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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日镜质量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太阳能塔式电站用定日镜的质量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对定日镜整机及其核心部件的质量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733 漆膜耐水性测定法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 低温试验方法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 高温试验方法
GB/T 2423.4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 交变湿热
GB/T 2423.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 冲击
GB/T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和导则: 振动
GB/T 2423.1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d: 宽频带随机振动-一般要求
GB/T 2423.1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da: 宽频带随机振动
--高再现性
GB/T 2423.37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L：砂尘试验方法
GB/T 2423.5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e：流动混合气体腐
蚀试验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
GB/T 479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分类 第1部分：环境参数及其严酷程度
GB/T 4797.6 电子电工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尘、沙、盐雾
GB/T 4942.2 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12936-2007 太阳能热利用术语
GB/T 26972-2011 聚光型太阳能热发电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及其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塔式太阳能热发电 solar power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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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集热场由定日镜和位于高塔上的吸热器组成的太阳能热发电方式 ，与
GB/T26972-2011《聚光型太阳能热发电术语》条文5.2的含义相同。。
3.2
定日镜 heliostat
以 机 械 驱 动 方 式 使 太 阳 辐 射 恒 定 地 朝 一 个 方 向 反 射 的 反 射 器 ， 等 同 采 用 GB/T
12936-2007 《太阳能热利用术语》条文8.9 的表述。包括反射镜、支撑结构、传动装置和
控制装置，传动装置包括传动机构和电机。
3.3
定日镜采光口 heliostat aperture
允许非汇聚太阳辐射进入的定日镜开口，等同采用GB/T 12936-2007 《太阳能热利用术
语》条文8.17 的表述。
3.4
定日镜对日跟踪 sun-tracking of heliostats
定日镜通过旋转运动实现跟踪太阳视运动并将太阳辐射会聚到目标靶。
3.5
定日镜姿态 heliostat orientation
定日镜旋转运动时反射镜采光口所在平面的法线方向，由高度角和方位角描述。
3.6
定日镜保护姿态 stow position of heliostats
定日镜在大风或其它恶劣气象条件下，避免被破坏所处的姿态。
3.7
工作风速 operational wind speed
不影响定日镜保持设计跟踪准确度而正常工作的最大风速。由定日镜提供者依据定日镜
