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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简 介 

河南诚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台资企业，专业从事太阳能、光伏照明发电、新能源

的技术研究及新能源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拥有一大批长期从事太阳能、光伏、电力、

自动控制、照明、新能源等领域的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以及其他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其中

留学归国博士 1人，研究员 6人，高级工程师、工程师 10人，是河南省民营科技企业，河

南省可再生能源学会会员单位，郑州市台资企业协会会员单位。 

 

公司产品通过 3C认证、CE认证以及 ISO9001-2000国际体系认证，拥有甲级工程咨询、

甲级专项工程设计、甲级工程总承包资格、城市与道路照明施工三级资质等，并在太阳能电

力、光伏系统应用方面获得了 32项国家专利。公司装备有先进的生产线，专业生产:太阳能

照明灯具，太阳能路灯,太阳能庭院灯,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光伏电站, 太阳能户用家用发

电系统，太阳能景观灯,太阳能电池组件, 太阳能公交站台，太阳能广告灯，楼道太阳能照

明，停车场太阳能照明，太阳能发电系统,太阳能并网离网电站,太阳能 LED灯,太阳能发电，

风光互补路灯，风光互补电站，太阳能与建筑物一体化等产品. 

 

    公司十分重视太阳能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发了新型光源、太阳能控制器、太阳能逆

变器、城市太阳能路灯集中管理系统、交直流互补切换系统。先后在北京、上海、香港、江

苏、河南、浙江、山东、安徽、湖北、甘肃、山西、广西、云南等省市承接大型光伏电站工

程、城市太阳能路灯改造（交直流互补系统）、大型太阳能路灯照明工程、太阳能光伏电站、

太阳能通讯中继站、高速公路太阳能监控系统、隧道光伏照明系统、便携式太阳能电源、风

光互补发电及提水系统、太阳能海水淡化等应用工程项目。我们也可根据客户的功能需求规

划设计，为客户量身打造配置合理、性价比优异、各种功率的新能源发电系统。 

 

每天升起的太阳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我们的宗旨是：诚信做人、耐心做事、振兴光伏产

业，发展绿色能源，以可靠的新型环保能源产品、精湛的技术和热忱的服务，创建节能环保

家园，现公司业务已遍及全国各地，在此对曾经关照我们的朋友们与我们一起成长的全体同

仁致以真诚的谢意。我们以节能环保为桥梁，以客户满意为宗旨，为用户朋友提供更好的产

品和优质的服务。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创辉煌的明天！  

 

    您想到的，我们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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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您提供以下解决方案 

1. 并网/独立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A 太阳电池方陈  把太阳能转化为直流电 

B 控制箱（控制器\逆变箱）  将从太阳电池方陈发送来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   

C 卖电电表  将白天太阳电池方陈产生的电能卖给公用电网。  

D 买电电表  晚上从公用电网买电  

E 显示器  太阳电池方陈发电显示器。 

F 家用耗电器件 

G 公用电网 

2. 城市建筑、户外公用设施太阳能供电解决方案 

太阳能光伏发电这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体能源，在城市现代化建筑、BIPV（光伏建设一体化）

建筑、市政公共工程以及亮化工程等方面能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免开凿路面，无需预先拉线，环保、节

能且成本低，已形成了太阳能公交站台灯箱、太阳能电动自行车充电站、能屋顶电站照明系统等系列产

品，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 

3. 军队太阳能供电解决方案 

太阳能光伏发电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对于我国海岛部队、边防哨兵、森林部队的军事装备、通

信联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改善军人工作环境，提高军人生活水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边防哨所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  

4. 居民生活、生产用电太阳能供电解决方案  

太阳能光伏发电改善了偏远地区的牧民、乡村居民的生活，创造了环保、生态的住宅环境，并给畜

牧业生产、家畜饲养、灌溉、教育、医疗设施等提供了永续的太阳能电力。诚耐能源专业提供 50W、80W、
120W、300W等太阳能交直流户用电源系统。 

5. 道路交通领域远程监控系统太阳能供电解决方案 

在交通领域如高速公路，车辆的超速、违法超车、违法停车等违章现象频频发生，对高速公路行车

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而太阳能实时供电路况监控系统的诞生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捷径，而且免除了

远远离布线、路面开挖、远程传送等多方面的不便，对创建“平安大道”、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强化事

