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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领先
光伏产品制造商



优质的产品，是赛拉弗赖以生存的基石。我们深入了解每一位客户的需求及困惑，为客户提供满足
其需求的高效且优质的产品及解决方案，从研发、制造、服务等环节赢得了客户的长期信赖。

经过十余年快速稳健的发展，赛拉弗全球产能在2023年扩大到12GW。通过对规模化生产、工艺流
程的反复钻研，赛拉弗在智能制造、品质管控和成本控制等方面渐趋完美。

赛拉弗一直在为梦想拼搏，积极应对技术壁垒和行业挑战，并在一次次挑战中完成了从行业追随者
到领先者的华丽转身。目前我们在全球超25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雇员超1500人，竭力引领产品
革新与服务升级。

崭新的一天即将到来，这是属于赛拉弗的未来。我们不断努力，只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关于赛拉弗

全球雇员超1500人

赛拉弗在全球超过25个国家
设立了办事处

赛拉弗全球产能
扩大到12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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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成立以来，赛拉弗迅速成长为世界级的光伏制造领导者。2023年，赛拉弗全球产能达到12GW，连
续9年被彭博新能源财经列为Tier 1组件供应商，同时5次被PV Evolution Labs评为顶级组件商。公司坚持自
主研发，现拥有逾百项技术专利，凭借卓越的产品品质、先进的技术方案和完善的质保体系，截至2022年
底，已有超过20GW的赛拉弗组件在美国、德国、日本、越南、澳大利亚、荷兰、巴西等全球100多个国家及
地区得到大规模应用，产品的优异性能也在各种自然条件下得到广泛验证。

连续9年被彭博新能源财经
评为Tier 1组件供应商

全球12GW组件产能 技术专利

赛拉弗以其优越的组件测试性能
5次被PVEL评为顶级厂商产品出口到100多个国家 全球超过80家金融合作伙伴  超过100位工程师的研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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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
光伏产品制造商

100+

TIER1

80+

全球超过20GW组件应用

20GW+

100+

12GW

TOP PERFORMER

100+



光伏行业技术领跑者是赛拉弗对自己的定位。从各国不同的安装条件及应用需求出发，赛拉弗推出了多样化
产品及定制化服务，涵盖从大型地面电站到工商业和居民屋顶等多种项目类型。

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先进的太阳能专利技术，凭借对技术研发的重视，长期保持在光伏产业的技术前沿，
持续用强大的创新力、可靠性的产品力帮助客户实现高收益。

高达22.5%的转换效率 多家权威认证实验室

创新驱动，传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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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0项专利

深受各大金融机构信赖
赛拉弗获得超过80家国际金融机构信赖，为全球光伏电站提供高效可靠的核心资产。



赛拉弗于2013年在常州设立高度专业化的研发和测试实验室，用于公司新品研发、材料测试、常规组件功率拓展、客户需求
定制化试验、定期抽检等工作，为产品研发及质保提供技术支撑。实验室占地722平方米，配备有德国进口的电气性能测试
仪、步入式气候模拟试验箱等主要仪器设备20余套，拥有完备的晶硅光伏组件研发和检测能力。

实验室目前已获得全球知名认证机构CSA、TÜV Rheinland和DEKRA颁发的目击认证实验室证书、CNAS认证实验室资格，国
检集团颁发的CTC实验室资质；与此同时，还获得了TUV SÜD的CTF实验室资质和CGC认证的实验室资质，使赛拉弗可以在严
格的可靠性控制程序下，缩短产品认证时间，加快新品上市速度。

AAA级别的HALM测试仪 ATLAS紫外老化测试设备 德国VOTSCH步入式环境试验箱世界级的研发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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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品质保证

从创立之日开始，赛拉弗就坚定地与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攻克各种技术难题。赛拉弗与设备供应商合作开发出了一整
套高柔性、模块化的自动产线，可以灵活适应厂房布局、工艺环节优化、产品“不下线”等需求，在保障成品品质一致
性的同时，缩短良率学习曲线与产能爬坡周期，加快新线投产、新品量产速度，提高组件产量，降低生产成本，提升
客户收益水平。

高度自动化的制造架构

高效率、高柔性的模块化全自动产线极大程度地保障了产品质量。为了实现高利用率和高效率，赛拉弗将
组件生产流程拆分成相对独立又高度互联的不同模块，通过对各模块进行相对独立的深入研究，提高生产
的整体可靠性和设计质量，并易于产线配置和变型。应用了40多项产线优化专利的生产车间，可以有效
避免人为错误，确保从来料检测到产品包装的所有生产环节的操作精度，并存储生产数据以供问题回溯。