所处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确定。没有明确规定时，工作风速推荐值为14m/s（距离地面10m
高度处的平均风速测试值）。
3.8
第一抗风强度设计条件 first strength design condition for wind-resistance
保证定日镜在任何姿态下不被破坏的风荷载条件。由定日镜提供者依据定日镜所处地理
环境和气象条件确定。没有明确规定时，风速推荐值为20m/s（距离地面10m高度处的平均
风速测试值）。
3.9
第二抗风强度设计条件 second strength design condition for wind-resistance
保证定日镜在保护姿态下不被破坏的最大风荷载条件。由定日镜提供者依据定日镜所处
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确定，没有明确规定时，风速推荐值为30m/s（距离地面10m高度处的
平均风速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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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项目
4.1 定日镜整机主要试验项目
——定日镜整机抗风能力；
——运行速度；
——应急能力；
——工作瞬时最大功率及全天耗电量。
4.2 定日镜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主要试验项目
——耐候性；
——电机功率。
4.3 定日镜用玻璃银镜的主要试验项目
——耐候性；
——耐机械冲击特性；
——耐振动特性。
5 试验方法
5.1 定日镜整机抗风能力试验
5.1.1 试验目的
在设计风速条件下，通过测试定日镜对日跟踪工作状态和抗风载能力，评价定日镜工作
的可靠性。
5.1.2 试验仪器
本试验所采用的试验仪器及其技术要求如下：
——风速风向测试仪：风速量程0-100m/s，测量精度±0.3 m/s，风向量程360°，测量精度
±3°；
——应变传感器：电阻值120Ω，应变率系数约2.1；
——法向直射辐照表：辐照度范围0-2000W/m2，灵敏度~10μV/Wm2，响应时间<1s，零
点漂移<±1W/m2；
——环境温度测试仪：测量范围-20℃～80℃，测量精度0.1℃；
——环境湿度测试仪：测量范围0%～100%RH，测量精度0.1%；
——数据采集装置：具有系统状态、校准设置和数据存储等功能。
5.1.3 试验条件及要求
定日镜需同时满足下列三种试验工况下的抗风测试：
a) 工况1，在工作风速条件下不出现以下故障为合格：
1）反射面变形或脱落；
2）联接件或结构件变形；
3）传动装置不能正常运转；
4）就地通讯控制装置出现故障。
b) 工况2，在第一抗风强度设计条件下不出现以下故障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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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射镜玻璃破碎或脱落，
2）整机发生抖动；
3）联接件和结构件塑性变形；
4）传动装置不能正常运转；
5）就地通讯控制装置出现故障；
6）定日镜整机倒塌。
c) 工况3，在第二抗风强度设计条件下，调节定日镜到保护姿态，合格条件同工况2。
5.1.4 试验方法
5.1.4.1 总则
将风速风向传感器安装于待测定日镜50米范围内的上风向，二者间无障碍物。随时监测
风速风向变化情况。
鉴于第二抗风强度设计条件中规定的风速条件不易达到，因此第二抗风强度条件下定日
镜故障测试项是可选的。
5.1.4.2 工作风速条件下定日镜故障测试
a) 在工作风速条件下，定日镜对日跟踪运行，每2小时观察一次定日镜情况，总运行时
间累计不少于3个日历天，每天不少于8小时；
b) 测试结束后依据5.1.3工况1的要求检查定日镜，填写表1，对定日镜作出是否合格评
价。
5.1.4.3 第一抗风强度设计条件下下定日镜故障测试
a) 根据定日镜结构特征，将应变传感器固定于定日镜主要结构杆件上，开始执行本部
分内容的测试；
b) 在不低于该风速的条件下，调节定日镜采光口法线与风向平行，偏差15º。总运行
时间累计不少于5个日历天，每天不少于8小时；
c) 每4小时观察一次定日镜，通过杆件应变数据判断是否发生塑性变形，测试结束后依
据5.1.3工况2的要求检查定日镜，填写表1，对定日镜作出是否合格评价。
5.1.4.4 第二抗风强度条件下下定日镜故障测试
a) 根据定日镜结构特征，将应变传感器固定于定日镜主要结构杆件上，开始执行本部
分内容的测试；
b) 在不低于该风速的条件下，调节定日镜到保护姿态，总运行时间累计不少于8小时；
c) 测试结束后依据5.1.3工况3的要求检查定日镜，填写表1，对定日镜作出是否合格评
价。
表1

