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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等同采用 IEC 62979:2017《光伏组件-旁路二极管-热失控试验》，文件类型由IEC的标准调

整为我国的国家标准。 

本文件由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太阳光伏能源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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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旁路二极管热失控测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一种应用光伏组件中旁路二极管的热失控评估方案。该方案用于评估已经安装在光伏

组件中的旁路二极管是否容易发生热失控现象，或者接线盒的散热能力是否足够使二极管在不过热的情

况下从正向偏置转变为反向偏置。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肖特基二极管，因为肖特基二极管具有在高温下漏电流随反向偏压提高而增大的

特性，这个特性使得肖特基二极管容易发生热失控现象。 

使用p-n结二极管作为旁路二极管的式样不需要进行本文要求的热失控试验方法，因为p-n结二极管

具有很强的承受反向偏压的能力。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IEC TS 61836（所有部分） 光伏能源系统–术语、定义和符号 （Solar photovoltaic energy systems 

- Terms, definitions and symbols）。 

3 术语和定义 

IEC TS 6183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反向电流 reverse current 

流经旁路二极管的与二极管极性方向相反的电流。 

 

反向偏压 reverse bias voltage 

旁路二极管两端施加的与二极管极性方向相反的电压。 

 

Tlead 

热电偶测量的旁路二极管引线的温度。 

4 热失控试验 

二极管热失控机理 

一些在光伏组件中的旁路二极管具有反向偏置状态下反向电流随温度升高而增大的特性。如果旁路

二极管在转变为反向偏置时，已经处于很高的温度环境中，二极管内部就可能会有较大的反向电流，这

个反向电流可能会导致二极管温度进一步升高。当温升超过接线盒散热能力的时候，温升和反向电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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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旁路二极管失效，进而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这种现象被称为“热失控”。因此应对光伏组件接

线盒中旁路二极管的热设计进行检测，以确保热失控现象不会发生。 

 

图1 热失控现象示意图 

曲线R表征了反向偏压造成的输入功率与结温的关系。如图所示，在高结温区域，输入功率上升十

分迅速。接线盒的散热能力在图中用“散热”曲线表示，“散热”曲线与曲线R的交点为临界温度TC。 

当结温高于临界温度TC时，旁路二极管反向偏置，输入功率就会超过接线盒散热能力，从而导致 结

温不断升高，直到热失控现象发生。 

当结温低于临界温度时二极管反向偏置，输入功率会低于散热能力，这种情况下结温会逐渐下降 至

环境温度。 

曲线F1与F2表示正向电流IF1和IF2产生的输入功率与结温的关系。其与“散热”曲线的交点显示了正

向偏置时的平衡温度。 

当曲线F1对应的平衡温度TF1高于临界温度TC时，二极管反向偏置时容易发生热失控现象。当曲线F2

对应的平衡温度TF2低于临界温度TC时，二极管反向偏置时不易发生热失控现象。 

试验条件 

热失控试验宜在以下条件下执行： 

a) 初始组件温度: (90±2) ℃。 

对于带有“仅用于开放支架安装”标签的组件初始温度可降至(75±2)℃。 



GB/T XXXXX—XXXX 

3 

由于热失控现象的发生与反向偏置时的温度有关，故热失控试验需要在组件正常工作时有可

能达到的最高环境温度下进行。 

组件温度通过测量 Tlead 获得。 

b) 设定正向电流: 1.25×光伏组件“STC 条件下短路电流（ISC）”施加于被测旁路二极管。 

c) 设定反向偏压: 光伏组件中受此被测二极管保护的电池组串 STC 条件下开路电压（VOC）施加

于被测二极管。 

试样制备 

试样宜为实际应用的组件或与实际应用的组件具有相同构成的特殊样品。 

当进行测试的环境箱尺寸有限时，可使用特殊样品。 

上述特殊样品是用来模拟真实组件的，其结构包含一块前盖板与背板的层压件及粘结其上的接线盒， 

该接线盒内部含有被测旁路二极管。 

因为热失控现象的发生与旁路二极管的散热效果有关，故被测二极管应采用与实际应用的组件中同

样的安装方式。特殊样品可由组件或接线盒制造商提供。 

如果使用实际应用的组件，电池片组串宜与旁路二极管断开电连接。 

组件测试所需线缆应与试样一起提供。 

为了测得Tlead和每个旁路二极管的电压，提供试样时，应将引线和热电偶按图2所示的方法连接。 

热电偶宜安装在旁路二极管的负极引线上，并尽可能地靠近二极管体。 

 

