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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你选用三晶 Suntrio 系列光伏并网逆变器，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一流

的产品和服务。

本手册将为用户提供 Suntrio 系列光伏并网逆变器的详细安装、故障诊断

以及日常维护相关注意事项。为确保正确安装和使用 Suntrio 系列光伏并网逆

变器，请在使用前详细阅读本手册，并遵循手册中所有安全注意事项。

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便随时查阅。

本公司保留对产品不断改进和对本手册内容不断更改的权利，如有更改恕

不另行通知。

请在公司网站 www.saj-electric.cn 下载最新的手册。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驱动●零碳节能技术领航者

免责声明：本文档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承诺，本公司可能不经任何通知修改用户手           

          册的内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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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手册的相关信息

1.1 有效性 
本手册对以下型号 SAJ 逆变器的安装、维护和故障排除过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Suntrio-TL6K,  Suntrio-TL8K,  Suntrio-TL10K,  Suntrio-TL12K

Suntrio-TL15K,  Suntrio-TL17K,  Suntrio-TL20K

请将本手册放在随时可以获取的地方。

1.2 目标受众 
本手册适用于专业的电气技术人员，本手册中介绍的任务可以由专业电气技术人员

执行。

1.3 警告标识 
本手册使用以下的安全警告标识，警告可能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并给

出建议以避免发生危险。

  危险

·如不遵守相关要求，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警告

·如不遵守相关要求，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者设备损坏。

  小心

·如不遵守相关要求，可能会导致轻度或者中度的人身伤害。

  注意

·如不遵守相关的要求，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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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全

2.1 正确的用法
Suntrio 系列是光伏并网逆变器，可以将光伏阵列的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并输送到电

网中去。

以下是配备 Suntrio 系列光伏并网逆变器的光伏系统发电原理图：

图 2.1 基于 Suntrio 系列逆变器的光伏发电系统原理图

2.2 安全注意事项

  危险

·暴漏在阳光下时，光伏阵列会产生危险的直流电压，触摸到直流导电体和带

电组件可能会导致致命电击。

·请勿触摸逆变器的任何带电部件。

·请勿在逆变器直流和交流都带电的情况下接拆线。进行接线拆线之前，首先

要确认逆变器直流侧和交流侧是否都已经跟电源断开，且要等待至少5分钟。

·请勿将逆变器安装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中。

  警告

·安装使用过程中所有任务由电气技术人员在安全的要求下来执行。

·禁止私自对逆变器进行未经授权的改装。

·系统安装时要遵循当地的技术规范，将电池板的外框进行接地处理。

·禁止将太阳能组件以外的其他电源接入到逆变器的直流输入端。

  小心

·逆变器运行期间，机箱的上盖和箱体会发热，请勿触碰以免烫伤；运行期

间 LCD 显示区域可以触摸。

·如果条件允许请至少与逆变器保持 20cm 的距离，以免受到电磁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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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符号说明
本节提供逆变器和标签上所有符号的说明。

符号 描述说明

高电压会导致生命危险

该产品在高电压下运行。逆变器安装、使用和维护所有工作由

专业技术人员执行。

逆变器的高电压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在对逆变器进行维修和检查时，断电情况下至少要等待 5分钟。

注意、危险

请遵守保护性接地等安全要求。

热表面可能会灼伤

产品在运行期间会发热。切勿在运行期间触碰，在对产品进行

相关操作前，请将它充分冷却。

遵照手册说明

WEEE 名称

请勿将该产品与生活垃圾一起处置，应该按照电子垃圾处置法

规来处置它。

无变压器

该产品没有变压器。

CE 标志

该产品符合 CE 的指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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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产品概述 

3.1 产品外观

图 3.1 Suntrio 系列逆变器外观

3.2 产品特性
SAJ Suntrio 系列逆变器高效、稳定、性价比高，具有以下特性：

技术先进

• 最高效率达 98.1%

• 最大功率点跟踪精度高达 99.5% 

界面友好

•  5.1 寸的 LCD 显示屏，尽可能多的显示逆变器运行的参数

•  免费的嵌入式 webserver 网页版监控

•  支持移动终端远程监控

灵活

•  安装简单

•  多语言显示、多安规，适用于德国、法国、希腊等国家

•  RS485 / 以太网 / Wi-Fi 通信接口丰富

•  输入电压范围宽，高达 1000V

•  防护等级 IP65，室内室外均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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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品技术参数 

型号 Suntrio-TL5K Suntrio-TL6K Suntrio-TL8K Suntrio-TL10K

输入参数 [直流 ] 　

最大直流功率 [W] 5200 6300 8200 10400

最大直流输入电压 [V] 1000V

满载 MPPT 电压范围 [V] 240-800 320-800 340-800 430-800

额定输入电压 [V] 600

启动电压 [V] 300

最小输入电压 [V] 200

最大输入电流 PV1/PV2[A] 12/12

MPPT 追踪路数 2

组件串数 [每路 MPPT] 1/1 2/1

直流开关 可选

输出参数 [ 交流 ] 　