定日镜测试故障记录表
检测人：

时间

累计运
行小时

故障描
述

故障时定日镜姿态

日期：

故障时气象条件

高度角

方位角

风速

风向

法向直射

温度

湿度

(°)

(°)

(m/s）

(°)

辐照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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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2)

5.2 传动装置与控制装置的耐候性试验
5.2.1 耐雨淋特性
5.2.1.1 试验目的
对定日镜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进行耐雨淋特性试验，评价其是否达到防水质量要求。
5.2.1.2 试验设备
淋雨试验箱：符合GB/T 4208和GB/T 4942.2的要求。
5.2.1.3 试验条件及要求
环境条件应符合：
a）温度：15~35℃；
b）相对湿度：45%~75%；
c）气压：86~106kPa；
d）其它条件需符合GB/T 4796，GB/T 4208和GB/T 4942.2的规定。
5.2.1.4 试验方法
a) 按照GB/T 4796，GB/T 4208和GB/T 4942.2的相关规定，对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进行
淋雨试验，淋雨强度40±5mm/h，持续淋雨30分钟；
b) 淋雨后要求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能正常工作。打开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进行防水
检测。试验完毕后填写表2。
表2

定日镜传动及控制装置耐雨淋特性检测表
检测人：
检查项目

外观

日期：
是否符合要求

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是否有损坏

是 □

否 □

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是否符合 IP65 要求

是 □

否 □

传动装置性能

正常，并达到所要求的传动精度

是 □

否 □

控制装置性能

保证定日镜对日跟踪正常无误

是 □

否 □

5.2.2 耐沙尘特性
5.2.2.1 试验目的
对定日镜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进行耐沙尘特性试验，评价其是否达到防尘质量要求。
5.2.2.2 试验设备
沙尘试验箱应符合 GB/T 2423.37 和 GB/T420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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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试验条件及要求
环境条件应满足：
a）温度：15~35℃；
b）相对湿度：25%以下；
c）气压：86~106kPa；
d）其它条件需符合GB/T 2423.37，GB/T 4796,GB/T 4797.6，GB/T 4208和GB/T 4942.2
的规定。
5.2.2.4 试验方法
a) 按照GB/T 2423.37，GB/T 4796和GB/T 4797.6的相关规定，调制细粒尘土，用沙尘试
验箱对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进行耐沙尘特性试验，试验时间连续30分钟；
b) 检查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的工作性能，填写表3。
表 3 定日镜传动及控制装置耐沙尘特性检测表
检测人：
检查项目

日期：
是否符合要求

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是否有损坏

是 □

否 □

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是否符合 IP65 要求

是 □

否 □

传动装置性能

正常，并达到所要求的传动精度

是 □

否 □

控制装置性能

保证定日镜对日跟踪正常无误

是 □

否 □

外观

5.2.3 耐高低温特性
5.2.3.1 试验目的
对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进行耐温特性试验，以保证定日镜可以在沙漠严酷的环境中工作。
5.2.3.2 试验设备
高低温试验箱，其技术要求应符合：温度范围-40℃～150℃；温度均匀度±2℃； 温度
波动度±0.5℃；升温速率1.0℃～3.0℃/min；降温速率0.7℃～1.0℃/min。
5.2.3.3 试验条件及要求
需符合GB/T 2423.1和GB/T 2423.2的规定。
5.2.3.4 试验方法
5.2.3.4.1 耐低温试验
a）试验温度为-40℃±3℃；持续时间为16小时。
b）将试验部件放入试验箱内，此时试验箱的温度也为室温。然后对试验箱进行降温，
试验箱内温度以不大于1℃/min的速率下降到试验温度，并且等待试验部件达到稳定
温度。试验部件在达到稳定温度后持续暴露16小时。
c）按照GB/T 2423.1和GB/T 2423.2的规定，对试验部件进行恢复。检查试验件，测试其
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填写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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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4.2 耐高温试验
a）试验温度为65℃±3℃；持续时间为16小时。
b）将试验部件放入试验箱内，此时传动箱内温度定为室温。然后对试验部件进行升温，
试验箱内温度变化平均不能超过1℃/min的速率上升到试验温度，并且等待试验部件
达到稳定温度。试验部件在达到稳定温度后持续暴露16小时。
c）按照GB/T 2423.1和GB/T 2423.2的规定，对试验部件进行恢复。检查试验部件，测试
其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填写表4。
表 4 定日镜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耐高低温特性检测表
检测人：
检查项目

日期：

是否符合要求

外观

传动装置和控制装置是否有损坏

是 □

否 □

传动装置性能

正常，并达到所要求的传动精度

是 □

否 □

控制装置性能

保证定日镜对日跟踪正常无误

是 □

否 □

5.3 玻璃反射镜耐候性
5.3.1 耐腐蚀性大气试验
5.3.1.1 试验目的
主要考察玻璃反射镜在具有腐蚀性气体的大气环境下使用时的耐久性及适用性，评价定
日镜反射镜抵抗腐蚀性大气的能力。
5.3.1.2 试验设备
大气腐蚀试验箱：包括气候系统、样品室、气体输送系统和气体浓度检测装置；符合
GB/T 2423.51 的要求。
5.3.1.3 试验条件及要求
a) 样片准备：将厚度为4mm的玻璃镜切成67mm×44mm的样片3片，样片四周边缘密封，
其中一片作为原始样片与试验样片进行比较。
b) 腐蚀性气体准备：根据不同的试验方法有不同种类的混合气体，参见表5。
表 5 混合气体组成
试验参数