故监测、保障行车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6. 通讯领域太阳能供电解决方案 

太阳能光伏发电在通讯领域的广泛应用，保证了通讯基站、中继站、直放站等负载的电力供应，体

现了太阳能光伏发电无人值守、高效稳定持续运行的优点，对实现通讯网络的无缝覆盖将起到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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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警示领域太阳能供电解决方案 

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交通信号上的广泛应用避免了铺设供电线路和开业路面的不便，可以直接架设，

成本低廉，方便安装与使用。 

8. 城市道路、景区照明亮化太阳能供电解决方案 

太阳能光伏发电广泛应用于城市和乡村道路、调整公路照明、公园、小区等亮化工程，形成了太阳

能路灯、太阳能景观灯、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水上灯等系列产品。 

9. 太阳能光伏建设一体化（BIPV/BAPV） 

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促使太阳能发电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将太阳电池设计成美观的建筑装饰

材料，使之与建筑完美结合，这样就可以方便形成太阳能建筑供电系统，白天太阳能建筑发出的电输送

到公共电网供工业用电，晚上可从公共电网中获得电源供建筑内使用。利用太阳电池向建筑供电的方便

非常灵活，并可以将外墙做成太阳能光伏幕墙，将窗台做成太阳能窗沿，也可以将太阳电池做成太阳能

瓦等等。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发展极大地节省了建筑材料，又建设出真正的绿色节能住宅和零能耗建筑，

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舒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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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怀 

 

黄董和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合影照片 

 

黄董和国家政协主席贾庆林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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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董同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合影 

 

黄董和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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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董和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合影照片 

 

黄董和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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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董同江丙坤合影 

 

黄董和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吴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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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质 

公司知识产权与专利申请 

公司在太阳能电力应用方面获得了 32项国家专利，分别为： 

1、用于光伏发电的自适应对日跟踪装置（200720035064.0） 

2、用于光伏发电的自适应跟踪装置（200710020572.6） 

3、太阳能彩色草坪灯（ZL200520078834.6） 

4、军用计算机供电装置（ZL200520071969.4） 

5、太阳能路灯（单杆灯）（ZL200530087443.0） 

6、太阳能路灯（单杆灯）（ZL20053008793.1） 

7、太阳能路灯（单灯杆）（ZL200520074168.3） 

8、太阳能路灯（双灯杆）（ZL200520074169.8） 

9、太阳能路灯（双杆灯）（ZL200530087442.6） 

10、太阳能路灯（双杆灯）（ZL200530087930.7） 

11、便携式太阳能电源（ZL200530087661.4） 

12、便携式交直流两用太阳能电源装置（ZL200520074579.2） 

13、太阳能控制器（ZL200520071259.1） 

14、风力装置中可以调节迎风面积的风叶（200710019540.4） 

15、微风风力发电装置中使用的风叶（200710019252.9） 

16、游艇的供电装置（200710019539.1） 

17、可以向室内供电的窗（200710019280.0） 

18、微风风力发电装置中使用的可以减小逆向阻力的风叶（200720033225.2） 

19、微风风力发电装置中使用的可以调节迎风面剂的风叶（200720033560.2） 

20、微风风力发电装置中使用的风叶（200720033226.7） 

21、游艇的供电装置（200720033559.X） 

22、一种窗（200720033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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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太阳能发电的条件和优势 

一、性能、价格比 
目前，在国家实施节能环保型社会大背景下，道路建设的开发建设也跟随着环保、公益

性的步伐，把新型的环保节能材料用于基础建设之中。而日渐成熟的太阳能行业在被利用上

也日趋广泛，下面是太阳能太阳能路灯与常规路灯的比较 
（一）、使用太阳能灯具照明的优势： 

利用太阳能获得的电力是通过太阳能电池和太阳光光子的光电变换作用来实现。用太阳

能电力来照明，它和通常的电力供电无论从原理上还是效果上来说，都完全不同。太阳能照

明具有以下几个特别的优势：    

1、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在人类可预见的未来没有枯竭的危险。 

2、太阳能电力绝对环保，无任何公害排放，是真正清洁的能源，对人类生存的空间无

任何损害，具有传统矿藏能源所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安装 1KW太阳能路灯发电系统，每年

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600~2300kg、氮氧化物排放量 16kg、氧化硫排放量 9kg。 

3、不受资源分布区域的限制。太阳光永远可以照耀到地球的任何角落，不同的只是日

照的时间和强度有些差别。 

4、太阳能发电可以在用电区就近发电，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发电，无需供配电系统，