额定输出功率 [W](@230V,50Hz) 5000 6000 8000 10000

最大输出功率 [W] 5000 6000 8000 10000

额定输出电流 [A] 7.2 8.7 11.6 14.5

最大输出电流 [A] 8.1 9.7 12.9 16.1

额定交流电压 /范围 3/N/PE, 220/380V,230/400V,240/415V;180V-280V/312V-485V

额定电网频率 /范围 50Hz,60Hz /44Hz-55Hz,54-65Hz

功率因素 [cosφ] 0.9 超前 ~0.9 滞后

额定功率下总谐波畸变[THDi] < 2%（额定功率）

输出相数 3/3

效率 　

最大效率 97.9% 97.9% 97.9% 98.0%

欧洲效率 [@600Vdc] 97.3% 97.3% 97.3%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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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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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热防护 内置

孤岛保护监测 AFD

接口 　

直流侧连接器 MC4/H4

LCD/LED 显示 LCD 图形显示，背光，参数和数据显示

显示语言 多国语言

通讯方式 RS485 ( 标准 ), 以太网 (内嵌 Webserve) / Wi-Fi( 可选 )

常规参数 　

隔离类型 非隔离

夜间损耗 [W] <1

待机损耗 [W] <12

工作温度范围 -25℃ to +60℃ (45℃ to 60℃降载运行 )

散热方式 自然对流 风扇 

允许环境湿度 0% to 95% 无冷凝

允许最高海拔 高达 2000m

噪声 [dBA]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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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D][mm] 480*550*180

重量 [kg] 25

质保期 [年 ] 5 ( 标准 ) /10/15/20/25 ( 可选 )

认证
IEC62109-1/2, IEC61000-6-2/3, IEC62116, IEC61727, VDE0126-1-1/A1, G83/2, EN50438, 

UTE C15-712-1, AS4777.2, AS4777.3, AS3100, PEA/MEA, G59/2, G59/3, C10/11, TF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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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Suntrio-TL12K Suntrio-TL15K Suntrio-TL17K Suntrio-TL20K

输入参数 [直流 ] 　

最大直流功率 [W] 12500 15600 17700 20600

最大直流输入电压 [V] 1000

满载 MPPT 电压范围 [V] 380-800 400-800 468-800

额定输入电压 [V] 600

启动电压 [V] 300

最小输入电压 [V] 200

最大输入电流 PV1/PV2[A] 18/18 22/22

MPPT 追踪路数 2

组件串数 [每路 MPPT] 2 3

直流开关 可选

输出参数 [ 交流 ] 　

额定输出功率 [W](@230V,50Hz) 12000 15000 17000 20000

最大输出功率 [W] 12000 15000 17000 20000

额定输出电流 [A] 17.4 21.7 24.6 29.0

最大输出电流 [A] 19.3 24.2 27.4 31.0 

额定交流电压 /范围 3/N/PE, 220/380V,230/400V,240/415V;180V-280V/312V-485V

额定电网频率 /范围 50Hz,60Hz /44Hz-55Hz,54-65Hz

功率因素 [cosφ] 0.9 超前 ~0.9 滞后

额定功率下总谐波畸变 [THDi] < 2%（额定功率）

输出相数 3/3

效率 　

最大效率 98.1% 98.1% 98.1% 98.1%

欧洲效率 [@600Vdc] 97.4% 97.5% 97.5%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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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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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热防护 内置

孤岛保护监测 AFD

接口 　

直流侧连接器 MC4/H4

LCD/LED 显示 LCD 图形显示，背光，参数和数据显示

显示语言 多国语言

通讯方式 RS485 ( 标准 ), 以太网 (内嵌 Webserve) / Wi-Fi( 可选 )

常规参数 　

隔离类型 非隔离

夜间损耗 [W] <1

待机损耗 [W] <12

工作温度范围 -25℃ to +60℃ (45℃ to 60℃降载运行 )

散热方式 风扇

允许环境湿度 0% to 95% 无冷凝

允许最高海拔 高达 2000m

噪声 [dBA] <40dB ( 带风扇 <5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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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D][mm] 480*680*200

重量 [kg] 42

质保期 [年 ] 5 ( 标准 ) /10/15/20/25( 可选 )

认证
IEC62109-1/2, IEC61000-6-2/3, IEC62116, IEC61727, VDE0126-1-1/A1, G83/2, EN50438, UTE 

C15-712-1 , AS4777.2, AS4777.3, AS3100, G59/2, G59/3, C10/11, TF3.2.1, CQC NB/T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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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装说明

4.1 产品与附件
收到货物及拆包装后，请核对随机附件，如有损坏和缺损请与供货商联系。

A B C D E

F G H I

图 4.1 随机附件

物件 数量 描述

A 1 SAJ Suntrio 逆变器

B 1 安装支架

C
Suntrio-TL6K/8K/10K/12K 标配 4对

Suntrio-TL15K/17K/20K 标配 6对
直流连接器

D 7 M6×50 六角螺钉

E 7 膨胀螺栓

F 1 RS485 连接器

G 4 M4×12 内六角圆柱头螺丝和垫圈

H 1 用户手册

I 1 保修卡

表 4.1 附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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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安装位置说明

