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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兖矿集团旗下的专业从事电力电子节能控制技术及相关

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现有员工466人，本科及以上占比95%，

硕士36人，博士2人，长期合作中国工程院院士2人。

公司不仅牵头、参与了变频调速器（高、中、低压）国家标准、轨道交通制动能量吸收装置国家标

准、电能质量静止无功发生器行业标准的制定，还参与了直流牵引供电系统能量回馈装置IEEE国际标准

的起草。

公司概况
COMPANY PROFILE

11个电力电子性能实验室：高低温湿热冲击实
验室、运输与震动实验室、盐雾与腐蚀实验室、
低气压实验室、加速老化实验室……

牵头、参与制定17
项国家和行业标准

累计节省标煤3550万吨 SVG现场投运5600余台套

11 17
一个院士工作站，一个电能质量工
程实验室，一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六个省部级研发中心

1116
已授权160余项国家专利

162+ 5600+3500+

公司是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变频器分会副理事长单位，建有山东省电力电子技术及新能源装备院士工作站，山

东省变频调速技术研究推广中心，山东省电力电子与变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软件

工程技术中心等多个科技创新平台。

公司产品主要为各类高中低压变频器、高低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SVG）、轨道交通能量吸收装置、防爆产

品（变频器、SVG）、储能PCS、特种电源等，广泛应用于电力、煤炭、水泥、冶金、采矿、轨道交通、光伏发

电、风力发电、石油、化工、市政等领域，还可以为客户量身打造系统节能、智能控制、解决电能质量问题等方

面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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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
1970 年，国营汶上
无线电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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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

2004年
8 月， 公 司 第 一 台
380V/22kW 变 频 器
成 功 运 行， 在 国 内
较早步入了异步电
机的变频节能领域；

7 月，公司率先在国
内成功研制三电平
中压变频器并在胜
利 油 田 成 功 运 行，
随后在油田大范围
推广；

3 月，国内首创的第一台低压提
升机（四象限）专用变频器在山
东华宁集团宝安煤矿成功运行；
10 月，第一台 6kV/560kW 高压
变频器在辽河油田成功运行，开
创高压产品应用先例；

1 月，公司应邀参加低压变频器国
家标准起草审定；
7 月，公司提升机（四象限）变频
器被科技部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12 月， 公 司 第 一 台 10kV/800kW 
高压变频器在莱钢集团成功运行；

4 月，公司高压变频器被科技部列为
国家重点新产品；
11 月，公司成为中国电源协会变频电
源与电力传动专业委员会发起人单位；
12 月，公司应邀参加中、高压变频器
国标起草审定；
12 月  公司与山东大学合作开发推出
国内新型变频加热电源；

6 月，公司高压提升机（四象限）变频调速
器被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变频加热电
源被科技部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12 月，公司新产品石油钻机专用变频器和
提升机高压变频器通过专家鉴定，技术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

4 月，公司为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的国家
“863”项目“国家重大科学研究项目—EAST 核聚
变试验装置”提供配套设备：等离子体垂直位移快速
控制电源设备投入运行；
7 月，公司独立设计制造、国内首创的“可再生能源回
馈装置”在地铁投入使用；
8 月，公司钻机专用变频器被科技部列为国家重点新产
品；
11 月，公司为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500kW 超导储能
系统提供“逆变器及其与电网切换系统”；

3 月，公司当选为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变频器分会副理
事长单位；
4 月，公司产品上榜山东省“十一五”100 项重大节
能装备首批项目；
8  月，公司荣获山东省重大节能成果奖；
8 月，公司被科技部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
企业 ( 仅两家 )；
9 月，公司产品被国家质检总局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称号；
11 月，山东省经贸委批准公司成立山东省企业技术中
心；

8 月，公司喜迁新厂区 , 
占地面积 4 万平方米；

1 月，新风光变频器技改项目获中央新增 
1000 亿投资项目支持；
3 月，公司被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评为“中
国电器工业最具影响力品牌”，变频器行
业仅有两家获此殊荣；
3 月，公司通过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
务总局组织的新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
定，并被认 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 月，公司成立山东省电力电子技术及能
源装备院士工作站；

