 非隔离 

夜间损耗[W] <0.6 

待机损耗[W] <10 

工作温度范围 -40℃～+60℃ [45℃以上降载运行] 

散热方式 自然对流 

允许环境湿度 0%～100% 无冷凝 

允许最高海拔 4000m（>3000m 降额运行） 

噪声[dBA] <29 

防护等级 IP65  [可以在户内和户外进行安装] 

安装方式 壁挂 

外形尺寸[H*W*D][mm] 429*418*177 

净重[kg] 19 

质保期[年] 5（标准）/10/15/20/25（可选） 

认证 EN 62109-1/2, EN 61000-6-2/3, CQC NB/T 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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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9K/10K/12K-T2 

型号 R5-9K-T2 R5-10K-T2 R5-12K-T2 

输入参数[直流] 

推荐接入直流功率 1[W] 10890 12100 14400 

最大直流输入电压[V] 1100 

MPPT 电压范围[V] 160-950 

额定输入电压[V] 600 

启动电压[V] 180 

最小输入电压[V] 150 

最大输入电流 PV1/PV2 [A] 12.5/12.5 

组件串数[每路 MPPT] 1/1 

MPPT 追踪路数 2 

直流开关 内置 

输出参数 [交流] 

额定输出功率[W] 9000 10000 12000 

最大输出功率[VA] 9900 11000 12000 

额定输出电流[A] 13.7 15.2 18.2 

最大输出电流[A] 15.0 16.7 18.2 

额定交流电压/范围[V] 220/380;180-280/312-485 

额定电网频率/范围[Hz] 50/45-55 

功率因数[cosφ] 0.8 超前～0.8 滞后[可调节的] 

额定功率下总谐波畸变[THDi] < 2% 

输出相数 3L+N+PE 

效率 

最大效率 98.6% 

欧洲加权效率[@600Vdc] 98.2% 98.3% 98.3% 

MPPT 效率 >99.5% 

保护 

过压保护 内置 

直流端绝缘阻抗监测 内置 

直流分量监测 内置 

组串电流监测 内置 

对地故障电流监测 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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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监测 内置 

交流输出短路保护 内置 

交流接地检测 内置 

直流浪涌保护 内置 

交流浪涌保护 内置 

过热防护 内置 

孤岛保护监测 AFD 

接口 

交流侧连接器 快速连接器 

直流侧连接器 MC4 

人机界面 LED+(蓝牙/Wi-Fi+APP) 

显示语言 中文 

通讯接口 RS232(USB 接口)+RS485(RJ45 接口) 

通讯方式 Wi-Fi/GPRS/4G[可选] 

常规参数 

隔离类型 非隔离 

夜间损耗[W] <0.6 

待机损耗[W] <10 

工作温度范围 -40℃～+60℃ [45℃以上降载运行] 

散热方式 自然对流 

允许环境湿度 0%～100% 无冷凝 

允许最高海拔 4000m（>3000m 降额运行） 

噪声[dBA] <29 

防护等级 IP65  [可以在户内和户外进行安装] 

安装方式 壁挂 

外形尺寸[H*W*D][mm] 429*418*177 

净重[kg] 19 

质保期[年] 5（标准）/10/15/20/25（可选） 

认证 EN 62109-1/2, EN 61000-6-2/3, CQC NB/T 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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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13K/15K-T2 

型号 R5-13K-T2 R5-15K-T2 

输入参数[直流] 

推荐接入直流功率
1
[W] 15730 18150 

最大直流输入电压[V] 1100 

MPPT 电压范围[V] 160-950 

额定输入电压[V] 600 

启动电压[V] 180 

最小输入电压[V] 160 

最大输入电流 PV1/PV2 [A] 25/12.5 

组件串数[每路 MPPT] 2/1 

MPPT 追踪路数 2 

直流开关 内置 

输出参数 [交流] 

额定输出功率[W] 13000 15000 

最大输出功率[VA] 14300 16500 

额定输出电流[A] 19.7 22.8 

最大输出电流[A] 21.7 25.0 

额定交流电压/范围[V] 220/380;180-280/312-485 

额定电网频率/范围[Hz] 50/45-55 

功率因数[cosφ] 0.8 超前～0.8 滞后[可调节的] 

额定功率下总谐波畸变[THDi] < 2% 

输出相数 3L+N+PE 

效率 

最大效率 98.7% 

欧洲加权效率[@600Vdc] 98.4% 

MPPT 效率 >99.5% 

保护 

过压保护 内置 

直流端绝缘阻抗监测 内置 

直流分量监测 内置 

组串电流检测 内置 

对地故障电流监测 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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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监测 内置 

