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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德太阳能 

光伏组件有限质量保证 
2014年1月1日生效 

 

购买寿命超长的尚德产品是您正确的选择。尚德太阳能光伏组件具有10年的工艺质量保证和25年的性能保证，具体规定如下。 

 
本质量保证涵盖的尚德标准光伏组件为： 
STPXXX(S)-YY/Zd(b, e, j, z)(+) (XXX = 170-320 / YY = 18, 20, 
24, / Z = A, U, V, W)  

STPXXX(S)-YY/Ze(b, m, r)(+) (XXX = 170-320 / YY = 20, 24, / Z 

= V, W) 

STPXXX(S)-VRM-1 (XXX = 170-320) 

STPXXX(S)-VRM-1.5 (XXX = 170-320) 

STPXXX(S)-VRM-2 (XXX = 170-320) 

PlutoXXX-Zd(a, e, m, x) (XXX = 170-320 / Z=A, U, V, W)  
MSZXXX-J-C (XXX = 170-200)  

MSZXXX-J-D (XXX = 170-200)  

XXX为组件功率等级。S/Z/d/+/b/e//j/z/m/r/x为相应产品规格书中

列出的不同组件型号。 

 

对于上述型号的太阳能组件，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简

称“尚德太阳能”）将保证其光伏太阳能组件（简称“组件”）

的性能，该质量保证期从（1）销售给第一个安装（自用）的客

户之日起，并拥有可证明的原始发票（“销售日期”），或其

（2）从尚德太阳能工厂发货12个月后起算，前两个日期以在先

者为准（“质量保证期开始日”）。 

 

1. 有限产品质量保证——十年维修、更换或退款赔偿 

 

尚德太阳能保证其组件，包括由工厂组装的直流连接器和电缆

（如适用），在常规应用、安装、使用和服务条件下，无材料

和做工方面的质量缺陷（依照产品规格书中所定义的机械和电

气特性）。如组件在质量保证开始日期后一百二十（120）个月

内，没有达到该质量保证要求，则尚德太阳能可自行选择进行

维修、更换产品或按当前类似尚德太阳能组件的产品的定价退

款。该维修、更换、退款是本有限产品质量保证下的唯一和排

他性的赔偿措施，且不得超过本质量保证规定的质量保证期限。

本“有限产品质量保证”不保证具体输出功率，输出功率依后

文第二条（“有限峰值功率质量保证”）之规定。 
 

2. 有限峰值功率质量保证——有限补救措施 

 

额定功率的输出比率保证 

 第1年97%，其后的第2年到第25年，每年最大衰减值0.7%，  

直到质量保证期开始日的第25年，以80.2%的比例结束。  

 

 

尚德太阳能保证每个组件不存在材料或做工方面的质量缺陷，

因此组件不会发生无法产出尚德太阳能产品规格书上规定的上

述保证额定输出功率的故障。如根据尚德太阳能的自行判断，

任何组件未能提供保证的额定功率输出比率是因材料和做工的

质量缺陷而造成的，则尚德太阳能其可自行选择（1）替换补偿：

要么通过（a）向客户提供额外组件以补偿功率损失或（b）将

有质量缺陷的组件或零件替换为相同功能的组件或零件，以替

换此部分损失的功率或（2）就少于保证额定输出功率差额比例，

向客户同比例退还组件的成本（按当前同等组件的市场价格计

算）。 

 

本第二条中规定的赔偿应为该“有限峰值功率质量保证”的唯

一且排他性的赔偿。 

 

产品规格书中的额定输出功率是太阳能光伏组件在标准测试条

件（STC）下产生的最大功率点，以瓦特为单位。标准测试条件

为：（a）光谱为AM 1.5，(b)辐射强度每平方米1000瓦， 且（c）

直角辐射下电池温度25摄氏度。测量根据IEC 61215在连接器或   

接线盒终端进行，可行的情况下，按照尚德电力在光伏

组件生产日有效的校准和测试标准进行测试。 

 

3. 排他和限制 

       

（1） 在任何情况下，所有保修索赔书必须在质量保

证有效期内收到。 

（2） “有限产品质量保证”和“有限峰值功率质量

保证”不适用于以下情形下的组件： 

 误用、滥用、疏忽或意外事故； 

 变更、不当安装或应用的； 

 不遵守尚德太阳能的安装手册或维护要求

的； 

 由尚德太阳能认可的服务技术人员以外的

人进行修理或调整的； 

 断电故障激增，雷电、洪水、火灾，意外破

损，不恰当电气连接所引起的有害反向电流

或其他尚德太阳能控制之外的事件 

（3） “有限产品质量保证”和“有限峰值功率质量

保证” 不包含任何与组件安装、拆除或再安

装相关的成本，以及（除非在第五条最后一段

中明确规定）关税、许可或任何其他与组件的

退货有关的成本。 

（4）  组件的类型编号、序列号遭到变更、移除或

难以辨识的，不予支持保修索赔。 

（5） “有限产品质量保证”和“有限峰值功率质量

保证”不得适用于“A-1级”或“B级”的组件。

尚德太阳能的“A-1级光伏组件有限质量保

证”，“B级光伏组件有限质量保证”对这些

型号的组件做了的明确规定。 

 

4. 质保的使用范围 

 

