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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瓦太阳能公司 
 

 
 
英诺瓦太阳能是一家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国际公司，公司主营光伏型和热能型太阳能产品，客户使用我们的

产品，不但可以减少环境影响，还可以在设施和能源方面提高效率。 

 
在英诺瓦太阳能，技术一直是重中之重。 

 

我们开发的产品凭借先进的技术，不仅提高了公司竞争力，还有助于环境保护。我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

质服务，保证不负客户厚望，让客户百分百满意。 

 
我公司的分销网络正稳步发展，可以在 短时间内提供 高品质的服务。 

 
随着替代能源的发展，我们会在各个领域内崭露头角，为我们的产品及服务提供增值服务，具体如下： 

 
√ 建议 

√ 竞争力 

√ 可持续性 

√ 专业技术 

√ 服务质量 

√ 经国际公认的各大实验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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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組件 - 非标 
 

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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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電池板单晶 - 組件 
 

 
 

 
 

组件 说明 

玻璃 猝灭和超透明，它提供了刚性的联合和保护细胞的活性表面。 

密封 它的功能是封装在上面的电路单元。 

电池类型 单晶硅效率高，是电力的发电机。 

密封 它的功能是封装的电路单元中的底部。 

后路椎板 它提供了电隔离的模块的背面。 

接线盒 它提供的模块电连接到安装的其余部分的简单方法。 

连接头 快，男性和女性的水密设计（正）（负）连接，以防止误。 

结构 阳极氧化铝。它提供了一个锚定系统模块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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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電池板单晶 - 模型 
 
TPT与白铝 

 
 
TPT黑色和白色的铝 

 
 
TPT和铝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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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5W 
 

  
 

机械特性(STC) 
大功率 瓦 5 

公差 瓦 0 ~ + 0.1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9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0.28 

开路电压 伏 22.30 
短路电压 安培 0.30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9.07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90毫米 7.5英寸 
 宽度 290毫米 11.4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0.8千克 1.8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62.5 x 13.8毫米 2.5 x 0.5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 mm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 mm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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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1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0 

公差 瓦 0 ~ + 0.3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6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0.57 

开路电压 伏 22.60 
短路电压 安培 0.61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9.85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290毫米 11.4英寸 
 宽度 350毫米 13.8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1.4千克 3.1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78 x 21.9毫米 3 x 0.86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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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1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5 

公差 瓦 0 ~ + 0.4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3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0.87 

开路电压 伏 22.50 
短路电压 安培 0.93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0.77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398毫米 15.7英寸 
 宽度 350毫米 13.8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1.8千克 4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2 x 18单位 
 大小 156 x 17毫米 6 x 0.67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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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2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20 

公差 瓦 0 ~ + 0.6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7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1.13 

开路电压 伏 22.60 
短路电压 安培 1.21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1.73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487毫米 19.2英寸 
 宽度 350毫米 13.8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2.1千克 4.6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2 x 18单位 
 大小 156 x 21.9 mm 6 x 0.86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 mm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 mm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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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2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25 

公差 瓦 0 ~ + 0.7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3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1.44 

开路电压 伏 22.50 
短路电压 安培 1.54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1.39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428毫米 16.9英寸 
 宽度 513毫米 20.2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2.7千克 6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3 x 12单位 
 大小 156 x 28.2毫米 6 x 1.11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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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3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30 

公差 瓦 0 ~ + 0.9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6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1.69 

开路电压 伏 22.60 
短路电压 安培 1.81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31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475毫米 18.7英寸 
 宽度 513毫米 20.2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3.1千克 6.8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32毫米 6 x 1.26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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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3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35 

公差 瓦 0 ~ + 1.0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7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1.98 

开路电压 伏 22.60 
短路电压 安培 2.11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20.54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419毫米 16.5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3.3千克 7.3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38.25毫米 6 x 1.51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 mm 35.4英寸 
 部分 4 mm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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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4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40 

公差 瓦 0 ~ + 1.2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7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2.26 

开路电压 伏 22.60 
短路电压 安培 2.41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59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470毫米 18.5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3.6千克 7.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43.7毫米 6 x 1.72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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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4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45 

公差 瓦 0 ~ + 1.3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3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2.60 

开路电压 伏 22.50 
短路电压 安培 2.79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58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529毫米 20.8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4.3千克 9.5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51毫米 6 x 2.01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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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5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50 

公差 瓦 0 ~ + 1.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4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2.87 

开路电压 伏 22.60 
短路电压 安培 3.08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95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571毫米 22.5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5千克 11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56.1毫米 6 x 2.21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规格及技术数据的变更不再另行通知。 18/77 

SI-ESF-M-NE-M-5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55 

公差 瓦 0 ~ + 1.6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1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3.22 

