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11621646.8

(22)申请日 2021.12.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3976484 A

(43)申请公布日 2022.01.28

(73)专利权人 南京日托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 211800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

道工业园区兰花路28号-10

(72)发明人 吴仕梁　路忠林　张凤鸣　叶金荣　

(74)专利代理机构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 32237

代理人 徐晓鹭

(51)Int.Cl.

B07C 5/34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066956 A,2011.05.18

CN 112666467 A,2021.04.16

CN 103576043 A,2014.02.12

CN 209199880 U,2019.08.02

JP 2010014478 A,2010.01.21

US 2011260735 A1,2011.10.27

US 2021141043 A1,2021.05.13

CN 106950489 A,2017.07.14

审查员 赵雪然

 

(54)发明名称

太阳能电池分档漏电筛选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布了一种太阳能电池分档漏电筛

选方法，包括：S1，判定漏电Irev的显示，若显示

正常则进入S2，显示为空，即“‑”，进入S3；S2，判

定漏电Irev的数据是否超出预设范围，超出则进

入S3，未超出预设范围则判定为漏电失效片；S3，

分别判定电池性能参数组，若其中的一项超出预

设范围，则判定该电池片失效，进入S4，否则判定

为正常片进入S5；S4，判定本次检测存在误判，重

新对该电池片进行检测；S5，将该电池片判定为

正常片，并对该电池片进行档位分选，对电池片

进行迭代判定；每次迭代判定超出预设范围的电

池片判定为漏电失效片。该方法可以防止电池片

被误判到正常档位下传到组件工序造成组件损

坏、发热等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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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阳能电池分档漏电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S1，单独判定漏电Irev的显示，若显示正常则进入S2，显示为空，即“‑”，进入S3；

S2，判定漏电Irev的数值是否超出预设范围，未超出则进入S3，超出预设范围则判定为

漏电失效片；

S3，分别判定电池性能参数组中的各参数，若其中的一项超出预设范围，则判定该电池

片失效，进入S4，否则判定为正常片进入S5；

S4，判定本次检测存在误判，重新对该电池片进行检测，或者判定该电池片为效率失效

片；

S5，将该电池片判定为正常片，并对该电池片进行C1‑Cn的档位分选，在1至n‑1的范围

内，对电池片进行漏电Irev迭代判定，每次迭代判定超出预设范围的电池片判定为漏电失

效片；

S6，在S5过程中，如果漏电Irev显示为空，即“‑”的电池片不被划分为任何档位，判定该

电池片为漏电失效片；

所述迭代判定具体为：

对效率Eta和开路电压Uoc满足档位Cn的电池片，进行漏电Irev判定，首先，判定漏电

Irev的显示，若显示正常则对漏电Irev数值进行判定，判定漏电Irev的数值是否超出预设

范围；否则进入第n+1次迭代判定；

超出则判定为漏电失效片，未超出预设范围的划分为档位C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电池分档漏电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性能参

数组包含：并联电阻Rshunt、光照强度Insol、测试温度Tcell、串联电阻Rser、短路电流Isc、

开路电压Uoc、填充因子FF、转换效率Eta参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太阳能电池分档漏电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设范

围为对Irev以及各包电池性能参数的数值范围，具体包含：

漏电Irev标准范围为0～a，a为0.5～3A；

并联电阻Rshunt标准范围为b～c，b为10～50Ohm，c为5000～20000Ohm；

光照强度Insol标准范围为d～e，d为950～995瓦/平方米，e为1005～1050 瓦/平方米；

测试温度Tcell标准范围为f～g，f为21～24℃，g为26～29℃；

串联电阻Rser标准范围为h～i，h为0.3～0.8mOhm，i为2.5～5mOhm；

短路电流Isc标准范围为j～k，j为8～10A，k为12～16A；

开路电压Uoc标准范围为m～n，m为0.6～0.65V，n为0.7～0.75V；

填充因子FF标准范围为p～q，p为70%～75%，q为83%～88%；

转换效率Eta标准范围为r～s，r为18%～20%，s为24%～28%。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太阳能电池分档漏电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档位Cn的划

分为根据效率Eta区间范围、开路电压Uoc 区间范围预先设定好并保存在筛选装置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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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分档漏电筛选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伏组件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解决太阳能电池halm  IV测试

漏电误测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晶硅太阳能电池制造IV测试分选工序中，halm测试机存在一个缺陷，在测到