与此同时，生产部门可以实时采集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关键监测点数据，以推动设备、制程与良率的进一步
改进。

生产成本降低 设备效率提升 实时监控系统

产品及工艺改进专利 良品率 生产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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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客户收益水平

高效率、高柔性的
模块化全自动产线

降低生产成本



从进料测试到出厂物流，赛拉弗独立开发的 ERP 系统在购买、生产、销售和存储之间，    
让所有数据互联，共享同一个数据库，从而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完全可追溯。

每一块组件从生产的第一步就有了独一无二的条形码，每一位操作者、每一个生产步骤、  
每一次线上检测都将以条码信息的形式记录到 ERP 系统中，客户可随时登陆 ERP 管理系统
查看，实现生产过程可视化、全透明。

赛拉弗也通过对产品的全周期监测，进一步规范产品制程和优化工艺，提升产品可靠性。

全透明生产管理系统

增值服务

提高公司竞争力

客户可实时获取订单相关信息，
如BOM清单，EL测试结果，

功率数据等订单数据

每块组件独有的条形码使得
信息检索和数据存取更加方便

通过ERP系统，
可随时随地看到车间的生产情况

优化人员配置，完善生产流程 提高产能利用率

提高良品率，降低产品成本 全透明智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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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赛拉弗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从生产的源头开始，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用专业和严
谨，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产品。赛拉弗的每一片组件都经得起严苛的质量检测和恶劣
的环境检验，终成完美。

性能优异、品质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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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管控 生产管控

出厂检验

经过挪威船级社（DNV）专家组的实地考察和全面评测，赛拉弗顺

利通过了三体系认证，其中包括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质量管理体系
严格的供应商管理体系

恒温恒湿的仓储环境

全自动来料筛选、分拣系统

按批次实施人工标准抽检

来料质量控制

供应商质量工程管理

300+ 质量监测点

100% 三重EL测试

线上质量管控，组件隐裂最小化

OBA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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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拉弗产品多次高分通过第三方机构PV Evolution Labs最严格的产品品质验证项目（Product Qualification 
Program 简称PQP），在光伏组件设计的耐候性和衰减、老化进程等方面获得极高的综合评价。与此同时，
赛拉弗组件还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的光伏组件“领跑者”一级认证测试。

赛拉弗第五次获评PVEL全球光伏组件
可靠性表现最佳者

经得起检验的
组件效率和电力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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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sher test，因其测试标准为常规IEC的3倍，又称3倍IEC认证，测试内容包括热循环、湿热、
PID、UV、冻循环和热斑效应，考验的是在极端情况下组件能否正常运行，并保证稳定的电力输出。

凭借着优异的测试表现，赛拉弗成为全球第一家获得Thresher认证的制造商。

热循环 -40~80℃ 200周期 600周期

-40℃~ 80℃ 85%RH湿冻 30周期10周期

85℃ 85%RH湿热 3000小时1000小时

60kwh/m²热斑 20小时5小时

项目 条件 IEC 标准 Thresher 标准

紫外 45kW/m²15kW/m²

PID 96小时

热循环

紫外

热斑 湿热

PID湿冻

Thresher 标准 IEC 标准

赛拉弗组件顺利通过全球多家第三方检测机构认证，测试条件复杂多样，从常规安装条件，到各种极端的
天气条件、自然环境等等。实验证明，对品质极致追求的赛拉弗组件，是客户资产和收益的最佳保障。

3倍IEC认证

21 2019

专业第三方机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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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拉弗以市场为导向，成功推出大硅片、双面、多主栅、半片等技术叠加的多款产品和不同类
型的智能组件。凭借持续的研发投入，赛拉弗不断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品，确立竞争优势。

