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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况

广东保威新能源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智能跟踪系统和光伏支架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总部位于广东佛山，在日本设有办事处。

保威主营业务为智能光伏跟踪器、地面固定支架及屋顶支架。除此之外，在农光互补、

渔光互补、车棚等多功能光伏支架领域方面，保威也拥有多年的大型项目制造和服务

经验。保威产品均通过完整的ISO质量体系认证，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和国际认证，例

如BV、TUV、UL、CE、CPP、IEC以及ISO9001等。

所有项目均从客户实际需要出发，提供从设计、前期勘察、基础选型测试、现场安装指导

到后期维护指导等完整的客户服务流程，同时，多样化解决方案也为客户提供了合理的价

格和快捷的交货时间。

目前为止，保威已为全球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太阳能电站提供超过11GWp的产

品和电站增值服务，并与国内外诸多知名光伏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为

光伏行业的信心品牌。



企业概况

主营业务 专业

专项 实力

智能跟踪系统、地面支架系统、屋顶支架系统、农业大棚、车棚、

桩基础等全系列产品。

所有项目均从客户实际需要出发，提供从设计、前期勘察、基础选型

测试、现场安装指导到后期维护指导等完整的客户服务流程。

产品自主研发并拥有近百项专利技术,保威产品拥有多项专利技术

和国际认证，例如BV、TUV、UL、CE、CPP、IEC以及ISO9001

等。

保威已为全球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太阳能电站提供超过10GWp的

产品和电站增值服务，并与国内外诸多知名光伏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成为光伏行业的信心品牌。

佛山总部及研发基地 爱旭示范基地 铝材生产基地 钢材生产基地 日本东京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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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布局

欧洲
210MW

南美洲
300MW

北美洲
220MW

非洲
560MW

大洋洲
50MW

东南亚
4.5GW

日本
1.9GW中国

3.3GW

11 GW+全球共计



全球布局 – 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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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 智能跟踪系统 PowerFit

1 2 3



产品系列 – 智能跟踪系统 PowerFit-Plus

1 2 3



产品系列 – 智能跟踪系统 PowerFit-DUO

1 2



产品系列 – 智能跟踪系统 PowerFit-Blade

1 2 3



AlumPower 全铝支架 DuraPower 全钢支架

UniPower 钢铝支架 MacPower 镀镁铝锌支架

产品系列 – 大型地面电站系统



全铝混凝土屋顶电站

梯形彩钢瓦屋顶电站

镀镁铝锌混凝土屋顶电站

产品系列 – 屋顶电站系统

全钢混凝土屋顶电站

沥青瓦木梁屋顶电站 琉璃瓦木梁屋顶电站



C型钢 H型钢 螺旋桩基础 混凝土基础

产品系列 – 桩基础产品



产品系列 – 压码屋面夹具产品

 等高线分析

 高匹配度屋面夹具

暗扣型01                暗扣型02暗 扣型03

巴特勒型01              角驰型01            直立锁边型01



产品系列 – 其他电站系列

农光互补支架系列 渔光互补支架系列

工商业、家用支架系列 阳光车棚支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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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40+ 150+ 2天
全球10GW+项目案例 精英设计师，涵盖专业范围：

结构、土建、机械、施工管理

针对不同环境及地形等迅速制定

设计方案

客户提出需求后当天提供标准设计

2天内提供定制化设计

一站式服务

技术经验 技术团队 客制化定制方案 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研发

可配合客户根据不同情况研发产品

勘察

项目前期勘察

设计

基础设计、结构设计、各种测试

施工指导

基础施工指导、施工交付

运维指导

维护指导

电气调试

拉拔测试

拉拔受力测试

安装后进行电气调试

一站式服务



BV认证 控制箱认证 通信箱认证 跟踪器风洞测试认证 跟踪器电控认证

一站式服务 – 专利认证

IP66认证 东西可调导电片认证 钢铝支架认证 全钢支架认证 全铝产品认证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日本发明专利

