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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个性化跟踪技术在分布式电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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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朝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让分布式光伏更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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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17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量为53.06吉瓦，其中，分布式

光伏成为市场发展的新亮点，新增装机19.44吉瓦。

国家《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我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到2020

年要达到1.1亿干瓦以上，其中分布式光伏60吉瓦以上。截至2017年12月底，

我国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29.66吉瓦，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按照新的《分布式光伏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分析，对于大于50kW的分

布式光伏，将只允许“全部自用”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因此，分布

式市场前景将更加广阔，自发自用渐成主导，而电价补贴将进一步下调，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

如何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一、分布式光伏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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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角可调式双轴跟踪系统

斜单轴跟踪系统

平单轴跟踪系统

公司已经在30多个国家和国内20多个省区安装了几百个不同规模的分布式电站；在

设计、生产、装运、安装、运维和售后服务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

训，有能力提供专业化的分布式跟踪系统定制方案及个性化服务。

发电量提升25-30%，纬度越高，效果越好；充分

利用公园、厂区绿地及道路绿化带等空闲场地。

发电量提升15-20%，适合中高纬度地

区的可承重屋顶及地面应用。

发电量提升10-15%，适合中低纬度地区

的可承重屋顶及地面应用。

二、朝日跟踪系统在分布式应用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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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知识产权，规模

化生产，平/斜单轴、

双轴种类齐全

02

05

0701

� 个性化服务，针对不同

应用场景提供设计方案

� 无线远程控制、

光伏组件直供电

特点及

优越性

03
� 模块化设计，结构简单，

安装方便、快捷

04� 立足分布式，不限规模数量，

仓库直发，交货及时

06

� 成本更低,电站净收

益提高10%-15%

� 质保体系完善，

售后服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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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角可调式双轴跟踪系统的特点及优越性

我公司自主研发的仰角可调式

双轴跟踪系统，既能跟踪太阳东西

方向的角度变化，又能有效跟踪太

阳的年高度角变化；可以提高发电

量30%以上。

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快捷、地

形适应性更强。

抗风、防雪、防尘、抗震性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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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植被，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为“光伏+”增砖添瓦

仰角可调式双轴跟踪系统独立支撑，系统之间及底部空间大，没有固定的阳光

及雨水遮挡，即有利于植物生长，方便绿化及农作物种植，又有效避免植物遮挡对

发电造成的损失，实现光伏电站与自然环境的完美结合。

更简单、更可靠、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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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第六天跟踪系统和固定安装电站的组件清洁度对比

离地空间大，地面热辐射少，通风条件优于固定电站，组件表面温度低。

离地空间大，更有利于双面电池组件背面效率的发挥。

角度不断变化，相同清洗频率下，表面灰尘积聚更少。

下雨时，中控系统将电池组件调整至更利于雨水冲洗角度清洗积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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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斜单轴跟踪系统包括独立驱动和联动两种形式。依托架体结构、连接件、

驱动系统、控制方法等专利，单体小，结构更简单，零部件更少，安装更快捷，运维更

方便。在南北方向较短，东西方向较长的屋顶安装，充分利用屋顶空间。

更简单、更可靠、更高效

斜单轴跟踪系统的特点及优越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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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更简单，安装更方便

无线远程控制、组件直供电、能耗低

组件背部无遮挡，更适合双面组件

运行可靠，后期维修养护成本低

特点及优势

单体小，架体高度低，地形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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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平单轴独立驱动及

联动式跟踪系统，依托架体结构、

连接件、驱动及控制方法等专利，

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案，成本低，组

合灵活，结构简单，安装快捷方便；

支撑结构对组件背部不产生遮挡，

更适合双面组件。可在家庭、机关、

学校、医院及商业地产的承重屋顶

及通道、走廊上安装，充分利用既

有空间，增加安装容量，提高发电

量。

平单轴跟踪系统的特点及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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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单跟踪系统的主体结构

结构简单，通用性强，适合各种复

杂屋顶环境，标准化生产，现场不需要

钻孔，焊接；无需外接驱动电源，组件

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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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灵活多样，水泥预制配重

南北方向可连轴，东西方向可联动

阵列间隔：组件宽度 x 2，阴影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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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货充足

仓库直运

减少流通环节

到货周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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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纬度较高地区，屋顶利用率更高，

最大利用率接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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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拓展布置，可根据屋顶结构，提供单独设计、定制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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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许多房屋质量较差，在庭院中安装跟踪系统，即没有固定的阳光及雨水遮

挡，方便绿化及种植；又避免后期房屋拆建对电站造成的额外损失。

屋顶采用平/斜跟踪系统，即充分利用了空间，又提高了发电量；而且跟踪系统

背面没有框架遮挡，更适合选用高效的双面组件。

在户用分布式光伏电站应用中，各种跟踪系统可以根据需要灵活组合。

更简单、更可靠、更高效

跟踪系统在户用分布式光伏电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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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日跟踪在分布式应用中的案例分析