开路电压 伏 22.30 
短路电压 安培 3.47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69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641毫米 25.2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5.5千克 12.1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63.9毫米 6 x 2.52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规格及技术数据的变更不再另行通知。 19/77 

SI-ESF-M-NE-M-6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60 

公差 瓦 0 ~ + 1.8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5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3.43 

开路电压 伏 22.50 
短路电压 安培 3.69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3.25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670毫米 26.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5.7千克 12.6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67.05毫米 6 x 2.64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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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6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65 

公差 瓦 0 ~ + 1.9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6.9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3.85 

开路电压 伏 22.20 
短路电压 安培 4.15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47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771毫米 30.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6.5千克 14.3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78毫米 6 x 3.07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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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7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70 

公差 瓦 0 ~ + 2.1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5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4 

开路电压 伏 22.50 
短路电压 安培 4.28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3.43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771毫米 30.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6.5千克 14.3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78毫米 6 x 3.07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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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7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75 

公差 瓦 0 ~ + 2.2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6.7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4.49 

开路电压 伏 22.10 
短路电压 安培 4.91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33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900毫米 35.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7.5千克 16.5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92.3毫米 6 x 3.63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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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8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80 

公差 瓦 0 ~ + 2.4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2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4.65 

开路电压 伏 22.40 
短路电压 安培 5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3.15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900毫米 35.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7.5千克 16.5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92.3毫米 6 x 3.63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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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8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85 

公差 瓦 0 ~ + 2.5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6.7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5.09 

开路电压 伏 22.10 
短路电压 安培 5.53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51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005毫米 39.6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8.1千克 17.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04毫米 6 x 4.09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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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9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90 

公差 瓦 0 ~ + 2.7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2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5.23 

开路电压 伏 22.40 
短路电压 安培 5.62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3.25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005毫米 39.6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8.1千克 17.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04毫米 6 x 4.09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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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9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95 

公差 瓦 0 ~ + 2.8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5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5.37 

开路电压 伏 22,60 
短路电压 安培 5.73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3.98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005毫米 39.6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8.1千克 17.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04毫米 6 x 4.09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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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10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00 

公差 瓦 0 ~ + 3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1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5.85 

开路电压 伏 22.30 
短路电压 安培 6.33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3.13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127毫米 44.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9,5千克 20.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16.3毫米 6 x 4.58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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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10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05 

公差 瓦 0 ~ + 3.1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6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5.97 

开路电压 伏 22.50 
短路电压 安培 6.42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3.78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127毫米 44.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9.5千克 20.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16.3毫米 6 x 4.58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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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11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10 

公差 瓦 0 ~ + 3.3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6.9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6.51 

开路电压 伏 22.20 
短路电压 安培 6.97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3.12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240毫米 48.8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9.8千克 21.6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30毫米 6 x 5.12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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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11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15 

公差 瓦 0 ~ + 3.4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3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6.65 

开路电压 伏 22.50 
短路电压 安培 7.12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3.72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240毫米 48.8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9.8千克 21.6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30毫米 6 x 5.12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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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12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20 

公差 瓦 0 ~ + 3.6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9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6.70 

开路电压 伏 22.60 
短路电压 安培 7.20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3.61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240毫米 48.8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10.4千克 22.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30毫米 6 x 5.12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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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12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25 

公差 瓦 0 ~ + 3.7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7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7.06 

开路电压 伏 22.60 
短路电压 安培 7.57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4.18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304毫米 51.3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10,4千克 22.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37,5毫米 6 x 5.41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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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13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Pmpp) 瓦 130 

输出功率公差 瓦 0 ~ + 3.60 
大功率时的电压(Vmpp) 伏 17.70 
大功率时的电流(Impp) 安培 7.06 

开路电压(Voc) 伏 22.60 
短路电流(Isc) 安培 7.57 

大系统电压 伏/直流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大额定熔丝电流 安培 15 
组件效率 % 13.61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240毫米 48.8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10.4千克 22.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30毫米 6 x 5.12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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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20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Pmpp) 瓦 200 

输出功率公差 瓦 0 ~ + 5 
大功率时的电压(Vmpp) 伏 35.20 
大功率时的电流(Impp) 安培 5.59 

开路电压(Voc) 伏 44.60 
短路电流(Isc) 安培 5.92 

大系统电压 伏/直流 600 (UL) / 1000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大额定熔丝电流 安培 15 
组件效率 % 15.27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320毫米 51.96英寸 
 宽度 992毫米 39.05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18千克 39.68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6 x 12单位 
 大小 156 x 104毫米 6 x 4.09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72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7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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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25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Pmpp) 瓦 250 

