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ICS 点击此处添加 ICS号 

CCS 点击此处添加 CCS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XXXXX—XXXX 
      

 光伏系统用蓄电池控制器 
 

Battery charge Controllers for photovoltaic systems 

 

(点击此处添加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的标识) 

（征求意见稿） 

（本草案完成时间：2021.09.22）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XXXX-XX-XX发布 XXXX-XX-XX实施 





GB/TXXXXX—XXXX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技术要求 ........................................................................... 2 

4.1  蓄电池充满保护和恢复功能 ....................................................... 2 

4.2  蓄电池过放保护和恢复功能 ....................................................... 2 

4.3  温度补偿功能 ................................................................... 2 

4.4  静态功耗 ....................................................................... 2 

4.5  充电转换效率 ................................................................... 2 

4.6  放电转换效率 ................................................................... 2 

4.9  锂电池激活功能 ................................................................. 3 

4.10  保护功能 ...................................................................... 3 

4.11  环境可靠性试验 ................................................................ 3 

4.12  防护等级 ...................................................................... 3 

5  试验方法 ........................................................................... 3 

5.1  试验环境要求 ................................................................... 3 

5.2  蓄电池充电保护和恢复功能（4.1）试验 ............................................ 3 

5.3  蓄电池过放保护和恢复功能（4.2）试验 ............................................ 4 

5.4  温度补偿功能（4.3）试验 ........................................................ 5 

5.5  静态功耗（4.4）试验 ............................................................ 5 

5.6  充电转换效率（4.5）试验 ........................................................ 5 

5.7  放电转换效率(4.6)试验 .......................................................... 6 

5.8  MPPT跟踪效率（4.7）试验 ........................................................ 6 

5.9  设置点精确度（4.8）试验 ........................................................ 6 

5.10  锂电池激活（4.9）试验 ......................................................... 6 

5.11  保护功能（4.10）试验 .......................................................... 7 

5.12  环境可靠性试验（4.11） ....................................................... 11 

6  标识、包装、运输、贮存 ............................................................ 12 

6.1  标志 .......................................................................... 12 

6.2  包装 .......................................................................... 12 

6.3  运输 .......................................................................... 12 

6.4  贮存 .......................................................................... 12 



GB/TXXXXX—XXXX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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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9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GB/TXXXXX—XXXX 

1 

  

光伏系统用蓄电池控制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光伏系统用蓄电池控制器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标识、包装、运输、

贮存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电压等级6V～60V的光伏系统用蓄电池控制器，电压等级不在此范围的光伏系统用蓄

电池控制器可参考本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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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064 家用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 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IEC 62509 Battery charge controllers for photovoltaic systems-Performance and functioning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蓄电池控制器 battery charge controller 

太阳能光伏系统中控制蓄电池充电和放电的电力电子装置。 

3.2  

大电流充电 bulk charge 

初始充电阶段，以光伏组件能提供的最大工作电流或控制器的额定电流给蓄电池充电，使得蓄电池

能尽可能快的被充满。 

3.3  

大电流充电电压 bulk voltage 

从大电流充电到下一个充电阶段的门槛电压，也称为提升充电电压。 

3.4  

均衡充电 equalize charge 

在充电过程中，保持一定时间的相对高电压，使用恒压、恒流或者两者结合的充电方式。 

3.5  

浮充充电 float charge 

一种恒压充电阶段，其中将蓄电池保持在低于产生气体的电压来完成充电周期和补偿蓄电池的自放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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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温度补偿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蓄电池温度的差异来自与参考温度的比较（通常为25℃），除了温度系数外，温度补偿通常有最小

值和最大值限制。 

3.7  

最大功率点追踪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实时侦测太阳能板的发电电压，并追踪最高电压电流值，以最大功率输出对蓄电池充电。 