无需开沟、埋电缆，既方便又节约。 

5、利用太阳能照明可省去很多的其他附加系统，不会造成某路供电线路发生故障将全

线停电的现象。哪只灯有问题只是那只灯不亮，决不会因个体故障而影响全局照明。 

6、使用寿命长，照明效果好。太阳能照明光源一般选用高效节能的新型光源，发光效

率高，显色性好，使用寿命长。 

为了直观清晰地说明应用太阳能照明的好处，我们将太阳能灯具照明和传统灯具照明在

九个方面进行了对比，见下表。 
 

序

号 
名称 普通灯具照明 太阳能灯具照明 

1 性价比 

1、 传统路灯安装需经供电局、路灯管理处
及市政部门协作；传统路灯安装需要空

中架设电缆或铺设地下管道电缆。 
2、 传统路灯每盏路灯市财政支付分主次干
道价格一般为 0.9~1.5万元。每年消耗的
电费加变压器及线路损耗为 800 元
~2000 元，按 20 年计算需市财政支付
1.6~4万元。 

3、 路灯管理部门对路灯维护管理费、人员
工资、更换光源及电缆的费用，每盏灯

平均每年 300~500元，按 20年计算，需
6000~10000元。 

1、 购买一盏太阳能路灯一次性支付
0.2~0.8万元。 

2、 太阳能公司提供终生维护。 
3、 按 20年计算太阳能路灯，只需要更
换 2-3 次蓄电池，费用只需要
500-1200元左右，相比较传统路灯
政府既做到节能降耗，每盏灯又能

减少投资 2万元左右。 

2 使用寿命 20年 20年 
3 环保降耗 路面开挖造成的尘土污染、高压的输电线路 绿色环保、安装方便、节能免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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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触电的危险外，高压电对周围空气会

产生电离，造成污染，还要消耗能源。 
4 地区要求 用供电网络 太阳照得到的地方，日照较好 
5 用电申请 需供电局批准，并要支付申请费。 无需申请。 

6 电站机房 
建造一个专用的控制室、变电所，并安装机

组。 
不需要机房，每套太阳能照明系统有独

立的控制系统。 

7 安装 

需要进行电缆沟的开挖，铺设暗管、管内穿

线、回填等大量基础工程。安装调试时如有

一条线路出现问题则要大面积返工。费用

高。 

只需要将太阳能电池组件安装在灯具

顶部支架上，然后用螺丝固定。蓄电池、

控制器埋入地下即可。 

8 维护保养 
专人负责，若有一盏灯不亮就要检查整条线

路，维修不便，费工费时。 
无需维护。 

9 安全性 

安全工程改造、材料老化、供电不正常、地

面开挖损坏电缆、盗窃都是造成路灯不量原

因，在检查时需要考虑各种因素，且会对整

条线路的照明产生影响。 

低压产品，出现问题只需要检查或更换

一盏灯，不会对其它灯具照明造成影

响。 

 

1、 就产品本身而言，太阳能灯具比普通灯具造价要高；   

2、 本案例中，如果将整个施工过程发生的费用考虑进去的话，安装太阳能灯具的初始投资

与普通灯具基本相当   

3、 规模越大，普通灯具安装的相关费用越高，其初始投资将高于太阳能灯具；   

4、 运行费用上，普通灯具明显高于太阳能灯具，而且会越来越高（电费、人工等）。 

5、 使用稳定性上，太阳能灯具易受天气和使用环境影响是其弱点（可通过改变控制方式来

增强稳定性），目前不宜用在对照明要求十分严格的场所。   

6、 太阳能灯具的安全性非常高，不会像普通电力灯具出现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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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路灯与市电路灯特点分析 
 

项目 市电路灯 太阳能路灯 

 

安 

装 

安装和作业程序复杂，需要铺设电缆，要进行

电缆沟的开挖、铺设暗管、管内穿线、回填等大

量基础工程。并进行长时间的安装调试，地势和

线路要求复杂、人工和辅助材料费高昂。 

安装简便，不用铺设复杂的线路，

只需一个水泥基座，用不锈钢螺丝固

定即可。 

 

维 

护 

电费高昂，要长期不间断对线路和其它配置进

行维护或更换，维护成本逐年递增。 

免电费，太阳能路灯是一次性投入，

无维护成本，三年收回投资成本，长

期受益。 

 

安 

全 

有安全隐患，由于在施工质量、景观工程的改

造、材料老化、供电不正常、水电气管道的冲突

等方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 

没有安全隐患，太阳能灯是超低

压产品，运行安全可靠。 

 