2 月，公司被认定为山东省首批创新
型企业；
7 月，公司被评为山东省节能环保产
业示范企业；
9 月，公司被济宁市人民政府授予济宁
市市长质量奖；
11 月，兖矿集团投资控股新风光公司，
并合作建设新风光电力电子产业园；

12 月，兖矿 . 新风光电子
产业园（一期）初步建成；

3 月，公司 35kV 直挂式 SVG 装置、同步电机高压变频器及技术 2 个
项目列入省技术创新计划；
5 月，公司 SVG 项目列入 2012 年山东省科技成果推广计划；
6 月，公司 SVG 项目入选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6 月，兖矿 . 新风光电子产业园（一期）正式投产；
9 月，公司再生制动能量吸收逆变装置通过山东省科技成果鉴定
10 月，公司获得双软企业认证；
12 月，公司风光牌商标荣获“山东省著名商标”；
12 月，公司复杂工况下电机系统高效能运行与控制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

1 月，山东省经信委批准我公司成立
山东省软件工程技术中心；
12 月 13 日，公司荣获中国设计师网、
赛尔传媒“十大变频器品牌”“十大
电能质量品牌”奖项；

3 月 27 日，公司被中国水泥行业评为“中国水泥行业
百强供应商”；
4 月 1 日，公司被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电器工
业领军品牌”；
4 月 29 日，公司获得 2014 年度“光能杯”光伏行业
优秀集中式逆变器供应商大奖；
7 月 16 日，公司轨道交通再生制动能量吸收逆变装置，
获得欧盟安全准入认证（CE 认证）；
11 月，公司被中国社科院、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等授予 
2015 年度光能杯“优秀电站零部件供应商” 称号 ；
12 月，公司 35kV 直挂式 SVG 装置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7 月，公司高压变频器、高压动
态无功补偿装置、轨道交通制动
能量吸收逆变装置三大系列产品
列 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
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11 月，公司再次荣获“电网系统
优秀品牌供应商”、“光能杯优
秀电站零部件供应商”称号。

11 月，公司荣获 2017 年
度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12 月，公司组织召开国家
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再生
制动能量吸收逆变装置（送
审稿）”审查会议， 填补
国内空白；

3 月，公司获 2018 工控网“智造服务奖”、中国水泥行业百强供应商殊荣；
4 月 18日，公司电能质量、轨道交通产品三项目被列入山东省技术创新计划；
5 月 30 日，公司高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获 2017 年度山东省优秀节能成果奖；
8 月 29 日，公司双百兆级 35kV 水冷 SVG 成功通过中国电科院型式试验检
测验收；
10 月，荣获 2018“北极星杯”最受欢迎十大光伏电气配套品牌、“光能
杯”CREC“年度光伏电站优质部件企业”大奖；
12 月 20 日 公司与英国卡迪夫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3 月，公司荣获第七届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5 月，济南分公司暨 PCS 研发中心揭牌成立。
12 月， 公 司 牵 头 制 定 的 国 标《GB/T 
37423-2019 城市轨道交通再生制动能量
吸收逆变装置》正式实施”；

1 月，公司受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设计研究
院邀请，参与国家十五“863”能源领域重点高科
技攻关项目——10 兆瓦高温气冷堆氦气直接透平循
环发电系统（HTR-10GT）的电磁轴承系统的研制；
10 月，国内首台 6kV 提升机（四象限）高压变频
器交付邯郸新三矿使用；
12 月，山东省科技厅批准我公司成立山东省变频调
速技术研究推广中心；

发展历程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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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CC认证

国家标准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发明专利

软件著作权证书

外观设计证书

欧盟CE认证
（变频器、SVG、制动能量吸收装置）

防爆证书 国家级型式试验报告

荣誉资质
HONORARY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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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 ISO 质量、环境、安全三体系认证，被评为标准化良好行为 AAAA 级企业、山东省质量和管理卓越绩效先