大连上实环境泉水河污水处理厂，位

于大连市振连路东侧，泉水河一期北侧。

设计处理规模10.5万吨/日，单位电耗

0.26kWh/m3 ,日均耗电量2.73万度。

更简单、更可靠、更高效

项目电价情况：

类别 电价 时间阶段

峰值电价 0.7197元／度
7:30~11:30；

17:00~21:00

平值电价 0.5456元／度

5:00~7:30；

11:30~17:00；

21:00~22:00

谷值电价 0.2399元／度 2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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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光伏发电项目设计规模

0.8MW，总投资600万元，

自发自用，全部采用跟踪

式支架。其中，108套双

轴跟踪系统共计344.5kW，

安装在生物反应池（带盖）

顶部的绿化带中，综合楼、

预处理车间及深度处理车

间，安装平单轴跟踪支架

72套（459.4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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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光照条件分析表》，大连36°最佳倾角最佳峰值H照小时为4.53h/day

更简单、更可靠、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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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效率80%计算

该电站发电量收益比较如下（所发电量全部自发自用）：

1、 36°最佳倾角固定电站平均每天发电量：

800kW×4.53h/day×80%=2899.2kWh/day

最佳倾角固定电站满发时间集中在中午11:00~1:00，全天80%的发电量位于平

值电价区间；

电价收益：

（2899.2×0.8×0.5456）+ （2899.2×0.2×0.7197）+ （2899.2×0.37）

=2755.45元/天；1005739.25元/年

跟踪式电站在中午11:00~1:00的发电量与固定电站持平或略低；其增发电量的

60%以上位于峰值电价区间（上午7：30-11：30 ，包括夏半年17：00以后的

增发收益）。

更简单、更可靠、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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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跟踪系统平均每天发电量（平单轴提升10%；双轴提升25%）：

459.4kW平单轴每天发电量 1831.4kWh

344.5kW双轴每天发电量 1560.6kWh

合计：3392 kWh/day

双轴跟踪系统每天发电收益 ：

1560.6×0.6×0.7197+1560.6×0.4×0.5456+1560.6×0.37=1591.91元

平单轴跟踪支架每天发电收益：

1831.4 ×0.6×0.7197+ 1831.4 ×0.4×0.5456+ 1831.4 ×0.37=1868.14元

合计：3460.05元/天；1262918.25元/年

比最佳倾角固定电站发电量提升：3392-2899.2=492.8 kWh/day;

发电收益提升：3460.05-2755.45=704.6元

投资总额增加10%，净收益提高15%，投资回收周期缩短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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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河污水处理厂800KW分布式光伏电站自发自用平均每天发电量及收益对比

电站建设型式 每日发电量

（kWh）

每日发电收益

（元）

与固定分布式电站收

益比较

36°最佳倾角 2899.2 2755.45 0

平单轴+双轴跟踪系统 3392 3460.05 +25.57%



四、公司简介(Company profile)

成立于2012年6月，注册资本2000万元，是一家依

托自主知识产权成立的高科技、新能源公司，主

要从事光伏电站智能跟踪系统的研发、生产及电

站工程的施工和运维服务；产品包括平单轴跟踪

系统、斜单轴跟踪系统以及双轴跟踪系统；其中，

自主研发的ZRS系列仰角可调式双轴跟踪系统是

目前世界上结构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跟踪系统，

已经取得了欧盟的CE认证和TUV南德认证。

山东朝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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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认证

TUV南德认证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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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还申报了欧洲专利局、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泰国、

印度、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发明专利，已获得欧洲专利局、日本、韩国、印度、巴西、

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家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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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以来，已经申报了与跟踪技术相关的专利三十多项，取得了8项国家发明

专利和2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五、市场分布 Sales network

公司已经在山东、山西、北京、内蒙古、宁夏、新疆、江苏、四川、河北、河南、广西

等二十多个省市，以及美国、日本、泰国、印度、巴基斯坦、黎巴嫩、朝鲜、马达加斯加、

南非、奥地利、俄罗斯、捷克、德国、法国、英国、波兰、瑞典、秘鲁、智利等近30个国家

安装了实验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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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

中国卫通

大海集团

潍城区政府

济南华电

四川南瑞

阳泉领跑者

新疆塔城

黑龙江鸡西

南京电科院

贵州学院

吉林扶贫

北汽福田

河南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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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北海道

德国巴伐利亚州

印度班加罗尔

马达加斯加

日本群马

印度尼西亚

黎巴嫩

巴西巴伊亚州

泰国高校

南非

阿拉斯加

捷克

波多黎各

新喀里多尼亚

智利伊基克



THANKS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福寿西街68号

电话：0536-8353968

网址：www.zhaoripv.com 

邮箱：shandongzhaori@163.com

公司竭诚欢迎广大同仁以灵活多样

的方式，共同合作，互惠共赢，一起开

创分布式光伏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