使 

用 

寿 

命 

市电路灯的平均使用寿命约为 10000 小时，加

之使用年限越长，管线老化的程度越大。 

太阳能路灯主要部件——太阳能电

池板的使用寿命 25 年；超高亮 LED 的

平均寿命大于 50000小时；太阳能专

用蓄电池的寿命为 5-7年。 

 

其 

他 

规模越大,市电路灯安装的相关费用越高，其

总投资将高于太阳能路灯。另外电缆被盗每年损

失不可估算。 

绿色环保，能为高尚生态小区的开

发和推广增加新的卖点；可持续降低

物业管理成本，减少业主公共分摊部

分的费用。 

 

注：现在太阳能庭院灯的价格一般在 1000-3000左右 

    太阳能路灯的价格一般在 1200-50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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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路灯型号 

    
CNL-101               CNL-103              CNL-106             CNL-107 

    
CNL-108               CNL-109               CNL-110              CNL-111        

    
CNL-112              CNL-113                 CNL-114             CNL-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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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L-116                  CNL-117             CNL-118                CNL-119  

    
CNL-120                CNL-121              CNL-123               CNL-124 

    
CNL-125               CNL-126              CNL-127              CNL-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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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L-129               CNL-130              CNL-131              CNL-132 

    

CNL-133               CNL-134              CNL-135             CNL-136 

    
CNL-137               CNL-138              CNL-139             CNL-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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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L-141               CNL-142              CNL-143             CNL-144 

     
CNL-145               CNL-146             CNL-147                CNL-148 

     

CNL-149              CNL-150             CNL-151                CNL-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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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L-153              CNL-154             CNL-155                CNL-156 

 
 
 

以上图片均选自我公司工程实景 
 
 
 

    
北京市科委“太阳能照亮百村”照明示范工程      高村乡路灯照明工程 

    
太阳能路灯工程                      太阳能路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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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庭院灯白天晚上实景                太阳能景观灯、草坪灯 

     
会岸路太阳能路灯试点工程实景                 山东滨州市太阳能路灯实景  

 

    
河南省郑州新区太阳能路灯照明工程               蠡湖新城道路照明 

     
新疆洛浦县太阳能路灯工程                     山东黄河四路太阳能路灯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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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崇明岛风光互补照明                         三门峡太阳能路灯庭院灯 

    

焦作某地太阳能照明工程 

 

   
驻马店太阳能路灯工程 

mailto:E-mail:hnchengnai@126.com
http://www.chengnai.com


                                                      图片专有  仅供查阅  严禁他用！ 

河南诚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河南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冬青街 12号 
电话：0371-67998302  传真：0371-67998300  E-mail:hnchengnai@126.com  网址：Http://www.chengnai.com 

26 

   

蠡湖新城道路照明 

  

南阳太阳能路灯 

       

山西太阳能路灯太阳能庭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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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上街某安置小区 

 

郑州某主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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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庭院灯型号 

       
CNT-101                CNT-102               CNT-103                CNT-104 

       
CNT-105                CNT-106                  CNT-107             CNT-108 

       

CNT-109                CNT-110                 CNT-111               CNT-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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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113                CNT-114                 CNT-115             CNT-116 

       
CNT-117               CNT-118                 CNT-119             CNT-120 

         
CNT-121               CNT-122                 CNT-123             CNT-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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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125              CNT-126                CNT-127               CNT-128 

       
CNT-129                CNT-130                CNT-131            CNT-132 

       
CNT-133                CNT-134                CNT-135            CNT-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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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137                CNT-138                CNT-139            CNT-140 

      
CNT-141                CNT-142                CNT-143            CNT-144 

      
CNT-145                CNT-146                CNT-147            CNT-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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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149                CNT-150                CNT-151            CNT-152 

      
CNT-153                CNT-154                CNT-155            CNT-156 

      
CNT-157                CNT-158                CNT-159            
 
 
 

 
以上图片均选自我公司工程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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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景观灯 

         
 CNJ-101                CNJ-102               CNJ-103                  CNJ-104 

          
 CNJ-105                CNJ-106               CNJ-107                 CNJ-108 
 

以上图片均选自我公司工程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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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农村建设太阳能灯照明工程              蠡园开发区管委会太阳能工程 

     

北京市科委“太阳能照亮百村”照明示范工程          无锡蠡湖公园太阳能照明 

     

北京京城水系太阳能照明工程 

    

五爱广场太阳能照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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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警校太阳能工程                             环保产业园太阳能工程 

         