交流输出短路保护 内置 

交流接地检测 内置 

直流浪涌保护 内置 

交流浪涌保护 内置 

过热防护 内置 

孤岛保护监测 AFD 

接口 

交流侧连接器 接线端子 

直流侧连接器 MC4 

人机界面 LED+(蓝牙/Wi-Fi+APP) 

通讯接口 RS232(USB 接口)+RS485(RJ45 接口) 

通讯方式 Wi-Fi/GPRS/4G[可选] 

常规参数 

隔离类型 非隔离 

夜间损耗[W] <0.6 

待机损耗[W] <10 

工作温度范围 -40℃～+60℃ [45℃以上降载运行] 

散热方式 自然对流 

允许环境湿度 0%～100% 无冷凝 

允许最高海拔 4000m（>3000m 降额运行） 

噪声[dBA] <29 

防护等级 IP65  [可以在户内和户外进行安装] 

安装方式 壁挂 

外形尺寸[H*W*D][mm] 480*440*200 

净重[kg] 26 

质保期[年] 5（标准）/10/15/20/25（可选） 

认证 EN 62109-1/2,EN 61000-6-2/3,CQC NB/T 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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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17K/20K-T2 

型号 R5-17K-T2 R5-20K-T2 R5-22K-T2 R5-25K-T2 

输入参数[直流] 

推荐接入直流功率
1
[W] 22500 30000 32500 32500 

最大直流输入电压[V] 1100 

MPPT 电压范围[V] 180-950 

额定输入电压[V] 600 

启动电压[V] 200 

最小输入电压[V] 180 

最大输入电流 PV1/PV2 [A] 25/25 27/27 

组件串数[每路 MPPT] 2/2 2/3 

MPPT 追踪路数 2 

直流开关 内置 

输出参数 [交流] 

额定输出功率[W] 17000 20000 22000 25000 

最大输出功率[VA] 18700 22000 22000 25000 

额定输出电流[A] 25.8 30.4 33.4 37.9 

最大输出电流[A] 28.4 33.4 33.4 37.9 

额定交流电压/范围[V] 3/N/PE,220/380;180-280/312-485 

额定电网频率/范围[Hz] 50/45-55 

功率因数[cosφ] 0.8 超前～0.8 滞后[可调节的] 

额定功率下总谐波畸变[THDi] < 2% （额定功率） 

输出相数 3L+N+PE 

效率 

最大效率 98.8% 

欧洲加权效率[@600Vdc] 98.46% 

MPPT 效率 >99.5% 

保护 

过压保护 内置 

直流端绝缘阻抗监测 内置 

直流分量监测 内置 

组串电流检测 内置 

对地故障电流监测 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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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监测 内置 

交流输出短路保护 内置 

交流接地检测 内置 

直流浪涌保护 内置 

交流浪涌保护 内置 

过热防护 内置 

孤岛保护监测 AFD 

接口 

交流侧连接器 接线端子 

直流侧连接器 MC4 

人机界面 LED+(蓝牙+APP) 

通讯接口 RS232(USB 接口)+RS485(RJ45 接口) 

通讯方式 Wi-Fi/GPRS/4G[可选] 

常规参数 

隔离类型 非隔离 

夜间损耗[W] <0.6 

待机损耗[W] <10 

工作温度范围 -40℃～+60℃ [45℃以上降载运行] 

散热方式 自然对流 

允许环境湿度 0%～100% 无冷凝 

允许最高海拔 4000m（>3000m 降额运行） 

噪声[dBA] <29 

防护等级 IP65  [可以在户内和户外进行安装] 

安装方式 壁挂 

外形尺寸[H*W*D][mm] 530*490*210 

净重[kg] 29 

质保期[年] 5（标准）/10/15/20/25（可选） 

认证 EN 62109-1/2,EN 61000-6-2/3,CQC NB/T 32004 

注：1、在 1000W/M2  25℃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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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装说明 

4.1 安全提示 

危险 

·潜在的火灾和电击，危及生命。 

     ·切勿在逆变器旁边放置任何易燃易爆物品。 

     ·设备与高电压发电装置连接，必须由有资质人员在符合国家及当地标准法规的条件下执行。 

 