图 4.2 安装位置说明

•  请在坚固的表面进行安装。

•  尽量在海拔 2000 米以下的地区和位置安装。

•  安装的位置必须要始终是无障碍的，不需要其他的辅助设施就可以到达。如果不

按照这些条件来安装，后续维护可能就比较麻烦。

•  请垂直或者最多向后倾斜 15°进行安装。

•  连接器的区域必须朝下。

•  切勿将逆变器以向前倾斜、向侧面倾斜、水平安装、或者上下颠倒的方式来安装。

•  在视线平齐的位置安装逆变器，便于查看 LCD 显示，同时在需要维护时，便于设

备拆卸。

•  为确保最佳运行状况，环境温度应该低于 45℃，环境最好是开放式的，有很好的

空气对流，如果环境比较密闭，根据情况需要增加一些辅助散热的装置。

•  切勿将逆变器暴漏在阳光直射的环境下，这样会导致机器过热或者功率降载运行。

•  在居住区安装时，请尽量不要安装在石膏板墙、木板墙等类似的墙壁上，以免引

起共振产生噪声，干扰居民区的正常生活。

•  按照图 4.3 中所示的逆变器与其他物件之间的距离进行安装，这样可以确保充分

散热，同时有足够的空间对直流端子、通信端子、直流开关等连接部件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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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单台逆变器的安装间距

如果在一个区域有多台逆变器进行安装，建议参照 4.4 进行安装，加大设备之间的

距离同时确保风道无障碍，这样设备就能充分散热。 

图 4.4 多台逆变器的安装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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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装过程 
1) 用安装支架作为钻孔的模板，并在钻孔位置做好标记，每个位置的孔径是 8毫米，

孔深 50 毫米。

图 4.5 孔位尺寸

2) 用六角螺钉和膨胀螺栓将安装支架固定在墙面上。

图 4.6 安装支架

2) 两人从两侧拉手位与底部进行搬运到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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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逆变器挂在支架上，确保逆变器和支架的安装挂钩咬合紧密。

图 4.7 安装逆变器到支架

4）逆变器挂在支架上之后，请将支架和逆变器之间用螺钉固定起来。

图 4.8 固定逆变器

5）在安装的每个环节，请仔细检查纸箱和配件，以确保没有任何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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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防盗措施
为了防止逆变器被盗，可以用挂锁将逆变器和支架锁在一起。挂锁需满足以下要求，

且挂锁由用户自行购买。

尺寸 : 

A:6 mm – 8 mm 直径

B:23mm – 29 mm              

C:23mm – 28 mm

D:39mm – 50 mm

E:13mm – 18 mm

      图 4.9 防盗锁

安装挂锁

将挂锁的锁环穿过逆变器和支架预留的锁孔位，锁紧挂锁即可。请用户保留好钥匙，

以便维修时使用。

图 4.10 用挂锁锁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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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气连接

5.1 安全

  注意

·逆变器内部都是敏感电子元器件，在作业时，请先做好防静电措施。

5.2 外部接口 
            A          B       C     D     E

                                                  F          G
图 5.1 Suntrio-TL6K/8K/10K/12K 的外部接口图

            A          B       C     D     E

            

                                  F          G
图 5.2 Suntrio-TL15K/17K/20K 的外部接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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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描述

A 直流输入端子 (PV1 和 PV2)

B 直流开关 ( 可选 )

C 扩展口

D 以太网 RJ45 接口

E 交流输出接口

F RS485 通信接口

G 辅助接地端子

表 5.1 各接口的描述

5.3 导线的规格
用户可以遵循以下表格选择导线。

型号
直流侧 交流侧

线径 ( 铜 ) 最小线径 ( 铜 )

Suntrio-TL6K/8K 4mm2 / 6mm2 4mm2

Suntrio-TL10K/12K 4mm2 / 6mm2 4mm2

Suntrio-TL15K 4mm2 / 6mm2 6mm2

Suntrio-TL17K 4mm2 / 6mm2 6mm2

Suntrio-TL20K 4mm2 / 6mm2 6mm2

表 5.2 导线规格

注意 : 线损和导线的线径、长度有关，为了避免太多的线损，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合适的导线，下图说明了线径、线长、线损之间的关系。 

图 5.3 线径、线长和线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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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微型断路器规格

  危险

·将多台逆变器并联在一个断路器上时，不再能够确保断路器的保护功能。 

·切勿将多台逆变器连接到同一个断路器。

·必须为每个逆变器安装一个独立的断路器，以确保逆变器在负载情况下，

能够安全断开。

为了确保逆变器在负载情况下，直流侧和交流侧能够安全断开，建议在逆变器的交

流输出端和直流输入端配置相应规格的断路器。表 5.3 是对断路器的推荐要求：

断路器规格 :

型号
直流输入端 交流输出端

推荐断路器规格 推荐断路器规格

Suntrio-TL6K DC1000V,C20A,2P AC400V,C20A,4P

Suntrio-TL8K DC1000V,C20A,2P AC400V,C20A,4P

Suntrio-TL10K DC1000V,C20A,2P AC400V,C20A,4P

Suntrio-TL12K DC1000V,C20A,2P AC400V,C25A,4P

Suntrio-TL15K DC1000V,C25A,2P AC400V,C32A,4P

Suntrio-TL17K DC1000V,C25A,2P AC400V,C32A,4P

Suntrio-TL20K DC1000V,C25A,2P AC400V,C40A,4P

表 5.3 断路器推荐型号

5.5 交流连接 

5.5.1 交流连接的条件

必须遵循电网运营商的连接要求。

·残余电流保护装置：

Suntrio 系列逆变器配备有一个集成式全极感应残余电流监测设备，可以自动区分残

余电流和正常电容性泄漏电流。

如果电网运行商规定了必须要系统中安装一个外置的残余电流设备，请选用残余电

流大于等于 100mA 时触发的设备。

外置的参与电流设备，必须要安装在逆变器和电网之间，负载不能直接接在逆变器

的交流输出端。

·辅助接地保护：

在系统安装时，某些运营商、国家或者地区，需要做辅助接地措施，以防止原有保

护性接地导线出现故障，需要使用辅助性保护接地导线来防止产生接触电流。（详细请参

照 5.5.3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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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IEC 标准 62109 的国家和地区安装时，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在交流接线端上安装导体横截面积至少为 10 mm2 的铜制保护性导线，或者 16mm2 的

