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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典型气候条件下光伏组件功率衰减率认证，典型气候主要指温和气候下城市环境、

湿热大气环境、干热砂尘大气环境，代表地区分别为：北京、海南、新疆等地区，条件适宜时，可

不限于以上地区。光伏组件包括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和地面用薄膜光伏组件。 

2 认证依据 

IEC 61215：2005《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设计鉴定和定型》 

《光伏组件自然曝露试验及年衰减率评价第3部分：温和气候城市环境》 

2.1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共有三种，具体如下： 

模式A：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模式B：型式试验（工厂抽样）+获证后监督； 

模式C：型式试验+获证后监督； 

获证后监督主要指认证产品在周期典型气候条件下的功率衰减率评定。 

当申请人/制造商/生产企业在工信部符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内，且可提供拟

认证产品三年内CB报告及证书，同时接受了工信部光伏组件功率衰减率行业抽查，可选择认证模式

B。 

当申请申请人/制造商/生产企业在工信部符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内，同时企

业自行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送检至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指定的检测机构，且可提供拟认证

产品三年内CB报告及证书，可选择认证模式C。 

2.2 认证的基本环节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1）认证申请 

（2）型式试验 

（3）初始工厂检查 

（4）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5）获证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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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认证实施 

认证实施的基本环节包括认证申请、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获证后

监督。 

3.1 认证申请 

3.1.1 认证申请单元划分 

原则上同一企业生产的、材料相同、封装工艺相同的产品作为一个申请单元。如同一企业、不

同地址生产企业生产的相同型号产品应划分为不同的申请单元。 

下列要素相同者可划为一个申请单元： 

(1) 构成光伏组件的材料及部件相同，包括：前板、封装材料(EVA 或PVB 等)、背板、边框、

接线盒、电池片、边缘密封材料、旁路二级管、焊带； 

(2) 光伏组件封装工艺相同。 

3.1.2 认证申请需提交资料 

认证机构在接收到认证委托人提交的认证申请材料后，签订认证委托合同。认证委托人应向认

证机构提交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 认证申请书（电子版以及签章的纸质版1份），包含关键原材料清单、地面用晶体硅光伏

组件或地面用薄膜光伏组件型号信息； 

(2) 申请人、制造商和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 认证协议书（一式两份）； 

(4) 如已获GB/T 19001/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应提供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5) 如已获得拟认证产品三年内CB报告及证书，应提供相应报告及证书； 

(6) 当委托方是销售商、进口商与生产企业不一致时，应提交销售商和生产企业或进口商和

生产企业的相关合同副本复印件； 

(7) 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认证时，应同时提交委托书、委托合同的副本复印件； 

(8) 认证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认证委托人应确保委托材料齐全、真实、有效，委托认证的所有产品均能正常生产且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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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型式试验 

3.2.1 样品 

(1) 抽样原则 

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或申请人负责从每个申请认证单元中抽取或选取代表性样品。 

(2) 样品数量及要求 

申请人负责把样品送到指定检测地点，样品数量9~13片。 

(3) 样品及资料处理 

试验结束并出具检验报告后，有关检验记录和相关资料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按检测机构有关

规定处理。 

3.2.2 产品检验 

依据标准、试验项目、试验周期依据IEC 61215：2005《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设计鉴定和定

型》。光伏组件功率衰减率判定要求见表1： 

表1 光伏组件功率衰减率判定要求 

组件类型 首年衰减率 首年后每年衰减率 25年衰减率 

多晶硅 ≤3% ≤0.7% ≤20% 

单晶硅 ≤2.5% ≤0.7% ≤20% 

薄膜 ≤5% ≤0.4% ≤15% 

注：判定要求参照《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18 年本）》和国能发新能【2017】32 号《国

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认监委关于提高主要光伏产品技术指标并加强监管工作的通知》。 

由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指定的检测机构按规定格式出具试验报告，认证批准后，认证机

构负责给申请人寄送一份试验报告。 

3.2.3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要求 

为确保获证产品一致性，光伏组件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的技术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

生产企业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该及时提出变更申请，经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批准后方可在

获证产品中使用。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见附件2。 

3.3 初始工厂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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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检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包括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按《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检查。

(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申请认证产品的标识应该与申请资料上所标明的信息一致； 

 申请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申请资料一致； 

 申请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应与申请资料中一致； 

 申请认证产品是否按照规定的检验频度（详见附件1）进行检验； 

 每个工厂应至少抽取申请单元中一个规格型号的产品进行一致性指定试验。 

抽样数量：在选取的规格型号中至少抽1 个样品。 

试验项目：外观检查、最大功率确定、绝缘试验、湿漏电流试验。 

标准依据：IEC 61215:2005《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设计鉴定和定型》。 

