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阳能产品认证证书

证书编号 :CQC180扭 192509

申请人名称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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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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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5ˉ3K¨S2, R5~4K-s2, R5ˉ 5Kˉ S2, R5-6K-s2, R5-7K-S2, R5-8K-S2 (∫LΠ寸件)

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

NB/T3⒛ 04-2O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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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QCSS-4612∞ uO13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

发证 日期 :⒛ 18年 Os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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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⒛18年 0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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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认证证 书

附  录

证书编号:CQC1BO⒉ 19⒛09

R5-6K-s2

直 流输 入 :MPPT电 压 范 围 90V-550Vdc,

12,5A/12.5A; 厌L氵瓦轺汾出 : ~, 220V, 50Hz,

R5-5K-s2

直 流输 入 :MPPT电 压 范 围 90V-550Vdc,

12.5A/12,5A;交 流输 出:~,220V,50Hz,

R5-4K-s2

直 流输 入 :MPPT电 压 范 围 90V-550Vdc,

12.5A/12.5A:交 流输 出:~,220V,50Hz,

注:此附录与证书同时使用时有效。

R5-8K-S2

直流输入 :MPPT电 压 范围 90V-550Vdc,最 大直流输入电压 bOOVdc,最 大输入电流 ⒛A/12,5A;

交流输 出:~,22OV,5OHz,Max,38,触 ,额定交流输 出功率 8kW,

R5-7K-s2

直流输入 :MPPT电压 范围 90V-550Vdo,最 大直流输入电压 bOOVdc,最 大输入电流 ⒛A/12。 sA;

交流输 出:~,220V,50Hz,Max,37.⒛ ,额定交流输 出功率 7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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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号:7bso

最 大直流输入电压 600Vdo,最 大输入电流

Max。 ⒛。0A,额 定交流输出功率 bkW。

最 大直流输入电压 600Vdo,最 大输入电流

Max,“。OA,额 定交流输出功率 5kW。

最 大直流输入电压 600Vdo,最 大输入电流

Max。 21。 3A,额 定交流输出功率 绌W,

中国质量认证 中心
中国 北京 南四环西路 188号 9区 100070

h‖pV/www。 cqC。 C0m。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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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证书编号:CQC1BO⒉ 19⒛09

MPPT电 压 范 围

交流输 出:~

产 品认证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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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号:7sso

90V-550Vdo,最 大直流输入电压 600Vdo,最 大输入电流

,2⒛V,sOHz,Max。 15。 QA,额 定交流输出功率 3kW.

注:此附录与证书同时使用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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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AR PR○ DUCT CERTIFICATE

CERT丨 FlCATE No::CQC18024192509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APP凵CANT

Guang⒛ou s酬 i"Elem0∞ ,,ud.

∷    NO,9,Lizhishan ROad,science CⅡ y,Guangzhou High~t0Ch ZOne,Guangdong,P,R,Ch丨 na

∷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MANUFACTURER

∷     N⒐⒐凵zh沁han ROad” f∶}虽::怼{芦萏混ll:∶早l:l∶扌l￡卩圭栈iangd。 ngl RRChina

Ⅱ       ∷∷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FACTORY

∶          Guangzh° u Sanjing E|ectoc Co,,Ltd,(V020919)

Ⅱ   N。 ,9,L丨 zh丨 shan ROad,science CⅡ y,GuangzhOu High~teCh ZOne,GuangdOng,P,R,China
|

⒈J【蕊卩
Hc兮刊oN ∷∷∷

;2, R5ˉ 7Kˉ s2, R5ˉ 8Kˉ s2 (see Appendix)
∶

|    THE sTANDARDs AND TECHN丨 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DUCTs

∷       NB/T320042013(|||aJ W"hout LOW VoⅡ age Ride ThrOugh Teso

∷                 TΥPE OF CERTfICATION sCHEMEs

∴ 珈 e Test"dR刨汨 Ⅷ d№dOγ h叩涮 ⑴ +刚腼 叩 №d唧 h叩涮 ⑴

∷This is t° certify thatthe above men羽 oned productls)c° mpIies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cert盯 icaHon

∷                       ruIes of CQC33· 461239冖 2013.

∷                 VaIid from:May,17,2018

丁he vaIidity ofthe certⅢ cate o su丬 ectto posⅢ ve resuⅡ  ofthe reguIarfOIIow up inspection by‘suing

∷                                    Certification body,

∷                  Date° f° Hgina丨 |ssued∶ May,10J20彳 8

Presiden1

Wang KeJao

CHINA QUAu∵Υ cERTlFICATI0N CENtRE
secⅡon9'N° .188、 N¤ ns∶ hv¤ n XⅡ v、 Be刂ing100070P。 R.Chin¤

hⅡp://www.cqc.c° 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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