多样化产品，
满足多样化需求

系列

应用 182mm 硅片  
功率区间 : 390-405W/525-540W

轻型双玻系列

应用 166mm 硅片
功率区间：400-460W
轻薄高效，分布式优选

双面系列

利用反射光，
产生额外 10-30％的
发电增益

轻型双玻系列

应用 182mm 硅片
功率区间：400-460W
轻薄高效，分布式优选

系列

应用 210mm 硅片
功率区间：595-610W/655-670W

双面系列

利用反射光，
产生额外 10-30％的
发电增益

TOPCon 系列

应用 TOPCon 技术
功率区间 : 
420-435W/675-700W

TOPCon 双面系列

利用反射光，
产生额外 10-30％的
发电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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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刻理解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能源和环境之间的激烈矛盾，也清楚看到我们在改变世界能源结构、保护
生态环境等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我们相信，只要改变固有思想与行为方式，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可以
共存的。这种“改变”，终将成就美好的“未来”。

赛拉弗捐赠光伏系统，向全球输送绿色电力

2013 年 10 月，赛拉弗为四川
理塘县禾尼乡小学和西藏仲巴
县帕江乡小学捐赠了 5KW 的
太阳能光伏电站。

2018 年 1 月，由赛拉弗、中能源
云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捐赠
的 10kW 光伏系统在缅甸能源部
屋顶成功运行。

2020 年 11 月，赛拉弗为湖北襄
阳十二中捐赠了 60kW 屋顶光
伏，项目于 2021 年 2 月并网，
年发电量 6 万度。

赛拉弗长期帮助听障和自闭症儿童，向社会传递温暖
2018 年 2 月，赛拉弗与中华思
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爱的分贝”
聋儿救助项目签署了长期捐赠
的捐助协议。

2021 年 4 月参加 “蓝动常州” 活
动，向天宁区沣航儿童学习能力
训练与康复中心捐赠 10 万元。

2022 年 9 月，赛拉弗向常州市天
宁区沣航儿童学习能力训练与康
复中心提供物资援助，帮助自闭
症儿童的健康成长，为实现全球
可持续发展奉献一份力量。

改变  未来一站式服务，
让您乐享阳光

24h×7

全天候监控平台
随时随地查阅订单动态、
订单相关操作信息、车间情况等

技术支持
多种技术咨询和培训

市场支持
合作营销提升品牌知名度

48h

融资服务
提供项目贷款、融资信息等智力支持

定制服务
满足客户个性化、客制化需求

48小时快速响应机制
快速响应全球客户诉求

$

量身定制的能源方案
充分了解您的需求，
给出最优化的解决方案

光伏政策咨询
最新的市场趋势和预测

本地化服务
全球设置多处办事处，
为客户提供现场支持

在赛拉弗，您可以享受到一站式的专业服务，从售前专业的技术咨询、量身定制的最优化解决方案、全透明的实时ERP管理系统、到本地化的服务团队和
及时的线上服务；环环相扣、专业细致的服务，确保您可以轻松享受阳光带来的清洁电力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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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和使命
赛拉弗致力于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2022 年 8 月，赛拉弗荣获 EcoVadis 企业社会责任成就银
奖，持续为推动能源变革，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创建更
美丽的社会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2022

2021 年 11 月，赛拉弗正式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UN 
Global Compact)，与全球各行业志同道合的领军企业一
起，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开创一个符合人类愿望的
美好新世界。

2018 年 5 月，赛拉弗加入国际环保协会 PV CYCLE，使我
们的产品可以在 PV CYCLE 覆盖地区享受专业的回收和再
利用服务，为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助力。

营销中心
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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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山西省长治市高新区漳泽新型工业园区
电话: +86-355-591-6666
传真: +86-355-591-6699

山西潞安赛拉弗光伏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雨润大街35号3楼
邮箱: info@seraphim-energy.com

南京营销中心

地址: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经济开发区通航大道
电话: +86-0519-6878-8166
邮箱: info@seraphim-energy.com

安徽赛拉弗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1388号雷格斯大厦1108室
电话: +86-21-5230-0833
邮箱: info@seraphim-energy.com

上海营销中心

中国 中国
江苏赛拉弗光伏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通顺路10号
电话: +86-0519-6878-8166
邮箱: info@seraphim-energy.com

中国

地址: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白马峰路与为民路交叉口
电话: +86-0564-7736177
传真: +86-0564-7736117
邮箱: info@seraphim-energy.com

金寨赛拉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地址: 南非东开普省东伦敦IDZ工业园1A区BW1厂
邮箱: info@seraphim-energy.com

赛拉弗南非工厂

南非中国 中国

地址: 東京都港区芝大門1丁目4-4 408号室
电话: +81-03-6459-4020
传真: +81-03-6722-0056
邮箱: info@seraphim-energy.com

日本赛拉弗光伏株式会社

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