注意 

·本设备适用的污染等级为 II 级。 

·不恰当或不一致的安装环境会缩短设备的寿命。 

     ·不推荐直接把设备安装在强太阳光下。 

     ·安装地点必须有良好的通风条件。 

 

 

4.2 安装前检查 

 

4.2.1 检查逆变器包装 

虽然在逆变器出厂前已经经过严格的测试和检查，但在运输过程中仍可能发生损

坏，在签收产品前请检查包装是否有明显的损坏，如包装纸箱是否变形，或者破损，如

果包装有损坏请勿打开包装，并尽快与分销商联系。 

 

4.2.2 检查配件 

请参见包装箱内的《装箱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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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确定安装方式及位置 

4.3.1 安装方式 

图 4.1 安装方式 

 

① 本设备采用自然风对流方式冷却，有室内、室外两种安装方式。 

② 请根据图 4.1 指引安装设备。推荐垂直地面安装，允许最大向后倾斜 15°安装，

不要水平或倒过来安装。 

③ 为了便于维修，请在与视线平齐的地方安装设备。 

④ 安装前请确认墙壁有足够的强度能够固定螺丝及承受设备的重量；请确保设备

的挂板安装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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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安装位置 

因为过热会导致功率降低。不推荐逆变器安装在强太阳光照射的位置。安装地点的

环境温度范围 -40℃～ +60℃（-40℉ ～ 140℉）。请确保安装点的空气流通，空气不

流通会影响内部电子元器件工作性能、缩短逆变使用寿命。 

确保安装点的空气流通，如果几个设备安装在同一个区域，为了给设备一个合适的

空气流通条件，应遵循图 4.2 所示安装间隙要求。 

30
CM

50CM50CM30CM

30
CM

 
图 4.2 安装间隙 

 

4.4 安装步骤 

4.4.1 确定挂板安装孔位置 

R5 系列采用挂板安装，根据挂板挂孔位置确定安装位置。 

 
图 4.3 R5-4K/5K/6K/8K/9K/10K/12K-T2 挂板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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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16 8

31.5 140 140

 

图 4.4 R5-13K/15K-T2 挂板尺寸 

图 4.5 R5-17K/20K/22K/25K-T2 挂板尺寸 

 

4.4.2 钻孔并固定螺丝固定座 

根据下图所示标记在墙上钻出相应孔位，然后用橡皮锤将螺丝固定座打入孔内。 

 

图 4.6 R5-4K/5K/6K/8K/9K/10K/12K-T2 挂板安装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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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图 4.7 R5-13K/15K-T2 挂板安装孔位置 

 

图 4.8 R5-17K/20K/22K/25K-T2 挂板安装孔位置 

4.4.3 固定螺杆及挂板 

根据图 4.9 所示将挂板用六角螺钉固定在安装位置。 

图 4.9 固定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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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挂装逆变器 

如下图所示根据挂板的位置，小心地将逆变器装到挂板上，确保逆变器的底部贴紧

挂板，然后用内六角螺丝固定逆变器和挂板。 

 

图 4.10 挂装逆变器 

 

 

 

 

 

 

 

 

图 4.11 螺丝固定逆变器和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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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安装防盗锁 

如下图所示逆变器与挂板可加装防盗锁。锁孔直径为φ6.0mm，推荐使用锁钩直径

为φ5.0mm 的防盗锁。 

用户自备防盗锁。  

 

图 4.12 安装防盗锁 

 

 
图 4.13 安装防盗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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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气连接 

5.1 带电操作安全说明 

电气连接必须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操作下进行，在进行任何电气连接之前务必牢记逆

变器是双向供电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进行电气接线时必须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如绝缘手

套，绝缘胶鞋以及安全头盔。 

 

危险 

· 潜在的火灾或电击危险。 

· 设备上电时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则。 

· 设备直接与高电压发电装置连接，必须由有资质的人员在符合当地及国家电网标准规则的情

况下执行安装。 

 

警告 

·光伏阵列受到光照后会向逆变器提供直流电压。 

 

注意 

·电气连接应该遵循合适的规则，如导体的横截面积、保险丝、接地保护。 

·直流输入端子的过电压等级为 II，交流接线端子的过电压等级为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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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电气接口说明 

    
图 5.1 R5-4K/5K/6K/8K/9K/10K/12K-T2 电气接口 

 

代号 名称 

A DC 开关 

B 透气阀 

C 直流输入端子 

D RS232 通讯端口（GPRS/WIFI/4G） 

E 接地端口 

F RS485 通讯端口 

G 交流快速连接端子 

表 5.1 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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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R5-13K/15K-T2电气接口 

