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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产品介绍 

固德威NS系列光伏逆变器采用

优化的现代工业设计和全新的

硬件拓扑结构，以及先进的数

字化控制技术。在保持了上一

代产品的全部优秀特性基础上，

改善了整机重量和整机体积。

该系列安装运输方便，适用于

不同的光伏安装环境，优化的

阴影功能及MPPT技术不惧遮挡，

全面的软硬件保护，寿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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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光伏产业的发展, 光伏逆变器需要越来越多的功能, 在线监控、更
好的性能、防逆流功能等等. 
固德威 生产了第二代单相逆变器. 下面是SS/DS 和 NS/DNS 系列的比较. 

SS/DS 和 NS/DNS比较 

 参数 SS/DS NS/DNS 

 启动电压(V) 125 80 

 尺寸(宽*高*长) 390*417*142 344*274.5*128 

 重量 (Kg) 12 7.5  

 监控 
WiFi or RS485  

(可选) 
RS485 & WiFi&GPRS 

集成 

 防逆流功能 ARCB CT+Meter  

1.2 发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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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种安全检测 

80V的启动电压 

RS485 & 
WiFi&GPRS 集成 

防逆流功能 

更小巧 & 更轻 

1.3 新的产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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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介绍 

                每一个固德威的逆变器都是具备IP65的防护等级, 这种安装
方式是为了逆变器具备更好的性能和更长的使用寿命. 

2.1 安装指导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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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 系列 1~3kW 逆变器的概述 

5. CT and DRED 功能(可选) 
6. AC 输出端子 
7. LCD 显示屏 
8. 指示灯 
9. 按健 

1. PV 输入端子 
2. DC 开关 (可选) 
3. USB 口 & RS485 口 
4. WiFi 模块&GPRS模块(可选) 

2.1安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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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 系列 3.6~5kW 和 DNS 系列 3~5kW 逆变器概述 

5. CT 和DRED 功能(可选) 
6. AC 输出端子 
7. LCD 显示屏 
8. 指示灯 
9. 按键 

1. PV 输出端子 
2. DC 开关 (可选) 
3. USB 口 & RS485 口 
4. WiFi 模块&GPRS模块 (可选) 

2.1安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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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1安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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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安装位置 

2.1安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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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端子 

 确保交流线可靠连接，保证连接线和端子不会被拖拉出来。. 

2.1安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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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端子连接 

 NS 1~3kW AC 侧电缆规格: 

2.1安装指导 

 NS 3.6~5kW 和 DNS 3~5kW AC 侧电缆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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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端子连接 

 NS 3.6kW~5kW 和 DNS 3~5kW 逆变器有2种不同品牌连接端子 ，如下图所
示。 

2.1安装指导 
 

 VACONN 系列安装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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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端子连接 

2.1安装指导 

  WIELAND 系列安装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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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 端子连接 

2.1安装指导 

 DC 电缆规格: 

 DC连接端子有3种型号, SUNCLIX系列MC4 系列和 AMPHENOL H4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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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 端子连接 

2.1安装指导 

 SUNCLIX系列安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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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 端子连接 

2.1安装指导 
 

 MC4 and H4 系列安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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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485 连接 

2.1安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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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i 模块连接: 

2.1安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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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逆流功能CT的连接图:  

2.1安装指导 
 

•CT的快装请参考右边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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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逆变器是Wifi的逆变器, 在逆变器”正常”状态下请将Wifi模块和当地

路由器配置在一起. (参考PPT22~29页) 
2. 请确保逆变器时间设置的是正确的. 如果逆变器时间设置是不正确的, 监

控数据也会不正确.在Wifi配置之后请参考一下步骤配置和修改逆变器时
间.  

逆变器 

设置时间 

短按按键s 

2017- 01- 01 
15:37 

长按按键 

2017- 01- 20 
16.22 

短按修改参数, 长按进入下
一步. 

正常 

等待5S 

2.2通信配置过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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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监控配置– WiFi 逆变器 

1. 预备  
1.1 将Wifi逆变器(或者 EzLogger Pro WiFi)打开. 
1.2 如果正在配置WiFi 逆变器, 请确保逆变器外盖上的黄色指示灯是闪烁
的. 否者请在逆变器上设置WiFi重置. 
1.3 将路由器打开. 

