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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信息  
 
无锡联动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新区菱湖大道228号天安智慧城A1座
402。邮编：14135  
电话：+86 510 81817488  
传真：+86 510 81817475 
info@leadsolarenergy.com 
www.leadsolarenergy.com 
 
 
安规： 

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已经通过了德国TUV实验室测试，并获得相应认证。逆变器符合欧盟的低电压规范（LVD）

2006/95/EC，WEEE 规范 2002/96/EC，以及 EMC 规范 2004/108/EC。  
并且，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支持如下法规： 
EN 62109-1:2010         
EN 62109-2:2011 
EN 61000-6-2:2005 
EN 61000-6-3/A1:2011 

 
 
 
 
 
 
 
 
 
 

 
 
 
 
 

在本手册中涉及的所有无锡联动的产品信息、规格书以及配图均受制作时间影响，因此无锡联动有权在未通

知所有客户的情况下，做出修改。 

其它信息： 

所有产品的最新信息，请参见无锡联动官方网站：www.leadsolarenergy.com 
 

      
 
Copyright © 2013 LeadSolar Energy.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leadsolarener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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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1 手册内容概述 

本手册描述了 LS600 微型逆变器的装配、安装、调试、维护及故障判断。 

1.2 手册内标识说明 

手册中使用了如下标识：: 
 

 

警告！ 
这个标识警示可能会存在的安全隐患，会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或者设备故障。需

要在阅读手册时注意这部分内容，以避免伤害或降低风险。 
 

 

 

注意 
这个标识表示这部分内容是需要注意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是优化系统性能的

关键。 
 

1.3 安全说明  

1. 遵循本地安装规范。请遵守当地的电气产品安装规范，由合格的专业人员安装或更换无锡联动微型

逆变器产品。 
2. 不允许自行安装。用户不允许自行修理或调试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如果逆变器发生故障，请联系

无锡联动客服，无锡联动会指派工程师联系客户，评估故障，并提供换机或维修服务。自行篡改软

件，或者打开逆变器外壳，产品质保将作废。  
3. 阅读使用说明。安装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及相关产品之前，请先阅读相关安装说明文档。 
4. 安全断开。请在断开微型逆变器和组件的连接之前，断开系统与电网的连接。  
5. 请注意微型逆变器发热。微型逆变器大部分外壳有散热作用。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温度为 15°C ，

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也可达到 80°C。因此，为减少烫伤危险，使用微型逆变器时需谨慎。  
6. 逆变器已经经过了设置。在出厂之前，已经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电网情况作了设置，因此在现场安

装时不需要再做设置调整，LS600 将在连接上电网之后自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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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标识说明 

以下标识出现在微型逆变器的外壳上。 
 
标识 说明 

 

回收 
本产品符合欧盟报废电气产品2002/96/EC规范，电气产品到了使用年

限必须回收。任何设备报废之后必须返回到授权经销商或批准的收集和回收

设施。 

 

TÜV SÜD认证 
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符合德国TÜV SÜD标准. 

 

注意 
当微型逆变器工作时，请与其保持至少8英寸（20厘米）的距离。 

 

有高电压 
微型逆变器内带有可致命的高电压 

 

注意表面高温 
当微型逆变器工作时会产生高温。因此在逆变器工作时，请不要接触其

金属表面。 

 

CE认证 
微型逆变器符合欧盟低电压认证。 

 

先阅读手册 
安装、运行及维护微型逆变器之前，请先阅读相关手册。 

 
               5 minutes 

注意电击危险，产品需要留有放电时间 
在断开直流和交流电源之后，请等待5分钟再触摸微型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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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欢迎加入 LS600 高性能微型逆变器用户群。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系统是光伏发电系统产品中中最先进的系

统之一。该系统高度可靠，性能卓越，安装便捷。该系统的三大主要组成部分是： 
 
• 无锡联动高性能微型逆变器  
• 无锡联动数据通信网关 
• 无锡联动在线监控系统  
 

对于大部分光伏应用而言，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系统将使用户受益于从系统设计至系统使用寿命终结的整个

过程。 
 

2.1 无锡联动智能光伏系统：更灵活，更多发电量  

微型逆变器使得分布式光伏系统的设计变得更加灵活。传统的组串式逆变器和集中式逆变器方案，是通过将

组件连接在一起，再连接至逆变器并网发电。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模式可正常发电。但是如果在有云、树或烟囱

