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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中澳合资
的太阳能光伏企业，总部设在厦门，公司在澳洲、
德国、日本、泰国、韩国、菲律宾等地设立子公
司及办事处，拥有国际化的管理团队、研发团队
和营销服务网络。

公司简介 大事纪

2016 年 -2017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8 年至今

2007 年 -2008 年

2011 年 -2015 年

成功上市，开启新征程

抓住契机 赢得市场

持续增长 再攀高峰

艰苦创业 夯实基础

拓展全球 多元发展

2016 年，清源科技首发申请获证监
会发审会通过。
2017 年，上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成功开发“清源易捷”系列光伏支架产品，
当年澳洲市场占有率第一。

2018 年，全球光伏支架销售业绩翻倍，
达 1.7GW。

2019 年，与 Obton 达成德国甘茨林
65 兆瓦光伏电站项目合作；与湖南新
华达成 77.1 兆瓦光伏电站项目合作。 

公司成立，开拓澳洲光伏市场，并取得
较好的行业口碑及市场地位。

建成厦门、天津两大生产基地。在澳洲、
美国、日本、泰国、菲律宾等地设立子
公司及办事处，打造“国际市场 + 本地

化服务 + 全球供应链”的商业模式。

清源科技
用清洁能源让世界更美好！

创新 • 品质 • 服务

成立于 2007 年，
2017 年上交所主板上市，股
票代码 603628，获国企战
略投资，实力见证

全球已安装超 10 吉瓦光伏产品
中国光伏智能追踪支架企业 TOP5
连续十年澳洲屋顶光伏市场占有率第一
每年产生绿色电力超 50 亿度

以光伏电站配套产品为核心的
制造业务
以光伏电站开发建设为主的服
务业务
以清洁能源为主的投资业务

市场价值 行业领先 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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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我们的优势

以光伏电站开发建设为主的服务业务

凭借众多国内外经典工程积累的丰富经验，全力打造品质光伏电站，通过有效降低
成本和提高系统效率，为社会提供更加绿色、环保的电力。

以清洁能源为主的投资业务

公司联合战略合作伙伴和相关机构进行国内外光伏电站投资，朝“延伸产业链，形
成产业规模”的目标不断前进。

实行严格的企业管理和全面的质量控制，
品质值得信赖。

全球化布局，拥有经验丰富的本土团队，能
够及时为客户提供专业解答与技术支持。

众多知名投资
公司联合投资。

聘请英国

著名科学家
担任技术顾问。

权威认证，邓白氏最高
信用评级 5A1 级。

拥有国际化的管理团队，团队成员都具有丰
富的职业经历和深厚的行业背景。

$

以光伏电站配套产品为核心的制造业务

太阳能光伏支架及解决方案多种多样，包括跟踪支架系统、地面支架系统、工商业
屋顶支架、漂浮支架系统等；光伏电力电子解决方案包括综合自动化系统、电站运
维监控、智能微网、储能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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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
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电力总承包 & 机电专业承包三级资质

高新技术企业 厦门市著名商标

ISO14001
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致力
科技创新

推动
清洁能源

追求
卓越品质

铸造
诚信品牌

企业荣誉

中国光伏支架 20 强 
第 5 位

“光能杯“最具影响力支架企业 “光能杯”年度优秀光伏
EPC 企业

“光能杯”年度优秀光伏投资企业

OFweek 中国太阳能光伏创新耗材奖

领跑中国可再生能源先行企业
100 强单项顶级光伏支架系统品

牌

中国光伏智能跟踪系统
top5

“北极星杯”十大分布式创新品牌



7 8

      公司成立以来，不断精益求精，在光伏支架领域具有较强的行业地位及竞争实力，为光伏支架细分领域内的领先企业
之一。清源易捷系列光伏支架产品销往澳洲、日本、英国、美国和中国等全球三十几个地区或国家，满足当地的建筑标准
等规范要求。

EzTracker D 系列平单轴跟踪系统，具有系统稳定性高、地形适应力强、维护便捷等特点。该系统采用“天文算法 + 闭环控制”
方式，实现系统自动跟踪太阳的位置，提高光伏电站系统的总体发电量，与固定支架相比，发电量最多可提高 20%，若采
用双面双玻组件发电量提升可达 25-30%。