一些异常片特别是漏电特别大的电池片时，漏电值为空，该值不显示，只显示一个横线“‑”；

这种“‑”字符halm分选系统不会识别，该异常片会被误判到正常片中去；此异常片实际漏电

值较大，下传到组件后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组件损坏、发热等不良后果。

发明内容

[0003] 本方案目的解决太阳能电池halm  IV测试漏电误测问题，提供一种新的太阳能电

池halm测试分档方式，通过这种分档方式可以把漏电测试结果为空即“‑”实际漏电值异常

的片子判到漏电档位里，防止该异常片被误判到正常档位下传到组件工序造成组件损坏、

发热等不良影响。

[0004] 本发明为太阳能电池分档漏电筛选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05] S1，单独判定漏电Irev的显示，若显示正常则进入S2，显示为空，即“‑”，进入S3；

[0006] S2，判定漏电Irev的数值是否超出预设范围，未超出则进入S3，超出预设范围则判

定为漏电失效片；

[0007] S3，分别判定电池性能参数组中的各参数，若其中的一项超出预设范围，则判定该

电池片失效，进入S4，否则判定为正常片进入S5；

[0008] S4，判定本次检测存在误判，重新对该电池片进行检测，或者判定该电池片为效率

失效片；

[0009] S5，将该电池片判定为正常片，并对该电池片进行C1‑Cn的档位分选，在1至n‑1的

范围内，对电池片进行漏电Irev迭代判定，每次迭代判定超出预设范围的电池片判定为漏

电失效片；

[0010] S6，在S5过程中，如果漏电Irev显示为空，即“‑”的电池片不被划分为任何档位，判

定该电池片为漏电失效片。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迭代判定具体为：

[0012] 对效率Eta和开路电压Uoc满足档位Cn的电池片，进行漏电Irev判定，首先，判定漏

电Irev的显示，若显示正常则对漏电Irev数值进行判定，判定漏电Irev的数值是否超出预

设范围；否则进入第n+1次迭代判定；

[0013] 超出则判定为漏电失效片，未超出预设范围的划分为档位Cn。

[0014] 更进一步的，所述电池性能参数组包含：并联电阻Rshunt、光照强度Insol、测试温

度Tcell、串联电阻Rser、短路电流Isc、开路电压Uoc、填充因子FF、转换效率Eta参数。

[0015] 作为本申请的一种优选实施方案，所述预设范围为对Irev以及各包电池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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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值范围，具体包含：

[0016] 漏电Irev标准范围为0～a，a为0.5～3A；

[0017] 并联电阻Rshunt标准范围为b～c，b为10～50Ohm，c为5000～20000Ohm；

[0018] 光照强度Insol标准范围为d～e，d为950～995瓦/平方米，e为1005～1050  瓦/平

方米；

[0019] 测试温度Tcell标准范围为f～g，f为21～24℃，g为26～29℃；

[0020] 串联电阻Rser标准范围为h～i，h为0.3～0.8mOhm，i为2.5～5mOhm；

[0021] 短路电流Isc标准范围为j～k，j为8～10A，k为12～16A；

[0022] 开路电压Uoc标准范围为m～n，m为0.6～0.65V，n为0.7～0.75V；

[0023] 填充因子FF标准范围为p～q，p为70%～75%，q为83%～88%；

[0024] 转换效率Eta标准范围为r～s，r为18%～20%，s为24%～28%。

[0025] 更进一步的，所述档位Cn的划分为根据效率Eta区间范围、开路电压Uoc 区间范围

预先设定好并保存在筛选装置中的。

[0026] 本申请的有益效果包含：

[0027] 本发明使用的一种解决太阳能电池halm  IV测试漏电误测的方法，可以把漏电测

试结果为空即“‑”实际漏电值异常的片子判到漏电档位里，防止该异常片被误判到正常档

位下传到组件工序造成组件损坏、发热等不良影响。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现有技术中分档漏电筛选方式的流程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提供的分档漏电筛选方式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等价

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31] 如图2所示，本发明为太阳能电池分档漏电筛选方法，可以把漏电测试结果为空即

“‑”实际漏电值异常的片子判到漏电档位里，能够识别漏电Irev的实际值异常，漏电Irev2

具体指：I是电流的符号，rev是reverse的缩写，反向的意思，2是区别于1,1和2对应通的反

向电压不一样，2对应反向电压比1大，业内一般用2来做判定，是通反向电压测出来的电流

值即漏电值，本发明不仅用于漏电Irev的实际值异常的识别，也能够识别漏电Irev2的实际

值异常.