          1.4 打开笔记本电脑的WiFi. 
 
2. 将电脑连接“Solar-WiFi” 
 搜索 WiFi 连接“Solar-WiFi” (密码: 12345678). 
 

2.2通信配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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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配置– WiFi 逆变器 
 
2.2 登录网址: http://10.10.100.253 
 
 
 
 
 
 
2.3 输入用户名: “admin”, 密码: “admin”. 
 
 
 
 
 
 
 
 
 
 

2.2通信配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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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开始向导’ 
  

 
 
 
 
 
 
 
 
 

2.2通信配置过程 
 

 ◆监控配置– WiFi 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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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路由器的名称 然后 点击 ‘下一步’ 
  

 
 
 
 
 
 
 
 
 

2.2通信配置过程 

 ◆监控配置– WiFi 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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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密码然后 点击 ‘下一步’ 
  

 
 
 
 
 
 
 
 
 

如果点击”下一步”显示配置失败 
需要重启路由器和逆变器重新 
配置. 

2.2通信配置过程 

注释: 

 ◆监控配置– WiFi 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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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 ‘完成’ 配置完成. 

2.2通信配置过程 
 

 ◆监控配置– WiFi 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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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修改逆变器WiFi的名称和密码,   请参考下面的图片 

2.2通信配置过程 

注释: 

 ◆监控配置– WiFi 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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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信配置过程 
 

8、配置好WiFi后，笔记本断开逆变器的”Solar-WiFi”信号,连接本

地的无线网登录监控网站利用逆变器的序列号和验证码创建电
站.这个电站是实时在线的.  

监控网址: www.goodwe-power.com. 

(参考一下图片) 

 ◆监控配置– WiFi 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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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配置–配有Ezlogger Pro 的 RS485 逆变器 

2.2通信配置过程 

1) Ezlogger Pro 有三种类型, LAN、WiFi and GPRS。 
 
1.1 如果使用Ezlogger Pro-WIFi, 请参考22-29页做相应的配置. 所
有的配置过程和WiF逆变器配置过程一样。 
 
1.2 如果使用Ezlogger Pro-LAN, 请根据以下步骤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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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打开Ezlogger Pro包装盒 , 检查附件是否齐全; 

2 
• 将Ezlogger Pro 安装到指定位置; 

3 
• 连接适配器; 

4 
• 设备连接; 

• A将逆变器和Ezlogger Pro连接 ; 

• B: 将通信口和电脑连接. 

5 • 开始配置Ezlogger Pro. 

2.2通信配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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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信配置过程 

EzLogger Pro与电脑上的ProMate软件连接，连接方式分为动态IP和静态IP方式 

动态IP模式连接方式 

用户只需将EzLogger Pro和
电脑连接到路由器，并开启
路由器的动态IP功能，在 
ProMate软件中点击“扫描”
即可连接成功，如图所示。 

EzLogger Pro默认方式为动态IP启动，用户只需在路由器DHCP功能开启情况下，将逆变
器、EzLogger Pro、路由器连接好即可。也可参照以下步骤，使用ProMate辅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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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信配置过程 

静态IP模式连接方式 

若要将EzLogger Pro启动方式设置为静态IP模式，需按下EzLogger Pro恢复出厂
设置键10秒，EzLogger Pro会复位重启，重启完成后EzLogger Pro将会被切换到
静态IP模式(默认IP为192.168.1.200)，然后配置电脑与EzLogger Pro处于同一局域
网下，配置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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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信配置过程 
 

步骤3. 点击“本地连接”； 
注: “本地连接”选项只
有在机器正常联网情况下
才会显示； 

 本地有线连接  无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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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信配置过程 

步骤 4. 点击“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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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信配置过程 

步骤 5. 记录下图示三项的
值（后续将会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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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信配置过程 

2、使用RJ45 网络通讯线将Ezlogger与电脑连接； 

3、 设置电脑IP地址为192.16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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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信配置过程 