 

图 5.2 R5-17K/20K-T2电气接口 

 
图 5.3 R5-22K/25K-T2电气接口 

代号 名称 

A DC 开关 

B 透气阀 

C 直流输入端子 

D RS232 通讯端口（GPRS/WIFI/4G） 

E RS485 通讯端口 

F 接地端口 

G 交流接线端子 

表 5.2 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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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交流侧电气连接 

导线横截面积（mm²） 
线缆外径范围（mm） 

范围 推荐值 

6.0-10.0 6.0 5.3~6.7 

表 5.3 推荐交流线缆规格 

若并网距离过远，请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大交流线缆线径选型。 

 

5.3.1 R5-4K~12K-T2 交流侧连接 

①逆变器保护接地，将外六角螺钉穿过地线的 OT 端子后顺时针拧入逆变

器外壳的接地端口，并确保拧紧。 

 

图 5.4 逆变器保护接地 

②将 AC 线缆穿过 AC 防水套。 

 

图 5.5 电缆穿过防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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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根据接线标志 L1、L2、L3、N、PE 标志分别对应接好电缆。 

 

图 5.6 连接电缆 

④将 AC 连接头各位置锁紧。 

 

图 5.7 锁紧接口 

⑤AC连接插头制作完成之后，孔与孔对准机器上的 AC 连接端子拧紧即

完成 AC线缆连接。 

 
图 5.8 连接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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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R5-13~25K-T2 交流侧连接 

①逆变器保护接地，将外六角螺钉穿过地线的 OT 端子后顺时针拧入逆

变器外壳的接地端口，并确保拧紧。 

 

 

图 5.9 逆变器保护接地 

②拧下交流输出线端盖（A）的螺丝，取出端盖。把已剥掉绝缘层的交

流线缆穿过端盖的 AC 防水锁紧螺孔，并按照接口板上标记的接线位置

分别锁紧 L1，L2，L3，N 及 PE 线缆。 

 
图 5.10 连接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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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用螺丝将交流输出线端盖固定后，将 AC 防水螺母锁紧。 

 
图 5.11 锁紧 AC 接口防护罩和锁紧器 

5.4 直流侧电气连接 

导线横截面积（mm²） 
线缆外径范围（mm） 

范围 推荐值 

4.0-6.0 4.0 4.2~5.3 

表 5.4 推荐直流线缆规格 

 

光伏直流连接器分为正极连接器和负极连接器。 

 

                    

 

图 5.9 正极连接器 

 

 

图 5.12 正极连接器 

1. 绝缘外壳           2. 锁紧螺母          3. 正极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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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负极连接器 

1. 绝缘外壳           2. 锁紧螺母           3. 负极连接器 

注意 

·请拆开连接器包装后将其分开放置，以免混淆给接线造成不便。 

·请将正极连接器连接组串正极，负极连接器连接组串负极，切勿接反。 

 

 

连接步骤： 

（1）分别将正、负极连接器上的锁紧螺母拧下。 

（2）利用剥线钳分别将正极线缆和负极线缆的绝缘层剥去适合的长度。 

 

 

 

 

 

 

 

 

1.正极线缆            2. 负极线缆 

图 5.14 连接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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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别将正极线缆和负极线缆穿入对应的锁紧螺母内。 

（4）分别将正、负极金属端子套入已剥去绝缘层的正极线缆和负极线缆上，并用

压线钳压紧，同时确保压紧后线缆拔出力大于 400N。 

（5）分别将压接好的正、负极线缆插入对应的绝缘外壳中，直到听见咔哒声，说

明卡入到位。 

（6）分别将正、负极连接器上的锁紧螺母拧转到对应的绝缘外壳上并紧固。 

（7）分别将正、负极连接器插入逆变器直流输入端子的正、负极，直到听见咔哒

声，说明卡入到位。 

 
1：固定卡口 

图 5.15 连接逆变器 

注意 

·请使用原装出厂的直流端子连接。 

·在将连接器插入逆变器直流输入端子前，请确认逆变器直流开关处在 OFF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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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通讯连接 

 R5-4~25K-T2 标配一个 RS485 及一个 RS232 串口。 

 

图 5.16  RS485 引脚 

 

引脚号 名称 作用 

1 空  

2 GND_W 地线 

3 +7V_W 电源 

4 空  

5 空  

6 空  

7 RS485-A 

传输 RS485 差分信号 

8 RS485-B 

表 5.5 RS485 引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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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RS232 引脚 