输出功率公差 瓦 0 ~ + 5 
大功率时的电压(Vmpp) 伏 36.2 
大功率时的电流(Impp) 安培 6.91 

开路电压(Voc) 伏 44.6 
短路电流(Isc) 安培 7.32 

大系统电压 伏/直流 600 (UL) / 1.000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大额定熔丝电流 安培 15 
组件效率 % 15.37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640毫米 64.56英寸 
 宽度 992毫米 39.08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20千克 44.0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单晶 
 数量 6 x 12单位 
 大小 156 x 143毫米 6 x 5.62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72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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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M-31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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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組件 - 非标 
 

多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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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電池板多晶 - 組件 
 

 
 

 
 

组件 说明 

玻璃 猝灭和超透明，它提供了刚性的联合和保护细胞的活性表面。 

密封 它的功能是封装在上面的电路单元。 

电池类型 多晶硅效率高，是电力的发电机。 

密封 它的功能是封装的电路单元中的底部。 

后路椎板 它提供了电隔离的模块的背面。 

接线盒 它提供的模块电连接到安装的其余部分的简单方法。 

连接头 快，男性和女性的水密设计（正）（负）连接，以防止误。 

结构 阳极氧化铝。它提供了一个锚定系统模块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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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電池板多晶 - 模型 
 
TPT与白铝 

 
 
TPT黑色和白色的铝 

 
 
TPT和铝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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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5 

公差 瓦 0 ~ + 0.1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4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0.29 

开路电压 伏 22 
短路电压 安培 0.31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9.07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90毫米 7.5英寸 
 宽度 290毫米 11.4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0.8千克 1.8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2 x 18单位 
 大小 78 x 12毫米 3.07 x 0.47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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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1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0 

公差 瓦 0 ~ + 0.3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5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0.57 

开路电压 伏 22 
短路电压 安培 0.62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9.85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290毫米 11.4英寸 
 宽度 350毫米 13.8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1.4千克 3.1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2 x 18单位 
 大小 156 x 12毫米 6 x 0.47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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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1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5 

公差 瓦 0 ~ + 0.4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9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0.84 

开路电压 伏 22.10 
短路电压 安培 0.92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0.77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398毫米 15.7英寸 
 宽度 350毫米 13.8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1.8千克 4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2 x 18单位 
 大小 156 x 17.3毫米 6 x 0.68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规格及技术数据的变更不再另行通知。 43/77 

SI-ESF-M-NE-P-2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20 

公差 瓦 0 ~ + 0.6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8.3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1.09 

开路电压 伏 22.30 
短路电压 安培 1.19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1.73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487毫米 19.2英寸 
 宽度 350毫米 13.8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2.1千克 4.6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2 x 18单位 
 大小 156 x 22.3毫米 6 x 0.88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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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2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25 

公差 瓦 0 ~ + 0.7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9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1.40 

开路电压 伏 22.10 
短路电压 安培 1.54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1.39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428毫米 16.9英寸 
 宽度 513毫米 20.2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2.7千克 6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3 x 12单位 
 大小 156 x 28.8 mm 6 x 1.13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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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3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30 

公差 瓦 0 ~ + 0.9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8.3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1.64 

开路电压 伏 22.30 
短路电压 安培 1.79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31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475毫米 18.7英寸 
 宽度 513毫米 20.2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3.1千克 6.8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3 x 12单位 
 大小 156 x 33.45毫米 6 x 1.32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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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3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35 

公差 瓦 0 ~ + 1.0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8.3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1.91 

开路电压 伏 22.30 
短路电压 安培 2.08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36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419毫米 16.5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3.3千克 7.3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39毫米 6 x 1.54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规格及技术数据的变更不再另行通知。 47/77 

SI-ESF-M-NE-P-4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40 

公差 瓦 0 ~ + 1.2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8.3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2.19 

开路电压 伏 22.30 
短路电压 安培 2.38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59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470毫米 18.5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3.6千克 7.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44.6毫米 6 x 1.76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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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4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45 

公差 瓦 0 ~ + 1.3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9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2.51 

开路电压 伏 22.10 
短路电压 安培 2.78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1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58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529毫米 20.8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25毫米 0.98英寸 
重量 净 4.3千克 9.5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52毫米 6 x 2.05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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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5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50 

公差 瓦 0 ~ + 1.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8.3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2.73 

开路电压 伏 22.30 
短路电压 安培 2.98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95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571毫米 22.5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5千克 11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55.8毫米 6 x 2.20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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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5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55 

公差 瓦 0 ~ + 1.6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9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3.07 

开路电压 伏 22.10 
短路电压 安培 3.39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69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641毫米 25.2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5.5千克 12.1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63.7毫米 6 x 2.51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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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6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60 

公差 瓦 0 ~ + 1.8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8.3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3.28 

开路电压 伏 22.30 
短路电压 安培 3.57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3.25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670毫米 26.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5.7千克 12.6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66.9毫米 6 x 2.63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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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6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65 

公差 瓦 0 ~ + 1.9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4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3.73 