3.3.2 初始工厂检查的人日数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根据申请认证产品的工厂产品单元来确定，具体人日数见表2。 

表2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 

申请单元数 ≤2个单元 ＞2个单元 

人日数 2 3 

注：当工厂持有有效的GB/T 19001/ISO 9001 体系认证证书和拟认证产品三年内CB报告及证书

时，仅实施1人日的一致性检查。 

3.3.3 初始工厂检查结论 

(1) 初始工厂检查未发现不符合时，初始工厂检查结果评价为通过。 

(2) 初始工厂检查发现存在少量不符合时，可允许限期整改（一般为30天，最多不超过3个月）。

企业应采取纠正措施，并将整改材料报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检查组。北京赛迪认

证中心有限公司检查组对整改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书面验证。符合要求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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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始工厂检查发现存在较多不符合或严重不符合时，可允许限期整改（一般为30天，最

多不超过3个月）。企业应采取纠正措施，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检查组对整改措施

的有效性进行现场验证。符合要求后通过。 

(4) 初始工厂检查发现存在系统/严重缺陷，或产品存在直接影响认证产品质量性能等问题时，

初始工厂检查结果评价为不通过。 

3.4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3.4.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组织对产品检验结论、工厂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

向申请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 

3.4.2 认证时限 

一般情况下，从受理到发证需要14个月。不按规定时间接受工厂检查、寄送样品和进行相关整

改而延迟的时间不包括在内。 

3.4.3 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验不合格或工厂检查不通过，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做出不合格决定，并终止认

证。终止认证后如果要继续申请认证，需重新提交认证申请。 

3.5 获证后监督 

3.5.1 获证后监督 

获证后监督是指利用初始型式试验的样品,按照IEC 61215：2005《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设计

鉴定和定型》规定的试验要求，持续进行的试验。 

3.5.2 获证后监督结果判定 

见表1。 

3.5.3 获证后监督结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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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同约定周期内，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对周期性试验结果进行连续评价，评价合格的，

认证证书保持有效。25 年内，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功率衰减率超过了标准测试条件下初始功率

的20%，地面用薄膜光伏组件功率衰减率超过了标准测试条件下初始功率的15%，将撤销认证证书，

超过认证合同周期，其产品认证证书自动注销。 

4 认证证书 

认证证书或其附件上，应标明每个试验周期的功率衰减率。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认可具

有CMA、CNAS 的检测机构三年内拟获认证产品的光伏组件功率衰减率检测报告。 

认证证书或其附件上，应注明的光伏组件型号覆盖范围，覆盖范围为送检/抽检型号功率值±

10%。 

4.1 认证证书的保持 

4.1.1 证书的有效性 

认证证书有效期为4年，证书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获证后监督）维持。 

4.1.2 认证产品的变更 

（1）变更的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或产品中涉及安全和/或性能设计、结构参数、外形、关键零部件/

元器件/原材料发生变更时，或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证书持有

者应向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提出变更申请。 

（2）变更评价与批准 

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如需

要安排型式试验和/或工厂检查，则型式试验合格和/或工厂检查通过后方能进行变更。原则上，应

以最初进行产品检验的认证产品为变更评价的基础。型式试验和工厂检查同3.2 和3.3 要求。 

对于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颁发新证书的，新证书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并注明换

证日期。 

4.2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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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的使用应符合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

认证有关规定或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

出相应的暂停、撤销和注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证书持有者可以向北京赛迪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期间，证书的持有者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北京赛迪认证

中心有限公司提恢复申请，否则，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将撤销或注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5 认证标志的使用 

持证人应按《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认证标志使用指南》制作使用认证标志。 

5.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不允许使用变形标志。 

6 收费 

认证费用按合同约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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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光伏组件功率衰减率认证企业质量控制检验要求 

产品名称 认证标准依据 试验项目（标准条款编号） 确认检测 例行检测 

光伏组件 IEC 61215：2005 

1.外观检查（9.1）  √ 

2.EL 检查（9.2）  √ 

3.最大功率确定（9.3）  √ 

4.绝缘试验（9.4）  √ 

5.湿漏电流试验（9.5） 1次/月  

 

注：（1）例行检验是在生产的最终端阶段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行的100%检验，通常检验后，

除包装和加贴标签外，不再进一步加工。确认检验是为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进行的抽样检验，

确认试验应该按标准规定进行； 

（2）例行检验允许用经验证后确定的等效、等效快速的方法进行； 

（3）确认检验时，如企业不具备测试设备，可委托试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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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清单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清单 

关键材料和器件名称 型号/类型 制造商 

电池片   

前板   

背板   

封装材料   

接线盒   

边框   

焊带   

旁路二极管   

边缘密封材料   

 

注：以光伏组件实际组成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