铝制保护性导线。

5.5.2 交流连接的步

 1) 骤剥去线缆大约 12mm 的绝缘层，注意不要损坏线芯。

 2) 用压线帽将去绝缘皮的线缆投扎紧。

3) 取下逆变器交流输出侧的连接端子，按照下图的顺序把 5根线缆接入 AC 连接端子。

 4) 取下逆变器交流输出端子台的 5个线缆固定螺丝，然后根据机箱上的标识，将线缆接

入 L1(R)、L2(S)、L3(T)、N、PE。L1(R), L2(S), L3(T) 代表三个火线，N代表中性线，

PE 代表接地线。

注意 : 

• PE 导线要比 L线和 N线至少长 5mm。

• L线和 N线不可以互换。

• L1、L2、L3 互换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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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拧紧交流输出端的防水盖。 

5.5.3 连接备用型接地导线

如果系统安装的需要，这个辅助备用接地的导体可以跟接地线并联，或者连接在等

电位的接地端。

连接过程：

从包装中取出辅助备用接地的部件，按照下图的方式，将辅助接地线固定在机型右

下角的 PE 端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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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直流连接

5.6.1 直流连接的条件

    

  注意

·Suntrio-TL6K/8K/10K/12K：双路 MPPT (PV1 和 PV2)，每一路 MPPT 标配 2

对直流连接器（2正 2负）。

·Suntrio-TL15K/17K/20K：双路 MPPT (PV1 和 PV2)，每一路 MPPT 标配 3对

直流连接器（3正 3负）。

对于接入同一个 MPPT（PV1 或者 PV2），光伏组件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类型相同

·串联的光伏组件数量相同

·排列方式相同 

·倾斜角度相同

·每一个组串的开路电压不要超过 1000V

5.6.2 直流端子连接步骤

用 H4 连接器来连接逆变器和光伏组，过程如下：

注意 : 如果用 MC4 连接器，操作步骤和 H4 连接器相同。

随机附件的连接器都是未组装好的，需要用户配合线缆自行安装。整套连接器包括

公头和母头，如下图：

公头组件 (M)                       母头组件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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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说明 :

 1）用剥线钳剥去线缆大约 7mm 的绝缘层，注意不要损坏线芯。

 2）分别将剥去绝缘皮的线缆插入插销和插针，并用压线工具对准插针和插销的压接部位，

压紧线缆。

注意：剥去线缆绝缘皮的线缆头要伸进插针和插销的的底部。

    

线缆的力度要求 :

线缆规格 拔线缆的力度要求

4 mm²  最小 400 牛 .米 (90 磅 )

6 mm² 最小 450 牛 .米 (100 磅 )

10 mm² 最小 500 牛 .米 (110 磅 )

 3）将压接好线缆的插销和插针分别插入连接器的公头和母头

 4）用 2.6-2.9N.m 的力度，拧紧公头和母头的固定螺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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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公接头和母接头对接，如果听到“咔”的一声，说明公接头和母接头连接可靠。

7）将组件的正、负极接线端子分别连接至逆变器的正负极接线端子。

注意 : 为了确保整机的高防护等级 , 没有使用到的端子，需要扣上防水防尘塞。

5.7 通讯及监控设置
针对 Suntrio 系列三相机，标配 RS485 和以太网 RJ45，可扩展的通讯方案 :Wi-Fi。

监控系统可以使用的产品如下：

SAJ Logger：数据采集器：大型太阳能电站本地监控及维护的数据采集器。

SAJ Web Portal：免费监控软件，应用于网页、iPhone, iPAD 和 Android APP 系统。

在注册 SAJ Web Portal 之前先确保逆变器已连接网络。

SAJ Web Server: 网页浏览软件，内嵌于三晶并网逆变器中，接入到局域网，即可

随地查看逆变器运行状况。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通过三晶电气官网：www.saj-solar.com 查看三晶光伏系统

监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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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基于 RS485 的通信

基于 RS485 组网进行多点通信。

图 5.4 SAJ Logger 多点监控

图 5.5 PC+SAJ Logger 多点监控

连接步骤：

 1）逆变器 1通过 RS485 线缆连接到逆变器 2，逆变器 2通过 RS485 线缆连接到逆变器 3，

以此方法连接所有的逆变器。

 2）逆变器 1通过 RS485-L 连接到 SAJ Logger。

 3）通过路由器连接 SAJ Logger 到 PC。

 4）打开内嵌 SAJ Logger 的 SAJ Web Server 来监控逆变器和电站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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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基于 RJ45 的以太网数据监控