4 技术要求 

4.1 蓄电池充满保护和恢复功能 

控制器应具有防止蓄电池过充的功能，控制器应该根据蓄电池厂商所推荐的过充设置点来切断充电

或调节充电电流以防止蓄电池的过充，其过充保护电压值应由控制器制造商在出厂前预调好，并在控制

器说明文件中注明。 

4.2 蓄电池过放保护和恢复功能 

控制器应具有蓄电池过放保护和恢复功能。当蓄电池电压降低到过放保护电压值，控制器应自动切

断负载，防止蓄电池过放；当蓄电池电升高到过放恢复电压点，控制器应能自动恢复对负载的供电。过

放保护和恢复功能的电压值应由控制器制造商在出厂前预调好，并在控制器说明文件中注明。 

4.3 温度补偿功能 

控制器应具有温度补偿功能，温度系数应由控制器制造商在出厂前预调好，并在控制器说明文件中

注明。 

4.4 静态功耗 

控制器上电启动后，在断开充放电回路状态下，其静态功耗要求见表1。 

表1 静态功耗要求 

标称充电电流值I 允许最大静态功耗 

I<5A 5mA 

5A≤I≤50A 标称充电电流值的0.1% 

I>50A 50mA 

4.5 充电转换效率 

对于开断式或PWM控制器，其充电转换效率应≥95%。 

对于MPPT控制器，其充电转换效率应≥92%。 

4.6 放电转换效率 

对于开断式负载，其放电转换效率应≥95%。 

对于具有LED恒流驱动或恒压输出的控制器，其放电转换效率应≥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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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MPPT跟踪效率 

当光照强度＞200W/m
2
时，MPPT静态跟踪效率应≥99%。 

4.8 设置点精确度 

控制器的电压的测量精度应不超过±2%，电流测量精度应不超过±10%，对于具有LED恒流驱动的控

制器，负载输出电流的测量精度应不超过±5%。 

4.9 锂电池激活功能 

控制器应具备锂电池激活功能。在锂电池发生过放保护后，控制器在光伏侧有正常输入的情况下应

能自动激活锂电池，并恢复对锂电池充电。 

4.10 保护功能 

控制器应具有如下保护功能： 

a) 反向放电保护； 

b) 光伏侧过流保护； 

c) 光伏侧过压保护； 

d) 光伏侧反接保护； 

e) 蓄电池侧反接保护； 

f) 蓄电池侧开路保护； 

g) 负载侧过流保护； 

h) 负载侧短路保护。 

4.11 环境可靠性试验 

试验结束后，控制器应能正常工作。 

4.12 防护等级 

控制器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GB/T 4208规定的IP32。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环境要求 

测试环境条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环境温度：15℃～40℃； 

b) 环境相对湿度：＜90%； 

c) 海拔高度：2000m 以下。    

5.2 蓄电池充电保护和恢复功能（4.1）试验 

充满保护和恢复功能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1。 

a) 将控制器光伏输入侧连接光伏模拟器，蓄电池侧连接蓄电池； 

b) 将光伏模拟器的最大功率点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最大充电电压的 125%±2% ，充电功率设置为控

制器额定充电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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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等控制器开始充电后，观察光伏模拟器上光伏曲线的工作点。当蓄电池电压接近充满点时，控

制器应减小充电电流或停止充电，等待 1分钟后记录蓄电池侧电压，此电压即为提升充电电压； 

d) 如果是 PWM 或是 MPPT 控制器，进入下一步测试。如果控制器为开断式充电方式，当控制器重

新开始充电时，此时蓄电池侧电压即为充电返回电压； 

e) 如果有强制均衡充电功能，则开启均衡充电，记录蓄电池侧电压，此电压即为均衡充电电压； 

f) 让充电控制器自动维持充电周期使其达到并保持浮充状态至少半小时，此时蓄电池侧电压即为

浮充电压。 

+ -PV + -BAT + -LOAD

光伏控制器

+ -

蓄电池

V

+ -

光伏模拟器

A
V

A

 

图1 蓄电池充电保护和恢复测试 

5.3 蓄电池过放保护和恢复功能（4.2）试验 

过放保护和恢复功能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2。 

a) 将控制器蓄电池侧连接直流电源，将直流电源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标称电压；控制器负载侧连接

电子负载，将电流设置为负载额定电流的 10% ± 2%； 

b) 逐步调小直流电源电压，当负载关闭时，蓄电池侧电压即为蓄电池的过放电压； 

c) 逐步调大直流电源电压，当负载重新接通时，直流电源电压即为过放返回电压。 

+ -PV + -BAT + -LOAD

光伏控制器

+ -

直流电源

V

+ -

电子负载

A

V

A

 

图2 蓄电池过放保护和恢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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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有的控制器需要重新充电后才能出现过放保护恢复功能，所以需要有充电过程才能测试到过放返回电压。有的

控制器过放返回电压值会随着过放次数改变，这些特殊设置要根据控制器的说明文档来测试。 

5.4 温度补偿功能（4.3）试验 

温度补偿功能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1。 

将控制器的温度传感器放入环境箱中，随着温度变化，记录不同温度下的提升充电电压和浮充充电

电压，计算温度补偿系数，并绘制出温度系数曲线。 

5.5 静态功耗（4.4）试验 

静态功耗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3。 

a) 将控制器蓄电池侧连接直流电源，直流电源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标称电压，光伏侧和负载侧断开

连接，同时确保控制器负载输出为关闭状态； 

b) 记录蓄电池侧电流表流过的电流。 

+ -PV + -BAT + -LOAD

光伏控制器

+ -

直流电源

A

 