4、电脑运行ProMate软件； 
1. Ezlogger Pro包装盒内U盘里存放有该软件文件； 
2. 如果U盘丢失， 请在固德威官方网站下载Pro 

Mate软件(http://www.goodwe.com.cn) 并将软
件安装至电脑； 
 

5、点击“连接”连接状态显示为‘连接成功’, 且稍等片
刻后 EzLogger Pro序列号和软件版本均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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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信配置过程 

6、 点击“refresh” 按钮刷新, 稍后
所有逆变器的序列号显示于逆变器列
表中； 
 
如果有逆变器未显示， 请检查其连接
是否有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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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信配置过程 

在端口配置中，设置每个端口需要监控的逆变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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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信配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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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将从Ezlogger Pro连接到笔记本上的网线断开连接到笔记本这
一侧，将RJ45接口连接到路由器, 接下来在固德威监控网站使用
机器的序列号和验证码创建一个电站系统. 这个电站系统是实时
在线的 

监控网站网址: www.goodwe-power.com. 

(请参考下图) 

2.2通信配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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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系列逆变器的方框图. 

2.3 内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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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S系列逆变器的方块图。 

2.3内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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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电丢失 
错误代码: 23 
原因: 逆变器没有和电网连接 
 

检查: 
 

1.  检测AC侧开关, 如果没有, 请将它打开. 如果已经打开, 请测量AC连接器和主配电板连接
线的电压. 确保电网是打开的。 
2.  确保火线、零线和地线连接正确, 如果不正确，请修改接线。 
3. 检查屏幕上‘AC输出电压’ 显示 和电网电压，请联系当地的电力公司. 如果没有问题, 请
联系固德威当地的服务中心。 
4. 断开逆变器AC & DC 等待5分钟. 测量火线、零线和大地之间的阻抗,如果数值是小于
200KΩ,请联系固德威当地服务中心。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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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缘对地阻抗过低 
 

错误代码: 14 
原因: 逆变器对地绝缘阻抗太低 
检测: 
1.询问故障发生频率，持续还是偶尔。如果是偶尔发生，需要注意当天天气。 
2.确认组件接地线是否正确（用地线把每块组件和支架连接，再支架接地。组
件边框上方有接地孔），同时逆变器的地线也要接上。 
3. 依次插拔组串，确定是否故障为单一组串引起。请检查组件是否有破皮现
象 。 
4.上述检查都没问题，可以更换整机。 
 
 
 
 

 

2.4 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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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电器检测异常 
 

错误代码: 07 
原因: 继电器输出失败 
 

检测: 
1.如果客户同意，可以尝试插拔控制板来尝试排除故障。 
2.如果机器正常工作一段时候后，报此故障，可以让客户把逆变器端的零地线
短接起来，再一起接到地线上面做测试。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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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余电流自检异常 
错误代码: 22/32 
原因: 逆变器发现漏电电流过高 
 

 
 
 
 
检测: 
1.确定问题发生的频率。如果是偶尔发生，需要注意当天天气。 
2.在报错的时候，依次插拔组串每一路来确定和排除组串故障。（组件破皮也会
导致报错） 
3.检查交直流地线。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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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网电压超限 
 

错误代码: 09/10/12/15 
原因: 电网电压超出逆变器输出限制范围 
 
 

检测: 
1.确定问题发生的频率。 
2.查看安规并更改。 
3.如更改安规还是报错，在报错时查看机器VL1，VL2，VL3或者VAC的数值。如
三相机显示三相不平衡 ，请检查AC侧，用万用表测量AC实际电网电压并检查
接线。 
4.如更改安规还是报错， 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的电网电压，查看机器在并网时电
网电压上升电压幅度大，叫客户检查AC接线，可能是N线没接好。 
5.如果新机刚装，出现此故障，检查零地线是否接触良好。若均没问题，可让
客户在机器端，把零地线直接短接后，再良好接到地线上。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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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网频率超限 
 

错误代码: 03/04/12 
原因: 电网频率超出逆变器输出范围 
 
 

检测: 
1.确定问题发生的频率。 
2.检查安规，注意是50Hz还是60Hz安规。 
3在故障发生时读取机器的F1，F2，F3,或者是FAC。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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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板电压过高 
 

错误代码: 17 
原因: DC 输入电压超出逆变器最大直流电压 
 
 