焦作太阳能庭院灯                焦作太阳能庭院灯 

     

三门峡太阳能庭院灯                  温县太阳能庭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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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广场太阳能庭院灯 

    

小区太阳能庭院灯照明 

   
北京市科委“太阳能照亮百村”照明示范工程              北京嘉年华太阳能照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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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草坪灯型号 

    
CNC-101              CNC-102                  CNC-103                CNC-104 
 

    
CNC-105               CNC-106                CNC-107              CNC-108        
           

    
CNC-109              CNC-110                 CNC-111              CNC-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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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113              CNC-114                 CNC-115              CNC-116 

 
 
 
 
 
 
 
 
 
 
 
 
 
 

CNC-117              CNC-118                 CNC-119              CNC-120 
 
 

 
 
 
 
 
 
 
 
 
 
 
 
 
 

CNC-121              CNC-122                 CNC-123              CNC-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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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水系太阳能工程 

 

蠡湖公园太阳能草坪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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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墙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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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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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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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站 

 
山西天镇 2200W太阳能电站 

 
山西浑源 3000W太阳能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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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集电港光伏并网电站（42K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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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国家工业设计园 300KW屋顶光伏电站 

 
无锡硕放机场航站楼光伏并网电站（73K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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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 1.44KW太阳能电站 

 
香港水产太阳能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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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郊宾馆太阳能电站 

 

 
江苏省委政府大楼太阳能电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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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风光互补太阳能电站 

 
焦作水泥厂 800W太阳能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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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太阳能并网发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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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 2000W太阳能电站 

 

南京 100KW太阳能离网发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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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设部 50KWp屋顶光伏电站 

 
上海京瓷 80KWp太阳能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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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环保产业园 2MWp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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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10MWp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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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崇明岛 75KWp太阳能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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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广场跟踪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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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硕放 300KWp机场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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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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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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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花园饭店光伏电站 

 
 

mailto:E-mail:hnchengnai@126.com
http://www.chengnai.com


                                                      图片专有  仅供查阅  严禁他用！ 

河南诚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河南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冬青街 12号 
电话：0371-67998302  传真：0371-67998300  E-mail:hnchengnai@126.com  网址：Http://www.chengnai.com 

64 

 
公司董事参加山西平鲁项目承包签字仪式 

 

山西平鲁 5MWp太阳能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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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定边 50MW 太阳能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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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高邮 100MW 太阳能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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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泗洪 110MW 太阳能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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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金湖 100MW 旅游观光型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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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中卫庆阳 100MW 太阳能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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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中宁枣园 30MW 太阳能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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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中卫金阳 30MW 太阳能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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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中卫盛阳 50MW 光伏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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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固原 60MW 光伏电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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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古浪二期 100MW 太阳能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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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古浪一期 50MW 太阳能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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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金昌一期 100MW 太阳能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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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霍城图开 30MW 太阳能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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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家用发电系统 

 

 

 
 

主要系统构成：  太阳能电池方阵、蓄电池组、太阳能控制器、逆变器。 

适用于边远无电地区通常远离大电网、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极不方便，无法采用电

网供电，给居民的用电带来很多的不便，然而只要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料，使用光伏家电就可

以解决用电难的问题，如上述的日常照明、太阳能电视、太阳能电扇、太阳能电话，收音机、

太阳能提水灌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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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便携式电源 

 

 
 

太阳能便携式电源采用国际先进的 PWM脉宽调制技术和高效节能型环变压器，为多功能

一体化新一代独立电源。 

主要应用范围：家庭、厂矿企业、机关单位、邮电通讯、汽车、船舶、野外作业等。 可

作为用户的后备电源使用,如供照明、电视、电脑等设备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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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交通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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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站台太阳能灯箱照明 

 

  

白天，太阳能电池组件将太阳光能转换为电能提供应用并储存在蓄电池内。夜间则利用

蓄电池内的电能来提供应用。利用太阳能来满足公交站台的绿色照明和指示系统，不但节约

日益紧张的电力能源，而且美化了公交站台，解决了夜间乘客照明，查询线路及查询行车信

息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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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照明工程四年以上的安装业绩 

我公司 2005~2015年先后在 20多个省市成功实施太阳能电力、照明工程。

赢得了各地政府与各部门众多相关专家的一致肯定。尤其在北京、上海、浙江、

江苏、新疆等地政府实施的示范工程项目上给公司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公

司以优质产品在政府试点项目中，经专家多轮测试，我公司产品稳定性超过国

内外同类产品。另外，公司在最近两年加大了太阳能电力方面的研究力度，先

后承建了无锡硕放机场光伏并网电站、上海张江集电港光伏并网电站、南京东

郊宾馆太阳能电站、香港水厂太阳能电站等多项工程。 

 