进企业，计量保证合格企业。

生产管理有严谨的质量控制计划，严格执行 ISO9001 标准要求，注重生产过程 PDCA 管理，严格工艺控制，生产

流程控制，实行全流程质量管控，结合现场“6S”管理工具的现场运用，产品出厂检验合格率为 100%。

公司生产、试验系统占地面积 80000m2，拥有整机检测自动化功能全、集成化程度高的产品试验集控中心，引进德

国和韩国进口自动贴片机、回流焊、自动喷漆线，研发测试工装设备，环境试验设备。拥有 5 条单元流水装配生产线，

具有年生产 3000-5000 台套高压产品的生产能力。

SMT-AOI 自动贴片 - 光学检测流水线PCB 板调试 -FCT、ICT 功能测试流水线

低气压、高低温环境模拟装置 温度冲击环境模拟装置

高压整机试验生产区

功率模块生产流水线

PCB 板三防漆涂覆流水线十万级净化部件制造中心

盐雾环境模拟装置

全自动整机测试系统

万千瓦级大功率满载试验系统

整机装配流水线

试验系统中央控制室

品质保障
QUALITY ASSURANCE

控双源
器件供应 研发设计

优服务终端保证

制中坚生产过程质量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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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网中存在着大量的三相不平衡负载，典型的如
电力机车牵引负荷和交流电弧炉等。同时，线路、变
压器等输配电设备三相阻抗的不平衡也会导致电压不
平衡问题的产生。
SVG 能够快速地补偿由于负载不平衡所产生的负序
电流，始终保证流入电网的三相电流平衡，大大提高
供用电的电能质量。

●具有多种运行模式，满足用户多种需求，运行模式
有：恒装置无功功率模式、恒考核点无功功率模式、
恒考核点功率因数模式、恒考核点电压模式、负载补
偿模式，可在线转换运行模式，也可按照客户需求编
制运行曲线。

● 全 系 列 采 用 瞬 时 无 功 理 论， 控 制 器 响 应 时 间
≤ 1ms，全功率响应时间≤ 5ms，特别适合对无功
响应时间要求较严格的场合，如轧钢、炼钢、提升类
以及冲击类负荷。

快速响应，先人一步 负序抑制，平衡系统

模式多样，随心而动

●在长距离输电线路上安装 SVG 装置，不但可以在
正常运行状态下补偿线路的无功损耗，抬高线路电压，
提高有效输电容量，而且还可以在系统故障情况下提
供及时的无功调节，阻尼系统振荡，提高输电系统稳
定性。

远距送电，减损稳压
●很多现场因考核点功率因数低于供电局要求，势必
产生力调电费罚款。SVG 可根据考核点设置的功率
因数目标值，实时无级调节装置补偿的无功功率，使
考核点的功率因数稳定在设定的目标值，杜绝因功率
因数不达标而被罚款或者过度补偿造成的电网不稳定
现象发生，也杜绝了因过补、欠补带来的经济损失。

精准补偿，变罚为奖

●保护策略包括器件级保护、装置级保护和系统级保
护三级。
●器件级保护的动作时限不超过 10us，在发现器件
过流、过压或驱动信号异常时，能够迅速实施保护。
●装置级保护的动作时限为 0.5-1ms，当发现装置
有过载、直流电压过高等异常工况时，便实施保护。
●系统级保护的动作时限为 5-2000ms，当发现系统
失压、系统电压过高、冷却系统故障等异常工况时，
便实施保护。

保护齐全，使用无忧
●主控系统不仅实时监测输入电流、电压，输出电流、
电压，并实现其波形的显示，还可对每相电压、电流
进行谐波分析，有助于用户掌握设备的各种电量参数。