除非尚德电力以书面方式明确同意、 签署并认可了其他

的义务和责任，本文规定的“光伏组件有限质量保证”明确

替代并排除了所有其他明示的或默示的担保（包括但不

限于商销性担保，适用于特殊目的、用途或应用的担保），

以及尚德电力所有的其他义务或责任。尚德电力不对人

身伤害或财产损害承担责任，亦不对组件引起或与组件

相关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组件的任何缺陷，使用和安

装产生的任何缺陷）造成的其他损失或伤害承担责任。

任何情况下，尚德电力不对任何原因引起的附随的、间

接的或特殊的损失承担责任。尚德电力对任何效用、生

产、收益、利润的损失均不承担责任。尚德电力如果对

客户承担损害或其他责任，其累计责任不超过客户支付

的单个组件的发票价值。 
 

在本质保规定以外您可能还有其他的特殊法律权利，并

且根据不同国家的法律您也会拥有不同的权利。本有限

质保不会影响您根据所在法域关于消费者产品销售所享

有的任何额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执行欧盟99/44号指令

（EC DIRECTIVE 99/44）的国家法律。有些国家不允许排

除或限制附随的或间接的损失，因此本质保规定的此类

排除或限制性可能不适用于您。 
 

5. 质保的履行 

 

如客户有合理理由根据本“光伏组件有限质量保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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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其应立即直接通知（a）安装公司或（b）供应组件的尚

德太阳能授权分销商，或（c）直接以挂号信邮递书面通知或通

过下文列出的电子邮件地址通知尚德。随同通知，客户应标明

其名称和地址、安装商和获授权的尚德太阳能分销伙伴的名称

和地址、载明受影响组件类型的索赔证据、受影响的组件数量

和相应序列号，以及购买组件的日期。带有尚德太阳能或授权

分销商签章的相关发票应包含此要求并作为证据的一部分。尚

德太阳能分公司的区域和地址于文档末尾列出。 
 

没有尚德太阳能预先书面授权，任何组件的退货不予接收。根

据“有限产品质量保证”和“有限峰值功率质量保证”之规定，

尚德太阳能应补偿客户退还和重新运输或更换产品的惯常、合

理、有记载的海运运费，但该运费必须被尚德太阳能客户服务

部批准。 

 

6.可分割性 

 

如果此“光伏组件有限质量保证”的某部分、条款或条文或其

对于任何个人或情况的适用被认定为无效或无强制执行力，则

此“光伏组件有限质量保证”的其他部分、条款、条文或适用

的效力不受影响，因此，应视此“光伏组件有限质量保证”的

其他部分、条款或适用具有可分割性。 

 

7. 争议 

 

在质保索赔中产生的任何不一致之处，应由国际一流的检测机

构，如德国弗莱堡的Fraunhofer研究院太阳能研究中心

（Fraunhofer ISE in Freiburg/ Germany）、德国科隆的莱茵TÜV

（TÜV Rheinland in Cologne/ Germany）或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ASU（ASU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进行最终的裁断。除非裁决

另有规定，所有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最终解释权归尚德太阳

能所有。 
 

8. 其他规定 

 

组件的修理和更换或额外组件的供应，不会导致新质量保证期

的开始，此“光伏组件有限质量保证”规定的原质量保证期也

不会延长。任何更换的组件，都是尚德太阳能的资产，并由其

全权处置。如尚德太阳能在索赔时已经停止生产待更换的产品，

则有权供应其他类型（不同型号、颜色、形状或功率）的产品。 

 

9. 质保的转让 

 

该“光伏组件有限质量保证”在产品仍安装在原安装地时可以

转让。 

 

10. 不可抗力 

 

尚德太阳能对于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由于天灾、战争、

骚乱、罢工、战争情形、瘟疫或其他传染病、火灾、水灾，以

及任何在尚德太阳能控制之外的类似原因或情形造成的销售条

款和约定（包括此“光伏组件有限质量保证”）的不履行或延

迟履行的情况，不以任何方式对客户或第三方承担责任。在此

等情况下，尚德太阳能应暂停履行此有限质量保证，且在此期

间对由此等原因造成的延迟不承担任何责任。 

 

11. 效力 

 

本“光伏组件有限质量保证”对于所有在2014年1月1日至2014

年12月31日这一期间尚德太阳能工厂出厂的组件有效。  

针对Wdz型号光伏组件的警告：“如果采用非ZEP认可的硬件装

入组件边框的凹槽，则对应的质量保证失效。 

 

组件从原目的地州（即北美、欧洲、亚洲、澳大利亚、非洲或

南美）转出，且没有尚德太阳能书面许可的，本“光伏组件有

限质量保证”即宣告无效。谨此告知所有直接或间接客户此种  

可能导致质保不予适用的情况。 
  

如遇任何有关产品、质量、性能的问题，请联系区域总部

或离您最近的尚德太阳能办事机构，联系方式参见 

www.suntech-power.com。 

       

       

亚洲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江苏省无锡市新区新华路9号, 邮编：214028 

  

电话: +86 400 8888 009（客服热线）  

传真: +86 510 8534 3321  

电邮: services@suntech-power.com  

  

尚德日本  

地址: 6F, Nishishinjuku KS Building,3-6-11, Tokyo 

160-0023 Japan  

电话: +81 3 33423838  

传真: +81 3 33426534  

电邮: services@suntech-power.com  
  
尚德澳洲 

地址: Suite 1101, level 11, 201 Miller Street, North Sydney 

NSW 2060,  

澳大利亚 

电话: +61 2 96958180  

传真: +61 2 9316 5270  

电邮: services@suntech-power.com  

 

http://www.suntech-pow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