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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浚鑫太阳能”）

产品：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下称“组件”或“产品”）

若用户从浚鑫太阳能购买组件，就相当于选择了一款能达到其要求的高品质产品。只要按照产品随附

的安装说明书中的指南正确操作，浚鑫太阳能保证组件能可靠持续地产生电能，其余的性能也能可靠保持。

正因为浚鑫太阳能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给予产品的最终用户（最终用户是指：第一次购买并且正确使

用产品的用户，或者从终端用户那里合法购买保持出厂状态的产品并且按照说明书正确使用的用户）以下

保证：

1 十二（12）年有限产品质保

浚鑫太阳能保证其组件（包括工厂组装的直流接线头、电缆），在以下正常的应用、安装、使用、服

务条件下，不出现材料和工艺的瑕疵，包括：

1.1 若按照安装说明书正确安装及使用，材料不会出现任何可能会限制组件稳定性的重大不利影响；

1.2 玻璃无暗点、污点；

1.3 电缆和接线头若安装专业，不处于水中、水坑或任何其他会影响功能或被外力损坏（包括动物咬啮，

例如啮齿类动物、鸟类和昆虫）的环境下，可保持安全性和可使用状态；

1.4 铝型材若安装正确，在寒冷的天气条件下不会冻结；

如果组件不符合上述有限产品保证，浚鑫太阳能将在从出具给用户的发票上的购买日期起之后的 12 年内，

经浚鑫太阳能合理判断确认产品未达到前述有限产品质保要求的，有权自主决定从以下措施中任意选择一

种执行：

1）自行确定维修方案并维修该产品（若多次维修仍无法符合质保要求的，浚鑫太阳能将从其它两种救济

措施中择一执行）；

2）更换为新产品，新产品的总标称功率等于或高于被更换产品的质保功率（“质保功率“定义为产品的

合同功率瓦数减去有限电性能保证允许的累积衰减值）；



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

中建材浚鑫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有限质保函
生效时间：2022 年 5 月 16 日，版本：JX-CT-ZL-101 A5

地址：中国江苏省江阴市镇澄路 1011 号 (邮编 214443)

网址: www.jetionsolar.com 电话: 0086-510-86687330 传真: 0086-510-86687315

- 2 -

3）按照索赔时产品的质保功率并考虑合理的损耗、折旧等因素后对应合理市场公允价值，协商货币补偿。

任何有疑问的质量问题，必须出具一份由第三方权威独立机构（必须是用户和浚鑫太阳能共同认可的）

发布的认证报告。该有限产品保证不包含产品功率输出保证，由下文第2条款（有限最高功率保证）专门

说明。

2 二十五（25）年有限电性能保证

重要的电性能输出数据可以在产品背面的铭牌上找到。浚鑫太阳能保证产品的实际功率输出在购买日

期之后的 25 年内仅会轻微下降。

2.1 购买日期之后 1 年内，保证组件在 STC 条件下，功率最大衰减不会超过组件铭牌上标称功率的：单晶

2.0%，多晶 2.5%。如果功率衰减超出此值，这些功率衰减在浚鑫太阳能判定下是由于组件的工艺缺陷引

起的，且该组件在正常条件下正确地安装及使用，浚鑫太阳能会根据选择维修、更换组件或提供额外组件

以补偿功率差（浚鑫太阳能认为有必要时）。

2.2 购买日期之后 2 年至 25 年内，单晶每年平均功率衰减不会超过 0.55 个百分点，多晶每年平均功率衰

减不会超过 0.68 个百分点即第 n 年功率不低于：单晶 98.0%-0.55%*（n-1）（2≤n≤25），多晶

97.5%-0.68%*（n-1）（2≤n≤25）。在 25 年质保期末期单晶衰减不会超过 15.2%，多晶衰减不会超过

18.82%。如果功率衰减超出此值，这些功率衰减在浚鑫太阳能判定下是由于组件的工艺缺陷引起的，且

该组件在正常条件下正确地安装及使用，浚鑫太阳能会根据选择维修、更换组件或提供额外组件以补偿功

率差。

STC 条件如下 ：(a) AM 1.5，(b)）辐照度 1000W/m2，(c ) 电池片温度 25℃。测试根据 IEC 61215

标准，在接线盒引出端进行测试，并对照浚鑫太阳能的校准和测试标准（此标准在组件生产时是有效的）。

3 限制范围

在任何情况下，所有保修索赔必须在适用的保修期范围内提出，并出具一份第三方权威独立机构的认

证报告（必须是用户和浚鑫太阳能共同认可的）。“有限产品保证”和“有限最高功率保证”不包括组件

的安装、移动或重新安装产生的费用，以及（除第5部分最后一段描述的情况外）退货产生的报关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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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费用。