全程录波，智能分析

●设备具有自动记录运行状态和显示的功能，可查
看保护前后共计 200 个点（100ms）的电流、电压、
运行频率，方便日常维护及快速异常诊断。

黑匣记录，精准诊断
●具有以太网、RS485、CAN、高速光纤等通讯接口，
支持 MODBUS_ RTU、 ProfiBUS、电力 CDT91 规约、
IEC61850- 103/104、CANOPEN 协议用户自定义等
通讯规约，可以实现远程监控，无人值守。

接口丰富，即插即用

●功率单元、供电电源、主控系统、二次配线等采用
模块化设计，便于规模化生产和现场安装与维护。

●全系风冷设备外部壳体完全按照安全规范设计，具
有在线操作、易维护特点，在设备带电运行时，无需
停机停电，运维人员可以直接进行更换进风窗过滤棉、
就地操作、就地查看运行数据等操作。

模块设计，简便快捷 安规在线，确保安全

●主控制系统实时监测并显示每个功率单元的温度，
当多个单元温度超过设定警值时，给出声光报警，提
示用户及时处理，以免出现散热风机跳闸、滤网堵塞
等问题。

● SVG 具有多个装置并联运行的接口，可满足现场：
1）现有补偿容量不够，扩容增加设备时，多台 SVG
设备并联运行，通过主从控制方式，使多套设备协同
补偿，宛如一套设备，实现扩容无忧； 2）正常运行
方式时：每台 SVG 单机独立运行，故障运行方式时：
多机自动转为并联运行模式，协同补偿；

提前预警，运行无忧 多机协同，扩容无忧●装置可有效补偿 13 次及以下的谐波，补偿率最多
可达 92%，从而有效避免了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误
动作；有效避免了电容器组谐波及谐波电流放大，使
电容器过负荷或过电压，甚至烧毁；解决了增加变压
器损耗，引起变压器发热，以及导致电力设备发热，
电机力矩不稳甚至损坏的问题；避免了加速电力设备
绝缘老化，易击穿和降低电弧炉生产效率，增加损耗，
以及干扰通讯信号。

谐波治理，保证安全

算法超群 性能卓越
Superior Algorithm, excellen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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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至臻 耐久可靠
The process is perfect, durable and reliable

●在用户主电源电压瞬时跌落、瞬时升高、厂用电网大负荷切换时，在国标允许的范围内，电网恢
复后 SVG 可快速的自动正常运行，无需人员操作，增强电网适应性，可适应不同深度的 U0（100%-0%）
电网跌落。

高低穿越  极端无惧 ( 通过武高所型式试验 )01

●在负荷急剧变化时，易产生电压波动和闪变现象，比如电弧炉、轧机、氧气站透平空压
机组等。SVG 能够根据电网电压变化情况，快速的提供变化的无功电流，以补偿负荷变化
引起的电压波动和闪变现象。

电压闪变  波动可抑02

●控制电源采用 380VAC、2200VAC 或 220VDC 两种电压制式供电，并且两
种电源互为在线式热备；若一路电源出现停电时，另一路可以无缝切换，继续
为控制电源供电，同时通过继电保护电路报警和 HMI（人机界面）显示哪一路
出现停电。

双源供电  稳定可靠03

●整机柜体采用抗干扰设计，通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了静电放电
抗扰度试验、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试验、电快速脉冲群抗扰度试验等 EMC 试验。

柜体防扰  电磁兼容04

●针对现场粉尘特别多，特别是导电粉尘较多，以及
湿度水汽、盐雾特别多的场合，我司特别研制了 IP65
防护等级的设备供客户选择。

防尘防水  IP6505

◎黑龙江肇州 60MWp 光伏发电项目（国家电投）
安装地点：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
系统电压：35kV
补偿容量：-12Mvar ～ +12Mvar
项目特点：位于黑龙江省境内，冬季时日平均气温较低，最低气温
可达 -35℃。
使用效果：采用了内部带有加热系统的设备，很好的适应了北方严
寒的自然环境。

◎青海省治多县光伏扶贫项目（中冶武勘）
安装地点： 青海省治多县
系统电压：35kV
补偿容量：-7Mvar ～ +7Mvar
项目特点：设备应用在青海治多县属高原高海拔气候，海拔 4500 米
左右，年平均气温 -3.3℃以下。
使用效果：采用了满足高海拔气候条件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设计
方案，适应了青藏高原海拔高的特点。