当选择以太网通讯时，通过逆变器的 IP 地址或 SAJ Logger 的 IP 地址，用户可以访

问到逆变器的实时信息。其架构如下图 5.6 所示：

图 5.6 以太网组网监控

5.7.3 基于 WIFI Bridge 的无线监控

所有的无线桥接或者中继设备（例如Edimax EW-7228APn），都有以太网RJ45接口，

逆变器可以通过 RJ45 接口与无线桥接设备连接，无线桥接设备可以和路由器通过无线进

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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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线缆装配介绍

本手册所提及的通信线缆指的是 Cat 5e STP 线（5类屏蔽双绞线），如下图所示：

图 5.7 5 类屏蔽双绞线

端子

根据不同的通讯方式，用户可能需要以下端子中的最少一种。3脚连接器及RJ45插头，

如下图所示。

图 5.8 3 脚连接器

  

图 5.9 RJ45 插头及其引脚

使用工具

制作一条通讯线时，需要下专业工具。

  

5.10 制作通讯线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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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85 线缆

当逆变器使用 RS485 监控时，用户需要 RS485 线缆在逆变器之间实现多点监控。三

晶电气提供所示的 3脚连接器。

线缆的各端应根据下连接到连接器，确保固定妥当。

连接器引脚 线色

1 蓝白

2 蓝

3 金属屏蔽线

表 5.43 引脚和对应线缆的颜色

RS485-L 线缆

当逆变器通过 RS485 监控时，RS485 线缆用于连接逆变器及 SAJ Logger。线缆的一

端连到 3脚连接器，另一端连到 RJ45，如下所示：

线色 连接器引脚 RJ45 引脚

蓝白 1 5

蓝 2 4

表 5.5 RS485-L 线缆装配顺序

RJ45 线缆

对于以太网通讯，RJ45 线缆是标准线缆，可以直接购买也可以按照下对应关系来装

配线缆两端的 RJ45 插头：

RJ45 引脚 RJ45 一端 线色 RJ45 另一端 线色

1 白绿 白橙

2 绿 橙

3 白橙 白绿

4 蓝 蓝

5 白蓝 白蓝

6 橙 绿

7 白褐 白褐

8 褐 褐

表 5.6 RJ45 线缆装配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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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LCD 操作说明

6.1 LCD 显示概述

图 6.1 逆变器人机界面说明

对象 描述

A
电源指示灯

黄灯亮：标示逆变器的电源系统工作正常

B

逆变器状态指示灯：红灯闪烁表示逆变器处于错误状态

绿灯闪烁表示逆变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红、绿灯都熄灭表示逆变器处于初始化状态或并网倒计时状态

C 通信指示灯：蓝灯闪烁表示接收到数据，黄灯闪烁表示发送数据

D（▲） 向上移动光标或增加设置值

E（ ） 向左移动光标或移动焦点

F（▼） 向下移动光标或减少设置值

G（ ） 向右移动光标或移动焦点

H 开启菜单或确认键

所有的逆变器运行参数，包括年发电量、故障记录、通信设置、逆变器设置都可以

通过 LCD 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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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启动逆变器

Suntrio 系列逆变器可以配置在多个国家使用，如果是第一次安装开机，LCD 界面会

提示用户选择安规和国别，只有配置好了国家选项，逆变器才会正常启动运行，否则，逆

变器将一直停留在“请选择国家的界面”。 

目前有支持 28 个国家的配置：

1 澳大利亚 15 意大利

2 奥地利 16 葡萄牙

3 比利时 17 中国

4 巴西 18 泰国

5 丹麦 19 默认设置

6 芬兰 20 匈牙利

7 法国 21 克罗地亚

8 卢森堡 22 捷克共和国

9 荷兰 23 德国

10 挪威 24 以色列

11 波兰 25 希腊

12 瑞典 26 马来西亚

13 瑞士 27 新西兰

14 英国 28 西班牙

注意 : 如果没有找到对应的国家，请选择“默认设置”，默认设置代表的并网标准

是 VDE 0126-1-1。 

国家设置完之后 , 逆变器将启动并开始自检。如果没有其他异常逆变器将会倒计时

30S 或者 60S（不同国家要求不一样）之后并网运行。如图 6.2 所示。

图 6.2 并网启动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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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LCD 主界面

当逆变器完成并网倒计时并开始并网发电时，LCD 将显示如下图 3.3 LCD 图 3.3 所

示主界面，主界面主要由菜单栏、辅助显示区、主显示区和状态栏（包括逆变器工作状态、

主显示区显示内容指示、当前日期和时间）四大部分组成。逆变器状态说明详见下，辅助

区显示项说明详见，而主显示区则会根据菜单的选择而改变，详见下一节说明。

图 6.3 LCD 主界面

6.4 LCD 菜单结构

菜单结构如所示，可通过按键‘▲’、‘▼’‘ ’、‘ ’完成菜单的选择，通过

Enter 键进行确认，LCD 的主显示区将显示与之相对应的内容。其中各子菜单中的 Exit 选

项为退出菜单选择状态

逆变器状态 描述

Init 逆变器正在进行自检

Wait 逆变器处于发电等待状态

Normal 逆变器处于正常发电状态

Error 逆变器处于故障状态

Update 逆变器处于更新固件状态

表 6.1 逆变器状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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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单位