等物体的阴影遮挡的情况下，逆变器效率将会急剧下降。特别是民用住宅屋顶项目和商用屋顶项目中，组串式逆

变器和集中式逆变器的效率一般不会达到最大，不管这些逆变器采用怎样的技术，也无法避免阴影遮挡带来的发

电量的损失。  
 传统组串逆变器 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 

质保 5 - 10年 10 – 25年 
产品故障带来的系统失效风险 整个系统 单个逆变器 
维护 专业人员现场支持 远程故障分析 
屋顶或建筑外墙是否有直流高压危

险 
有 无 

直流高压带来的火灾风险 有 无 
发电控制 白天无法自动切断 可以自动切断 

系统设计 
屋顶及外墙有高压直流电缆，设计时

需注意 
无需考虑直流电缆，系统设计灵活 

系统配件 
直流电缆、接线盒、直流电缆保护套

管等 
只需考虑交流连接部分 

安装 逆变器单独安装 
可将微型逆变器整合在组件上一起

安装 
 

在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系统中，组件不会被串起来连接到一台组串式逆变器上，而是每块组件或者每两块组

件使用一台微型逆变器，并联之后连接至电网。微型逆变器内置的最大功率跟踪（MPPT）控制器能够实时监控

并维持在一个最大功率点上。如果一块或者几块组件被阴影遮挡，这些组件的输出功率会降低，但其余组件不会

受到影响，仍然可以保持最大功率输出。相比于传统方案，无锡联动智能光伏系统方案能够提升 15%-25%的系

统发电量。 



LS600 安装及操作指导手册   7 
www.leadsolarenergy.com 

2.2 可靠性 

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代替了容易出现故障的组串式和集中式逆变器，为用户提供了高可靠性的解决方案。无

锡联动设计环境工作温度为 65°C ，并且对系统来说，不会造成单点系统故障。微型逆变器专为户外应用所设计，

符合 IP65 标准。无锡联动使用最高测试标准及测试条件，能够跟踪工厂生产的每个步骤，并在出厂之前对每台

微型逆变器进行完整地测试。 

2.3 系统监控及维护 

无锡联动数据网关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系统性能监控服务。  
只需要将网关电源插头连接在与系统同一相为的电源插座上，网关即可与微型逆变器通信。网关与用户的路

由器可以通过 WiFi 无线连接，并通过路由器连上互联网。当网关没有连上互联网时，网关根据 SD 卡上的逆变

器 ID 识别并连接逆变器；当网关连上互联网时，则通过从监控服务器获得的逆变器 ID 来识别每台逆变器。网关

与逆变器之间的通信基于电力线载波技术。 
无锡联动数据网关自带 4.2 英寸触摸屏，可以直接在屏上显示系统发电量等信息。同时，在网关连接互联网

的前提下，网关会上传数据至监控服务器，用户可通过注册帐户，登录服务器查看系统运行状况及历史数据。 

2.4 系统设计和安装 

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的设计使得系统安装更便捷。无需和带有传统组串逆变器或集中式逆变器的系统那样，

布设直流电缆，考虑组件的安装位置等。只需要将微型逆变器安装在组件背后，或者支架上，并与组件的直流端

子连接。微型逆变器之间，通过交流电缆和端子互相连接，每 7 台 LS600 并联成一组（根据安规，每组数量受

限于交流电缆可承受的最大电流）。每组最后一台微型逆变器通过交流电缆，连上电网。 
这样的微型逆变器系统是开放的，即系统允许用户在他们预算允许的条件下随时增加组件进行扩容。并且，

单块组件的故障不会影响其它组件的工作。系统维护、维修、换组件无需关闭整个系统，只需对单块组件操作。

使用微型逆变器的分布式系统消除了使用组串式逆变器的系统（可达 600V 的）高压直流电击造成人身伤害的危

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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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变器安装  

以下内容是安装无锡联动 LS600 微型逆变器的步骤。 
 

 

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安装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安装时有电击风险，因此组件连

接至微型逆变器前，组件必须接地。微型逆变器外壳有接地螺丝可以通过支架接地，

逆变器交流电缆内也有地线。 
 

 

3.1 兼容组件和每串微逆的数量 

LS600 微型逆变器支持 60 片电池片组件和 72 片电池片的组件。请参见下文规格书。 
 
适合的组件 
逆变器规格 组件规格 组件连接器型号 
LS600 60-cell 或 72-cell 组件 MC-4 2 Locking 或 Amphenol H4 Locking 