◎宁夏宁东国兴 450MWp 光伏发电项目
安装地点：宁夏宁东
系统电压：35kV
补偿容量：-120Mvar ～ +120Mvar（3*40Mvar）
负荷特点：系统电压 110kV，无功补偿装置接入电压为 35kV，接线
方式为三段单母线接线，每段母线配置一台 -40Mvar ～ +40Mvar 
的直挂式无功补偿装置，三台无功补偿装置连接了并联运行光线，
母线正常时单机单独运行，母线故障时可以三台装置并机运行。

◎广东湛江徐闻福来风电场工程项目（华润）

◎华能环江界子良风电场工程（华能）

安装地点：广东湛江徐闻县
系统电压：35kV
补偿容量：-20Mvar ～ +20Mvar（2*10Mvar）
项目特点：地处广东省最南端，与海南省隔海相望，工程项目具有
明显的南方“三高”特征，高温、高湿、高盐雾，对设备的环境适
应性有相当高的要求。
使用效果：采用了针对“三高”环境的防护措施，产品适应性好，
满足了现场需求。

安装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系统电压：35kV
补偿容量：-41Mvar ～ +41Mvar
项目特点：华能环江界子良风电场 220kV 升压站位于场区中部偏西
的山山脊缓坡上，整体呈东高西低，海拔为 2500m，紫外线较强，
SVG 接入电压为 35kV。

设计纯熟 不畏劣境（高寒、高温、高湿、高盐雾、高海拔）
Skilled in design, fearless of ad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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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 ACACIA 金矿供电项目
安装地点： 坦桑尼亚
系统电压：10kV
补偿容量：-45Mvar ～ +45Mvar（3*15Mvar）
负荷特点：电铲的无功冲击的同时因电网弱电压跌落严重，并存在
严重的谐波电流。
使用效果：使用 SVG 后，控制住 90% 的电压跌落问题，满足电力
公司要求。

◎山西临汾某钢铁变电站项目
安装地点：山西临汾
系统电压：35kV
补偿容量：-120Mvar ～ +120Mvar（3*40Mvar）
负荷特点：项目为 220kV 输变电工程，双母线运行方式，无功补偿
装置接入电压为 35kV，单母线分段运行方式。

◎新疆昌吉市某特钢电弧炉项目
安装地点： 新疆昌吉市
系统电压：35kV
补偿容量：±16MvarSVG 、±18MvarSVG 、38MvarFC（补偿容量）
负荷特点：75T 康斯迪电弧炉负荷剧烈波动，引起电网波动、闪变，
此外电流波形无规律，产生大量谐波，主要有 2 ～ 11 偶次、奇次谐波。
使用效果：电网电压质量得到有效改善，波动、闪变满足国标要求，
其他设备可以正常工作。

◎河南省某煤矿供电项目
安装地点：河南省郑州市
补偿容量：-16Mvar ～ +16Mvar
系统电压：10kV
负荷特点：大量的矿用机电设备，导致电网存在大量无功；大型设
备启停造成电网电压波动，直流提升系统带来的谐波，影响煤矿电
力安全。
补偿效果：提高了考核点功率因数，稳定了电网电压。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项目
安装地点：山东青岛市地铁 2 号线
系统电压：35kV
补偿容量：-2.1Mvar ～ +2.1Mvar
负荷特点： 35kV 供电环网采用线缆形式供电，环网系统中存在大量
无功。
使用效果：FGSVG 投运后，功率因数达到供电部门要求，谐波等得
到有效治理。

FGSVG系列高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FGSVG series high voltage dynamic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device

◎产品规格型号 Product Specification and type

FGSVG 系列高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产品规格型号如下所示：

注 : 容量 (Mvar) 表示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动态调节范围内的额定调节容量。例如 C2.0/10 表示 : 直挂式 10kV、容量为
±2Mvar 的装置。能够在 +2000kvar( 感性 ) 到 -2000kvar( 容性 ) 范围内对无功进行连续平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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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内容