Power 逆变器当前的运行功率 瓦特（W）

E-Today 逆变器当天总发电量 度（kWh）

E-Total 逆变器总发电量 度（kWh）

T-today 逆变器当天总发电时间 小时（h）

T-total 逆变器总发电时间 小时（h）

表 6.2 LCD 主界面辅助显示区显示项说明

图 6.4 菜单结构图

6.4.1 Graph 子菜单

Graph 子菜单中包含 E-Today、E-Month、E-Year 和 E-Total，选择相应的项并按

Enter 键确认后，LCD 主显示区将显示其对应的相关信息，如所示为选择 E-Month 后 LCD

的显示界面。E-Today、E-Month、E-Year 和 E-Total 显示内容说明见表 3.1 逆变器状态

说明图 3.4 菜单结构图 

图 6.5 E-Month 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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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显示内容说明

E-Today 当天逆变器运行功率走趋图

E-Month 当月每天发电量柱状图

E-Year 当年每月发电量柱状图

E-Total 每年发电量柱状图

表 6.3 子菜单各项内容说明

6.4.2 LCD 设置子菜单

Setting 子菜单包含了各种关于逆变器的设置项，具体如下：

Ethernet：

如所示为 Ethernet 设置项的显示界面，无论之前设置的 IP 地址获取方式是自动或

手动，进入此界面后IP地址显示区显示的都是逆变器当前使用的IP地址，可通过使用‘ ’、

‘ ’按键移动焦点到相应的设置项上并通过‘▲’、‘▼’按键修改其值或修改逆变器

IP 地址的获取方式。完成修改后把焦点移动到 OK 按钮上并按下 Enter 键即可。其中 Web 

Port是指逆变器内嵌Web Server的监听端口，逆变器内嵌Web Server会监听两个端口，

其中一个是 Web 默认使用的 80 端口。

访问 Web Server 的方式为：如果逆变器与 PC 或手机连接到同一网络上，请使用浏

览器并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逆变器的 IP 地址即可访问到逆变器内嵌的 Web Server；而

另一个监听端口则可通过此界面进行修改，访问方式需在 IP 地址之后加“：端口号”，

如所对应的访问地址为 http://192.168.1.111:81 ，Web Server 显示界面如所示。

图 6.6 LCD Ethernet 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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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逆变器内嵌 Web Server 显示界面

语言和时间

如图 3.8 所示，此设置项可更改 LCD显示的语言和逆变器时间，可通过使用‘ ’、

‘ ’按键移动焦点到相应的设置项上并通过‘▲’、‘▼’按键修改其值。完成修改后

把焦点移动到 OK 按钮上并按下 Enter 键即可。

图 6.8 时间语言设置界面

并网标准：

由于不同的国家使用的并网标准可能有所不同，当在逆变器第一次运行或逆变器之

前所选择的 Grid Compliance 国家不正确时，可通过此菜单进行修改。

进入 Grid Compliance 子菜单并确认密码后，可通过 ‘▼’或‘▲ ’按键对逆变

器运行所在的国家进行选择，在完成选择后，请按‘ ’按键把光标焦点移动到 OK 按钮

上并按 Enter 按键确认。

清除故障记录：

进入此子菜单后，LCD 显示如图 3.9 清除故障操作显示界面图 3.9 所示内容，如界

面所显示，此操作将会永久性删除存储在逆变器的故障记录。请谨慎操作！如需退出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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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项可通过‘ ’按键把焦点移动到“Cancel”按钮上并按 Enter 按键退出此界面。

图 6.9 清除故障操作显示界面

清除发电数据：

进入此子菜单后，LCD 显示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如界面所显示，此操作将

会永久性删除存储在逆变器的发电量数据。请谨慎操作！如需退出此设置项可通过‘ ’

按键把焦点移动到“Cancel”按钮上并按 Enter 按键退出此界面。

图 6.10 清发电量操作显示界面

LCD 设置：

LCD 设置包括设置LCD 背光灯亮度和LCD背光灯超时时间，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MERGEFORMAT 所示。可通过使用‘ ’、‘ ’按键移动焦点到相应的设置项上并通过‘▲’、

‘▼’按键修改其值。完成修改后把焦点移动到 OK 按钮上并按下 Enter 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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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LCD 设置界面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进行此操作将会把逆变器的所有设置项恢复为出厂时的设置值且将删除存储在逆变

器的所有数据，如 Error Records 和 Energy 等，在进行此操作前需要输入密码，在完成

密码的输入并确认后把光标移动到 OK 按钮上并按下 Enter 键即可完成此操作。

图 6.12 恢复出厂设置界面

修改密码：

SAJ or SAJ representative可通过此菜单修改设置“Grid Compliance”和“Factory 

Setting”时所需的密码，进入此菜单后，系统要求先输入旧密码，在旧密码确认后，将

显示修改密码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6.13 密码修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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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参数：

交流输出单数：
此菜单界面用于查看逆变器 AC 端输出参数，如下图所示。

图 6.14 交流输入参数界面

直流输入参数：

此菜单界面用于查看 DC 端输入参数，如下图所示。

图 6.15 直流输入参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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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障记录：