光伏支架产品

清源易捷 SR 屋顶支架 EzTracker D1P 分布式平单轴跟踪系统 EzTracker M2 联动式平单轴跟踪系统

清源易捷碳钢地面支架 清源易捷 SR-TF 薄膜支架

清源易捷 SolarTripod 屋顶支架 清源易捷 ST-II 地面支架 清源易捷 ST-III 地面支架

标准跟踪模式 无遮阴跟踪模式 大风保护模式 大雪冰雹保护模式 雨天清洗模式

适应不同地形

EzTracker D 系列 单排独立驱动，适
用于不规则地形；东西方向可自由
排布，不受斜坡限制；南北方向可
允许坡度高达 10% 到 20%。

多种配置可用

EzTracker D系列具备多种可选配置，
可根据具体项目选择最优组合。供
电方式可选交流外供电或直流自供
电；通讯方式可选择线缆 RS485 通
讯，或无线 Zigbee 通讯；驱动方式
可选择回转驱动或直线驱动。

轻松维护

EzTracker D 系列采用精巧的设计使
其后期维护轻松便利，如：整体系
统模块化设计方便切换，转动部分
抗风沙且免润滑，驱动异常自行诊
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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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易捷

EzTracker D1P/D2P 分布式平单轴跟踪系统 

优势

运行模式

IEC 62817

风洞测试

邓白氏 
供应链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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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测试照片D1P 参技术数表

山地电站 风洞测试

 10 年加速老化测试
荒漠电站

农光互补

渔光互补

D2P 技术参数表

组件

适用组件  全面兼容 182-210 硅片 500W+ 组件

结构参数

系统类型 平单轴跟踪系统

单排带动组件功率 ≤ 49kWp ( 以 545W 组件估算 )

单排组件数量 90 片 (1x90)

跟踪范围 ±60°

跟踪精度 ±1°

材料 热浸锌钢，镀铝镁锌钢

基础类型 静压桩，水泥基础，PHC 灌注桩

桩基数量 /MW 一般 250 根左右每兆瓦 ( 以 545W 组件估算 )

电气控制

电机规格 24V DC 电机

电机数量 每排 1 个电机

驱动方式 直线驱动 / 回转驱动

跟踪方法 天文算法 + 闭环控制

控制核心 单片机

通讯协议 RS485 

通讯方式 有线或无线 (Zigbee)

抗阴影回溯跟踪 具备

手动控制模式 具备

供电模式 外供电（可选：自供电）

调试 手机 App 调试

组串设计 兼容各种组串大小

保护功能

夜间回平  具备

电机过热保护  具备

电机过载保护  具备

驱动异常诊断  具备

环境

风载荷 根据项目定制

适用环境温度 -30℃ to +60℃

土建与安装

坡度适应性 南北 10%~20%,  东西无限制

特殊工具 无需

其它

系统设计标准 GBT29320-2012, IEC 62817

载荷标准 GB 50009, ASCE 7-05, ASCE 7-10 等（根据项目要求）

组件

适用组件  全面兼容 182-210 硅片 500W+ 组件

结构参数

系统类型  平单轴跟踪系统

单排带动组件功率  ≤ 65kWp ( 以 545W 组件估算 )

跟踪范围  ±60°

跟踪精度  ±1°

单排组件数量  2X45 ( 最大扩展至 2X60 片 )

材料  热浸锌钢，镀铝镁锌钢

基础类型  静压桩，水泥基础，PHC 灌注桩

桩基数量 /MW  一般 170 根左右每兆瓦 ( 以 545W 组件估算 )

电气控制

电机规格  24V DC 电机

电机数量  每排 2 个电机

驱动方式  直线驱动

跟踪方法  天文算法 + 闭环控制

控制核心  单片机

通讯协议  RS485

通讯方式  有线或无线 (Zigbee)

抗阴影回溯跟踪  具备

手动控制模式  具备

供电模式  外供电（可选：自供电）

调试  手机 App 调试

组串设计  兼容各种组串大小

保护功能

夜间回平  具备

电机过热保护  具备

电机过载保护  具备

驱动异常诊断  具备

环境

风载荷  根据项目定制

适用环境温度  -30℃ to +60℃

土建与安装

坡度适应性  南北 10%，东西无限制

特殊工具  无需

其它

系统设计标准  GBT29320-2012, IEC 62817

载荷标准  GB 50009, ASCE 7-05, ASCE 7-10 等（根据项目要求）

EzTracker D1P/D2P 分布式平单轴跟踪系统 EzTracker D1P/D2P 分布式平单轴跟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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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易捷彩钢瓦屋顶光伏支架
产品特点

