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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新再生能源的新模式

(SNART SOLAR ENERGY GENERATION SYSTEM)

挑战/热情 可靠/信赖 还原社会

太阳能电池/高频率充电器
/锂电池/高频率变流器

发电用（中小型）
氢燃料汽车用高频率变流器

太阳能电动汽车的
快速充电/放电系统

太阳能电池/高频率充电器
高频率变流器

销售安装有其它电池的产品

电瓶车/摩托车
无人机ESS

地球是我们人类唯一的生存环境。
以‘SD WAY太阳能’，来营造更有希望的未来。
‘SD WAY太阳能’是新再生能源的专业企业，以累积的专有知识为基础，领先超前意识的环保再生能源的新模式。

我们即将上市利用智能驱动系统的多种新产品，经过不懈的努力，会成为领先环保能源技术的龙头公司。
目前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生成量，遏制化石原料，另外为了恢复地球环境，关注能（够减少能源量的方法。）如您
考虑到新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低费用、高效使用能源的设备，我们承诺以本公司累计的专有知识为基础，提供最优
化的产品。

经营理念

我们会成为太阳能ESS为基础的独立型、分散型、系统链接型行业的龙头公司。

本公司以利用太阳能充电和变流技术，来将公司业务扩大到将现有太阳能系统更换为ESS行业、无人机行业、电车充电
行业、氢燃料电池的变流行业等。请继续支持和关注我们，我们承诺为投入不懈的努力，能够让客户有了更大的发展。

谢谢

领先第4次产业革命的能源企业。 支持客户发展的能源企业。 使国家富强的能源企业

主要业务

制造、销售、安装太阳能ESS系统。
制造、销售高频率充电器、变流器。

独立型、建筑用、系统链
接用太阳能ESS系统

PEMFC氢燃料电池
高频率变流器

公司历史



1994
建立SAMDO电子通信公司。
参与开发/安装无限发射PCM终端设备项目。

1995
参与开发CDMA项目。
开发航空障碍灯、自动闪烁器。

1998 将公司名称更改为SAMDO电子通信公司。

2003
开发HH-SSLP和弧焊机。
国内最早开发800HZ商用驱动器。

2007 开发太阳能发电变流器的控制器。

2010
建立（株）SD电气能源公司。
开发残疾人用汽车的永久发电系统。

2017
新建、扩大、迁移工厂。
将公司名称更改为（株）SAMDO电气能源。

致词

认证书



发电系统

智能太阳能发电机

开发背景

• 现有发电厂（核电、火电、水电、波浪发电、潮汐发电）因场所问题，所以受制约。
• 低效率的能源生产性。
• 为了解决昂贵的安装费用、建设费用、导致污染环境等问题，需要建立新再生能源发电机。

智能太阳能发电系统

昼间～100%效率 夜间～70%效率

24小时用电

太阳能面板 智能驱动系统 消耗电量 发电塔/发电线

• 24小时发电：在下雪天、下雨天、阴天、日落后都可发电。
• 效率：昼间约100%，夜间50～76%。
• 独立型：无需发电塔、发电电线

业务目标

脱离依靠进
口能源的国家形

象。

国内最大
的跨国企业

成为碳排放
权的最大出
口国家

牵引国家发
展的企业

太阳能和高频率相结合

“开发800Hz高频率充电系统“

• 以利用800Hz电力特点的高频率充电系统，来在日落后可持续生产消耗用电。
• 只采用现有太阳能集光板的10～20%效率，可生产与现有生产电量相同的电量。



广泛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

“以生产高效电，简单使用在各种行业。＂

• 普通家庭、不易供电的偏僻地方、工厂、酒店等需要电的设施。
• 路灯、CCTV、手电筒等日用品。
• 可在现有的电器、电动设备使用智能发电器的核心技术——智能驱动系统。
• 拥有工厂、大容量发电厂所需要的超高电力智能法电器的设计技术，可建立无需发电线、发电塔的独立发电系统。
• 开发完毕的智能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容量

4KW, 8KW, 16KW, 24KW, 30KW, 90KW

太阳能发电系统

“以生产高效电，简单使用在各种行业。＂

太阳能 太阳能电池模块

外部
AC/DC

AC/DC电机 AC/DC法电器

电池

盆配控制器 DC驱动器 800Hz AC
输出驱动器

负荷

• 24小时可用电（日落后可生产）
• 不受日照量的影响可发电——与现有太阳能集光板相比10～20%。
• 以在电池内储藏的电量，来再次发电（增幅）——与现有电池相比1/3。
• 消耗电量采用再次发电的电量。
• 无需提供商业性电。
• 以销售电量，来作为理财产品。

太阳能产品的比较

发电系统

智能太阳能发电机

普通太阳能 HNM太阳能

是以解决枯竭的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问题、
辅助遏制污染环境的韩国电力的目标为目的的
发电机。

是超出单纯的辅助、节约现有新再生能源的概
念，以太阳能为主要电，只在紧急情况时，将
韩国电力生产的电为辅助使用的电为目标，开
发出的发电器。



02. 300KW

双轴光伏发电系统 智能驱动系统

面板 42EA 面板面积 112m2 发电时间 24/h

电池数 48EA 需要的面积 117.5m2 每小时的发电量 100KW/h

跟踪器 1EA
容器

(ESS储藏器)
5.75m2 每日发电量 1,700KW/d

智能驱动系统 1EA 面板尺寸 1,308 x 1,960mm
每月发电量 51,000KW/m

每年发电量 612MW/y

01. 100KW

双轴光伏发电系统 智能驱动系统

面板 42EA 面板面积 112m2 发电时间 24/h

电池数 144EA 需要的面积 129.2m2 每小时的发电量 300KW/h

跟踪器 1EA
容器

(ESS储藏器)
5.75m2 每日发电量 5,100KW/d

智能驱动系统 3EA 面板尺寸 1,308 x 1,960mm
每月发电量 153MW/m

每年发电量 1,836MW/y

03. 1MW(1000KW)

面板 168EA 面板面积 448m2 发电时间 24/h

电池数 576EA 需要的面积 517m2 每小时的发电量 1MW/h

跟踪器 4EA
容器

(ESS储藏器)
5.75m2 每日发电量 1,700MW/d

智能驱动系统 12EA 面板尺寸 1,308 x 1,960mm
每月发电量 510MW/m

每年发电量 6,120MW/y

双轴光伏发
电系统

双轴光伏发
电系统

双轴光伏发
电系统

双轴光伏发
电系统

Smart Drive System Smart Drive System

Smart Drive SystemSmart Drive System

应用系统

智能太阳能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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