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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光伏实施案例

我们一直秉承着“同道同景，共创共享”的核心价值观，以“成为光能领域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企业”为愿景，致力于在全球打造绿色生态智能光伏电站，让人类畅想光能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固定南北可调支架

山东临沂1MWp屋顶分布式项目

        屋顶固定南北可调支架，组件

以竖排形式安装。标准支架以10块组件

为一轴，一轴有3根人字形立柱。可调

角度为2~3个角度，每年调整2~4次角度。

案例展示(Case show)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固定南北可调支架

措施分享：

l 结构可伸缩，方便场地变化                               基础活动，东西向

可调

l 铝合金材质，现场加工                                        扣式结构，便

于安装

案例展示(Case show)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固定南北可调支架

扣式结构特点优势

l安装简便，质量易于把控，即使农民

工短期培训也能上手；

l其卡扣式结构不易松动，组件安装后

更稳定；

l减少组件铝边框用材量，使组件成本

降低；

l与常规结构对比，支架成本更低。

案例展示(Case show)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案例展示(Case show)

桁架式斜单轴

河北省张北县400KW扶贫电站

        斜单轴采用百页窗式的设计，

在降低组件受风面积，增加支架安全性

的同时，让光照更均匀，在组件下方形

成小气候环境，更加有利于农作物的生

长。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案例展示(Case show)

屋顶铝合金斜单轴

浙江省江山市恒亮蜂业700KW电站

        屋顶铝合金斜单轴跟踪支架，

采用配重块基础，放置在屋顶上，使用

铝合金材质防腐性能好，支架重量轻，

回收价值高（保值）。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措施分享：

l上图为正南北排布，下图随地形排布，明显

提升装机容量，且发电量相差不大

l 大大提高资源利用率，使客户利益最大化                                  

屋顶铝合金斜单轴

案例展示(Case show)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措施分享：

l部分地区屋顶光伏其组件上积满鸟类、昆虫

类的排泄物，但因跟踪支架的优势在于组件不

易脏，因此屋顶跟踪也存在着值得考量的趋势。                                  

屋顶铝合金斜单轴

案例展示(Case show)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措施分享：

l 底面采用框式结构

l设计简便，宜安装，降低安全隐患

l铝合金材质，质量轻，抗风性好

屋顶铝合金斜单轴

案例展示(Case show)



02

水上光伏案例分析

我们一直秉承着“同道同景，共创共享”的核心价值观，以“成为光能领域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企业”为愿景，致力于在全球打造绿色生态智能光伏电站，让人类畅想光能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案例展示(Case show)

漂浮式跟踪支架

浙江省江山市1.6MWp“渔光互补”项目

       阵列采用港口浮岛式设计，外加使

用沉锚法固定，四角使用链条及高分子尼龙

绳与沉入水底的水泥锚连接，能够适应一定

程度的水面涨落变化。

       支架内使用桁架加链条进行刚性连

接、支架间使用销轴铰链结构进行柔性连接、

使用铝合金材质保证支架寿命。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案例展示(Case show)

漂浮固定支架

同景承建国家电投20MWp“渔光互补”项目

       水上浮筒支架不单独存在，支

架与支架之间相联结形成方阵，方阵采

用港口浮岛设计理念，中间以龙骨联结

方阵，最大可承受7吨拉力，各种荷载

作用在一根铁链上的分力为3吨左右 安

全余量富余。

       生态通道不影响渔业，方便电

站检修运维。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案例展示(Case show)

漂浮支架

       有别于传统水上光伏，因其组

件下方为无遮挡水面及铝镁合金包裹浮

筒，对光的反射率高，极有利于双玻双

面组件应用，对提升发电量有不可估量

的潜力。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案例展示(Case show)

漂浮支架

      光伏电站的建设，大大降低了渔

业养殖的成本，但传统“渔光互补”电

站，对水质及渔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同景新能源“渔光互补”电站，

在水体干涸的情况下，对浮筒也毫无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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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秉承着“同道同景，共创共享”的核心价值观，以“成为光能领域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企业”为愿景，致力于在全球打造绿色生态智能光伏电站，让人类畅想光能

其它支架形式简介



公司简介(Company profile)

同道同景
             共创共享

         一个以技术研发为主导的创新型光伏跟踪支架供应商，
累计应用已超1.5GW，国内第一

      太阳能领域自主专利技术70余项，获授权50项，国际
专利3项，PCT申请1项

全球唯一全系列铝合金支架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全球水面漂浮支架系统解决方案领导者，开创了水陆
两用漂浮支架系统



创办三友电子

1994
成立

2015 2017

发展历程(Development history)

1999
巅峰

全球第一生产基地

2011
转型

与雷士照明合资上市

进军太阳能领域

2007
并购 上市

新能源板块香港上市

2016
爆发

跟踪支架业绩＞1.5GW

规模

大规模应用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企业荣誉(Company Honor)

2016年金港股-最佳市值管理上市公司

          2016中国光伏品牌排行榜-支架品牌价值第四名

                2016中国光伏品牌排行榜-EPC品牌价值第十名

                      全球20强排行榜-EPC总承包企业第11名

                            全球20强排行榜-光伏支架企业第20名

                                  PV TOP 50-十大创新电站EPC企业

                                        PV TOP 50-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

                                              2016“中国好光伏”十大创
新企业

                                                    2016“中国好光伏”
最佳光伏支架供应商

                                                          领跑中国可再
生能源先行企业第一军团100强    
                                                                
                                                                                           
。。。。。。               



此处添加标题
Add this title

案例展示(Case show)

H型平单轴

安徽省金寨县3MWp“茶光互补”电站

        H型跟踪系统成本较低，可适

应更复杂的地形地貌，随坡就势，利用

地势提高发电量，且选用全铝合金材质，

防腐性能好，支架重量轻，安装简便，

运维成本低另外铝合金支架保值性高，

电站寿命期后可基本回收支架成本。



支架形式与基础
灵活搭配，组合
多样

n 品种多样    

平地、耕地、荒
漠、丘陵、沼泽、
水面、沙漠等各
种地形解决方案，
应有尽有

n 适应面广    

各种专利技术、科学
设计为您的电站保驾
护航

n 设计优良  

不改变土地性质，架空
设计、环境友好型材料，
实现真正的农林渔牧光
互补，最大化土地利用
率

n 科学互补   

产品特点(Product features)

01
02

03
04



n 灵活组合，无限可能

产品特点(Product features)

平单轴 斜单轴 固定/可调

压定式 微孔装 预制管桩 浮 筒



同景新能源跟踪支架对发电量有显著提升，而高效组件的应用更是提升发电量的保障
根据国家电投数据，我司承建的乐平电站（双轴跟踪）2016年整体发电量提升为24.73%

斜单轴（含屋顶）   约15%

H型平单轴 约10% 漂浮式跟踪支架 10-15%

固定可调支架 3%-6%

产品特点(Product features)

发电量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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