◆  由铝合金材质制成，防腐性能高；
◆  彩钢瓦夹具产品系列化，可适用于各种不同瓦形；
◆  提供穿透式及非穿透式安装方案；
◆  组件可直接装在彩钢瓦夹具上，也可选择配合清源专利设计轨道使用，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清源易捷地面碳钢光伏支架 
产品特点

◆ 高度通用的经济型地面光伏支架 ;
◆ 除了传统的高强度热浸镀锌钢材质，还有新型的镀铝镁锌材质可选 ;
◆ 提供螺旋地桩、水泥基础、静压桩等多种基础形式；
◆ 广泛用于地面电站、农光互补、渔光互补或山地项目等各种场合。 

清源易捷碳钢三角架

产品特点

◆  清源碳钢三角架无接头设计，比起传统碳钢三角架，紧固件用量降低了2/3；
◆  创新设计的地网，采用特制的沟槽啮合安装，无需螺栓锁紧连接；
◆  高度预装的三角架设计，配合少量的紧固件使用，节省安装时间，方便快捷；
◆  该系统提供多种标准排布竖一排、竖二排，横向二排、横三排，并可兼容压载、水泥基础、化学螺栓、地网等多种安装
    方式；
◆  整个系统基材截面类型少，方便备货，生产周期短。

清源易捷水面漂浮支架 
产品特点

◆  受益于水面较低的环境温度， 水面漂浮支架的发电效率高于传统支架；
◆  主要配件采用模组化设计，配件少，安装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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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和制造

公司以客户为中心，以研发、技术创新为导向，
拥有一支国际化，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通过国际化
的研发体系，有效跟踪全球技术发展和客户需求的最
新趋势，保持技术领先优势。

同时，公司拥有快速反应的研发设计能力和流程
模式，能够根据客户需求，实现研发成果市场化，通
过规模化生产，转化为成本和技术优势，切实回馈客
户。

厦门和天津两大生产基地，
年产能超 3GW

采用 6S 管理，安全标准化生产

持续优化生产线，技术改造生产装
备，实现节能降耗，可持续协调发
展

国际先进的标准化实验室、领先的
技术人员配备，包含性能测试、防
护功能测试、安全性能测试，切实
保证产品品质

清源科技根据相关的国际标准，以及目标市场和地区的建筑规范和相关要
求进行产品研发，在产品研发完成后，即申请和通过相关的国际认证和规范，
获得权威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十几项检测报告。

产品在抗风压、抗雪压、抗腐蚀性、抗震等方面，均符合主要市场的标准
和要求，能够广泛应用于各种级别的风沙、雨雪等各种恶劣的环境，保障太阳
能光伏发电系统长期稳定的安全运行。

品质和认证

德国 TÜV 认证 欧盟 CE 认证

美国 ETL 认证 中国 CQC 认证

八十余项国内外专利，权威第三方资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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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宫城县仙台市 52MW 地面光伏电站

菲律宾八打雁 4.77MW 屋顶光伏电站

日本岩手县宫古市 26MW 地面光伏电站

泰国春武里府 11MW 地面光伏电站

越南芽庄金兰 100MW 地面光伏电站 

全球项目案例
- 东南亚
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

甘肃嘉峪关 52.6MW 地面光伏电站

新疆阿克苏 50MW 地面光伏电站

陕西渭南 55MW 光伏跟踪系统项目

山东淄博寨里 20MW 地面光伏电站

广州 35MW 屋顶光伏电站

全球项目案例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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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培拉机场地面光伏电站

澳洲国会屋顶光伏项目

维多利亚地面光伏电站

昆士兰威帕地面光伏电站

悉尼巴兰格罗屋顶光伏项目

全球项目案例
- 澳大利亚

比利时布鲁塞尔屋顶光伏电站

美国 dependable 屋顶光伏电站

英国 Lyreco 3.8MW 屋顶光伏电站

美国加州 38.7MW 地面光伏电站

美国夏威夷 7.8MW 地面光伏电站

全球项目案例
- 欧美
美国、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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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品质  服务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民安大道 999-1009 号
电话 : +86 592 3110 088
传真 : +86 592 5782 298
邮箱 : sales@clenergy.com.cn 
网址 : www.clenergy.com.cn

中国 ( 总部）

新加坡

菲律宾泰国

越南

澳大利亚

德国

日本
韩国

清源科技全球布局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清源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