开路电压 伏 22 
短路电压 安培 4.09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47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771毫米 30.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6,5千克 14.3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78毫米 6 x 3.07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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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7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70 

公差 瓦 0 ~ + 2.1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8.3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3.83 

开路电压 伏 22.30 
短路电压 安培 4.17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3.43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771毫米 30.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6.5千克 14.3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78毫米 6 x 3.07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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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7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75 

公差 瓦 0 ~ + 2.2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2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4.36 

开路电压 伏 22.80 
短路电压 安培 4.85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33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900毫米 35.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7.5千克 16.5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92.3毫米 6 x 3.63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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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8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80 

公差 瓦 0 ~ + 2.4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9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4.47 

开路电压 伏 22.10 
短路电压 安培 4.90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3.15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900毫米 35.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7.5千克 16.5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92.3毫米 6 x 3.63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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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8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85 

公差 瓦 0 ~ + 2.5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2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4.94 

开路电压 伏 22.80 
短路电压 安培 5.49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2.51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005毫米 39.6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8.1千克 17.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04毫米 6 x 4.09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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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9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90 

公差 瓦 0 ~ + 2,7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9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5.03 

开路电压 伏 22.10 
短路电压 安培 5.53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0 
效率 % 13.25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005毫米 39.6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8.1千克 17.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04毫米 6 x 4.09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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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9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95 

公差 瓦 0 ~ + 2.8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2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5.52 

开路电压 伏 21.80 
短路电压 安培 6.15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3.98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005毫米 39.6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8,1千克 17.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17毫米 6 x 4.61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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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10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00 

公差 瓦 0 ~ + 3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7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5.65 

开路电压 伏 22 
短路电压 安培 6.21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3.13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127毫米 44.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9.5千克 20.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17毫米 6 x 4.61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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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10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05 

公差 瓦 0 ~ + 3.1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8.3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5.74 

开路电压 伏 22,30 
短路电压 安培 6.25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3.78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127毫米 44.4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9.5千克 20.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17毫米 6 x 4.61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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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11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10 

公差 瓦 0 ~ + 3.3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6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6.24 

开路电压 伏 21.90 
短路电压 安培 6.85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3.12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240毫米 48.8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9.8千克 21.6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30毫米 6 x 5.12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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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11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15 

公差 瓦 0 ~ + 3.4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8.1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6.35 

开路电压 伏 22.20 
短路电压 安培 6.90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3.72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240毫米 48.8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9.8千克 21.6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30毫米 6 x 5.12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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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12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20 

公差 瓦 0 ~ + 3.6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7.50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6.85 

开路电压 伏 21.90 
短路电压 安培 7.56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3.61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304毫米 51.3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10.4千克 22.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43毫米 6 x 5.63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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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125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125 

公差 瓦 0 ~ + 3.7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8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6.94 

开路电压 伏 22.10 
短路电压 安培 7.61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4.18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304毫米 51.3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10.4千克 22.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43毫米 6 x 5.63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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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13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Pmpp) 瓦 130 

输出功率公差 瓦 0 ~ + 3.6 
大功率时的电压(Vmpp) 伏 18 
大功率时的电流(Impp) 安培 6.94 

开路电压(Voc) 伏 22.10 
短路电流(Isc) 安培 7.61 

大系统电压 伏/直流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大额定熔丝电流 安培 15 
组件效率 % 14.18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304毫米 51.3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10.4千克 22.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最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43毫米 6 x 5.63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聚氯乙烯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聚氟乙烯复合膜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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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20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200 

公差 瓦 0 ~ + 3.7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8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6.94 

开路电压 伏 22.10 
短路电压 安培 7.61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4.18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304毫米 51.3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10.4千克 22.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43毫米 6 x 5.63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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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250W 
 

  
 

电气特征(STC) 
大功率 瓦 250 

公差 瓦 0 ~ + 3.75 
大功率时的电压 伏 18 
大功率时的电流 安培 6.94 

开路电压 伏 22.10 
短路电压 安培 7.61 

大的系统电压 伏 715 (IEC) 
二极管（旁路） 数量 2 
串联后保险丝的 大电流值 安培 15 
效率 % 14.18 
形状因数 % ≥ 73 
 

机械特性 
高度 高度 1,304毫米 51.3英寸 
 宽度 676毫米 26.6英寸 
 厚度 35毫米 1.38英寸 
重量 净 10.4千克 22.9磅 
结构 材料 阳极化铝，AL6063-T5， 小15微米 
正面 材料 高透射率钢化玻璃 
 厚度 3.2 ± 0.2毫米 0.13英寸 
电池 类型 多晶 
 数量 4 x 9单位 
 大小 156 x 143毫米 6 x 5.63英寸 
电池-串联 数量 36单位 
电池-并联 数量 1单位 
密封 材料 EVA 
 厚度 0.50 ± 0.03毫米 0.020 ± 0.0012英寸 
后路椎板 材料 TPT 
 厚度 0.32 ± 0.03毫米 0.013 ± 0.0012英寸 
接线盒 材料 PVC 
 保护 IP65 
 绝缘 相对湿度与恶劣天气 
电缆 类型 极化，长度对称 
 长度 900毫米 35.4英寸 
 部分 4毫米2 0.006英寸2 
 