 

引脚号 名称 作用 

1 +7V 电源 

2 RS-232 TX 发送数据 

3 RS-232 RX 接收数据 

4 GND 地线 

表 5.6 USB 引脚说明 

 

（1）USB 接口可外接 eSolar GPRS 模块，详细操作请参照 eSolar GPRS 模块快速

安装指南。 

（2）USB 接口可外接 eSolar WiFi 模块，详细操作请参照 eSolar WiFi 模块快速安

装指南。 

（3）USB 接口可外接 eSolar 4G 模块，详细操作请参照 eSolar 4G 模块快速安装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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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调试说明 

6.1 人机界面介绍 

       
图 6.1 人机界面 

 

A-电源指示灯；B-系统状态灯；C-通讯灯。 

指示灯 LED 灯状态 描述 

A 黄色 常亮 逆变器接通电源 

B 

绿色 
闪烁：1 秒/次 逆变器处于初始化或等待状态 

常亮 逆变器处于并网状态 

红色 常亮 逆变器有故障发生 

绿灯、红灯交替 0.5 秒/次闪烁 逆变器处于软件升级状态 

C 蓝色 闪烁一下 逆变器有外部通讯进行数据交互 

表 6.1 界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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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监控操作 

● R5系列无 LCD显示屏，通过晶太阳 APP对设备进行监控。 

● 本设备标配一个 USB 接口，USB 可转接 GPRS/4G 模块（内置蓝牙）、Wi-Fi 模

块用于对设备运行状况的监控。 

6.2.1 APP介绍 

晶太阳可通过蓝牙、GPRS/4G、Wi-Fi 对设备进行通讯，是一款用于近端和远程监

控的 APP。 

下载 APP 

iOS系统可到 App Store搜索“晶太阳运维”进行下载安装。 

Android系统可到华为应用商城、小米应用商城、应用宝等多个平台搜索“晶太阳

运维”进行下载安装。 

iOS/Android 系统可直接到晶太阳运维平台（https://op.saj-electric.com）扫

描二维码下载“晶太阳运维”APP。 

账户 

请使用安装商账号进行登陆。 

注：终端用户请下载安装“晶太阳”APP，并登陆 APP 或晶太阳运维平台注册您的

账号。 

6.2.2 近端监控 

连接方式 1---蓝牙连接 

逆变器安装了 eSolar GPRS/4G 模块（内置蓝牙）后，手机通过蓝牙直接与逆变器

连接。 

 

图 6.2.1 蓝牙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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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设置 

iOS 系统操作步骤 

1、选择手机的“设置”→选择“蓝牙”→

打开蓝牙 

2、登陆 APP→选择“我的”界面→选择“远

程配置”→连接方式选择“蓝牙连接” 

 

 

连接方式

请选择连接方式

蓝牙连接 WIFI连接

温馨提示：

（1）蓝牙连接为本地连接，目前支持机型             

     包括：R系列、C系列、A系列、H系列

（2）请开启逆变器及手机蓝牙

下一步

云连接

 

3、选择“下一步”→搜索设备→点击逆变

器对应的蓝牙名称（如：R5-4K-T2:00001） 

4、连接成功→初始化状态下须先设置初始

化参数→可实时查看逆变器的设备信息 

可配对的设备

R5-4K-T2:00001

蓝牙连接

 

 

设备信息

蓝牙连接：R5-4K-T2:00001

R5S2502G1815C00001

R5-4K-T2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设备型号

模块SN码

模块软件版本号

通讯板软件版本

主控板软件版本

从控板软件版本

基本信息 运行信息 发电信息 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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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设置 

Android 系统操作步骤 

1、选择手机的“设置”→选择“蓝牙”→

开启蓝牙 

2、登陆 APP→选择“我的”界面→选择“远

程配置”→连接方式选择“蓝牙连接”” 

 

 

连接方式

请选择连接方式

蓝牙连接 WIFI连接

温馨提示：

（1）蓝牙连接为本地连接，目前支持机型             

     包括：R系列、C系列、A系列、H系列

（2）请开启逆变器及手机蓝牙

下一步

云连接

 

3、选择“下一步”→搜索设备→点击逆变

器对应的蓝牙名称（如：R5-4K-T2:00001） 

4、连接成功→初始化状态下须先设置初始

化参数→可实时查看逆变器的设备信息 

可配对的设备

R5-4K-T2:00001

蓝牙连接

 