检测: 
1.测量组串电压有没超过机器的最大直流输入电压。 
2. 重启机器。 
3.如在夏天的时候机器正常，冬天会报错，那是因为温度低，组件的开路电压会升高。
（出现这样的状况，建议客户减少组件）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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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温保护 
 

错误代码: 19 
原因: 逆变器检测温度过高 
 
 
 

检测: 
 

1.注意问题发生的频率和时间（早晚这种明显不应该）。 
2.查看错误发生时的天气。 
3.查看机器安装位置。 
4.机器是否被太阳直射？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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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电流传感器异常 
 

错误代码: 31 
原因: 输出电流传感器检测失败 
 
检测: 
 

1.图片，换机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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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电流检测设备故障 
错误代码: 28/32 
原因: 检测漏电流设备有问题 
 
 

检测: 
 

1.请客户协助查看软件版本。 
2.可能通过升级和更换控制板解决。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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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 
错误代码: 没有 
原因: 逆变器‘等待’ 模式 
 

检测: 
 

1.当逆变器第一次使用, 请接通DC断开AC, 否者逆变器将保持在 ‘等待’状态。 
2.测量逆变器DC侧的电压, 确保DC电压是高于启动电压的。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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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屏 
 

错误代码: 没有 
原因: 当接通DC的时候逆变器显示屏无显示 
 

 
 
检测: 
 

1.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 
   1.1 测量DC电压, 确保这个高于启动电压; 
   1.2 检查PV输入的正负极有没有接反。 
2.    逆变器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 
   2.1 检查DC连接器和AC连接器有没有损坏; 
   2.2 断开DC和AC, 15分钟之后重新连接。 
3.  如果上面的解决方案都失败, 请联系固德威当地的服务中心。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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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重新连接 
错误代码: 无 
原因: 逆变器保持检查 
 

检测: 
 

1.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黎明或是傍晚, 请忽视这个问题, 由于电压太低所以不能让逆变器
持续的工作。 
2.检查AC连接线, 尤其是火线和零线必须连接正确。 
3.检查安规是否正确。 
4.检查逆变器有没有错误显示。 
5.当逆变器重新连接的时候检查逆变器倒计时时间是不是仍然存在, 然后反馈给固德威当
地的服务中心。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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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发电量 
错误代码: 无 
原因: 每天的发电量是非常低的 。 
 
 

检测: 
 

1.如果在屏幕上显示每一天的发电量很低，请检查逆变器的时间设置的是否正确。 
2.如果在监控网站上每天的发电量都很低, 请检查监控网站上的时间设置是正确的。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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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错误 
错误代码: 无 
原因: 信息丢失, 显示混乱, 没有背光, 背光一直在开。 
 

检测: 
 

1.移除逆变器外盖, 重新连接PCB和屏幕的连接线。 
2.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固德威当地的服务中心。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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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i 监控失败 
 

错误代码: 无 
原因: 没有 Solar-WiFi, Solar-WiFi 不稳定 
 
 
 

检测: 
 

1.    没有 Solar-WiFi 
    1.1 确保逆变器是WiFi的逆变器。 
    1.2 检测‘Power’ 灯 是常亮还是闪烁的. 如果是闪烁的。 
2.    Solar-WiFi 不稳定 
    2.1 重置WiFi看Solar-WiFi 是否稳定。 
    2.2 重新连接WiFi模块。 
3.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联系固德威当地的服务中心。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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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键失败 
错误代码: 无 
原因: 按键不工作 
 

检测: 
1.移除逆变器外盖, 重新连接PCB和屏幕的连接线。 
2.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固德威当地的服务中心。 
 
 
总结: 
 
          综上所述, 当光伏系统出现问题时, 问题包括PV连接端子、DC连接线、AC连接线、
逆变器本身等等。逆变器是唯一一个具备报警系统的组成部分。 所以当逆变器显示错误
的时候, 我们需要检查整个光伏系统的问题。 

2.4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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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GW1000-NS GW1500-NS GW2000-NS GW2500-NS GW3000-NS 