特点 
瞬变电阻小 

 压降损失小 
连接头 材料 PVC 
 类型 MC4 
 保护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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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F-M-NE-P-31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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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技術規範 
 

热特性-单晶 
短路电流(Isc)的温度系数 %/º C + 0.0814 
开路电压(Voc)的温度系数 %/º C - 0.3910 

大功率(Pmax)的温度系数 %/º C - 0.5141 
大功率电流(Impp)的温度系数 %/º C + 0.10 
大功率电压(Vmpp)的温度系数 %/º C - 0.38 

名义电池工作温度(NOCT) º C + 47 ± 2 
 

热特性-多晶 
短路电流(Isc)的温度系数 %/º C + 0.0825 
开路电压(Voc)的温度系数 %/º C - 0.4049 

大功率(Pmax)的温度系数 %/º C - 0.4336 
大功率电流(Impp)的温度系数 %/º C + 0.10 
大功率电压(Vmpp)的温度系数 %/º C - 0.38 

名义电池工作温度(NOCT) º C + 47 ± 2 
 

公差 
工作温度 º C º F - 40 ~ + 85 - 40 ~ + 185 
电介质绝缘电压 伏 3,000 
相对湿度 % 0 ~ 100 
风阻力 m/s 60 
 千克/m2 245 (2,400 Pa) 
 英镑/脚 491.56 
机械承载能力 千克/m2 551 (5,400 Pa) IEC 
 英镑/脚 75.2 (3,600 Pa) UL 
耐火性 類 C 
 

根据ASTM标准测试方法E1036进行测量，在标准测试条件下校准 
空气质量/光谱分布 AM 1.5 ASTM G173-03e1 (2,008) 
照度/辐射 W/m2 1,000 
电池温度 º C 25 
 

测量中执行的在太阳模拟器 
类 AAA (根据 IEC 60904-4) 
功率测量不确定度范围内 ± 3 % 
 

结构特征 
电池 高效率电池，带有一层氮化硅防反射层。 
电导体 将扁铜（Cu）溶入锡（Sn）和银（Ag）合金中，从而提高可焊性。 
焊接 电池的焊接保持平直。 
层压材料 正面由超白钢化玻璃构成，其背面由EVA在高温下密封嵌入电池和由泰德拉和聚酯膜复合构成的绝缘层。 

接线盒 柔性和快速接头以防误接插。包括旁路二极管，采用非焊接的在可互换槽口的线缆设计，所有电气触点通过压力形成，从

而避免了冷焊的可能性。 
 

工作特性 
在生产输出过程中，太阳能电池的功率各不相同。这些模块的不同功率规格反映了功率的量差。 
在光线照射的 初几个月，电池可能会衰减，光子可使组件的 大功率值减少3％。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电池的温度比实验室的标准测量温度高。NOCT是指增加值的定量测量。NOCT在下列条件下测得：辐射为0.8千瓦/
米，温度为20º	C，风速为1米/秒。 
电气数据反映的具体数值均来自于在制造末的测试阶段，组件输出端测得的典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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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 
 

 

正因为整个制造工艺有着先进的设备和控制手段，英诺瓦太阳能产品采用了 高品质的元件和 新技术。此外，我公

司的产品不仅有优秀的设计，还采用优良的终饰。 

英诺瓦太阳能具备广泛的光电太阳能面板产品，产品满足种市场需求。除提供已开发、制造和销售的面板外，您还可

以借助我公司的工程部就您所需的各项事宜提出建议。 

 

贯彻整个制造工艺的效能和优势，是英诺瓦太阳能确保太阳能组件品质最佳的底气所在。 

我们的生产厂家（经ISO 9001、ISO 14001与OHSAS 18001认证）满足机构规定的严格质量要求：全面监控生产流程的

各个阶段。 

 

产品安全认证或欧规合规性的认证是服务类或工业产品类的欧洲认证品牌。该认证遵守指令93/68/EEC、2002/95/EC、 

2004/108/EC和2006/95/EC。由欧洲共同体设立，制造商出具证据证明产品符合欧盟成员国的法律要求和技术安全规

定。 

 

我们所有的面板都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分级生产。基于这些标准测试实验室进行的IEC61215和IEC61730认证和鉴定

报告，证明我们所有的面板顺利通过已经提交测试，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安装使用. 

 

该MCS（微型发电认证计划）是一个认证体系EN45011，这证明光伏组件太阳能伊诺在英国光伏系统. 