 
每 18 安培交流支路能够连接的最大微型逆变器数量 
电网电压 每并联交流支路最大允许的 LS600 连接数量 
单相 220V 7 

 
 

3.2 包装信息 

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 LS600 每套包含如下部件： 
产品描述 数量 
1. 微型逆变器 1 
2. 接地配件 1 套 
3. 安装手册 1（一般提供电子版） 
4. 质保卡及质保说明 1（一般提供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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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微型逆变器外壳标识 

Utility-Interactive Inverter with 
Integrated GFDI

PV Input Ratings:
Vmax PV(absolute maximum): d.c. 60V
PV input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d.c. 50V-57V
MPP voltage range: d.c. 52V-56V
Max. operating PV input current: d.c. 9.7AX2
Isc PV (absolute maximum): d.c. 15AX2

AC Output Ratings:
Max. continuous output power: 600W
Nominal grid voltage: 277V~
Operating voltage range:244 - 305V~
Max. 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 a.c. 2.17A
Nominal grid frequency: 60Hz
Operation frequency range:59.3 - 60.5Hz
Power factor range:>0.95
Ambient temperature: -40 ̊C to +55 ̊C
Type of enclosure:  NEMA 4

5 Minutes

Designed in U.S.A.    Assembled in China

Model: LS600E

www.leadsolarenergy.com

CAUTION!
Risk of Electric Shock, Do Not Remove 
Cover. No User Serviceable Parts 
Inside. Refer Servicing To Qualified 
Service Personnel. Both ac and dc 
voltage sources are terminated inside 
this equipment. Each circuit must be 
individually disconnected before 
servicing. When the photovoltaic array 
is exposed to light, it supplies a dc 
voltage to this equipment.
Do not remove cover until 5 minutes 
after disconnecting all sources of 
supply.
Hot surfaces – To reduce the risk of 
burns – Do not touch

UL1741
CSA C22.2 NO. 107.1-01

Attention!
Risque de choc électrique, ne pas 
enlever le couvercle. Aucune pièce 
interne réparable par l’utilisateur. Toute 
réparation doit être uniquement confiée à 
du personnel qualifié. A l’intérieur de 
l’onduleur on retrouve 2 tensions AC et 
DC. Chaque circuit doit être déconnecté 
individuellement avant chaque entretien. 
Lorsque le panneau photovoltaïque est 
exposé à la lumière, il fournit une tension 
DC à cet appareil.
Ne pas enlever le couvercle durant 5 
minutes après la déconnexion électrique 
totale.
Les surfaces chaudes – pour réduire le 
risque de brûlure – Ne pas toucher

 
 

请注意，贴在右边的 S/N 码用于表示产品型号、生产地点及生产时间等信息，对于用户来说 S/N 码用于在

监控系统中注册此产品。请在安装之前，将 S/N 码及 ID 记录下来。 

3.4 配件及安装工具 

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系统安装便捷。在安装过程中，会用到如下所述的配件和工具。 
     配件： 
• 快速安装延长电缆： 

无锡联动为客户提供了 5 米长的一端带有交流母头的交流延长电缆。用于连接每个交流支路最后一台逆

变器至并网点。 每条交流支路使用一根。 
• 交流端子： 

客户如果不是用上述 5 米电缆，也可以购买交流端子，自行根据实际长度制作电缆。 
• 防尘盖： 
        每条交流支路第一台逆变器空余一个交流端子，需要使用防尘盖。（需购买） 
 
可能会用到的其它配件或工具： 
• 交流接线盒：客户自行准备。 
• 滤波器：在电力线上噪声过大的环境中使用，保证逆变器与网关通信正常。可从无锡联动购买。 
• 防浪涌器件（SPD）：建议安装商自行评估后安装。可从无锡联动购买。 
• 格兰头或应变消除接头：接线盒可能会用到。客户自行准备。 
• 接地线，接地线圈：客户自行准备。 
• 飞利浦 2 号和 3 号螺丝刀 
• 转矩扳手、扳手、电源插座：客户自行准备。 
• 活动扳手或开口扳手：客户自行准备。 
• 手持镜：查看微逆上的指示灯。客户自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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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雷电浪涌保护 