 

设备信息

蓝牙连接：R5-4K-T2:00001

R5S2502G1815C00001

R5-4K-T2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设备型号

模块SN码

模块软件版本号

通讯板软件版本

主控板软件版本

从控板软件版本

基本信息 运行信息 发电信息 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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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信息 

可查看逆变器通讯的连接方式、运行状态、基本信息、运行信息、发电信息、事件

信息 

① 点击“基本信息” 

可查看设备型号、模块 SN 码、模块软件版本号、通讯板块版本号、主控板软件版

本、从控板软件版本 

 

设备信息

蓝牙连接：R5-4K-T2:00001

R5T2043G1815C00001

R5-4K-T2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设备型号

模块SN码

模块软件版本号

通讯板软件版本

主控板软件版本

从控板软件版本

基本信息 运行信息 发电信息 事件信息

 
图 6.2.2 基本信息 

 

②  点击“运行信息” 

可查看光伏信息（PV端电压、电流）、电网信息（AC端电压、电流、频率）等 

 

设备信息

蓝牙连接：R5-4K-T2:00001

R5T2043G1815C00001

光伏信息

电网信息

PV1

PV2

PV3

XXV

XXV

N/V

XXA

XXA

N/A

AC1

AC2

AC3

XXV

N/V

N/V

XXA

N/A
N/A

XXHz
N/Hz

N/Hz

基本信息 运行信息 发电信息 事件信息

电表信息

CT1

CT2

CT3

N/V

N/V

N/V

N/A

N/A
N/A

N/W
N/W

N/W
 

图 6.2.3 运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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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信息

蓝牙连接：R5-4K-T2:00001

R5T2043G1815C00001

基本信息 运行信息 发电信息 事件信息

查看更多

当前功率

当日发电量

当月发电量

XXX

XXX

XXX

当年发电量 XXX

累计发电量 XXX

③  点击“发电信息” 

可查看逆变器当前功率、当日发电量、当月发电量、当年发电量、累计发电量 

 

 

 

 

 

 

 

 

 

 

 
 

 

图 6.2.4 运行信息 

④  点击“事件信息” 

可查看逆变器报错故障的事件时间、事件编号（即故障代码 详见第七章 故障代码

及常见故障排除）、事件内容 

 

设备信息

蓝牙连接：R5-4K-T2:00001

R5T2043G1815C00001

事件时间：2018-11-10 18：16：00

事件编号：Err61

事件内容：XXXX

2

事件时间：2018-11-09 18：16：00

事件编号：Err61

事件内容：XXXX

1

基本信息 运行信息 发电信息 事件信息

 

图 6.2.5 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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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方式 2---Wi-Fi连接 

逆变器安装了 eSolar WiFi模块后，手机通过 Wi-Fi直接与逆变器连接。 

 

图 6.2.6 Wi-Fi 连接示意图 

 

连接设置 

详细操作请参照 eSolar WiFi 模块使用说明书。 

 

 

设备信息 

可查看逆变器通讯的连接方式、运行状态、基本信息、运行信息、发电信息、事件

信息 

①  点击“基本信息” 

可查看设备型号、模块 SN 码、模块软件版本号、通讯板块版本号、主控板软件版

本、从控板软件版本 

②  点击“运行信息” 

可查看光伏信息（PV端电压、电流）、电网信息（AC端电压、电流、频率）等 

③  点击“发电信息” 

可查看逆变器当前功率、当日发电量、当月发电量、当年发电量、累计发电量 

④  点击“事件信息” 

可查看逆变器报错故障的事件时间、事件编号（即故障代码 详见第七章 故障代码

及常见故障排除）、事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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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远程监控 

（1）通过 eSolar GPRS/4G 模块联接 Internet，将逆变器数据上传到服务器，用户

可以通过网页版 Web Portal 或者手机客户端远程监控逆变器运行信息。 

（2）通过 eSolar WiFi 模块联接 Internet，将逆变器数据上传到服务器，用户可以

通过网页版 Web Portal 或者手机客户端远程监控逆变器运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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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故障代码及常见故障排除 

代码 故障描述 

01 继电器错误（主） 

02 存储器错误（主） 

03 温度过高（主） 

04 温度过低（主） 

05 内部通信故障（主） 

06 漏电流检测设备故障（主） 

07 直流分量检测设备故障(主) 

08 电流传感器错误(主) 