数值

H2S（10-9vol/vol）

10±5

-9

200±20

NO2（10 vol/vol）
-9

Cl2（10 vol/vol）

10±5

-9

200±20

SO2（10 vol/vol）
温度（℃）

25±1

相对湿度（%）

75±3

试验气体每小时体积更换数

3~10

2

铜片试样的增重（mg/(dm ·d)）

1.2~2.4
7

c)其它要求：
1）水滴或悬浮颗粒不应进入样品室；
2）所用的空气和水应足够洁净，以免影响实验效果；
3）试验气体通过样品室时，应确保试验空间内实验条件的一致；
4）气体分析用的气体采样点应在样品室的工作空间内；
5）所排放的气体应按相关的法律条款处理。
6）试验持续时间为240小时；
7）试验前，玻璃镜样片的反射率不低于93%；试验后反射率不低于92.5%；
8）未注明的试验要求按照GB/T 2423.51执行。
5.3.1.4 试验方法
a)
b)
c)
d)

e)

f)

g)
h)
i)

开始注入湿空气，按照GB/T 2423.51规定，调整温度和湿度并保持稳定；
向湿空气流中导入氯气，使其稳定；
测量和调节氯气的浓度，使其稳定；
按要求放入试验样片和腐蚀检测材料，在整个试验期间，铜片试样应该与试验样片
同时进行暴露，试验样片和腐蚀检测材料应均匀分布于工作空间内。它们之间不能
相互接触，也不能相互遮挡试验气体；
待温度、湿度和氯的能读稳定，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有必要，测量和
调解氯的浓度，在调解过程中应避免气体浓度的任何超标，氯的浓度应保持稳定至
少2小时，达到规定值所需要的调解和稳定的最长持续时间应限定为24小时；
通入其它气体使其稳定，如有必要，测量和调解温度、湿度和气体的浓度（氯除外）。
在调解过程中应避免气体浓度的任何超标，达到规定值所需要的调解和稳定的最长
持续时间应限定为24小时，试验持续时间从试验气体中包含的所有气体全部导入的
时刻开始计算；
试验结束时，停止通入除氯气以外的其他任何气体，氯气仍保持流动。等待足够的
时间让其他气体排出试验箱，足够达到不影响氯的分析的程度；
测量氯的浓度，该浓度必须在规定的限度内，以保证试验的有效性；
试验结束时，取出试验样片和腐蚀监测材料。

