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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电站项目

176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越南 / 富美
并网时间：2021年10月
组件型号：SRP-440-BMA-HV

凭借着多年的行业经验，赛拉弗以专业和热忱为大型光伏电站提供高性价比、

高可靠性的光伏产品，助您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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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菲律宾 / 内湖省
并网时间：2021年6月
组件型号：SRP-405-BMA-HV123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乌克兰 / 尼科波尔
并网时间：2019年3月
组件型号：SRP-330-6PA



60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美国 / 佛罗里达州
并网时间：2020年1月
组件型号：SRP-345-6MA, SRP-365-6MA63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菲律宾 / 三描礼士
并网时间：2021年3月
组件型号：SSRP-400, 405-BMA-HV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中国 / 湖南
并网时间：2018年6月
组件型号：SRP-320-6PA

80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印度 / 卡纳塔克邦
并网时间：2017年6月
组件型号：SRP-6PA-Series

66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中国 / 青海
并网时间：2016年12月
组件型号：SRP-250-6PB

120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西班牙 / 赫雷斯
并网时间：2020年11月
组件型号：SRP-530-BMA-BG

50MW

50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越南 / 庆和
并网时间：2019年5月
组件型号：SRP-340-6MA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中国 / 山西
并网时间：2017年6月
组件型号：SRP-265-6PB

35.2MW 15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印度 / 泰米尔纳德邦
并网时间：2014年9月
组件型号：EzBox™ 6PB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美国 / 俄勒冈
并网时间：2017年11月
组件型号：SRP-325-6PA

14.2MW

22.4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菲律宾 / 布拉坎
并网时间：2020年1月
组件型号：SRP-6MA-HV

22.6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柬埔寨 / 磅士卑
并网时间：2020年1月
组件型号：SRP-335-BPA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乌克兰 / 尼科波尔
并网时间：2019年11月
组件型号：SRP-330-6PA

13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乌克兰 / 切尔诺夫策
并网时间：2020年7月
组件型号：SRP-400-BMA-HV

18.7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澳大利亚 / 新南威尔士
并网时间：2019年5 月
组件型号：SRP-325-6PA MX

9MW



3.3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匈牙利 / 久洛
并网时间：2020年8月
组件型号：SRP-300-6MB

2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荷兰 / 古尔 
并网时间：2020年6月
组件型号：SRP-320-BMB

1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新加坡
并网时间：2017年5月
组件型号：SRP-315-6PA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美国 / 纽约
并网时间：2017年11月
组件型号：SRP-340-6MA

2.3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澳大利亚 / 扬格拉
并网时间：2019年1月
组件型号：SRP-330-6PA

2.8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日本 / 姬路
并网时间：2012年4月
组件型号：SRP-255-5MB

2.6MW 1.5MW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希腊 / 阿斯塔科斯
并网时间：2020年5月
组件型号：SRP-395-BMA

项目类型：地面电站
项目地点：美国 / 佛罗里达
并网时间：2017年12月
组件型号：SRP-325-6PA

7MW



1.7MW
无论是自发自用还是向电网公司售电，商业光伏都为系统所有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方式，

而盈利的关键之一就是系统的核心部件-光伏组件的选择是否正确。相信赛拉弗无论是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您可靠的伙伴，不会后悔的选择。

工商业屋顶项目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美国 / 奥斯汀
并网时间：2021年1月
组件型号：SRP-345-6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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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MW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中国 / 浙江
并网时间：2017年12月
组件型号：SRP-270-6PB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中国 / 常州
并网时间：2018年1月
组件型号：SRP-325-E01B

1.5MW

15.0MW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意大利 / 博洛尼亚
并网时间：2012年3月
组件型号：SRP-240-6PB

2.8MW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奥地利 / 萨尔茨堡
并网时间：2017年7月
组件型号：SRP-320-6PA

1.2MW

2MW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越南 / 头顿
并网时间：2020年10月
组件型号：SRP-440-BMZ-HV



500kW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中国 / 澳门
并网时间：2018年4月
组件型号：SRP-300-6MB

420kW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中国 / 常州
并网时间：2017年5月
组件型号：SRP-265-6PB

260kW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土耳其 / 安卡拉
并网时间：2021年11月
组件型号：SRP-450-BMA-HV

250.8kW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危地马拉 / 危地马拉城
并网时间：2020年7月
组件型号：SRP-395-BMA-HV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意大利 / 达尔米内
并网时间：2020年5月
组件型号：SRP-315-6MB

278kW

288.3kW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南非 / 开普敦
并网时间：2018年3月
组件型号：SRP-320-6PA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新加坡
并网时间：2017年10月
组件型号：SRP-325-6PA

830kW901kW
项目类型：工商业屋顶
项目地点：泰国 / 北柳
并网时间：2018年1月
组件型号：SRP-340-6MA



全球数万户住宅屋顶已经配备了赛拉弗高效户用光伏系统，不仅降低了家庭电费支出，

享受到清洁能源给环境带来的巨大改善，还可以通过售电、政府补贴等获得一份长达20 

余年的稳定收益。

户用光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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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居民屋顶
项目地点：中国 / 湖北
并网时间：2018年7月
组件型号：SRP-315-E01B58.4kW



6.2kW
项目类型：居民屋顶
项目地点：丹麦
并网时间：2014年2月
组件型号： SRP-250-6MB

35kW

6.6kW
项目类型：居民屋顶
项目地点：澳大利亚 / 昆士兰州
并网时间：2013年5月
组件型号：SRP-260-6PB

32kW
项目类型：居民屋顶
项目地点：菲律宾 / 马尼拉
并网时间：2017年1月
组件型号：SRP-320-E01B

11.5kW
项目类型：居民屋顶
项目地点：中国 / 浙江
并网时间：2017年8月
组件型号：SRP-295-E11B

项目类型：居民屋顶
项目地点：美国 / 堪萨斯州
并网时间：2021年10月
组件型号：SRP-370-BMB-black-HV



我们理解自然，通过不断创新的绿色发电方式，生动诠释可持续发展。在持续地

产品研发和应用革新之中，赛拉弗不断为绿色地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贡献自

己的力量。

其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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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MW 项目类型：渔光互补
项目地点：中国 / 岳阳
并网时间：2018年6月
组件型号：SRP-320-6PA 



1.5MW 项目类型： 高空柔性支架项目
项目地点：中国 / 河南
并网时间： 2018年4月
组件型号：SRP-300-6MB-DG，SRP-330-BMB-DG

8MW
项目类型：渔光互补
项目类型：中国 / 常州
并网时间：2018年4月
组件型号：SRP-270-6PB-DG

560kW
项目类型：太阳能车棚
项目地点：印度
并网时间：2017年5月
组件型号：SRP-320-6PA

204kW
项目类型：漂浮电站
项目地点：新加坡
并网时间：2016年10月
组件型号：SRP-315-6PA

10MW
项目类型：高速公路应用
项目地点：中国 / 湖北
并网时间：2018年1月
组件型号：SRP-280-6M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