光伏系统通常建在屋顶或者开阔的地面。这些地方安装的设备可能会被闪电击中，进而引起组件电压尖峰，

对系统造成破坏。虽然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内置了浪涌保护，但无法保证挡住所有的雷击电压尖峰，因此我们强

烈建议假装额外的浪涌保护装置（SPD）。 
 

 

强烈建议安装额外的浪涌保护装置来保护你的光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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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装步骤 

4.1 准备工作 

安装所需工具：万用表，艾伦扳手，冲击钻，螺丝刀和手动扳手等。 

 

 

 

 

请在开始安装和维护系统前交直流插头断电并完成放电！如果直流侧刚刚断

开，电容还会带有一些电。请等待5分钟给电容放电。 
 

 

 

微型逆变器需要由专业人员安装，以确保系统能够发挥最佳性能。  

 

4.2 安装步骤 

 

请在安装系统之前阅读整个安装步骤。请严格遵守如下安装步骤。  

 
步骤 1：在并网点测量电网电压。 
步骤 2：将微型逆变器固定在光伏支架上。 
步骤 3：将微型逆变器用自带的交流电缆互相连接起来（手拉手模式）。 
步骤 4：每条交流支路最后用一根交流电缆的端子安装防尘盖。 
步骤 5：安装交流支路到接线盒。 
步骤 6：将系统和微型逆变器接地。 
步骤 7：完成安装图。 
步骤 8：在并网点附近接上数据网关。 
步骤 9：将组件连接上逆变器。 
步骤 10：在无锡联动网站（www.leadsolarenergy.net）上注册网关和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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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所有安装步骤之前，请不要将微型逆变器连接至电网供电。  

 

步骤 1：在并网点测量电网电压 

在并网点测量交流电缆电压，以确保电压在微型逆变器输出电压范围之内。可接受的电压范围如下： 
单相 220V 交流：195.5 – 253(EU), 210 – 260(AU) 

Distribution PanelMultimeter

 

数字电表                 接线盒 
 

 

安装前请检查电缆额定电压。无锡联动的快速安装延长电缆上印有额定电压数

值。请不要使用额定电压数值不明的电缆。 
 

 

步骤二：将微型逆变器固定在支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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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逆变器在支架上的位置是固定的，无

法移动。通常，在安装逆变器之前，就需要确

定位置。 
    将逆变器放置在组件正下方的支架上，以

避免阳光直射。此外，在屋顶与逆变器底部之

间，以及组件面板与逆变器之间，均至少保留

1.5 厘米的空间。 
 
 

 

 
 

 

步骤三：连接微型逆变器之间的交流电缆  

 

 

请不要连接超过7台微型逆变器到同一个交流支路。  

 
在连接微型逆变器之间的交流电缆前，请先检查每条交流支路中的逆变器数量，数量不能超过 7 台。连接时，

从第一台逆变器开始，将逆变器之间的交流电缆通过手拉手的方式连接，即一台逆变器交流端子的母头连接另一

台逆变器的公头。最后一台逆变器连接至接线盒并网。 
 

 
 

步骤四：安装防尘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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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支路的第一台微型逆变器均有一根

交流电缆没有连接到别的逆变器上。 
因为带电，因此这根空余的交流电缆并

不安全，需要使用防尘盖封闭电缆上的交流

端子。并且也可以防止灰尘和水进入端子。 
 

 

 
 

 

 

请不要留有空余的交流端子，所有空余的交流端子都必须使用防尘盖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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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安装交流支路接线盒 

 

 

存在电流冲击风险。请在安装交流接线盒前断开电源。每条交流支路必须安装

20安培断路器。 
部分地区如果有额外需求，请加装其它防雷产品。 

 

 
每条交流支路需要交流接线盒，将微型逆变器连接至电网。请按照如下步骤安装接线盒。 

 
1. 将交流接线盒的安装位置确定。通常，这个位

置位于交流支路的一端或者中部。如果是在中

部，请注意，支路中会有两台逆变器的交流端

子上需要使用防尘盖密封。  

 

 
 

2. 使用工具将交流电缆接入接线盒。 
 

3. 请注意电缆的颜色。电缆颜色需要符合当地安规。通常，火线为红色，零线为黑色，地线为黄绿色。 
 
4. 将电网侧电缆连接至接线盒。这个安装步骤使逆变器连接上了电网，因此请确保在安装时交流电源已经切断。 

 
5. 合上接线盒盖板，并拧紧螺丝。 

                 

