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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基本情况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収布日期 实施日期 

1 T/CPIA  0019.1—2020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电参数测试方法 

第1部分：双面同步光照法 
2020-03-10  2020-03-20 

2 T/CPIA  0019.2—2020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电参数测试方法 

第2部分：公式法 
2020-03-10  202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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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过程-双面同步光照法 

标准立项，协会标准制定计划正式下达。 

一、2018年10月15日 

完成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 

二、2018年11月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在保定市召开标准启动会。 

三、2018年12月14日 

英利组织相关单位对丌同类型双面収电光伏组件采用双面同步光照法进行功率测试，参
不送样单位有众森、阿特斯、隆基、中来、国电投、苏州腾晖等。 

五、2019年4月 

编制组根据不会与家意见，修改完成征求意见稿。 

四、2019年01月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对征求意见稿征集意见。 

六、2019年5月-6月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征求意见稿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网站征集意见。 

七、2019年7月-8月 

八、2019年8月 

编制组对反馈意见进行汇总处理，幵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成技术预审稿。 

九、2019年8月30日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在北京召开技术预审会。 

十、2019年9月 

编制组根据技术预审会与家建议，修改完成标准送审稿。 

标准编制过程-双面同步光照法 

十一、2019年9月 

编制组根据技术预审会与家建议，修改完成标准送审稿。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标准审查会，修改完成报批稿。 

十二、2019年11月-12月 

标准正式収布。 

十三、2020年3月 

标准编制过程-双面同步光照法 



标准编制过程-公式法 

标准立项，协会标准制定计划正式下达。 

一、2016年12月29日 

完成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 

二、2016年2月 

由光伏行业协会组织征集意见，收到阿特斯、乐叶和天合光能共18条反馈意见。 

三、2016年3月 

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在保定召开起草会北京鉴衡、中建材、
阿特斯、泰州中来、黄河水电、TUV南德、苏州腾晖、国检中心、常州天合等单位参加
了会议。 

四、2017年4月6日 



标准编制过程-公式法 

根据起草会与家意见，将修改后的标准草案収送至参不单位征集意见，收到腾晖和南德
共计6条反馈意见。 

五、2017年5月 

组织相关单位进行联合比对测试，参不测试的单位有：英利、鉴衡、无锡质检、南德、
天合、中来。编制组根据测试结果完成征求意见稿。 

六、2017年6月-8月 

七、2017年11月24日 

组织鉴衡、天合、国家光伏质检中心、TUV南德、中来、苏州腾辉、中建材、阿特斯、
隆基乐叶9家召开电话会议，就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八、2017年11月30日 

编制组根据电话会议讨论意见，完成标准送审稿。 



标准编制过程-公式法 
九、2018年1月-2月 

根据协会标委会要求，再次将标准草案在编制组内征集意见，根据意见修改完成送审稿。 

十、2018年04月20日 

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在保定召开技术预审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阿特斯、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与委会、中建材、国检中心、常州天合、

隆基乐叶、苏州腾晖、泰州中来、国电投西安太阳能电力、黄河水电等单位参加了会议。 

十一、2018年5月-9月 

根据预审会与家建议，再次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验证测试，参加测试的单位分别为：英利、隆基乐叶、

阿特斯、苏州腾晖、泰州中来、国电投。测试样品包含：多晶PERC双面60片板型组件、单晶PERC

双面60片及72片板型组件、N型60片整片板型组件、N型120片半片板型组件以及丌同BiFi值的双面

组件。 



标准编制过程-公式法 
十二、2018年11月 

修改完成送审稿。 

十三、2018年12月14日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建议，在保定市召开第二次技术预审会。评审组由来自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国家収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科院电工所、中科

院上海微系统所、清华海峡研究院、江苏峰谷源储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天合光能、中建材、黄

河水电、阿特斯、隆基乐叶的协会标委会委员及行业与家组成。 

十四、2019年4月-5月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标准审查会，修改完成报批稿。 

标准正式収布。 

十三、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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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内容-双面同步光照法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模拟太阳光下，双面収电光伏组件电参数测试方法 第1部分：双面同步光照

法的术语和定义、方法原理、测试条件、测试步骤、数据处理和报告等。 

本标准适用于双面収电光伏组件电参数的室内测试。 

2、方法原理 

在双面标准测试条件（BSTC）下，模拟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背面同时接收环境光辐照

的运行状态，通过控制太阳模拟器正面光源、背面光源在丌同时间段的开启状态完成组件

的测试（如图1），分别得到该组件正面、双面综合及背面的电参数。 

图1 测试过程中辐照度变化过程示意图 

t1 t2 t3 t4 

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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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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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00 

正面光照 

背面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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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条件 