一站式服务 – 专利认证



一站式服务 – 产品设计标准

欧洲标准：《 BS EN1991_1-7:2005 》

美国标准：《 ASCE_7-16 》

巴西标准：《 NBR 6123:1988 》

南非标准：《 SANS10160_1-7 》

英国标准：《BS6399》

台湾标准：《ISO1461-2009》

中国标准：《 GB50797:2012 》

《 GB50009:2012 》

日本标准：《 JIS C 8955:2017 》

韩国标准：《Korea Building Code 2016》

菲律宾标准：《 NSCP 2015 》

马来西亚标准：《 MS1553-2002 》



强度测试 IP66防水测试 膜厚测试 盐雾测试 受拉受压力学测试 百格测试 高低温交变湿热测试

风洞测试 拉拔测试 拉力测试 荷载测试 连接点测试 硬度测试

一站式服务 – 产品测试



碎石沙土

碎石

硬质黏土

风化岩

岩石

碎石黏土

沙土

红壤砾石 碎石硬质黏土

黏土

硬质黏土

一站式服务 – 土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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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成品产能1.3万吨/月

TÜV认证

 自动化焊接工艺

供应链 – 天津钢材及广东铝材生产基地

 ISO1461:1999标准的热镀锌表面处理

 良好的抗腐蚀性能

铝成品产能6千吨/月

 特殊定制解决方案



供应链 – 包装及运输

纸箱栈板包装 铁架包装 木架包装 木架包装 木箱包装

紧固件、预装件、 钢型材包装 钢型材包装 铝型材包装 重量大的钢质连接件包装

部分钢、铝连接件包装

包装成本低，防护性能高； 结构稳定，损坏率低， 包装成本低，保护性能较好， 对产品损坏率低，抗震性能较好 防护性能高

搬运方便，包材易处理 装卸方便，适合多次转运 包材易处理 运输成本低，包材易处理

使用聚酯纤维带固定货物， 使用聚酯纤维带固定货物， 使用聚酯纤维带固定货物， 使用充气袋填充集装箱内间隙， 使用聚酯纤维带固定货物，

木块固定栈板，防止货物 防止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移动 防止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移动 防止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移动 木块固定木箱底部，防止货

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移动 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移动

木架包装



物流体系

完整的全球物流合作伙伴体系，

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

物流服务

提供从拖车、装运、报关、报检、船运、

目的港进口全套的物流服务

供应链 – 包装及运输



供应链 – 包装及运输

 专业的包装及装载流程、装卸货指导

1.包装 2.叠装

3.装车 4.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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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多雪环境 沿海大风环境 风沙环境 山地环境

项目案例 – 各种自然环境

05

其它

06

软土环境



项目案例 – 多雪环境案例

1.匈牙利 54MW
2.日本北海道 2MW
3.日本利府 12MW

1 2

3



项目案例 – 沿海大风环境案例

1.菲律宾内格罗斯岛 132.5MW

2.越南宁川潘郎 250MW

3.菲律宾吕宋岛 63.3MW

1

2 3



项目案例 – 风沙环境案例

1

3

1.阿尔及利亚 120MW

2.巴基斯坦 100MW

3.中国陕西定边 30MW

2

3



项目案例 – 山地环境案例

1        2

3   

1.日本 140MW

2.马来西亚 38MW

3.中国凉山 30MW



项目案例 – 软土环境案例

1

2        3   

1.越南 50MW

2.泰国 30MW

3.中国台湾 10MW



项目案例 – 其它案例

1.中国南海联塑集团 21.8MW

2.中国广东开平 10MW

3.中国广西玉柴 30MW

4.中国广东遂溪 40MW

1

2

3

4



Thank you!

地址:中国广东省佛山市三水乐平工业园D区11号

电话: (86)757 8766 2953 传真: (86)757 8733 3552

官网: www.pvpowerway.com

Email: info@pvpowerw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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