图3 静态功耗测试 

5.6 充电转换效率（4.5）试验 

充电转换效率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4。 

a) 将控制器光伏侧连接光伏模拟器，蓄电池侧并联连接蓄电池和电子负载； 

b) 将电子负载调节到恒压模式，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标称电压； 

c) 将光伏模拟器的最大功率点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最大充电电压的 125%±2% ，输出功率设置为控

制器额定充电功率的 10%； 

d) 将控制器运行模式设置为大电流充电，记录光伏侧和蓄电池侧的电流和电压值，蓄电池侧与光

伏侧功率的比值即为充电转换效率； 

e) 以 10%的幅度将光伏模拟器的充电功率从 10% 递增到 100%，重复以上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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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 + -BAT + -LOAD

光伏控制器

+ -

蓄电池

V

+ -

光伏模拟器

A
V

A

+ -

电子负载

 

图4 充电效率测试 

5.7 放电转换效率(4.6)试验 

放电效率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2。 

a) 将控制器蓄电池侧连接到直流电源，负载侧连接电子负载； 

b) 将直流电源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标称电压，电流设置为负载额定电流的 2倍； 

c) 调节控制器工作模式，让控制器负载侧正常输出； 

d) 将电子负载设置为恒流模式，电流设置为负载额定电流的 10%，记录蓄电池侧和负载侧的电流

电压值，负载侧与蓄电池侧功率的比值即为放电转换效率； 

e) 以 10%的幅度将电子负载的电流值从 10% 递增到 100%，重复以上测试； 

注： 如果控制器负载输出为恒流模式，测试时需要使用具有LED特性的电子负载，电子负载调到恒压模式。 

5.8 MPPT跟踪效率（4.7）试验 

MPPT跟踪效率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4。 

a) 将控制器光伏侧连接光伏模拟器，蓄电池侧并联连接蓄电池和电子负载； 

b) 将电子负载设置为恒压模式，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标称电压； 

c) 将光伏模拟器的最大功率点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最大充电电压的 125%±2%，输出功率设置为控

制器额定充电功率的 20%； 

d) 将控制器运行模式设置为大电流充电，记录光伏侧的电流和电压值，光伏侧功率与模拟曲线最

大功率的比值即为 MPPT跟踪效率； 

e) 以 10%的幅度将光伏模拟器的输出功率从 20% 递增到 100%，重复以上测试。 

5.9 设置点精确度（4.8）试验 

电压设置点精确度试验方法按照5.2和5.3进行，记录试验的提升充电电压、均衡充电电压、浮充电

压、蓄电池过放电压和过放返回电压值。 

5.10 锂电池激活（4.9）试验 

锂电池激活功能的测试电路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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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光伏模拟器的最大功率点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最大充电电压的125%±2%，输出功率设置为控制

器额定充电功率的10%； 

b) 控制器蓄电池侧连接蓄电池和1只二极管（二极管的反向工作峰值电压和最大正向平均整流电

流要满足实际测试需求）； 

c) 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蓄电池侧电流表是否有电流流过，电压表电压是否正常。 

 

图5 锂电池激活功能测试 

5.11 保护功能（4.10）试验 

5.11.1 反向放电保护试验 

反向放电保护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6。 

a) 将蓄电池侧连接直流电源，光伏侧连接电流表； 

b) 将直流电源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标称电压，检查电流表有无电流通过，记录流过电流表的电流

大小。 

A

+ -PV + -BAT + -LOAD

光伏控制器

+ -

直流电源

 

图6 反向放电保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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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光伏侧过流保护试验 

光伏侧过流保护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4。 

a) 将控制器光伏侧连接光伏模拟器，蓄电池侧并联连接蓄电池和电子负载； 

b) 设将电子负载设置为为恒压模式，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标称电压； 

c) 将光伏模拟器的最大功率点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最大充电电压的 125%±2% ，调节光伏模拟器输

出功率，使控制器充电电流达到额定值； 

d) 继续增大光伏模拟器输出功率，以 5%的幅度逐步递增至 1.25倍额定充电功率，并持续 1小时，

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 

e) 将光伏模拟器输出功率恢复至额定值，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 

5.11.3 光伏侧过压保护试验 

光伏侧过压保护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4。 

a) 将控制器光伏侧连接光伏模拟器，从蓄电池标称电压值开始，以 2%的幅度逐步递增至控制器

规格书规定的光伏侧最大输入电压，并持续 1小时，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 

b) 将电压恢复至正常值，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 

5.11.4 光伏侧极性反接保护试验 

光伏侧极性反接保护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7。 

a) 将控制器光伏侧反向连接光伏模拟器，蓄电池侧连接蓄电池，并断开负载侧的连接； 

b) 将光伏模拟器的开路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标称电压的 175%±2%，输出功率设置为控制器额定功