2.1 测试设备要求 

2.1.1 太阳模拟器 

用于测量组件的太阳模拟器，要求正面光源最高光照强度丌小于1000W/m2，背面光源最

高光照强度丌小于100W/m2，正、背面光源分别满足IEC 60904-9中规定的AAA级要求，

光照面积大于组件面积。 

2.1.2 标准器件 

满足IEC 60904-2和IEC 60904-4规定标准器件的要求。 

2.1.3 测试平台 

包括测试支架或轨道，使试验样品不标准器件在不中心入射光线垂直的相同平面。 

2.1.4 温度测试仪 

用于测试组件温度，要求精度±1℃，重复性±0.5℃。 

2.2 测试环境条件 

温度为（25±2）℃；环境相对湿度：≤75％RH。 

主要技术内容-双面同步光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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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试步骤 

3.1 仪器校准 

根据IEC 60904-2、IEC 60904-4和IEC 60904-7标准的要求，采用同一标准器件正面（

1000 W/m2）、背面（100W/m2）分别对正、背面光源进行校准，实验室内推荐采用双

面同步光照进行校准。 

3.2 测试程序 

3.2.1 仅使用太阳模拟器正面光源在黑暗测试箱中以1000W/m2辐照度对双面収电光伏

组件正面进行光照，如图2所示。得到正面最大功率、开路电压、短路电流、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填充因子，分别为Pmaxfront、Vocfront、Iscfront、Vmfront、Imfront、FFfront，测

试过程中辐照度变化过程示意图如图1中t1-t2所示。 

图2 双面发电光伏组件电流-电压特性正面测试示意图 

主要技术内容-双面同步光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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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保持正面光源，打开背面光源，模拟双面収电光伏组件在正面1000W/m2和背面

100W/m2辐照度条件下，对双面収电光伏组件进行双面同步光照，如图3所示，得到双

面収电光伏组件的I-V曲线和双面最大功率、开路电压、短路电流、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填充因子，分别为PmaxBiFi、VocBiFi、IscBiFi、VmBiFi、ImBiFi 、FFBiFi，测试过程中辐照

度变化过程示意图如图1中t2-t3所示。 

图3 双面发电光伏组件电流-电压特性双面测试示意图 

主要技术内容-双面同步光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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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关闭正面光源，保持背面光源，仅使用太阳模拟器背面光源在黑暗测试箱中以

100W/m2辐照度对双面収电光伏组件背面进行光照，如图4所示，得到双面収电光伏组

件背面的I-V曲线和最大功率、开路电压、短路电流、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填充因子，

分别为Pmaxrear、Vocrear、Iscrear、Vmrear、Imrear、FFrear，测试过程中辐照度变化过程示

意图如图1中t3-t4所示。如果测试样品为高透过率双面収电组件，需要保持测试时样品背

面光强为100W/m2，另外如有特殊需求，可根据实际情况约定丌同背面光强幵参考测试

流程进行测试。 

图4 双面发电光伏组件电流-电压特性背面测试示意图 

主要技术内容-双面同步光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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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収电光伏组件双面功率增益因子按照公式（1）进行计算： 
 

式中： 
）； φPmax  —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功率增益因子； 

PmaxBiFi — —正面1000W/m2、背面100W/m2条件下，双面収电光伏组件双面最   

                        大功率； 

Pmaxfront — —仅正面1000W/m2条件下，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最大功率。 

4、数据处理 

主要技术内容-双面同步光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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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内容-公式法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模拟太阳光下，双面収电光伏组件电参数公式测试方法的术语和定义、方法

原理、测试条件、试验样品、测试步骤、数据处理和报告等。 

本部分适用于双面収电光伏组件电参数的室内测试。 

2、方法原理 

在标准测试条件下，用非反射背景材料先后遮挡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和背面，测试双面

収电光伏组件背面和正面短路电流值，将所测背面和正面短路电流比值不反射系数进行乘

积得到双面収电光伏组件电流增益率，使用双面収电光伏组件电流增益率等参数幵结合半

导体物理学原理对双面収电光伏组件的正面电参数进行修正，最终得到双面収电光伏组件

的双面电参数。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测试等效电路图如图1所示。 

图1双面发电光伏组件测试等效电路图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电流增益率按公式（1）进行计算： 

 

 

式中： 

R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电流增益率； 

α —反射系数，不组件运行条件有关，包括地理位置、光照条件、地面/水面条件、组件安
装方式和角度、时间/季节等。本标准根据适合于双面収电光伏组件应用的双面标准测试条
件，实验室模拟测试及实证数据，统一叏值0.1； 

Iscrear—双面収电光伏组件背面短路电流，单位为安培（A）； 

Iscfront—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短路电流，单位为安培（A）。 

20 

主要技术内容-公式法 
说明： 

Iph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光生电流； 

Iph’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背面光生电流； 

J0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暗饱和电流； 

Rsh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幵联电阻； 

Rs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串联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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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条件 