 DC 输入   

 最大直流功率(W) 1300 1950 2600 3250 3900 

 最大直流电压(V) 500 500 500 500 500 

 MPPT 电压范围(V) 80-450 80-450 80-450 80-450 80-450 

 启动电压(V) 80 80 80 80 80 

最大直流电流(A) 10 10 10 18 18 

 输入路数 1 1 1 1 1 

MPPT路数 1 1 1 1 1 

 DC连接器 AMPHENOL/MC4/SUNCLIX 

 AC输出   

最大交流输出功率(W)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最大交流输出电流(A) 5 7.5 10 12.5 13.5 

 交流输出范围 50/60Hz; 220/230Vac 

功率因数 0.8超前~0.8滞后 

 电流总谐波失真 <3% 

 电网连接 单相 

 最大效率 96.50% 97.0% 97.0% 97.50% 97.50% 

 欧洲效率 >96% 96% >96% >97% >97% 

 MPPT效率 >99.5% >99.5% >99.5% >99.5% >99.5% 

3.1 技术参数— N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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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 & 标准   

 残余电流保护 集成 

 孤岛保护 集成 

DC开关 集成 (可选) 

 输出过流保护 集成 

绝缘阻抗侦测 集成 

 并网标准 
G83/2, VDE0126-1-1,AS4777.2&.3, 

EN50438, ERDF-NOL-RES_13E;  

 安规  IEC62109-1&-2, AS3100 

电磁兼容 
 

 EN61000-6-1, EN61000-6-2, EN61000-6-3 
EN61000-6-4, EN61000-3-2, EN61000-3-3 

常规参数   

尺寸(宽x高x厚)  344*274.5*128 

重量(kg) 7.5 8.5 

 安装方式 壁挂式 

 环境温度范围 -25~60℃ (超过 45℃ 减载) 

 相对湿度 0~95% 

 最高海拔 4000m (超过3000m 降额) 

保护等级 IP65 

 拓扑结构 无变压器 

 夜间自耗电(W) <1 

 冷却方式 自然对流 

 噪音等级(dB) <25 

 显示 LCD 

通信方式 RS485/WiFi/GPRS 

 质保(年) 5/10/15/20/25 (可选) 

3.1技术参数— N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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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GW3600-NS GW4200-NS GW5000-NS 

DC 输入   

 最大直流功率(W) 4680 5460 6500 

 最大直流电压(V) 580 580 580 

 MPPT 电压范围(V) 80-550 80-550 80-550 

 启动电压(V) 120 120 120 

最大直流电流(A) 22 22 22 

 输入路数 2 2 2 

MPPT路数 1 

 DC连接器 AMPHENOL/ MC4 /SUNCLIX 

AC 输出 

最大交流输出功率(W) 3680 4200 5000 

 最大交流输出电流(A) 16 19 22.8 

 交流输出范围 45~55Hz/55~65Hz; 180~270Vac 

功率因数 0.8 置前 ~ 0.8 滞后 

 电流总谐波失真 <3% 

 电网连接 单相 

 最大效率 97.8% 97.8% 97.8% 

 欧洲效率 97.5% 97.5% 97.5% 

 MPPT效率 99.9% 99.9% 99.9% 

3.1技术参数— N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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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残余电流保护 集成 

 孤岛保护 集成 

DC开关 集成 (可选) 

 输出过流保护 集成 

绝缘阻抗侦测 集成 

 并网标准 

VDE-AR-N 4105, G59/3, 
AS4777.2&.3,  

VDE0126-1-1, EN50438, 
ERDF-NOL-RES_13E 

VDE-AR-N 4105, G59/3, 
AS4777.2&.3,  

VDE0126-1-1, EN50438, 
ERDF-NOL-RES_13E 

VDE-AR-N 4105, G59/3,   
AS4777.2&.3, VDE0126-1-1, 

EN50438, ERDF-NOL-
RES_13E, MEA, PEA 

 安规 IEC62109-1&-2, AS3100 

电磁兼容 
EN61000-6-1, EN61000-6-2, EN61000-6-3,  

EN61000-6-4, EN61000-3-11, EN61000-3-12 

常规参数   

尺寸(宽x高x厚)  347*432*145mm 

重量(kg) 14 

 安装方式 壁挂式 

 环境温度范围 -25~60℃ (超过r 45℃ 减载) 

 相对湿度 0~95% 

 最高海拔 4000m (超过 3000m 降额) 