年度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单位地址 

2009年 10月以后的稍后更新！！ 

2009.10 郑州 小区太阳能供电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

电 
大学南路 

2009.12 郑州 监控系统供电 太阳能电站 郑州市 

2009.12 南阳 厂区太阳能照明 太阳能路灯、庭院灯 南阳 

2009.11 武陟 学校照明 太阳能庭院灯 武陟二高 

2009.10 洛阳 小区太阳能照明 太阳能电站、庭院灯 新安县 

2009.09 焦作 太阳能电站发电 太阳能电站 焦作水泥厂 

2009.07 山西 厂区太阳能照明 太阳能庭院灯 晋城 

2009.08 平顶山 小区太阳能照明 太阳能路灯、庭院灯 平顶山矿区 

2009.06 洛阳 道路照明 太阳能路灯、庭院灯 洛阳 

2009.05 襄樊 村庄太阳能照明 太阳能庭院灯 襄樊市 

2009.05 新密 村庄太阳能照明 太阳能庭院灯 新密苟堂镇 

2009年 03月后的工程案例陆续添加中！ 

2009.04 贵州 厂区道路照明 太阳能路灯、庭院灯 遵义 

2009.02 义马 小区照明 太阳能电站供电 义马 

2008.12 义马 小区太阳能庭院灯 太阳能庭院灯 义马 

2008.11 三门峡 小区太阳能照明 太阳能电站 在建中 

2008.10 三门峡 小区太阳能照明 太阳能庭院灯 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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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 焦作温县 太阳能庭院灯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 温县 

2008.08 三门峡义马 太阳能庭院灯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 三门峡义马 

2008.07 山西某山区 山西太阳能电站 太阳能电站 山西天镇 

2008.06 山西广播中心 太阳能电站 太阳能电站 山西太原广电局 

2008.05 河南卫生厅 采购太阳能手电 捐赠四川灾区 河南省卫生厅 

2008.05 焦作 焦作某公司 太阳能庭院灯 焦作某公司 

2008.04 焦作 某矿区太阳能 太阳能射灯 焦作某矿区 

2008.03 驻马店 某区太阳能照明 太阳能路灯、庭院灯 驻马店某集团 

2008.03 修武 乡政府太阳能路灯 太阳能路灯 焦作乡政府 

2008.02 三门峡 太阳能照明工程 太阳能路灯、庭院灯、 三门峡义马 

2007.11 焦作财 
养老院太阳能照明

工程 

太阳能路灯、庭院灯、

草坪灯、景观灯 
焦作 

2007.10 滨城区建设局 
黄河十二路太阳能

路灯亮化工程 
太阳能路灯 滨州市渤海六路 

2007.9 滨城区建设局 
渤海二路太阳能路

灯亮化工程 
太阳能路灯 滨州市渤海六路 

2007.6 

HELEOS 
HISPANIA 
S.L.N.E 

西班牙 
太阳能路灯、太阳能

墙头灯 
AVENIDA DE LA 
 LIBERTAD,132-BAJO 

2007.6 
烟台开发区建

设房管局 
开发区道路太阳能

亮化工程 
太阳能路灯 

烟台市开发区长江路 1
号 

2007.6 
苏州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 

苏州检验检疫综

合实验楼太阳能

并网发电项目 
并网光伏电站 苏州市三香路 185号 

2007.6 
广州红鹰新能

源 
 太阳能电池组件 

广州市天河区东莞庄路

136号 

2007.5 合肥启明工贸  
太阳能路灯、太阳能

庭院灯 
安徽省合肥市 

2007.5 
北京九阳实业

公司 
 

太阳能路灯、太阳能

庭院灯、太阳能草坪

灯 
北京市立汤路 188号 

2007.5 
徐州市开发区

管委会 
开发区道路太阳能

亮化工程 
太阳能路灯 

徐州经济开发区蟠桃山

路 69号 

2007.5 江苏顺风科技   
太阳能路灯、太阳能

庭院灯 
江苏常州 

2007.4 无锡硕放机场 
硕放机场航站楼并

网电站 
并网光伏电站 无锡硕放机场 

2007.4 
新疆洛浦县建

设局 
新疆和田地区洛浦

县城区亮化工程 
太阳能路灯 洛浦县库尔干路 1号 

2007.3 无锡蠡园开发 蠡园开发区太阳能 太阳能庭院灯、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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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委会 灯采购项目  能墙头灯 