5.3.1.5 试验结果分析
a) 用目测法观察玻璃反射镜表面的变化，与原始样片进行比较；
b) 测量其法向反射率，与试验前的样片法向反射率对比，分析衰减率。
5.3.2 耐沙尘特性
5.3.2.1 试验目的
主要考察玻璃反射镜在沙尘环境下使用时的适用性及耐久性，观察玻璃反射镜及其保护
涂层的物理损伤等现象。
5.3.2.2 试验设备
沙尘试验箱应符合 GB/T 2423.37 的要求。
5.3.2.3 试验条件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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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样片准备：将玻璃反射镜切成67mm×44mm的样片4片，样片四周边缘密封，其中一
片作为原始样片与试验样片进行比较；
b) 试验用尘：按质量计，由70%石英（SiO2含量为90%以上）、15%石灰石和15%高岭
土组成。混合后按质量计的粒度分布为：<250μ2为100%；<200μ2为93%；
c) 沙尘浓度：10 g/m3±3 g/m3；
d) 气流速度：15 m/s±1.5 m/s，与镜面中心法线夹角分别为0°和90°；
e) 温度和相对湿度：试验期间试验箱内温度为两类：15℃40℃，-20℃-5℃；相对湿
度为25%以下；
f）气压类型为大气压；
g) 测试周期为4小时；
h) 试验前，玻璃反射镜样片的法向反射率不低于93%；试验后法向反射率不低于92.5%。
i) 其它要求符合GB/T 2423.37的规定。
5.3.2.4 试验方法
a) 将试验样片放入试验箱内，其体积总和不得超过试验箱有效容积的1/3，垂直于风向
的试验样片横截面积之和不得超过有效面积的1/2，试验样片之间及与试验箱内壁之
间的距离不应小于100mm；
b) 关好试验箱门后，开启吹风开关并持续4小时；
c) 停止吹风后，待沙尘完全沉降后取出样片。
5.3.2.5 试验结果分析
a) 将样片表面的灰尘清理干净，用目测法观察玻璃反射镜表面及保护涂层是否有划伤；
b) 测量样片试验后法向反射率，分析其衰减情况，符合5.3.2.3 h), i)等条款规定的为合
格。
5.3.3 耐水特性
5.3.3.1 试验目的
主要考察玻璃反射镜在潮湿、雨水等环境下的适应性；观察玻璃反射镜在水的浸蚀下，
膨胀、软化及化学反应等现象。
5.3.3.2 试验设备
玻璃水槽应符合 GB/T 1733 的规定。
5.3.3.3 试验条件及要求
a) 样片准备：将玻璃反射镜切成67mm×44mm的样片4片，样片四周边缘密封，其中一
片作为原始样片与试验样片进行比较；
b) 采用浸泡法进行玻璃银镜耐水性试验，时间不短于168小时；
c) 试验用水应是符合GB/T 6682要求的三级水；
d ) 初始水温一般应与试验样片温度一致，但不得低于5℃；
e) 试验前，玻璃反射镜样片的法向反射率不低于93%；试验后法向反射率不低于92.5%。
5.3.3.4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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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GB/T 1733中规定的甲法进行试验，在玻璃水槽中加入符合GB/T 6682要求的三级
水。调节水温为（60±2）℃，并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保持该温度；
b) 将三块玻璃反射镜样片放入其中，并使每块样片长度的2/3浸泡于水中进行168小时
试验；
c) 将样片从水槽中取出，用滤纸吸干，立即以目视检查样片。
5.3.3.5 试验结果分析
a) 用目测法观察玻璃反射镜表面的变化，与未经过耐水试验的样品原片进行比较，并
记录是否有失光、变色、起泡、起皱、脱落、等现象和恢复时间；
b) 测量玻璃反射镜样片法向反射率，与试验前的反射率对比，分析衰减率。
5.3.4 耐盐雾特性
5.3.4.1 试验目的
通过中性盐雾（NSS）和铜加速乙酸盐雾（CASS），主要考察玻璃反射镜在盐雾环境
下的适应性和耐久性；观察玻璃反射镜在盐雾的侵蚀下发生的形貌破坏及化学反应等现象。
5.3.4.2 试验设备
盐雾试验箱应符合GB/T10125中性盐雾（NSS）和铜加速乙酸盐雾（CASS）关于试验
设备的规定。
5.3.4.3 试验条件及要求
a) 样片准备：将玻璃反射镜切成67mm×44mm的样片7片，样片四周边缘密封，其中一
片作为原始样片与试验样片进行比较，3片用于中性盐雾试验，另外3片用于铜加速
乙酸盐雾试验；