保护等级 IP65 

 拓扑结构 无变压器 

 夜间自耗电(W) <1 

 冷却方式 自然冷却 

 噪音等级(dB) <25 

 显示 LCD 

通信方式 RS485/WiFi/GPRS 

 质保(年) 5/10/15/20/25 (可选) 

3.1技术参数— N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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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GW3000D-NS GW3600D-NS GW4200D-NS GW5000D-NS 

DC 输入   

 最大直流功率(W) 3900 4680 5460 6500 

 最大直流电压(V) 580 580 580 580 

 MPPT 电压范围(V) 80~550 80~550 80~550 80~550 

 启动电压(V) 120 120 120 120 

最大直流电流(A) 11/11 11/11 11/11 11/11 

 输入路数 2 2 2 2 

MPPT路数 2 (可并联) 

 DC连接器 AMPHENOL/ MC4 /SUNCLIX 

AC 输出   

最大交流输出功率(W) 3000 3680 4200 5000 

 最大交流输出电流(A) 13.6 16 19 22.8 

 交流输出范围 50/60Hz; 230Vac 

功率因数 0.8置前~0.8滞后 

 电流总谐波失真 <3% 

 电网连接 Single phase 

 最大效率 97.80% 97.80% 97.80% 97.80% 

 欧洲效率 97.50% 97.50% 97.50% 97.50% 

 MPPT效率 99.90% 99.90% 99.90% 99.90% 

3.1技术参数— N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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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残余电流保护 集成 

 孤岛保护 集成 

DC开关 集成 (可选) 

 输出过流保护 集成 

绝缘阻抗侦测 集成 

 并网标准 
VDE-AR-N 4105, AS4777.2&.3, RD1699, 

VDE0126-1-1, EN50438 G83/G59, PEA, MEA, NRS 

 安规 IEC62109-1&-2, AS3100 

电磁兼容 
EN61000-6-1, EN61000-6-2, EN61000-6-3,  

EN61000-6-4, EN61000-3-11, EN61000-3-12 

常规参数   

尺寸(宽x高x厚)  347*432*145mm 

重量(kg) 14 

 安装方式 壁挂式 

 环境温度范围 -25~60℃ (超过 45℃ 减载) 

 相对湿度 0~95% 

 最高海拔 4000m (超过 3000m 降额) 

保护等级 IP65 

 拓扑结构 无变压器 

 夜间自耗电(W) <1 

 冷却方式 自然对流 

 噪音等级(dB) <25 

 显示 LCD 

通信方式 RS485/WiFi/GPRS 

 质保(年) 5/10/15/20/25 (可选) 

3.1技术参数— N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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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Model 
VDE0126-1-1 

(Europe) 

VDE-AR-N 
4105 

(Germany) 

EN62109-1 & 
2 

(Europe) 

SAA 
(Australia) 

G83/2 
(England) 

G59/3 
(England) 

NB-T 
32004 
(China) 

EN50438+ 
VDE0126-1-

1/A1 
(Poland) 

MEA+PEA 
(Thailand) 

ERDF-NOL-
RES_13E 
(France) 

