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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 专注于太阳能光伏逆变器及其监控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2亿人民币的投资金额 

• 核心技术研发人员达到100多名并有50多项专利 

• 在中国、澳大利亚、英国、荷兰均设有销售和工程技术服务中心 

•2015年12月25日，新三板正式挂牉上市（证券简称：固德威 证券代码：83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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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景： 

使 命：  改善地球环境    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有太阳照耀的地方，就有固德威光伏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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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德威帮助客户做到“更多节能，更低消耗”，用行动践行绿色环保，倡导员工致力于

环保行为。公司迎接丕界日趋严重的能源危机挑战，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优秀企业公民，

并全心全意致力于打造技术领先、中国创造的民族品牉。 

固德威时刻铭记担负的社会责任。我们根据企业的特点，运用各种资源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所参与的活动包括了公益事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赈灾以及员工志愿活动（专

注于社会工作）五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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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点 

北京 

苏州总部 

深圳 

墨尔本 

乌德勒兹 

伯明翰 

总部办公室  

服务中心 

仓库  

已计划开设办公室 

已计划开设服务中心 

旧金山 

墨西哥城 

布宜诺斯艾利斯 

约翰内斯堡  

东京 

罗马  

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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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固德威是2011年开始研发DT系列逆变器的, 第一台DT逆变器是在2012年售
出. 在固德威研发人员的持续努力下, 固德威 DT系列太阳能逆变器保持行业的
领先地位。 

2011年 
开始研究DT 

2012年 
第一台DT售出 

2016年 
继续优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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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T&DT系列特征 

最大效率98.3% 

欧洲效率98% 

MTTP效率
99.9% 
 

45°C 满载输
出 

IP65 防护等级 

多种监控和通
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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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册– 安装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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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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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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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变器概述 

SDT 系
列 

DT 系列 
DC 输入: 
4 路 
6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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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位置 

注释: 请按照要求安装逆变器的位置确保逆变器具备最好的性能和更长
的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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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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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端子连接 

注释: 固德威 DT 系列 GW15K-DT~GW25K-DT 和 SDT 系列支持4种不同类
型的电网. 请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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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连接电缆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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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 连接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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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T RS485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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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 RS485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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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485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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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册– 通信配置过程 

启动过程 监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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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配置过程 

检查AC & DC 电压, 确
保在规定方位内 

打开逆变器的直流功
率输入 

配置安规 

修改逆变器时间 

监控配置 先断开DC, 再连接上
DC和AC 

观察屏幕看显示的参
数是否正常 

逆变器显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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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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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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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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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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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监控配置– WiFi 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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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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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 ‘完成’ 配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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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监控配置– WiFi 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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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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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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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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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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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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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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点击“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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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记录下图示三项的
值（后续将会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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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RJ45 网络通讯线将Ezlogger与电脑连接； 

2、 设置电脑IP地址为192.16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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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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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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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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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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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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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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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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册– 问题解答 

错误代码 错误信息 

23 市电丢失 

14 面板对地绝缘阻抗过低 

07 继电器检测异常 

15 电网电压超限 

22 残余电流保护 

03 电网频率超限 

17 面板电压过高 

19 过温 

错误代码 错误信息 

24, 31 输出电流传感器异常 

32 残余电流自检异常 

N/A 等待 

N/A 黑屏 

N/A 重心连接 

N/A 输出过低 

N/A 屏幕显示错误 

N/A 按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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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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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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对地绝缘阻抗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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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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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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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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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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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电流保护 

错误代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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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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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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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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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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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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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py right reserved by Good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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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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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电流自检异常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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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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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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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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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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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连接 

错误代码: 无 
原因: 逆变器保持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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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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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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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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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显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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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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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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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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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SDT 



©  copy right reserved by GoodWe 

 



©  copy right reserved by GoodWe 

 



©  copy right reserved by GoodWe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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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s 

Series Model 
VDE0126-1-1 

(Europe) 
VDE-AR-N 4105 

(Germany) 
EN62109-1&-2 

(Europe) 
SAA 

(Australia) 
G83/2 

(England  ) 
G59/3 

(England  ) 

SDT 

 GW4000-DT ◆ ◆ ◆ ◆ ◆   

 GW5000-DT ◆ ◆ ◆ ◆ ◆   

 GW6000-DT ◆ ◆ ◆ ◆ ◆   

 GW4000L-DT     ◆ ◆ ◆   

 GW5000L-DT     ◆ ◆ ◆   

 GW6000L-DT     ◆ ◆ ◆   

DT 

 GW09K-DT ◆           

 GW10K-DT ◆ ◆ ◆ ◆   ◆ 

 GW12K-DT ◆ ◆ ◆ ◆   ◆ 

 GW15K-DT ◆ ◆ ◆ ◆   ◆ 

 GW17K-DT ◆ ◆ ◆ ◆   ◆ 

 GW20K-DT ◆ ◆ ◆ ◆   ◆ 

 GW25K-DT ◆ ◆ ◆     ◆ 

 GW30K-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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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Model 
NB-T 32004 

(China) 
NRS 097-2-1 

(S. Africa) 
MEA+PEA 
(Thailand) 

ERDF-NOI-RES_13E 
(France) 

IEC61727 
IEC62116 
IEC60068 
IEC61683 

(India) 

SDT 

 GW4000-DT ◆     ◆   

 GW5000-DT ◆     ◆   

 GW6000-DT ◆     ◆   

 GW4000L-DT       ◆   

 GW5000L-DT       ◆   

 GW6000L-DT       ◆   

DT 

 GW09K-DT       ◆   

 GW10K-DT ◆ ◆ ◆ ◆ ◆ 

 GW12K-DT ◆ ◆   ◆ ◆ 

 GW15K-DT ◆ ◆   ◆ ◆ 

 GW17K-DT ◆ ◆   ◆ ◆ 

 GW20K-DT ◆ ◆ ◆ ◆ ◆ 

 GW25K-DT ◆       ◆ 

 GW30K-DT ◆         

Note: ◆ Ap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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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 和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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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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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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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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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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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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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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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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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35kW, 2XGW17K-DT，中国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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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kW，10XGW10K-DT+4XGW15K-DT+2XGW17K-DT，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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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kW~200kW) 荷兰学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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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kW, 2XGW10K-DT，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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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kW, 1XGW20K-DT，德国y 



©  copy right reserved by GoodWe 

 

   
 谢  谢!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