[0032] 具体的说，本发明方法包括：

[0033] S1，单独判定漏电Irev的显示，若显示正常则进入S2，显示为空，即“‑”，进入S3；

[0034] S2，判定漏电Irev的数值是否超出预设范围，未超出则进入S3，超出预设范围则判

定为漏电失效片；

[0035] S3，分别判定电池性能参数组中的各参数，若其中的一项超出预设范围，则判定该

电池片失效，进入S4，否则判定为正常片进入S5；

[0036] S4，判定本次检测存在误判，重新对该电池片进行检测，或者判定该电池片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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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片；

[0037] S5，将该电池片判定为正常片，并对该电池片进行C1‑Cn的档位分选，在1至n‑1的

范围内，对电池片进行漏电Irev迭代判定，每次迭代判定超出预设范围的电池片判定为漏

电失效片；

[0038] S6，在S5过程中，如果漏电Irev显示为空，即“‑”的电池片不被划分为任何档位，判

定该电池片为漏电失效片。

[0039] 进一步的，所述迭代判定具体为：

[0040] 对效率Eta和开路电压Uoc满足档位Cn的电池片，进行漏电Irev判定，首先，判定漏

电Irev的显示，若显示正常则对漏电Irev数值进行判定，判定漏电Irev的数值是否超出预

设范围；否则进入第n+1次迭代判定；

[0041] 超出则判定为漏电失效片，未超出预设范围的划分为档位Cn。

[0042] 更进一步的，所述电池性能参数组包含：并联电阻Rshunt、光照强度Insol、测试温

度Tcell、串联电阻Rser、短路电流Isc、开路电压Uoc、填充因子FF、转换效率Eta参数。

[0043] 作为本申请的一种优选实施方案，所述预设范围为对Irev以及各包电池性能参数

的数值范围，具体包含：

[0044] 漏电Irev标准范围为0～a，a为0.5～3A；

[0045] 并联电阻Rshunt标准范围为b～c，b为10～50Ohm，c为5000～20000Ohm；

[0046] 光照强度Insol标准范围为d～e，d为950～995瓦/平方米，e为1005～1050  瓦/平

方米；

[0047] 测试温度Tcell标准范围为f～g，f为21～24℃，g为26～29℃；

[0048] 串联电阻Rser标准范围为h～i，h为0.3～0.8mOhm，i为2.5～5mOhm；

[0049] 短路电流Isc标准范围为j～k，j为8～10A，k为12～16A；

[0050] 开路电压Uoc标准范围为m～n，m为0.6～0.65V，n为0.7～0.75V；

[0051] 填充因子FF标准范围为p～q，p为70%～75%，q为83%～88%；

[0052] 转换效率Eta标准范围为r～s，r为18%～20%，s为24%～28%。

[0053] 更进一步的，所述档位Cn的划分为根据效率Eta区间范围、开路电压Uoc 区间范围

预先设定好并保存在筛选装置中的。

[0054] 1、单独判定漏电Irev，将漏电值正常显示的片子做筛选判定，将漏电值超出正常

范围的电池片筛选出来判为漏电失效，其余进入下一步判定；漏电值为空即“‑”的片子将不

被识别，不被识别的片子进入下一步判定；

[0055] 2、分别单独判定并联电阻Rshunt、光照强度Insol、测试温度Tcell、串联电阻

Rser、短路电流Isc、开路电压Uoc、填充因子FF、转换效率Eta等参数，将超出正常范围的电

池片筛选出来；

[0056] 3、正常片档位分选，对效率Eta和开路电压Uoc进行组合分选分成不同档位，在此

过程中对每一个组合都增加一个漏电Irev判定，只要进行此判定，漏电值为空即“‑”的片子

都将不被识别，不被识别的片子进入下一步判定，下一步判定漏电值为空即“‑”的片子仍将

不被识别，以此循环；由于进行此操作，漏电值为空即“‑”的片子都将不被正常档位接收；

[0057] 4、在步骤3中漏电值为空即“‑”的片子没有被任何正常档位接收，自动进入下一

步，此时在最后增加一个判定，即将以上未被正常档位接收的片子直接判定漏电失效，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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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电失效档位里；以上几步成功将漏电测试结果为空即“‑”实际漏电值异常的片子避开了

正常档位，最终判到漏电失效档位里，解决了halm  IV测试漏电误测的问题。

[0058] 某批原材料异常电池片用原分档方式筛选出漏电失效片比例为15.33%，其中有部

分漏电测试结果为空即“‑”实际漏电值异常的片子被判到正常片中，而通过本发明方法筛

选出漏电失效片比例为22.87%，漏电测试结果为空即“‑”实际漏电值异常的片子全部判定

为漏电失效片，漏电失效片实现100%卡控。

[0059] 上述仅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申请，凡在本申请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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