额定电压 6kV±10% ～ 35kV±10%

考核点电压 6kV±10% ～ 500kV±10%

输入电压 0.15 ～ 1.2pu

系统频率 50Hz，允许短时间波动

输出容量 ±0.1Mvar ～ ±200 Mvar

起调功率 ±0.005Mvar

补偿电流分辨率 0.5A

响应时间 全响应时间＜ 5ms

过载能力 ＞ 120%（1min）

功率损耗 ≤ 0.8%

总谐波电流失真（THDi） ≤ 3%( ≥ 25%P)

供电方式 双路供电

控制电源 380VAC、220VAC 或者 220VDC

无功调节方式 容性、感性自动连续平滑调节

通讯接口 以太网、RS485、CAN、高速光纤通讯接口

通讯规约 MODBUS_ RTU、 ProfiBUS、电力 CDT91 规约、IEC61850- 103/104

运行方式
恒装置无功功率模式、恒考核点无功功率模式、恒考核点功率因数模式、恒考核点电压模式、
负载补偿模式

并联方式 多机并联组网运行、多母线综合补偿、 多组 FC 综合补偿控制

保护功能
母线过压、母线欠压、SVG 过流、驱动故障，功率单元过压、过流、超温及通讯故障；保护输入接口、
保护输出接口、系统电源异常等保护功能。 

故障处理 采取冗余设计，满足 N-2 运行

冷却方式 风冷 / 水冷

防护等级 室内型 IP30，户外型 IP65

贮存温度 -40℃～ +70℃

运行温度 -35℃～ +40℃

相对湿度 月平均值不大于 90%(25℃ ), 无凝露

海拔高度 ≤ 3000m ( 高于 3000m 需定制 )

地震烈度 Ⅷ度

污秽等级 Ⅳ级

◎技术参数 Technical parameter ◎散热方式 Heat dissipation mode

风水冷却
在高风沙、高湿度、高盐雾、高腐蚀、高凝露等恶劣环境中，以及噪音要求较高的场合，常规的

风冷散热不能很好的适应现场的环境要求，而采用水冷散热可以较好的适应现场需求。

水冷系统图

自然散热

水水冷却

相变散热技术

空水冷却 风水冷却

强迫风冷
 

06 

03 

05 

01 

02 

04 

散热方式 

SVG户外换热器

强迫风冷
风冷散热采用智能温控系统：散热风机使用变频控制技术，根据设备容量、散热器温度以及环境

温度控制散热风机转速，进而控制了进风量，达到了节能降噪，特别是小容量时，效果更明显；

空水冷却
空水冷散热方式：因设备发热造成的热风，经室外水冷

换热系统后的冷风再回到室内，形成热风 - 冷风循环系统，

实现设备散热的目的。室外的水冷换热系统使用的循环水可

借用现场外部水源、建立水塔等多种方式， 适合环境较恶劣

的现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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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Product Specification and type

◎关键器件清单  Key device list

FGSVG 系列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系统、冶金、电气化铁路、城市建设等行业中，为各

种异步电动机、变压器、晶闸管变流器、变频器、感应炉、照明设备、电弧炉、电力机车、提升机、起重

机、冲压机、吊车、电梯、风力发电机、电梯、电焊机、电阻炉、石英熔炼炉等设备提供高质量、高可靠

性的无功补偿及滤波的解决方案。

FGSVG 系列产品可以增强电力传输能力、减小电能损耗、补偿无功功率、治理谐波、抑制闪变、稳

定电网电压、平衡三相系统、改变系统的阻尼特性、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FGSVG 系列产品重要器件选用世界名牌产品，保证了 SVG 产品性能的高可靠性。FGSVG 重要器件清单如