该MCS是国际公认的质量保证证明产品认证严格标准的质量和可靠性的系统. 

该MCS认证涉及产品，制造工艺，材料，程序和工作人员培训考核。此外，它是光伏组件市场在英国市场的政府财政支

持的计划内的需求. 

 

标准UL1703，以满足美国国家电气规范（NEC）和美利坚合众国全国协会防火（NFPA）是指光伏电池板. 

ANSI / UL1703标准的美国全国学院包括用于设计和光伏模块的测试上在其整个设计寿命的评级的电气和机械的安全运

行的北美要求。试验还表明，在板的效率进行了测试，并确认由生产商所指示的功率达到90％以上. 

 

目前有意识地彻底处理回收的原材料，从而可回收利用高达80%的光电组件，由此有助于节省自然资源。 

在组件的使用寿命结束时回收并重复使用可构成光电组件的多数用料，同时大幅降低本来定会成为废料的用量。 

英诺瓦太阳能面板基于毒性典型滤析程序（TCLP）试验结果，在有毒物管理要求范围内，不可视为有害废物。 

 

英诺瓦太阳能的工厂已经取得许多独立标准化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多个特质证书，证明产品符合较高的安全与质量标

准。 

英诺瓦太阳能的组件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其质量出众、可靠性超出平均水平且性能优异。为继续保持此优势，

组件不仅在研发和出厂质量方面，还经由独立的认证机构，定期接受一系列的试验和试车。 

英诺瓦太阳能公司内，生产效率与 高质量有助于实现高度的国际竞争力。 

  

针对制造缺陷的质保期限：12年 

性能： 

小额定功率（%/年） 

10年时90%， 

25年时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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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产高品质的光电组件，就需要逐个精选全部材料。我公司在精密度方面的坚持远远超过了向客户交货的标准。我

公司会向分销商、技工和安装人员提供蜗纺产品的各项资料，为实现长期的持续增长，我公司已同分销商、技工和安

装人员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我公司的全部产品均使用自有生产设施制造而成，符合 高的质量标准。在自有试验室

内，我公司会试验组件从而确保遵守全部国际标准，保证我公司的产品质量和性能稳定。 

 

在整个生产程序运用 为严格的质量管理，持续开展可视性、微光、机械和电气 终检查，从而确保光电面板的质量

上乘。英诺瓦太阳能向您保证组件完好交货，采用适当的组件包装，从而避免机械损坏造成性能下降。使用公司总部

的自有生产设备制造各组件，然后从公司总部向世界各地的子公司送货。英诺瓦太阳能接收至终端客户的整个物流，

从而保证可跟踪组件。我公司监控生产过程和各组件的流通，从而确保组件的高品质。 

  

太阳能电池可直接将阳光转化成直流电能，而发电机是组件的一部分。电池的品质会直接影响太阳

能电池的特性，因此电池是使用的基本含硅组成部分。 

专用的英诺瓦太阳能电池在优化生产过程中变量 小时，高效地重复生产电池分隔件。这是保证电

池质量稳定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产生稳定的利润。电池使用的高电阻倍增器和填充因数可提供能

量辐射特别低的良好来源。 

在相互连接前检查、分类、电气校准每块电池，从而优化组件性能。 

 

我们的模块是由铝阳极氧化铝压力5系列紧凑型自支撑架补充，以达到 佳的关系，惯性重量，以获得更大的刚性来抵

抗扭曲和弯曲. 铝复合帧的这个变体一体地提供了 大的稳定性和保护材料用尽. 该框架播放模块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方面，它保护容纳在热和机械应力的内部层叠，其次，作为固定点，用于连接至基础结构 

该框架的设计，方便运输和安装。该帧的终点之间的距离被优化，以确保这两个密封良好的 大损失减少. 

它具有用于将模块固定到支撑结构和地面如果需要几个孔. 

 

棱镜钢化玻璃具有以下特征的: 

✔微棱镜表面结构. 

✔高透射. 

✔低反射率. 

✔低铁. 

 

我公司的光电组件配备太阳能组件专用的接线盒，DIN V VDE V 0126-5可用作太阳能电池和光电系统间的界面。 

我公司接线盒经密封，且其防护等级为IP-65，可保护隔离物免受潮气、恶劣气候、灰尘和紫外线辐射影响。 

在内部安装有旁路二极管，如果组件被遮挡，可保护光电组件。 

 

我公司的光电组件配备连接器和插孔MC-T4，100 %兼容电气系统连接专用的连接器和插孔。仅可使用MC-T4连接器或兼

容的专用太阳能电缆延长组件连接用电缆。而这些必须满足互连设计的电气要求。 

 