图2 Tlead与正向电压的测试电路图 

试验设备 

a) 能将组件加热到(90±2)℃的环境箱。 

b) 试验箱环境温度可控，监测精度±2.0℃，重复性±0.5℃。 

c) 热电偶及温度记录设备测试精度±1℃。 

本测试中可使用通用的带焊接接头的 T 型热电偶（铜-康铜），其最大量程为 200℃～250℃，

该量程通常高于观测温度 Tc（临界温度），但当热失控现象发生时，被测温度会进一步升高，

并很有可能超过 T 型热电偶的最大量程上限。为此，还需通过测量流经二极管的反向电流来

捕捉热失控现象。 

d) 试验设备须具备采用 4.2 b）中的方法施加正向电流的能力。具备全程监测流经组件的正向电

流的能力，以及监测选定的被测二极管的正向电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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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试验设备须具备在旁路二极管两端施加 4.2 c）中反向电压的能力，以及在特定反向偏压情况

下，给被测组件施加 1.25倍短路电流的能力。具备测定旁路二极管反向电流及反向偏压的能

力。 

f) 试验设备具备按照电路图 3、图 4，从正向电流注入切换到施加反向偏压的能力（切换时间 10 

ms以内）。 

设备设计中应尽量避免有害的电压尖峰的影响。 

 

图3 旁路二极管通正向电流电路图 

 

图4 旁路二极管施加反向偏压电路图 

试验方法 

a) 为获得旁路二极管的初始特性，并确保旁路二极管工作正常，首先在室温条件(25±5)℃下测

量二极管的反向特性，包括施加 4.2 c）中反向电压状态下的反向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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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挑选被测二极管，在室温条件(25±5)℃下，根据 4.2 b）给试样的所有旁路二极管通正向电

流，挑选温度最高的二极管为被测二极管。如果有二极管被安装在其他位置例如层压在封装

材料中等，挑选出温度最高的二极管为被测二极管。 

c) 将测试样品与必要的测量和监测设备放入环境箱后, 将其加热至 4.2 a）所指定的初始模块温

度。应考虑尽量减少空气流量对室内试样的影响。 

d) 给旁路二极管施加设定正向电流4.2 b）40分钟后，待Tlead在10分钟内变化范围不超过0.3℃，

关闭正向电流，并在 10 ms内将 4.2 c）中设定反向偏压施加于内测旁路二极管两端。持续观

察被测二极管的反向电流与温度变化。 

大多数情况下反向电流和 Tlead 都会很快有所升降（如图 5所示），保持不变的情况较少。少

数情况下，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清楚观察到其变化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本测试至少需保持 2

分钟。 

如果反向电流增加到反向偏置电源允许的极限，此时认为热失控现象发生，应立即停止反向

偏置电源。 

e) 将试样从高温环境箱中取出。 

f) 测试后检测二极管性能，待试样降温后，在室温条件(25±5)℃下测试旁路二极管的反向特性，

包括 4.2 c）中设定的反向偏压状态下的反向电流大小等。然后将测试后反向电流大小与 4.5 

a）中测得的初始值进行比较。 

 

图5 典型的热失控现象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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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非失控现象曲线图 

5 合格与不合格的判定 

a) 如果在测试过程中施加反向偏压的阶段 4.5 d）Tlead和反向电流均减小，且测试后反向 电流测

试 4.5 f）不超过初始值 4.5 a）的 5 倍，则认为旁路二极管热失控测试结果合格。 

b) 如果在测试过程中施加反向偏压的阶段 4.5 d）Tlead和反向电流均增加，或测试后反向电流测

试 4.5 f）超过初始值 4.5 a）的 5 倍，则认为旁路二极管热失控测试不合格。 

6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包含重现测试结果所需的信息, 以及所测试样本的详细情况, 应注意以下事项: 

a) 标题; 

b) 测试实验室的名称和地址，开展实验的地址； 

c) 报告与每一个的唯一标识;  

d) 合适处注明客户姓名与地址; 

e) 试样的详细规格、描述与鉴定; 

f) 合适处注明测试委托接受日期与测试日期;  

g) 表明测试所用测试设备与其他相关设备;  

h) 合适处注明抽样参照程序; 

i) 注明指定测试条件的数值，并注明所有的误差来源与添加和删除项，测试方法以及与特定测

试结果、测量和检测相关的任何其他信息，并将结果以表格、图表、草图或照片等形式展示

出来，包括： 

——测试组件初始温度； 

——设定正向电流4.2 b)； 

——设定反向偏压4.2 c)； 

——旁路二极管注入正向电流； 

——通正向电流至稳定时Tlead的值； 

——通正向电流至Tlead稳定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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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正向电流后，施加反向偏压的切换时间； 

——旁路二极管上所施加的反向偏压； 

——指定反向偏压的施加时间； 

——施加反向偏压后Tlead的数据记录； 

——施加反向偏压后二极管反向电流记录； 

——被测试样的照片与描述； 

——热失控试验前后二极管特性测试记录； 

j) 不确定度评估（相关处）； 

k) 对报告及证书内容负责人的签名或等同身份证明以及签发日期； 

l) 在相关处说明结果仅与所测试的项目有关的声明； 

m) 不经实验室书面批准, 不得转载证书或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