2007.1 
北京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 
北京市百村太阳能

照明 

太阳能路灯、太阳能

庭院灯、太阳能草坪

灯、太阳能科普灯箱

照明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南大

街 16号 

2006.11 滨州市建设局 
滨州市黄河十二路

太阳能照 
太阳能路灯  

2006.10 无锡尚德公司 大型高杆广告牌 
太阳能大型高杆广告

牌 
上海浦东济阳路/三林路 

2006.09 北京市水务局 京城水系靓丽工程 
太阳能草坪灯、庭院

灯、水底射灯、护栏

灯管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

路 

2006.07 
无锡市北塘区

建设局 

无锡市会岸路太阳

能路灯政府试点工

程 
太阳能路灯 无锡市小三里桥街 

2006.09 天津市水务局 
天津市水厂太阳能

照明 
太阳能路灯  

2005.12 
上海松江区建

设局 
上海市松江区灯箱

广告工程 
公交站亭灯箱太阳能

亮化系统 
区政府门口 

2006.04 

武汉普林斯顿

新能源国际企

业集团 

武汉关山花园小区

太阳能照明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 

武汉东湖开发区关山二

路一号国际企业中心俊

杰楼 

2006.04 
绍兴市华益电

器有限公司 
绍兴市东浦花园小

区太阳能照明 
太阳能草坪灯 

绍兴市东浦镇杨川工业

园 

2006.03 
安徽省安庆市

建委 
安庆市菱湖公园太

阳能照明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 
 

2006.02 
苏州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园 

苏州高新区环保产

业园太阳能照明工

程 
太阳能庭院灯 苏州市环保产业园区 

2005.12 
杭州市路灯管

理所 
杭州市政府太阳能

照明试点工程 
太阳能路灯 杭州市之江路 

2005.12 武汉市建委 
武汉百步亭小区照

明工程二期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 
 

2005.12 上海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文化

广场照明工程 
太阳能路灯 南桥镇 

2005.12 云南省昆明市 
昆明市西双版纳路

灯照明工程 
太阳能路灯  

2005.04 南京市建设局 
南京青龙山森林公

园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  

2005.10 武汉市建委 
武汉百步亭小区照

明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 
 

2005.05 安庆市建委 
安庆菱湖公园照明

工程一期试点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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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 
北京中海阳有

限公司 
北京分水岭隧道照

明工程 
太阳能电站与照明  

2005.05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校区照明

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 
 

2005.11 宜昌市建委 宜昌照明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 
 

2005.03 武汉市建委 黄鹤楼照明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 
 

2006.04 郑州市建委 河南郑州城中公园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 
 

2005.09 
郑州市高速公

路管理处 
郑洛高速监控系统

工程 
太阳能电源  

2006.05 
江苏省人民政

府 
江苏省委大楼光伏

照明工程 
太阳能光伏电站  

2005.07 
南京市高速公

路管理处 
宁马高速收费站工

程 
太阳能路灯  

2004.11 徐州市建设局 
徐州公交站台灯箱

广告工程 
太阳能灯箱电源  

2004.11 徐州市建设局 
徐州市政府前引洪

路照明工程 
太阳能路灯  

2004.11 徐州市建设局 
徐州市书报亭照明

工程 
太阳能书报亭电源  

2005.03 
锡宝城花园物

业公司 
无锡宝城花园小区

照明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照明 
 

2005.02 无锡公安警校 
无锡公安警校照明

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照明 
 

2005.04 
无锡兰宝花园

管委会 
无锡兰宝花园小区

照明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照明 
 

2004.11 
无锡蠡园开发

区管委会 
无锡蠡湖公园照明

工程 
太阳能路灯、庭院灯、

草坪灯 
 

2004.11 
无锡蠡园开发

区管委会 
无锡蠡湖经济开发

区照明工程 
太阳能路灯  

2004.10 
无锡蠡园开发

区管委会 
无锡丽湖花园度假

村照明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 
 

2004.09 
无锡蠡园开发

区管委会 
无锡环太湖停车场

照明工程 
太阳能路灯  

2005.02 无锡明珠大厦 
无锡明珠大厦厂区

照明工程 
太阳能路灯  

2005.11 无锡科技园 
无锡科技园园区照

明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  

2005.06 
无锡 YKK 公
司 

无锡 YKK 公司厂
区照明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  

2005.10 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校区照明 太阳能庭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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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2005.04 
无锡红山半岛