此菜单界面可用于查看逆变器出现的历史错误记录，如所示，通过‘▲’、‘▼’按

键以行为单位对主显示区显示内容进行滚动，而通过‘ ’按键把光标移动到 Previous

或 Next 按钮上并按 Enter 键时则可以以 Error Record 记录条为单位对主显示区的显示内

容进行滚动。报错内容的具体描述与处理方法见第八章。

图 6.16 Error Records

关于：

当把焦点移动到‘About’子菜单时，通过 Enter 按键进入 About 界面，如错误！未

找到引用源。所示，各显示项含义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图 6.17 About 显示

显示项名称 描述

Device Type 逆变器型号

Device SN: 逆变器 SN 码

Device PC 逆变器 PC 码

HMI SW: 人机界面软件版本号

Master Ctrl. SW 控制板主 MCU 软件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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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 Ctrl. SW 控制板从 MCU 软件版本号

Portal ID

用于在 http://webportal.saj-solar.com 注册用户的 ID号，必须把逆变器连

接到 Internet，否则将一直显示 Getting…，如果逆变器已连接 Internet，

但还是一直显示 Getting 时，请关闭 About 界面并重新进入 About 界面获取

ID 号。注意：如果逆变器刚开机，则需要在逆变器运行 2分钟之后才能获取

到 Portal ID。

表 6.4 About 界面显示项说明

6.5 报错机制与处理方法
当逆变器出现错误时，LCD 将弹出一个报错窗口，如示，报错内容的具体描述与处理

方法见第八章。

图 6.18 Error Report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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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回收处理

遵照欧盟关于电气、电子设备垃圾指令 2002/96/EC 及国家法律执行，电气设备的使

用寿命达到极限时必须分开回收到专门的回收站。废旧电气设备不要求送回到经销商，必

须回收至所在区域专门的废旧电气回收站。不遵守欧盟关于电气、电子设备垃圾回收及处

理指令可能会给环境及健康带来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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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故障排除

故障代码 故障信息 故障分析  解决措施

1
主机继电器

故障

1)逆变器在启动时对内部继电

器的状态进行自检，如果有故障

提示有可能是 8个并网继电器中

的某一个或几个发生了失效。                                  

2) 逆变器在进行自检过程中，继电器

两侧的电压受到干扰。

如果频繁报此故障，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是 SAJ

服务热线。                                       

2

主机存储器

（EEPROM）

故障

逆变器内部存储器故障

3 主机温度高

1)逆变器内部的热敏电阻失效                  

2)逆变器安装的环境温度过高或过低

更换逆变器内部的热敏电

阻或者重新选温度适宜的

逆变器安装地点，如果以

上都都正常，请联系当地

经销商或者是 SAJ 服务热

线。

4 主机温度低

5
主机内部通信

故障

主控制器和从控制器之间的通信失

效。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

务热线。

6

主机接地故障

漏电流检测设

备故障

逆变器内部接地故障漏电流检测设备

失效。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

务热线

7
主机直流分量

检测设备故障
逆变器内部直流分量检测设备失效。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

务热线

8
主机电流检测

设备故障
逆变器内部电流检测设备失效。

9
主机 L1相电

网过压

1)公共电网的电压超出了逆变器安规

允许的范围。                      

2) 逆变器交流侧连接可能有问题。

检查逆变器交流侧的连接

情况以及安规是否符合当

地的并网要求，如果以上

都正常，请联系当地经销

商或者 SAJ 服务热线。

10
主机 L1相电

网欠压

11
主机 L2相电

网过压

12
主机 L2相电

网欠压

13
主机 L3相电

网过压

14
主机 L3相电

网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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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代码 故障信息 故障分析  解决措施

15

主机 L1相电

网电压 10分

钟平均值过压

公共电网的电压超出了本地安规要求

的 10分钟的平均值。

检查交流侧的连接，可以

通过LCD查看电网的参数，

如果以上都正常，请联系

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务

热线。

16

主机 L2相电

网电压 10分

钟平均值过压

17

主机 L3相电

网电压 10分

钟平均值过压

18
主机 L1相电

网过频

1)公共电网的频率超出了逆变器安规

允许的范围。                      

2) 逆变器交流侧连接可能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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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J 服务热线。

19
主机 L1相电

网欠频

20
主机 L2相电

网过频

21
主机 L2相电

网欠频

22
主机 L3相电

网过频

23
主机 L3相电

网欠频

24
主机 L1相电

网丢失

逆变器和电网的连接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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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J 服务热线。

25
主机 L2相电

网丢失

26
主机 L3相电

网丢失

27
主机对地漏电

流故障
直流侧或者交流侧有接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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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J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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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代码 故障信息 故障分析  解决措施

28
主机 L1相直

流分量高 1)逆变器输出电流的直流成份超出了

当地安规要求的允许值。                  

2) 并网点的电压快速变化，引起电流

畸变。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

务热线。

29
主机 L2相直

流分量高

30
主机 L3相直

流分量高

31 主机绝缘故障 直流侧输入端对地的绝缘程度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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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J服务热线。