另外，“有限产品保证”和“有限最高功率保证”不适用于以下所提的内容：

3.1 安装前存储时误用、滥用、疏忽、意外或不恰当的运输；

3.2 更改、不恰当的安装和使用，未遵守浚鑫太阳能的安装及维护说明；

3.3 不是由浚鑫太阳能认可的服务工程师更换、维修、修改产品；

3.4 序列号或者条码号被更改、损坏、移除或者难以辨认；

3.5 产品使用在移动装置上，如车辆或船；

3.6 表面受灰尘或者污染物影响，被盐雾或者其他化学品污染或破坏；

3.7 电涌、闪电、洪水、火灾、意外破损或其他在浚鑫太阳能控制以外的灾害。

4 有限保证范围

此有限保证代替并排除所有其他明示的或暗含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和特定用途适用性的保

证，及所有其它浚鑫太阳能应承担的责任，除非这些其它保证和责任已与浚鑫太阳能达成书面协议。某些

司法管辖区限制或不允许质保免责声明，故此条款可能不适用。

在适用法律的最大允许范围内，对人身或财产造成的损失或伤害，或由于产品及其使用时引起的或相

关的任何原因造成的其它损失或伤害，浚鑫太阳能特此声明，浚鑫太阳能将不承担责任或义务。在适用法

律的最大允许范围内，任何利益损失、使用损失、或设备故障时间，或任何意外、间接或特殊的损害，不

管是产品引起的，甚至是浚鑫太阳能事先已被告知有可能会发生此类损失的，在任何情况下浚鑫太阳能都

不对买方或通过买方提出索赔要求的第三方负有法律责任。在适用法律的最大允许范围内，在任何损害或

其他情况下，浚鑫太阳能若负有累计责任，不会超过用户为产品支付给浚鑫太阳能的款额。

用户需承认，上述关于法律责任的有限条款是双方达成协议的基本要素，如果没有这些有限条款，产

品的购买价格会大不相同。某些司法管辖区限制或不允许质保免责声明，故此条款可能不适用。

某些司法管辖区不允许伤害赔偿免于计列的限制条款，故上述限制或排除条款可能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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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保索赔履行

如果用户认为他/她的正当赔偿要求在有限质保范围内，须立即将通知书直接提交给浚鑫太阳能，可

以寄挂号信或发电子邮件到以下地址（见下文联系方式）。同时需附上相应组件的序列号、购买日期的索

赔证据。有明确的购买日期、购买价格、组件型号、以及浚鑫太阳能或其经销商的印章或签字的发票也应

当作为证据提交。

组件在未经浚鑫太阳能事先书面授权下退回将不予接收。在“有限质量保证”和“有限最高功率保证”

下，维修或更换组件的退货及重新发货的物流运输费用，且为合理的、符合规则的、有证明文件的，只有

在浚鑫太阳能客服部的书面认定下，浚鑫太阳能会将这个费用偿还用户。

6 条款可分割性

如果该有限保证的某一部分、规定或条款，或其对任何人或任何情况下的应用被视为无根据的、无效

的或不能执行的，这部分不会产生影响，此有限保证的所有其他部分、规定或条款仍需保留，故此有限保

证的其他部分、规定、条款或应用也可视为可分割的。

7 多样性

有限质保适用于所有浚鑫组件。维修、更换或者提供的额外组件不会导致新的质保条款生成，也不会

拓宽最初质保条款的范围。维修、更换或者提供的额外组件质保期为原先新产品剩余的质保期。任何替换

的组件归浚鑫太阳能所有并由其处置。若在索赔期间需替换的组件已停止生产，浚鑫太阳能有权发送其它

型号的组件（不同的尺寸、颜色、形状和/或功率）。

8 不可抗力

由于宗教、战争、暴乱、罢工、军事条件、瘟疫或其它流行病、火灾、水灾或任何其它在浚鑫太阳能

合理控制外的类似原因或环境，导致的任何销售条款包括有限保证未履行或延迟履行，浚鑫太阳能将不以

任何方式对用户或任何第三方负何责。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样的原因导致延误质保期限时，浚鑫太阳能

会暂停履行有限保证并不负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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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效性

此有限保证适用于生效日（2022年5月16日）之后从浚鑫太阳能售出的组件。组件型号包括

（JT***PAg/JT***PPg/JT***PGh/JT***PHh/JT***SAh/JT***SPh/JT***SGh/JT***SHh/JT***PAg(1500)

/JT***PPg(1500)/JT***PGh(1500)/JT***PHh(1500)/JT***SAh(1500)/JT***SPh(1500)/JT***SGh(1500)

/JT***SHh(1500))。在此生效日之前售出的组件按原质保书执行。

10 其他

在此有限保证外，您还可享有特定的法律权利，以及因地而异的其他额外权利。此有限保证不会影响

您在法律上的任何其他权利。某些地区不允许意外或间接伤害的限制或排除，因此此有限保证中的限制或

排除条款就不适用。

11 联系方式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联系购买处的经销商或者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浚鑫太阳能：

地址：中国江苏省江阴市申港镇镇澄路1011号（邮编：214443）

电话：0510-86687300

传真：0510-86687315

邮箱：marketing@jetion.com.cn

网址：www.jetionsolar.com

12 本文的修改

必要时，浚鑫太阳能有绝对的权力修改和解释本保证书的条款。

13 适用法律

本保证书受中国法律条款的管辖并按其解释。

http://www.jetionsol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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