小区物业公司 
无锡红山半岛小区

照明工程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 
 

2005.07 
无锡红山半岛

小区物业公司 
无锡红山半岛小区

照明工程二期 
太阳能庭院灯、草坪

灯 
 

2005.08 

无锡市尚德太

阳能电力有限

公司 

无锡尚德公司厂区

照明工程 
太阳能路灯 

无锡市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2004.02 无锡市建设局 
无锡五爱广场北照

明工程 
太阳能景观灯  

河南诚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冬青街 12号 
电话： 0371-67998301  67998302  传真：0371-67998300    
网址：http://www.chengnai.com    E-mail: 1411984090@126.com  hnchengna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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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您好！以下内容是您需要了解和知道的：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要求非常高的  太阳能灯具的配置，太阳能板的安装角

度和蓄电池的容量配比以及控制器的 SOC控制放电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的工

作效率和使用寿命,所以要根据产品在使用地区的纬度和产品的用电功率每天

用多少时间以及保证几个阴雨天来确定产品的配置才可以定价格.一般的工厂

随便给你报个价格是不妥当的.我们诚耐能源的产品配置是按照你系统所在地

区的纬度和产品的用电功率每天用多少时间以及保证几个阴雨天来配置再给你

报价格的,所以这样的配置也满足你系统的工作要求也是最优化最经济的配置. 

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1、 太阳能发电系统在哪里使用？该地日光辐射情况如何？ 

2、 系统的负载功率多大？ 

3、 系统的输出电压是多少，直流还是交流？ 

4、 系统每天需要工作多少小时？ 

5、 如遇到没有日光照射的阴雨天气，系统需连续供电多少天？ 

6、 负载的情况，纯电阻性、电容性还是电感性，启动电流多大？ 

7、 系统需求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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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了解的-照明篇 

以下的内容是需要您填写的 

太阳能灯配置参数 

尊敬的客户您好！您只要填写下面表格，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相信我们的服务，我们的诚信经营不负您的所托！值得您的信赖！  

服务宗旨：客户至上、服务第一、信誉第一 敬请来电垂询! 

A、道路是哪的道路：（  ） 

1：城市道路   2：新农村道路  3：企业厂区道路  4：学校道路  5：景区道

路  6：其他 

B、道路有效宽度：         米 （  ） 

1：单侧装灯   2：双侧装灯    3：双侧交叉装灯  4：双侧对称装灯 

C、光源到地高度：        米  光源类型（  ） 

1：大功率 LED灯  2：高频无极灯  3：三基色直流节能灯  4：低压钠灯  5：

陶瓷金卤灯  6：其他 

D、晚上照明时间：        小时   

E、连续几个阴雨天正常照明：                  天 

F、蓄电池（  ）：铅酸蓄电池  胶体蓄电池  

G、路面需要达到的照度：           LUX   

亮度要求：                       希望达到普通市电路灯多少瓦的亮度 

H、使用地点是哪个城市：             （我们根据城市经度、纬度计算日照

时间） 

以上内容请尽量填写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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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个地区的日照系数都不一样，再加上每个人的要求（如晚上工作时

间，灯杆高度，需要阴雨天个数，亮度等）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方案和配置

以及价格都是现配的。 

    流程：客户提要求—我们进行设计配置—给客户报价。 

 

您需要了解的-电站篇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要求非常高的  太阳能灯具的配置，太阳能板的安装角

度和蓄电池的容量配比以及控制器的 SOC控制放电、风机的功率将直接关系到

整个系统的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所以要根据产品在使用地区的纬度和产品的

用电功率每天用多少时间以及保证几个阴雨天来确定产品的配置才可以定价格.

一般的工厂随便给你报个价格是不妥当的. 

我们诚耐能源的产品配置是按照你系统所在地区的纬度和产品的用电功率

每天用多少时间以及保证几个阴雨天来配置再给你报价格的,所以这样的配置

也满足你系统的工作要求也是最优化最经济的配置. 

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1、 太阳能发电系统在哪里使用？该地日光辐射情况如何？ 

2、 系统的负载功率多大？ 

3、 系统的输出电压是多少，直流还是交流？ 

4、 系统每天需要工作多少小时？ 

5、 如遇到没有日光照射的阴雨天气，系统需连续供电多少天？ 

6、 负载的情况，纯电阻性、电容性还是电感性，启动电流多大？ 

7、 系统需求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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