b) 采用连续喷雾方式，中性盐雾试验周期不短于480小时，铜加速乙酸盐雾试验周期不
短于120小时；
c) 试验前，玻璃反射镜样片的法向反射率不低于93%，试验后法向反射率不低于92.5%；
d) 试验溶液及其它试验条件需符合GB/T 10125的规定。
5.3.4.4 试验方法及步骤
a) 将试验样片按照GB/T 10125相关规定放置在试验箱内；
b) 试验样片不得相互接触，它们的间隔距离应是不影响盐雾能自由降落在试验样片上，
以及一个试验样片上的盐溶液不得滴落在其他试验样品上；
c) 本试验采用连续喷雾方式，在规定的试验周期内喷雾不得中断，只有当需要短暂观
察试样时才能打开盐雾箱；
d) 试验结束后取出试样,放在室内自然干燥0.5-1小时，然后用温度不高于35℃的清洁流
动水轻轻清洗，以除去试样表面残留的盐雾溶液，再立即用吹风机吹干。
5.3.4.5 试验结果分析
a) 用目测法观察玻璃反射镜表面的变化，与未经过盐雾试验的样品原片进行比较，观
察是否有腐蚀缺陷，如：点蚀、裂纹、气泡等；
b) 测量玻璃反射镜样片的法向反射率，与试验前的样片法向反射率对比，分析衰减率。
5.3.5 耐高低温交变湿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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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1 试验目的
通过高低温交变和湿热交变试验，主要考察玻璃反射镜在高低温交变和湿热交变环境下
贮存、运输、使用时的适应性。
5.3.5.2 试验设备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其技术要求应符合：温度范围 -40℃～150℃；温度均匀度±2℃；
温度波动度±0.5℃；升温速率1.0~3.0℃/min；降温速率0.7~1.0℃/min；控制精度0.1℃；湿
度范围25%-98%RH；湿度精度±湿度精度； 其它符合GB/T2423.4的规定。
5.3.5.3 试验条件及要求
a) 样片准备：将玻璃反射镜切成67×44mm的样片7片，样片四周边缘密封，其中一片
作为原始样片与试验样片进行比较,3片用于高低温交变试验，另外3片用于湿热交变
试验；
b) 试验周期：高低温交变试验为10个循环，湿热交变试验为6个循环；
c) 试验前玻璃反射镜样片的法向反射率不低于93%；试验后法向反射率不低于91%；
d) 其它试验条件需符合GB/T 2423.4的规定。
5.3.5.4 试验方法
按照GB/T2423.4 进行本部分试验。
a) 高低温交变试验
1) 将试验箱温度稳定在+25℃，将试验样片放人, 在3小时±时样分钟内升温到+90℃
±2℃，待试验样片温度稳定后保持4小时；
2）高温阶段结束后，在8小时±时温分钟内降温到-40℃±2℃，待试验样片温度稳
定后保持4小时。
3) 低温阶段结束后，在8小时±时阶分钟内升温到+90℃±2℃，重复步骤1)-2)。
4) 重复上述试验方法,完成十个循环周期。
b) 湿热交变试验
1) 将试验箱温度稳定在+25℃±2℃，此时，箱内的相对湿度应不低于95%，环境温
度保持在25℃±2℃。
2) 将试验样片放人, 在3小时±时验分钟内升温到+55℃±2℃，该阶段相对湿度应
不小于95%；待试验样片温度稳定后保持6小时，本阶段的最初和最后15min内，
相对湿度应在90%-100%，其余时间相对湿度应在（93±3）%；
3) 然后在6小时±时在分钟内降温到+25℃±2℃，此过程相对湿度应不小于80%；
待试验样片温度稳定后保持6小时，此阶段相对湿度不应小于95%。
4) 然后在6小时±时在分钟内升温到+55℃±2℃，重复步骤2)-4）。
5) 重复上述试验方法,完成六个循环周期。
5.3.5.5 试验结果分析
a) 用目测法观察玻璃反射镜表面的变化，与未经过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的样品原片进
行比较；
b) 测量样片的法向反射率，与试验前的样片法向反射率对比，分析衰减率；
c) 以上测试在30min之内完成。
5.3.6 耐机械冲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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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1 试验目的
主要考察玻璃反射镜在受到冲击时的机械破损与掉漆等现象。
5.3.6.2 试验设备
加速度冲击试验台：符合GB/T 2423.5规定的试验要求。
5.3.6.3 试验条件及要求
a)
b)
c)
d)
e)