步骤六：将系统和微型逆变器接地 

 
为确保安全，光伏系统中所有带电的部件（包括组件、支架、微型逆变器外壳）必须在工作时接地。请选择

如下一或两种接地方式： 
 
1. 每个微型逆变器使用一个接地导体连接到交流接地电极。最常见的方法是逆变器外壳上安装一个接地螺丝，

并拧紧螺丝，将外壳通过支架接地。  
 

2. 请注意，在微型逆变器内部，零线不接地。但逆变器输出电缆中有地线，可以通过接线盒地线接地。 
 
3. 由于支架已经接地，微型逆变器可以通过接地螺丝与支架或者组件连接来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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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在系统接地前启动系统。微型逆变器内部的接地故障检测装置（GFDI）
会由于逆变器未接地而启动。 

 

 
 

步骤七：完成安装图 

 
我们会在稍后需要微型逆变器的 SN 码和 ID 来注册逆变器，因此请准确记录下每台逆变器的 SN 码和 ID。 
安装图记录了每台逆变器在系统中的物理地址。我们在监控系统中逆变器的排列位置，需要根据实际安装图

中的位置来确定。 
每台逆变器都有一个可以撕下的 SN 条码纸，请将条码纸贴到你的安装图上。请记得存档安装图的拷贝。 

 

 

安装还未完成。请记录下逆变器的SN码和ID。它们会用于逆变器在监控系统

和网关中的注册。 

 

步骤八：在并网点附近接上数据网关 

 
数据网关也是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系统的一部分。它的作用是通过电力线与逆变器通信，监控逆变器和组件

的运行状况。网关会获取逆变器的发电量等信息。 
我们建议把数据网关尽可能地连接至离系统并网点近的插座上，确保逆变器与网关的通信不受电力线上其它

电器噪声的干扰。网关必须放置在室内，可以放在桌上，也可以固定在墙上，但必须和逆变器位于同一相位。 
 

步骤九：将组件连接上逆变器  

 
 将 LS600 两组直流端子分别连接上两块组件的直流输出端。请检查直流端子是否接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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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十：注册网关和逆变器 

 
在无锡联动网站 www.leadsolarenergy.net.上注册新的用户帐户，并通过 SN 码注册网关和逆变器。请参

见无锡联动的网关使用手册和监控系统用户手册。 
 

http://www.leadsolarenerg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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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联动微型逆变器系统操作指导 

祝贺你已经完成了系统安装！请继续下面的操作步骤： 
 

1. 合上每条支路的交流断路器（通常是 20 安培的断路器）。 
2. 合上整个系统的主断路器（这个断路器的型号必须根据系统容量来选择）。微型逆变器将在 2 分钟后开始

工作。 
3. 参考网关使用手册，通过无线或网线，将网关连接至路由器（用户自行准备）。请将与网关共用电力线路

的家电插头拔下。 
4. 请确保路由器开通 DHCP 功能，使网关能够获得 IP 地址，并连接至互联网。（如果用户家中无法连接互

联网，网关也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系统发电量等信息。）网关会将数据通过互联网发送至无锡联动的监控

服务器。 
5. 请在无锡联动网站www.leadsolarenergy.com上注册新的用户帐户，并通过SN码注册网关与所有逆变器。

网站将会实时提供系统监控数据。 
 

请注意，在安装完之后首次并网时，网关需要 5-10 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与每台逆变器建立通信，时间长短取决

于逆变器的数量。 
微型逆变器上的 LED 能够显示基本的工作状态。我们建议在首次并网之后，可以快速检查下每台逆变器 LED

灯的状态。每台逆变器在通上直流电时会做自检，因此 LED 状态是绿灯闪烁 10 次。红灯常亮则表示连接断开，

请确保所有端子连接正确。 
下表总结了三种常见的 LED 灯状态： 

 
LED 灯状态 描述 
绿灯常亮 正常工作中 
绿灯闪烁，每秒 1 次 正常发电中，但有 GFDI 错误 
绿灯闪烁，两秒 1 次 待机中 
 
 
 

http://www.leadsolarener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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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逆变器系统故障排除指南 

 

请由专业人员来判断产品故障。  

 

 