NS 

 GW1000-NS 
◆   ◆ ◆ ◆   ◆ ◆   ◆ 

 GW1500-NS 
◆   ◆ ◆ ◆   ◆ ◆   ◆ 

 GW2000-NS 
◆   ◆ ◆ ◆   ◆ ◆   ◆ 

 GW2500-NS 
◆   ◆ ◆ ◆   ◆ ◆   ◆ 

 GW3000-NS 
◆   ◆ ◆ ◆   ◆ ◆   ◆ 

 GW3600-NS 
◆ ◆ ◆ ◆ ◆   ◆ ◆     

 GW4200-NS 
◆ ◆ ◆ ◆   ◆ ◆ ◆     

 GW5000-NS 
◆ ◆ ◆ ◆   ◆ ◆ ◆     

D-NS 

 GW3000D-NS 
◆ ◆ ◆ ◆ ◆   ◆ ◆     

 GW3600D-NS 
◆ ◆ ◆ ◆ ◆   ◆ ◆ ◆   

 GW4200D-NS 
◆ ◆ ◆ ◆   ◆ ◆ ◆     

 GW5000D-NS 
◆ ◆ ◆ ◆   ◆ ◆ ◆ ◆   

◆ Approved ◆ Processing 

◆ Planning ◇ Updated to 21/09/2015 

3.2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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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质保 
江苏固德威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固德威）对NS, SS, DNS, DS, 
DT, SDT, MT, HF, BP 系列的光伏产品提供从生产日期起不超过66个月（5.5年）
的质保。 
其他光伏产品，包括ES系列储能逆变器提供从生产日期起不超过42个月
（3.5年）的质保，其他配件产品，包括Antenna, WIFI 配件，GPRS 配件，
EzConverter, EzMeter和EzLogger, Ezlogger Pro等提供从生产日期起不超过30
个月（2.5年）的质保。 
对于光伏产品（固德威 NS SS DNS DS DT SDT MT HF BP ES系列）在固德威生

产日期两年内可以购买延保。客户可以从固德威销售团队获得更多购买延
保的信息。 

3.3 质保 &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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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政策 

机器在质保期内因本公司技术缺陷或逆变器材质问题导致的机器故障或机器
不工作，请联系公司服务热线，提供机器错误信息予以登记，并通过邮件或
传真等方式向售后服务部门提供质保卡，以待处理。对于终端使用逆变器的
客户，请联系您的安装商或任意一家经固德威授权的服务安装商反馈您的机
器问题。 
  
根据固德威质保条款，如机器发生故障，请提供以下信息或文件(该信息将有
助于售后服务团队对机器问题的处理): 
  
产品型号名和序列号； 
显示屏上的错误信息（若有，请提供）和其他可描述的错误信息； 
基于整个发电系统的详细信息（包括组件，电路连接等）； 
之前的错误信息（若有，请提供）； 
  

 

3.3质保 &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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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在固德威标准质保期内发生故障，将会提供以下解决方式： 
A: 机器返厂维修； 
B：系统现场维修； 
C: 更换产品（对于已停产的产品，固德威可提供对应的产品进行更换）。 
  

在质保期内，更换的机器将自动延续故障机器在其质保期内剩余的质保期
限，因此，您将不会收到新的质保证书，固德威内部系统会自动登记此次
换机。另外，无论故障机器的质保期是否有效，更换后的机器将拥有至少
一年的质保期限。 
  

采购发票请适当保存，以供后续使用。对于机器或其零部件需要运回的，
请务必以原有方式或以同等方式包装。固德威有权安排第三方服务供应商
为您提供质保期内的售后服务。 
  

固德威标准质保包括机器维修的人工和物料成本，但不包含其他费用，其
中包括运输机器去安装现场的费用，以及固德威或采购方人员的差旅费用
等。此外，由于机器故障导致的直接或间接损失亦不包含在内。 

3.3质保 &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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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免责声明 
以下情况导致的机器问题不在固德威标准质保之内： 
产品已经超出质保期（双方另有签订延长保修期服务的除外）； 

未按产品说明书或相关安装维护要求作业，非产品规定的工作环境、保管
或使用造成的故障或损坏。如安装距离，通风，防水帽未正确使用等； 
未经固德威授权私自拆装、维修或改装机器； 

由于不可预见或人为因素或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的故障和损坏，如暴风雨
天气、洪水、闪电、过压、虫害和火灾等； 
未经固德威授权而私自修改产品、变更设计或者替换零部件； 
故意破坏或玷污、做不可擦除的标记、偷盗等； 
正常的磨损； 
未按照正确的安规要求使用（如 VDE标准等）； 
其他非固德威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导致的故障或损坏； 

运输过程造成的损坏（包括运输过程中对包装好的产品移动引起的机壳划
痕）； 
因环境恶劣，机器外壳上产生的生锈腐蚀。 

3.3质保 &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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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期后的服务 

对于不在质保期内的产品，固德威将会对最终用户收取现场服务费，材料
费，人工费和物流费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任何一种或全部： 
现场服务费：技术服务工程师的差旅费和人工费。 
材料费：换取的零部件费用（包括运输和管理费用）。 

人工费：技术服务工程师工时费，包括维修，维护，安装（硬件或软件）
和调试机器的费用。 

物流费用：包括从客户处运到固德威以及维修好的机器从固德威运到客户
的费用。 

3.3质保 &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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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