样片准备：根据玻璃反射镜在环境中的实际使用情况，准备3片待测玻璃反射镜样片；
峰值加速度为150m/s2；gn=15；
持续时间为：11ms；
脉冲波形为：半正弦波形，见图1；
其它未注明的试验条件按照GB/T 2423.5执行。

图 1 冲击实验的半正弦脉冲波形
5.3.6.4 试验方法
a)
b)
c)
d)

按要求将试验样片装卡在冲击试验台上；
按试验条件设定好各试验参数；
沿着垂直于玻璃表面的方向分别连续施加三次冲击，参考标准GB/T 2423.5；
根据以上步骤依次对三个试验样片进行冲击试验。

5.3.6.5 试验结果分析
用目测法观察试验样片表面及整体在冲击试验过程中是否出现裂纹或破损等。
5.3.7 耐振动特性
5.3.7.1 试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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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玻璃反射镜在运输过程中及使用过程中抵抗振动的能力，评价玻璃反射镜的适用性。
5.3.7.2 试验设备
振动试验机，其技术要求应符合：频率范围 1-550Hz 可调；扫频范围 1-550Hz 可调；振
幅 5mm；振动方向 XYZ 三轴振动；振动波形为正弦波。
5.3.7.3 试验条件
a)
b)
c)
d)
e)

样片准备：根据玻璃反射镜的实际运输和使用环境，准备3片试验样片；
频率范围：10~500Hz；
振动幅值：5mm；
耐久试验的持续时间：在每一轴线每一危险频率上，耐久试验的典型时间为：30min；
参考标准GB/T 2423.10，GB/T 2423.11，GB/T 2423.12。

5.3.7.4 试验方法及步骤
a) 将试验样片固定在振动试验机的实验台上；
b) 根据试验条件设置好各有关试验参数；
c) 准备试验，按照标准GB/T 2423.10，GB/T 2423.11和GB/T 2423.12相关要求，分别在
前后、左右、上下三个方向轴上对三个试验样片进行振动试验。
5.3.7.5 试验结果分析
用目测法观察样片在试验过程中以及试验完成后是否有裂纹及破碎等现象。
5.4 定日镜整机最高及正常工作运行速度
5.4.1 试验目的
通过测试定日镜整机运行速度，考察定日镜是否具备应急能力。
5.4.2 试验仪器
本试验所采用的试验仪器及其技术要求如下：
风速风向测试仪：风速量程0-100m/s，测量精度±0.3 m/s，风向量程360°，测量精度±3°；
倾角传感器：分辨率0.05°；线性度±0.4°；工作温度-40℃~+80℃；
编码器：分辨率2500脉冲/转。
5.4.3 试验条件及要求
风速3-14m/s，任何方向来风。
5.4.4 试验方法
控制定日镜高度角及方位角方向分别以最快及正常工作速度模式运行, 测试在一定时
间内定日镜旋转的角度。
a) 控制定日镜从反射面垂直地面开始，以最快速度在高度角方向运行2分钟后，利用倾
角传感器测量定日镜高度角方向旋转的角度；控制定日镜从反射面朝向正南方向开
始，以最快速度在方位角方向运行2分钟后，利用编码器测量定日镜方位角方向旋转
的角度；将测试数据记录在表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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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从定日镜设计起动位置开始，控制定日镜分别在高度角和方位角方向以正常工作速
度运行，运行60分钟后, 用倾角传感器和编码器分别测量定日镜在高度角和方位角
方向旋转的角度，记录在表6中；
c) 计算定日镜最快及正常工作运行速度。
5.5 电机功率
5.5.1 试验目的
测试定日镜在高度角和方位角方向上最高速度及正常工作速度模式下运行时的电机功
率，考察电机的适用性。
表 6 定日镜最高/正常运行速度检测表
检测人：
定日镜编号：