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厂家

1 IGBT 模块 德国英飞凌

2 IGBT 驱动 美国安华高

3 电力电容 德国创世普

4 离心风机 施依洛 /EBM

5 断路器 法国施耐德

6 人机界面 台湾威纶

7 PLC 德国西门子

8 空气开关 德国西门子

9 中间继电器 德国西门子

10 主控 DSP 芯片 美国 TI

11 主控 FPGA 芯片 美国 Altera

12 模拟转换芯片 美国 ADI

13 光纤发射接收器 美国安华高

14 接线端子 美国菲尼克斯

注：表格中器件为部分器件，仅供参考，实际供货以技术协议为准。

城市二级变电站远距离输电冶金

风电场 电力机车供电光伏发电 矿山

◎用户现场照片 User site photos

安徽铜陵富鑫钢铁项目 FGSVG － C12.0/10-W

华电宁东三期 70MWp 光伏项目 FGSVG － C18.0/35-OW

广西富川长广风电场 40MW 工程 FGSVG-10.0/35-OW

协鑫英德 20MWp 光伏电站项目 FGSVG-C6.0/35-O

山西省晋中市和顺麒麟沟风电项目 FGSVG-C18.0/35-OW+FC10Mvar（两套）

华亭山寨煤矿供电项目 FGSVG-C5.0/10-0（两套）山西冀能青龙煤业 35kV 变电站项目 FGSVG-C3.2/10

17 18

SVG/STATCOM
无功补偿与谐波治理装置



◎6kV户内型产品规格与尺寸  Specifications and dimensions of 6kV indoor type products

◎6kV户外型产品规格与尺寸  Specifications and dimensions of 6kV outdoor products

电压等级
（kV）

额定容量(M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电抗器类型

6

1.0～2.0 3300*1400*2400 2290～2850 铁芯电抗

3.0 3400*1400*2400 3060 铁芯电抗

4.0～5.0 4800*1400*2400 3750～4260 铁芯电抗

6.0～7.0 3600*1400*2400 2750～3450 空芯电抗

8.0～12.0 5600*1400*2600 4600～5000 空芯电抗

电压等级
（kV）

额定容量(M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电抗器类型

6
1.0～9.0 5200*1400*2400 2550 空芯电抗

10.0～15.0 5800*1400*2400 2750 空芯电抗

电压等级
（kV）

额定容量(M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电抗器类型

6
1.0～6.0 5200*2438*2560 6500 铁芯电抗

7.0～12.0 6700*2438*2560 6450～7000 空芯电抗

电压等级
（kV）

额定容量(M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电抗器类型

6 1.0～15.0 5800*2438*2591 7900～8900 空芯电抗

注意：
1. 高度不含风机高度（约 450mm）；
2. 容量（Mvar）表示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动态调节范围内的额定调节容量。
3. 设备使用空心电抗无电抗柜，需另外规划摆放空间。
4.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1. 容量（Mvar）表示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动态调节范围内的额定调节容量。
2. 设备使用空心电抗无电抗柜，需另外规划摆放空间。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1. 容量（Mvar）表示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动态调节范围内的额定调节容量。
2. 设备使用空心电抗无电抗柜，需另外规划摆放空间。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1. 容量（Mvar）表示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动态调节范围内的额定调节容量。
2. 设备使用空心电抗无电抗柜，需另外规划摆放空间。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1. 容量（Mvar）表示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动态调节范围内的额定调节容量。
2. 设备使用空心电抗无电抗柜，需另外规划摆放空间。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1. 容量（Mvar）表示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动态调节范围内的额定调节容量。
2. 设备使用空心电抗无电抗柜，需另外规划摆放空间。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产品规格与尺寸
 Product specifications and dimensionse