09/11/13 L1/L2/L3 过压（主） 

10/12/14 L1/L2/L3 欠压（主） 

15/16/17 L1/L2/L3 十分钟平均值过压（主） 

18/20/22 L1/L2/L3 频率过高（主） 

19/21/23 L1/L2/L3 频率过低（主） 

24/25/26 L1/L2/L3 电网丢失（主） 

27 GFCI 错误（主） 

28/29/30 L1/L2/L3 DCI 错误（主） 

31 ISO 错误（主） 

32 Bus 电压不平衡（主） 

33 BUS 电压过高（主） 

34 BUS 电压欠压（主） 

35/36/37 L1/L2/L3 过流（主） 

38 BUS 硬件过压（主） 

39/40  PV1/PV2 硬件过流（主） 

41/42/43 L1/L2/L3 硬件过流（主） 

45/46/47/48 风扇 1/2/3/4 故障（主） 

49 主机与电表通讯丢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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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内部通信故障（从） 

51/52/53 L1/L2/L3 电压一致性错误（从） 

54/55/56 L1 /L2/L3 频率一致性错误（从） 

57 GFCI 一致性错误（从） 

58/59/60 L1/L2/L3 DCI 一致性错误（从） 

61/63/65 L1/L2/L3 过压（从） 

62/64/66 L1/L2/L3 欠压（从） 

67/69/71 L1/L2/L3 过频（从） 

68/70/72 L1/L2/L3 欠频（从） 

73/74/75 L1/L2/L3 电网丢失（从） 

76/77/80 PV1 /PV2/PV3 过压（从） 

78/79/82 PV1/PV2/PV3 过流（从） 

81 显示板和控制板通讯丢失（主） 

83 对地检测错误（主） 

84 PV 输入模式错误（主） 

86 DRM0 故障（主） 

表 7.1 故障代码 

 

逆变器常见故障处理方法如下表所示 

故障信息 处理方法 

继电器故障 如果频繁报此故障，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是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存储器故障 如果频繁报此故障，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是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温度故障 

检查逆变器散热器是否被堵住，检查逆变器所处环境温度是否过

高或者过低，如果以上都正常，故障仍存在，请联系当地经销商

或者是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内部通信障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漏电流检测设备故障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直流分量检测设备故障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电流检测设备故障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交流电压故障 ·检查电网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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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信息 处理方法 

·检查逆变器与电网的连接。 

·检查逆变器的并网标准设置。 

·如果电网电压高于当地规定的限制范围，可以咨询电网工作人

员可否在馈入点调节电压，或者改变运行范围的数值是否可行。 

·如果电网电压值在允许的范围内，监控平台还显示此故障，请

联系当地代理商或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频率故障 
检查逆变器的安规是否符合当地并网的要求并检查本地电网的频

率，如果以上都正常，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电网丢失 
检查逆变器交流侧与电网的连接情况，如果以上都正常，请联系

当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对地漏电流故障 

检查电池板正极和负极对地的绝缘电阻；检查逆变器周围的环境

是不是潮湿；检查逆变器的接地情况。如果以上都正常，请联系

当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直流分量故障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绝缘故障 

检查电池板正极和负极对地的绝缘电阻；检查逆变器周围的环境

是不是潮湿；检查逆变器内部的接地点是不是有松动。如果以上

都正常，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电网过流 
检查逆变器和电网的连接情况以及测试电网电压是否稳定。如果

以上都正常，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母线电压过压 

检查系统电池板的配置情况，三晶电气的系统设计软件可以给您

提供帮助。如果以上都正常，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

务热线。 

PV 过流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PV 电压故障 

检查系统电池板的配置情况，三晶电气的系统设计软件可以给您

提供帮助。如果以上都正常，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

务热线。 

逆变器内部显示板和主

控制板通信丢失 

检查控制板和显示板的通信线连接。如果以上都正常，请联系当

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零线对地电压故障 
检查交流输出接地端子连接是否牢靠。如果以上正常，请联系当

地经销商或者三晶电气服务热线。 

表 7.2 常见故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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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回收处理 

该设备不能当作生活垃圾处理。逆变器的使用寿命达到极限时不要求送回到经销

商或者三晶电气，但必须回收至所在区域专门的废旧电气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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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联系方式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荔枝山路 9 号三晶创新园  

江西工厂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岭镇赣州国际港电子信息产业园 D10、D11

栋 

网址：http://www.saj-electric.cn 

技术支持与服务热线电话：400-960-0112  

传真：020-66608589 

邮箱：service@saj-electric.com 

 