日期：

试验时平均风速（m/s）

试验时平均风向（°）

最高速度

正常运行速度

2min 旋 转 角 度
（°）

速
度
（rad/min）

60min 旋转角度
（°）

速度（rad/min）

高度角方向
方位角方向
表 7 定日镜运行时电机功率
检测人：

日期：

定日镜编号：
方位角方向旋转
顺时针功率（W）

高度角方向旋转

逆时针功率（W）

顺时针功率（W）

逆时针功率（W）

1
微风

2
3

平均功率（W）

1
大风

2
3

平均功率（W）

5.5.2 试验仪器
本试验所采用的试验仪器及其技术要求如下：
功率表：测试精度0.2%；
风速风向测试仪：风速量程0-100m/s,测量精度±0.3 m/s，风向量程360°，测量精度±3°。
5.5.3 试验条件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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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风速条件：
a）微风，风速3m/s；
b）大风，风速为1216m/s。
5.5.4 试验方法
控制定日镜方位角方向及高度角方向以最快及正常工作速度模式运行, 检测电机功率。
分别在两种风速条件下，执行以下试验步骤。
a) 控制定日镜以最快速度运行，用功率表测量电机输入功率，记录在表7中，测量3次，
求平均值；
b) 控制定日镜以正常跟踪速度运行, 用功率表测量电机输入功率，记录在表7中，测量
3次，求平均值；
c) 计算定日镜最快及正常工作运行速度下电机的平均输入功率，记录在表7中，测量3
次，求平均值。
5.6 定日镜耗电量
5.6.1 试验目的
测试定日镜的瞬时最大功率和全天耗电量，评价定日镜对塔式太阳能电站的适用性。
5.6.2 试验仪器
本试验所采用的试验仪器及其技术要求如下：
a）功率表：测量精度0.2%；
b）电度表：0.2S级，量程10A；
c） 风速风向测试仪：风速量程0-100m/s,测量精度±0.3 m/s，风向量程360°，测量精度±3°。
5.6.3 试验条件及要求
两种风速条件：
a）微风，风速3m/s；
b）大风，风速为1216m/s。
5.6.4 试验方法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测得定日镜从待机、启动、工作、停机等全过程的耗电量和瞬时最
大功率。分别在规定的两种风速条件下，执行以下试验步骤：
a) 定日镜处于待机状态，通过自动控制投入启动及运行，直到全天工作结束；
b) 测试定日镜24小时的耗电量和最大瞬时输入功率。功率采样周期60秒，将数据分析
结果记录在表8中；
c) 计算全天耗电量与总反射面积之比，得到定日镜平均每平米耗电量，将计算结果记
录在表8中；
d) 以上测试内容至少进行3次，分别在3日内进行。
表 8 瞬时最大功率及全天耗电量测试记录表
检测人：
2

定日镜采光口面积（m ）

测试期间平均风速（m/s）
15

日期：

测试期间平均风向（°）

测试序号

全天耗电量（kWh）

全天瞬时最大功率（kW）

1
2
3
平均电耗（kWh）
单位面积平均电耗
（kWh/m2）
5.7 定日镜大风条件下的应急能力
5.7.1.试验目的
通过检测定日镜是否具有风速检测功能和能否在一定时间内旋转到大风保护姿态，来评
价定日镜在恶劣的风载环境下的应急处理能力。
5.7.2 试验仪器
本试验所采用的试验仪器及其技术要求如下：
风速风向测试仪：风速量程0-100m/s,测量精度±0.3 m/s，风向量程360°，测量精度±3°；
数据采集装置：具有系统状态、校准设置和数据存储等功能。
5.7.3 试验条件
在平均风速14m/s以上进行试验。
5.7.4 试验方法
a) 检查控制程序中是否具有监测大风天气状况功能模块；
b) 利用风速风向仪测试定日镜所处风载环境条件，将风速峰值作为定日镜执行保护姿
态的参考风速，据此修改控制程序相关参数；
c) 启动定日镜控制装置，使定日镜执行对日跟踪的正常工作；
d) 观察数据采集装置实时显示的风速测试数据，当风速达到峰值时，考察定日镜是否
及时作出反应并调整到保护姿态，同时记录定日镜反应时的高度角和方位角，以及
到达保护姿态时所需要的时间，填写表9；
e) 在多种风速条件下，重复上述测试步骤。
表 9 定日镜大风天气应急能力测试记录表
检测人：
序号

风速（m/s）

风向（°）

日期：

启动应急功能时的

启动应急功能

到达保护姿态所需时

高度角（º）

时的方位角（º）

间（s）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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