率； 

c) 持续 5分钟，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 

d) 将光伏侧连接恢复正常，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 

+ -PV + -BAT + -LOAD

光伏控制器

+ -

蓄电池

V

+ -

光伏模拟器

V

 

图7 光伏测极性反接保护测试 

5.11.5 蓄电池侧极性反接保护试验 

蓄电池侧极性反接保护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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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直流电源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标称电压，电流设置为控制器额定充电电流； 

b) 持续 5分钟，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 

c) 将蓄电池侧连接恢复正常，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 

+ -PV + -BAT + -LOAD

光伏控制器

+ -

直流电源

 

图8 蓄电池侧极性反接保护测试 

5.11.6 蓄电池侧开路保护试验 

蓄电池侧开路保护的测试电路见图9。 

a) 光伏侧连接光伏模拟器，蓄电池侧并联连接蓄电池和电子负载； 

b) 将电子负载设置为恒压模式，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标称电压； 

c) 将光伏模拟器的最大功率点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最大充电电压的 125%±2% ，调节光伏模拟器功

率输出，使控制器充电功率达到额定值的 80%； 

d) 正常充电后，断开蓄电池侧开关并持续 5分钟，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此时负载侧电压应

不大于蓄电池最大充电电压； 

e) 恢复蓄电池侧的连接，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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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 + -BAT + -LOAD

光伏控制器

+ -

蓄电池

V

+ -

光伏模拟器

A
V

A

+ -

电子负载

V

 

图9 蓄电池侧开路保护测试 

5.11.7 负载侧过流保护试验 

负载侧过流保护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2。 

a) 将控制器蓄电池侧连接直流电源，负载侧连接电子负载，打开控制器负载输出； 

b) 将直流电源电压设置为蓄电池标称电压，电流设置为控制器最大放电电流的 2倍； 

c) 将电子负载设置为恒流模式，调整电子负载的电流值，以 1%的幅度从控制器最大放电电流逐

步递增至控制器规格书所标称的过流值，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检查负载是否正常关闭； 

d) 将电流恢复至额定值，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 

5.11.8 负载侧短路保护试验 

负载侧短路保护试验的测试电路见图10。 

a) 将控制器蓄电池侧连接充满电的蓄电池，负载侧并联 1个外接短路开关； 

b) 控制器负载侧正常输出后，闭合外接短路开关，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负载侧电压值是

否正确； 

c) 断开外接短路开关，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负载侧电压值是否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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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 + -BAT + -LOAD

光伏控制器

+ -

蓄电池

V

 

图10 负载侧短路保护测试 

5.12 环境可靠性试验（4.11） 

5.12.1 低温贮存试验 

将控制器放入温度为（-30±3）℃的环境箱中，持续24h，取出控制器，在5.1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放

置2h，通电检查控制器。 

5.12.2 低温工作试验 

将控制器放入温度为（-25±3）℃的环境箱中，通电使其正常工作并持续2h, 取出控制器，在5.1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放置2h，通电检查控制器。 

5.12.3 高温贮存试验 

将控制器放入温度为（70±3）℃的环境箱中，持续24h，取出控制器，在5.1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放

置2h，通电检查控制器。 

5.12.4 高温工作试验 

将控制器放入温度为（45±3）℃的环境箱中，通电使其正常工作并持续2h, 取出控制器，在5.1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放置2h，通电检查控制器。 

5.12.5 恒定湿热试验 

将控制器放入温度为（45±3）℃，相对湿度为（93±3）%的环境箱中，通电使其正常工作并持续

2h, 取出控制器，在5.1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放置2h，通电检查控制器。 

5.12.6 防护等级（4.12） 

按标准GB/T 4208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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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识、包装、运输、贮存 

6.1 标志 

产品应有下列清晰、耐久标志。 

• 制造厂名称或注册商标； 

• 产品型号； 

• 接线侧图标或文字说明； 

• 电性能参数，如额定电压、最大充电电流等。 

6.2 包装 

产品应有独立包装；包装箱应牢固，有防潮措施；包装盒内应附有产品说明书和合格证。 

包装箱上应有如下标志： 

• 符合 6.1有关规定的标志； 

• 产品数量； 

• 装箱日期及批号。 

6.3 运输 

运输时应防雨淋和强烈振动。 

6.4 贮存 

产品使用前应存放在原包装内，存放环境应通风良好，相对湿度不超过70%。存放环境中不允许有

各种有害气体、易燃易爆物品、腐蚀性化学物和强磁场，包装箱不可重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