国际销售 

电话：86-20-66608618/66608619/66600082/66600086      传真：020-66608589 

邮箱：info@saj-electric.com 

 

国内销售 

电话：020-66600058/66600082      传真：020-66608589 

 

 

mailto:service@saj-electric.com
mailto:info@saj-electr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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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修 说 明 

1.1 标准质保期 

三晶电气 R5 系列光伏逆变器提供标准的质保期是从产品出厂日起 63 个月（5 年质

保）。 

1.2 质保期延长 

SAJ 逆变器客户应该在产品出货日起 18 个月内提出延长保修期申请。客户需要提

供产品序列号，可以购买 10 年、15 年、20 年、25 年延长保修期，但不能超出此指定

延长时间，否则申请将被拒绝。当客户购买的保修期延长一旦生效，三晶电气将把保修

期延长证明发给客户确认保修延长期限。 

1.3 保修条款 

如果逆变器发生故障，并要求检修。请直接联系您的安装商，或者请致电给三晶电

气服务热线 400-960-0112 请求技术服务。 

在保修期内，因三晶电气产品自身原因导致故障，三晶电气免费提供产品更换或维

修。 

本产品只允许在中国大陆使用，如在其他区域使用三晶电气不提供质保。 

按照三晶电气保修条款，您需要提供关于故障产品的以下信息以取得保修。 

（1）产品型号（如:R5-4K-T2）和产品序列号（如:R5T2043G1820C00001）。 

（2）逆变器发票和保修证明的复印件。 

（3）安装报告和安装日期的复印件。 

（4）在晶太阳 APP 看到的错误信息或者任何可以帮助查出问题所在的信息。 

（5）整个系统的详细信息（组件、电路等）。 

1.4 收到上述信息后，三晶电气会决定如何为您服务 

•返回三晶电气工厂检修或三晶电气授权服务中心检修。 

•三晶电气技术人员到现场检修。 

•根据型号提供功能相同的服务备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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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替换的情况下，原逆变器剩下的质保期将转移到替换的设备上，您不会再收到新

的质保证书，三晶电气会记录备案。 

如果您急需替换产品，三晶电气将提供一个备用产品。有缺陷的产品尽量按原始的

包装寄到离您最近三晶电气服务网点或返回三晶电气维修部。 

1.5 保修期满后的服务 

如果产品已超过维修期，三晶电气向最终使用者收取现场服务费、零件费、人工费

和物流费。详细的标准请看下表： 

 寄回工厂维修 现场维修 

不需更换零件 人工费+往返物流费 往返差旅费+人工费 

需要更换零件 人工费+配件费+往返物流费 往返差旅费+人工费+配件费 

 

差旅费：现场服务的技术人员的往返差旅费（包括车费，住宿费，工作餐费等）。 

配件费：更换零件的费用（包括任何的运费/管理费）。 

人工费：技术人员的人工费，包括维修、维护、安装（硬件或软件）和调试故障设

备人员。 

物流费：缺陷产品从客户发货到三晶电气和替换产品从三晶电气寄到客户的物流费

用，包括其他衍生费用。 

1.6 由下列任何情形之一造成的产品问题不在保修范围内 

没有把“质保卡”发回给三晶电气。 

产品修改，更换零件或企图自行维修。 

改变或试图维修和清除产品序列号。 

产品不正确的安装或调试。 

由于用户或经销商对产品的储存不当或损坏。 

运输损坏（包括内包装在运输中造成的划痕）应在确认货物被损坏，未卸货时尽快

直接向运输公司/保险公司索取赔偿。 

未能遵守任何/所有的用户手册，安装指南和维修规定的。 

使用不当或误用设备，设备通风不足。 

异物的影响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雷击，电网过压，恶劣天气，火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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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保 卡 

申请质保，请填写下面表格并递交给三晶电气服务中心。 

客户信息:                                                                           

客户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客户地址：   

安装商信息： 

安装商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系统组件信息： 

电池板型号: 

组件每几块串联：                          串联的路数: 

逆变器信息： 

产品型号：                                序列号.（S/N）： 

安装日期：                                运行时间： 

报错时间： 

错误信息（显示板显示内容）： 

错误简要说明&图片： 

 

 

 

 

 

 

客户签名：                                     日期：                           .         

警告：本产品只允许在中国大陆使用，如在其他区域使用三晶电气不提供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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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