英诺瓦太阳能会提供产品实现 高的广电性能，确保产品质量良好。产品的整个使用寿命长达25年或以上，而在使用

寿命期内，光电组件始终承受严苛的环境条件。在冰雹、下雪或酷暑天气环境下，组件需要连续完成高峰操作，以便

实现 大利润。为了实现这一点，使用高品质元件至关重要。在英诺瓦太阳能公司，我们只会使用由经认证的供应商

和市场领军企业提供的 佳材料和一流的防风雨元件。在英诺瓦太阳能公司，会集中检查每块交货元件，从而确保使

用寿命长、产量高。 

 

全部英诺瓦太阳能组件具有0/+5 Wp的额定功率主动公差，从而保证在使用寿命中的高产能量、抵抗回流，尽量降低互

连的材料需求和时间。 

英诺瓦太阳能可履行本质量标准，而电池会采用“A”级高效率。 

 

光电系统的理想环境是蓝天和阳光并存的晴天。不幸的是，对于太阳能设备而言，这并非常见的环境条件。年均辐射

量中约有三分之二处于弱光范围。弱光指的是显著低于1000 W/m²的辐射强度。当然，光电系统无论如何总会生产电

力，不过电流产量会下降。英诺瓦太阳能组件具有优秀的弱光性能，工作效率在平均效率以上，同时在上述环境下可

为您生产额外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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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块太阳能电池接触阳光时会失去部分性能。英诺瓦太阳能组件具有极低的退化率，从而保证您可以长久地得到稳定

的产量。高品质原材料的使用确保组件尤其是在工作寿命之初，额定功率的退化率较低。为此，我们会提供25年的线

性性能保障。在第一年，英诺瓦太阳能公司保证工作性能至少为额定功率的97%。而在之后的24年，英诺瓦太阳能公司

保证 大性能降幅为每年0.7%的额定功率。借助此性能保证，英诺瓦太阳能公司可保证自有产品的质量与性能，确保

您的投入有保障。 

 

我公司的组件由于自有配置，无需或只需要极少的维护：没有活动部件，用几层防护材料封装电池及其内部连接。 

您需要每年开展1至2次通用检查，确保面板间的连接处是密封的且不会腐蚀。 

在大多数情况下，下雨的话就无需清洁组件，不过如果有必要清洁，只需使用水和温和的清洁剂。 

 

作为一项重要的创新发明，借助生态创新制造太阳能设备，而通常在焊接过程中才会使用铅，借此大大降低了模块中

的铅含量。由此保证产品性能更环保，更可靠。而凭借这一特性，我们的模块主要面向侧重环境保护的住宅用户，同

时企业和政府都希望减少用户的碳足迹，使用能节约成本的能源。太阳能作为合乎要求的部分能源，是一项具有环保

意义的创新，我们不仅制造更环保的组件，还会运用 佳实践，结合现有信息，在公司的各项活动中贯彻可持续性环

保理念。 

 

借助专用的电发光试验，即一种X射线，英诺瓦太阳能公司可确保100%的电池质量。检查各电池和夹层是否有内部损

坏、微小裂缝、热点、焊接错误和其他缺陷，借此解决裸眼无法看到的缺陷。 

 

在光电设备内，热点效应指太阳能组件的指定区域过热，进而在极端情况下引发火灾。英诺瓦太阳能公司会使用逆向

电流履行100%的试验。借助这种特别开发并规定的程序，我们可以确认可能有缺陷热点的电池，降低事故发生的风

险。 

 

常规太阳能系统在系统框架和太阳能电池之间固有电压差值。这种差值会导致有害的泄漏电流，而这不仅会降低电池

的容量，还会导致产量损失20%或以上。这种效应称为电势诱发衰减（PID）。在英诺瓦太阳能使用高品质封装材料和

新技术水平的装置技术，确保抗PID组件的连续生产。 

 

对于光电系统而言，过高的雪层压力实际上是 重要的危害分类之一，类似于暴风雨损害和因盗窃、过电压、冰雹或

火灾造成的损坏。问题是：尤其是在有坡度的房顶上，光电系统上的雪层的负载分布不均。事实上，积雪会下滑到组

件支架的底部，导致那里的组件和装配件负载过大。结果：“这导致组件，尤其是组件支架和玻璃面，发生严重损坏

的频率增加—不仅仅是在山区，在平原地区也是如此。” 

 

我公司的各光电组件经试验符合C级耐火性，经UL标准1703判定，有资格在A级房顶上安装。 

 

为消除材料的过早疲劳与变形，定期测试产品从而评估产品在潮湿和寒冷环境以及极端温度变化下抵抗风雨的能力。 

英诺瓦太阳能光电组件已经接受试验测试对不同温度的耐受性，从而测试在-40℃至+85℃的温度范围内组件的耐久性

和正常工作。 

 