请不要断开工作中的微型逆变器，这可能会损坏逆变器或导致操作人员触电。

检查故障前，请先断开交流断路器，再断开电网连接，最后断开逆变器与组件的连

接。（切断总断路器可将整个系统与电网断开连接。切断支路的断路器，可将某条

支路断开。） 

 

 
请按照如下步骤排查故障： 

 
1. 确保电网电压和频率在逆变器工作范围内。逆变器参数列表请见下文规格书。 
2. 检查系统连接。先断开交流侧，再断开直流输入端。  
3. 检查组件的开路电压，是否在逆变器工作电压范围内。 
4. 重新连上直流侧线缆，并检查逆变器 LED 灯状态，如果绿灯闪烁，表示直流连接正常。  
5. 检查电网侧连接。如果整个系统均不工作，需要检查交流断路器。如果是某条支路有故障，需要检查那

条支路的断路器。如果是某台逆变器故障，需要检查该逆变器的交流线缆连接。如果逆变器 LED 灯在闪

烁 10 次之后常亮，则电网连接正常。  
 

 

逆变器发生故障时，不要试图修理逆变器，这将导致逆变器质保失效，并有触

电危险。请联系无锡联动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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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机或扩容 

 

 

找到需要换机或者增加逆变器的那条支路的断路器。在换机或安装新逆变器之前切

断断路器。 
 

 
以下是换机步骤： 
1. 切断交流支路的断路器。 
2. 遮住需要换机的逆变器连接的组件。 
3. 断开逆变器的交流端子。 
4. 断开逆变器和组件的连接。 
5. 将逆变器从支架上拆下。 
6. 按照安装步骤装上新的逆变器。 
7. 移开组件的遮挡，闭合断路器。 
8. 新逆变器将在 2 分钟内启动。 
9. 在监控网站上注册新的逆变器。 

 
新的组件可以随时增加到现有系统中。请按照安装步骤装上新的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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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8.1 技术指标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无锡联动 LS600 微型逆变器支持大部分 60 片电池片组件和 72 片电池片组件。 请先查看组件的工作电压、

电流是否符合逆变器输入范围要求。  
 

 

组件的开路电压必须在微型逆变器的输入电压范围内。  

 
组件的输出电压、电流由组件的电池片数量、尺寸、温度和电池片之间的间隔决定。当电池片温度最低，并且组

件工作在开路电压时，组件输出电压达到最大值。组件的最大短路电流额定值必须等于或小于微型逆变器最大输

入直流短路电流。 
 

8.2 产品规格书 

输入端技术指标（直流） LS600 LS600-AU LS600-EU 

额定输入功率（STC） 230 – 280 W 

最大输入电压 60V 

MPPT 跟踪电压范围（全功率） 27 – 45V 

工作电压范围 22 – 55V 

最大直流短路电流 15A 

最大输入电流 9.7A x 2 

输出端技术指标（交流） LS600 LS600-AU LS600-EU 

峰值功率 600W 

最大连续输出功率 500W 

额定输出电流 2.17A/2.08A 2.08A 2.17A 

额定工作电压 230V/240V 240V 230V 

额定工作电压范围 
202–253V(for 230V) 

211–264V(for 240V) 
210 – 260V 195.5 – 253V 

额定工作频率 50Hz/60Hz 50Hz 50Hz 

功率因素 >0.99 

总谐波失真度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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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8 安培支路可连接最大逆变器数量 7 

效率 LS600 LS600-AU LS600-EU 

最大效率 96.0% 

CEC 加权平均效率 95.5 % 

静态 MPPT 效率 99.4% 

机械与物理指标 LS600 LS600-AU LS600-EU 

正常工作温度范围 -40oC to 65oC 

外形尺寸（长 x 宽 x 高）
  26 cm x 18 cm x 3cm  

保护措施 过载、短路、过压/欠压、高温保护 

重量（kg） 3.5 kg 

冷却方式 自然冷却 

外壳防护等级 IP65 

其它特性 LS600 LS600-AU LS600-EU 

夜间功耗 <80 mW 

支持标准 

IEC61727, IEC62116, IEC/EN62109-1, IEC/EN 
62109-2, AS4777.2, AS4777.3, AS/NZS3100, UL 
1741/IEEE 1547, FCC Part 15 Class B, 
CAN/CSA-C22.2 NO.0-M91, 0.4-04, and 107.1-01 

通信方式 电力线载波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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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带网关的微型逆变器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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