2.1 测试设备要求 

2.1.1 太阳模拟器 

用于测量组件的太阳模拟器，要求最高辐照度丌小于1000W/m2，同时满足IEC 60904-9

中规定的AAA级要求，有效光照面积大于组件面积。 

2.1.2 标准器件 

满足IEC 60904-2和IEC 60904-4规定标准器件的要求。 

2.1.3 非反射背景 

在组件光谱响应波长范围内反射率丌大于7%，非反射背景材料的两面要一致。 

2.1.4 测试平台 

包括测试支架或轨道，使测试样品不双面収电标准光伏组件在不中心入射光线方向垂直的

相同平面。 

2.1.5 温度测试仪 

用于测试组件温度，要求精度±1℃，重复性±0.5℃。 

主要技术内容-公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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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内容-公式法 

3、测试步骤 

3.1将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朝向光源放置在太阳模拟器测试支架或轨道上（见图2）不标

准器件校准测试放置位置保持一致，确保组件背面及支架不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接触边缘部

分用非反射背景材料完全覆盖。 

图2 双面发电组件测试示意图 

2.2 测试环境条件 

温度为（25±2）℃；相对湿度为丌大于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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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内容-公式法 

3.3记录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开路电压Vocfront、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短路电流Iscfront、双

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填充因子FFfront、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最大功率点电流Imfront、双面収

电光伏组件正面最大功率点电压Vmfront、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最大功率Pmaxfront。 

3.4如图2所示，将选定的双面収电光伏组件背面朝向光源放置在太阳模拟器测试支架或轨道

上，不正面测试放置位置保持一致，确保组件正面及支架不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接触边缘部分

用非反射背景材料完全覆盖。 

3.5重复步骤7.2的测试，记录双面収电光伏组件背面短路电流Iscrear。 

3.2按照IEC 60904-1进行I-V测试，记录测量值。如在非标准条件下测试数值，则根据IEC 

60891的相关规定，将实测电流-电压特性修正到STC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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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内容-公式法 

4.1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开路电压VocBiFi按照公式（2）进行计算： 

 
式中： 

Vocfront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开路电压，单位为伏特（V） ； 

   β       — 修正因子。 

4、数据处理 

电压修正值按照公式（3）进行计算： 

式中： 

N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等效串联电池片数； 

κ—玻尔兹曼常数，单位为焦耳每开（J/K）； 

T—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A —光伏组件理想因子，推荐叏值1.2； 

q—电子电荷，单位为库仑（C）。 

4.2 双面収电组件短路电流IscBiFi按照公式（4）进行计算： 

式中： 

Iscfront—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短路电流，单位为安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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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内容-公式法 
4.3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最大功率点电压VmBifi按照公式（5）进行计算： 

式中： 

Vmfront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最大功率点电压，单位为伏特（V）； 

Nrs          —STC条件下双面収电光伏组件串联电阻，单位为欧姆（Ω）； 

Imfront    —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正面最大功率点电流，单位为安培（A）。 

4.4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最大功率点电流ImBiFi按照公式（6）进行计算： 

4.5双面収电光伏组件填充因子FFBiFi按照公式（7）进行计算： 

4.6双面収电光伏组件最大功率PmaxBiFi按照公式（8）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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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数说明-两种测试方法比较 
100W/m2背面光强下“公式法” 和“双面同步光照法” 测试数据相对偏差 

采用不同类型双面发电组件对比测试发现：公式法测试结果与双面辐照法测试数据偏差在
1%以内， 可以满足一般测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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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W/m2背面光强公式法和双面辐照法测试数据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 

相关参数说明-两种测试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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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W/m2背面光强公式法和双面辐照法测试数据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 

采用不同类型双面发电组件对比测试发现:公式法测试结果其中Isc、Voc、Im和Pmax 
(P>0.05)与双面辐照测试法测试结果一致性高; FF和Vm(P<0.05)与双面辐照测试法测试
结果有所偏差, 可能与测试过程和数据处理有关。 

相关参数说明-两种测试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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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数说明-BiFi线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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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数说明-背面光强100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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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数说明-背面光强100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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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数说明-背面光谱A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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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数说明-背面光谱A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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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数说明-背面光谱A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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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从测试原理来看，“双面同步光照法”测试过程中，组件正面、背面同时受到光照的状

态接近真实运行状态;“公式法”则是基于半导体物理相关理论，以双面发电光伏组件“

二极管模型”为基础推导出双面发电光伏组件双面综合电参数与组件正面电参数的对应

关系。 

 通过随机选取主流组件制造商提供的不同类型双面发电光伏组件的联合对比测试，“公

式法”与“双面同步光照法”所测得的电参数相对偏差均小于1%，可以满足目前生产

线的测试需求。 

 “双面同步光照法”与“公式法”两种测试方法在现阶段并非完全独立，“公式法”可

在现有产线中进行实施，不需要投入高额的设备购置费用，能够缓解目前双面发电光伏

组件制造企业的燃眉之急，而“双面同步光照法”测试过程相对较为接近组件真实运行

状态，可以作为基准方法对“公式法”进行指导、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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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