使用太阳能光电板生产电力时不会直接产生温室气体。但是在光电板的使用寿命中其他零件会释放温室气体：例如制

造运输光电板。 

太阳能光电板的主要组件由晶体硅制成。制造这类组件是能量消耗极大的过程，表示使用较高比例的总能量制造太阳

能板。特殊太阳能板的准确碳足迹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材料来源、运输距离和制造厂使用的能量源。 

太阳能光电（PV）板的碳足迹（在光电板的整个使用寿命期间会负责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平均水平）约为每产电一千瓦

时约产生72克二氧化碳当量（gCO2e/kWh）。 

在英诺瓦太阳能，我们会优化这些概念尽量降低我公司产品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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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证书 
 

 
 
经试验室检验，在ISO 9001:2008、ISO 14001:2004和OHSAS 18001:2007的环境内生产各个产品。 

 

     
 
所有产品已征得批准可在欧盟环境内使用，经TÜV试验室检验，已出具相应的合规性CE证书。 

 

   
 
我们所有的光伏组件的设计和符合IEC/EN61215制造，满足光伏组件的资格标准的安全IEC/EN61730 A类（II

级）. 
 

    
 
我们所有的光伏组件的设计，并按照制造的标准MCS MCS010-1.2和005-2.3. 
 

  
 
我们所有的光伏组件的设计，并按照ANSI/UL标准制造1703：2002 R4.08. 
 

   
 
为了满足这些国际标准已经被用于高质量和耐久性的材料。此外诺瓦太阳能已经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质量控制

在生产制作过程和所有模块的输出功率的 终控制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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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回收 
 
诺瓦太阳能凭借其在效率和质量，环境的持续改进计划继续参与光伏组件的回收. 

 

诺瓦太阳能和更进一步在他们的环保意识，让您的产品密封，使得它加倍绿色，为其客户提供这些模块的一个

可行的解决方案已达到其使用寿命结束. 

 

我们的目标是收集和光伏组件的回收在其使用寿命的安装在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结束. 

 

诺瓦太阳能则是通过 强大的自然资源提供清洁，可再生能源：太阳，但要关闭的圆圈，并给予通过模块的循

环利用，清洁输出它的模块的 终目的地. 

 

含有可以回收和再利用，无论是新的光伏组件或其它新产品材料的光伏组件。工业循环流程，为薄膜硅组件存

在。回收时的材料，如玻璃，铝和各种半导体材料，是有价值的. 

 

伊诺太阳能模块具有25年的寿命，需要 低限度的维护，是二氧化碳的低排放到大气中，当在一起的时间来处

理将被收集回收. 

 

再循环不仅通过减少废物的体积有利于环境，而且还有助于减少所需提供原料，因此，成本及生产光伏模块对

环境的影响的能量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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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英诺瓦太阳能由一支高素质技术人员的团队构成，技术人员专门从事可再生能源，致力于运用清洁能源实现可

持续性增长，为公众营建更美好的未来，同时不忘为投资者和客户创造合理收益。 

 
向英诺瓦太阳能汇报服务的主要优势来自于其专业化的职业管理，从而获得更高更安全的利润、降低风险、优

化并合理化处理工艺， 重要的是避免给客户造成麻烦和疑虑。同样，对于投资较小的公司或个人，您可以投

资获取源源不断的清洁可再生能源。 

 
英诺瓦太阳能从成立之初就致力于营建更为长久、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世界。节能是减少我们星球上正在发生的

各种变化的首选途径。 

 
替代性能源，目前可作为环境保护的可行方案，是解决污染和二氧化碳的唯一解决方案。 

 
世界需要高品质、高能效的太阳能系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迈向更洁净、可持续发展、更经济的能源时代。 

 
除考虑生产清洁能源外，我们还必须学习如何优先合理利用能源。 

 
我公司承诺让客户百分百满意，同时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每天监控产品服务的性能和质量。 

 
我们有严格的质量内控流程，从而确保向客户提供 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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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 
 

 
 
我们想要保证您的太阳能体验完全让您满意。我们之所以在全球选定技巧纯熟的经销商和安装厂商，就是为了

实现这一点。我公司的官方经销商和安装厂商会向您提供专业的安装作业和高水平的客户服务。 

 
根据我公司推进现有质量要求的承诺，我公司已经起草专供经销商和安装厂商使用的《质量许可证》，其中规

定一系列规则，旨在保证向选择英诺瓦太阳能产品的房主提供 佳质量的服务。签署我公司的《质量许可证》

后，官方经销商和安装厂商同我公司秉持同样的质量理念，负责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通过正式签署《英诺瓦太阳能的承诺书》，我公司的官方经销商和安装厂商已又迈出了一步。由官方安装厂商

安装您购买的英诺瓦太阳能产品后，您就可以安心尽享家庭光电系统的种种好处。 

 
我们希望可以将太阳能视为产电的首选，我们相信让每位客户满意是实现这个目标的 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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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办事处 
 

 
 
 
 
欧洲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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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ante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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