32
主机母线电压

不平衡

1)母线中点的电压不平衡      

2) 如果偶尔发生，可能是因为电网电

压瞬变引起。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

务热线。

33
主机母线软件

过压

1)电池板的开路电压超过了逆变器允

许输入的软件限值。        

2) 直流输入端有突然的浪涌干扰。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

务热线。

34
主机母线软件

欠压

1)逆变器内部升压模块失效。               

2)一般在清晨和傍晚阳光较弱时会发

生。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

务热线。

35
主机 L1相软

件过流
逆变器输出电流超出了软件限值。 

如果是偶尔发生，可能是电压瞬变引

起的，如果重复报错可能是硬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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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J 服务热线。

36
主机 L2相软

件过流

37
主机 L3相软

件过流

38
主机母线硬件

过压

1)电池板的开路电压超过了逆变器允

许输入的软件限值。        

2) 直流输入端有突然的浪涌干扰。                   

检查系统电池板的配置情

况，S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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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J服务热线。

39
主机 PV1 硬件

过流

电池板的系统配置有问题

检查系统电池板的配置情

况，S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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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J 服务热

线。

40
主机 PV2 硬件

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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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代码 故障信息 故障分析  解决措施

41
主机 L1相硬

件过流

逆变器输出的并网电流超出了硬件的

限值，如果是偶尔发生，可能是电压

瞬变引起的，如果重复报错可能是硬

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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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J 服务热线。

42
主机 L2相硬

件过流

43
主机 L3相硬

件过流

44 保留位 　 　

45
主机风扇 1

故障

风扇风叶卡住或有损坏。

检查逆变器机箱下的风扇

是否有损坏、风叶卡住等

现象；清洗风叶。如果以

上都正常，请联系当地经

销商或者 SAJ 服务热线。

46
主机风扇 2

故障

47
主机风扇 3

故障

48
主机风扇 4

故障

49 保留位 　 　

50
主机内部通信

故障

主控制器和从控制器之间的通信失

效。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

务热线。

51

从机 L1相电

压数据一致性

故障

冗余检测电网电压的采样不一致。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

务热线。

52

从机 L1相电

压数据一致性

故障

53

从机 L1相电

压数据一致性

故障

54

从机 L1相频

率数据一致性

故障

冗余检测电网频率的采样不一致。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

务热线。

55

从机 L1相频

率数据一致性

故障

56

从机 L1相频

率数据一致性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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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代码 故障信息 故障分析  解决措施

57

从机对地漏电

流数据一致性

故障

冗余检测接地故障漏电流的采样不一

致。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

务热线。

58

从机 L1相直

流分量数据一

致性故障

冗余检测直流分量的采样不一致。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

务热线。

59

从机 L2相直

流分量数据一

致性故障

60

从机 L3相直

流分量数据一

致性故障

61
从机 L1相电

网过压

1)公共电网的电压超出了逆变器安规

允许的范围。                      

2) 逆变器交流侧连接可能有问题。

检查逆变器交流侧连接情

况以及安规是否符合当地

的并网要求，如果以上都

正常，请联系当地经销商

或者 SAJ 服务热线。

62
从机 L1相电

网欠压

63
从机 L2相电

网过压

64
从机 L2相电

网欠压

65
从机 L3相电

网过压

66
从机 L3相电

网欠压

67
从机 L1相电

网过频

1)公共电网的频率超出了逆变器安规

允许的范围。                      

2) 逆变器交流侧连接可能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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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J 服务热线。

68
从机 L1相电

网欠频

69
从机 L2相电

网过频

70
从机 L2相电

网欠频

71
从机 L3相电

网过频

72
从机 L3相电

网欠频

73
从机 L1相电

网丢失
逆变器和电网的连接丢失。

检查逆变器交流侧的连接

情况。如果故障一直存在，

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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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代码 故障信息 故障分析  解决措施

74
从机 L2相电

网丢失

75
从机 L3相电

网丢失

76 从机 PV1 过压 1)电池板的开路电压超过了逆变器允

许输入的限值。      

2) 直流侧有突然的电压浪涌干扰。                        

     

检查系统电池板的配置情

况，S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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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J服务热线。77 从机 PV2 过压

78
从机 PV1 软件

过流
1)PV 输入电流超过了输入的限值。 

2) 逆变器内部电流传感器失效。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请联

系当地经销商或者 SAJ 服

务热线。
79

从机 PV2 软件

过流

80 从机 PV欠压 输入的 PV电压过低

检查系统电池板的配置情

况，S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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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J服务热线。

81

逆变器内部显

示板和主控制

器通信丢失

内部通讯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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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J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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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质保服务

 请参阅保修卡的相关条款。

第十章  联系方式

如果有产品方面的技术问题，请拨打服务热线。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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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技术支持：+86 20 6660 0082

国内技术支持：020 6660 8533

传真 : +86 20 6660 8589

邮箱 : service@saj-electric.com

欧洲售后服务中心：

地址 : 比利时龙塞 Maagdenstraat 44 号

电话 : +32 484 945 445

邮箱 : service.europe@saj-electric.com

销售热线：

国际销售热线 : +86 20 6660 8618 / 6660 8619 / 6660 0086

国内销售热线 : +86 20 6660 0058

传真 : +86 20 6660 8589

邮箱 : info@saj-electric.com



用户手册

44

NO 修改日期 修改内容摘要 修改人 修正后版本

1 2013-10-28  新建 高健 V2.1_CHN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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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0663   电话：020-66600058    传真：020-66608589

网址：http://www.saj-electric.cn

* 资料代码 :V1.4_C(MC)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