 风冷型

 风冷型

 水冷型

 水冷型

 风冷型

 水冷型

◎10kV户内型产品规格与尺寸  Specifications and dimensions of 10kV indoor type products

电压等级
（kV）

额定容量
(M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电抗器类型

10

1.0～2.0 4500*1400*2600 2000～3150 铁芯电抗

3.0 4500*1400*2600 2000～3600 铁芯电抗

4.0 4500*1400*2600 2000～4000 铁芯电抗

5.0 4500*1400*2600 4500 铁芯电抗

6.0 3400*1400*2600 2500 空芯电抗

7.0～8.0 6900*1400*2600 6350 铁芯电抗

9.0～10.0 5600*1400*2600 4200 空芯电抗

11.0～12.0 5700*1400*2600 4200 空芯电抗

13.0～21.0 9500*1400*2600 7000～9200 空芯电抗

电压等级
（kV）

额定容量(M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电抗器类型

10

1.0～10.0 5200*1400*2400 2850 空芯电抗

11.0～15.0 5800*1400*2400 3050 空芯电抗

16.0～25.0 8700*1400*2400 3850～4450 空芯电抗

注意：
1. 高度不含风机高度（约 450mm）；
2. 容量（Mvar）表示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动态调节范围内的额定调节容量。
3. 设备使用空心电抗无电抗柜，需另外规划摆放空间。
4.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1. 容量（Mvar）表示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动态调节范围内的额定调节容量。
2. 设备使用空心电抗无电抗柜，需另外规划摆放空间。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风冷型

 水冷型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10kV户外型产品规格与尺寸  Specifications and dimensions of 10kV outdoor products

电压等级
（kV）

额定容量
(M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电抗器类型

10

0.5～0.9 3200*2350*2591 3000 铁芯电抗

1.0~4.0 5500*2350*2800 6500~6950 铁芯电抗

5.0～6.0 5500*2350*2800 6700～6950 铁芯电抗

7.0～12.0 6700*2438*2560 6700～6950 空芯电抗

13.0～21.0 9700*2438*2560 9000～9700 空芯电抗

电压等级
（kV）

额定容量(M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电抗器类型

10
1.0～15.0 5800*2438*2591 8200～9200 空芯电抗

16.0～25.0 9300*2438*2591 13000～15000 空芯电抗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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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V户内型产品规格与尺寸 Specifications and dimensions of 35kV indoor type products

◎35kV户外型产品规格与尺寸Specifications and dimensions of 35kV outdoor products

电压等级
（kV）

额定容量(M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电抗器类型

35

8.0～21.0 14500*1800*2100 9550～10200 空芯电抗

22.0～42.0 26200*1800*2100 15580～19200 空芯电抗

43.0～70.0 47800*1800*2100 27000～32000 空芯电抗

71.0～80.0 52400*1800*2100 36000～72000 空芯电抗

电压等级
（kV）

额定容量(M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电抗器类型

35

8.0～21.0 12700*2438*2591 11900～14300 空芯电抗

22.0～42.0 25192*2438*2591 25000～27000 空芯电抗

43.0～84.0 50384*2438*2591 50000～54000 空芯电抗

电压等级
（kV）

额定容量(M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电抗器类型

35

5.0～50.0 7400*7900*2600 9000～14000 空芯电抗

51.0～85.0 11500*7900*2600 15800～24000 空芯电抗

86.0～100.0 16000*7400*2600 18000～28000 空芯电抗

电压等级
（kV）

额定容量(M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电抗器类型

35

5.0～26.0 14000*2350*2896 19000～23000 空芯电抗

27.0～50.0 14000*2700*2896 27000～31000 空芯电抗

51.0～100.0 28000*2700*2896 54000～62000 空芯电抗

注意：
1. 高度不含风机高度（约 450mm）；
2. 容量（Mvar）表示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动态调节范围内的额定调节容量。
3. 设备使用空心电抗无电抗柜，需另外规划摆放空间。
4.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1. 容量（Mvar）表示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动态调节范围内的额定调节容量。
2. 设备使用空心电抗无电抗柜，需另外规划摆放空间。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1. 容量（Mvar）表示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动态调节范围内的额定调节容量。
2. 设备使用空心电抗无电抗柜，需另外规划摆放空间。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1. 容量（Mvar）表示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动态调节范围内的额定调节容量。
2. 设备使用空心电抗无电抗柜，需另外规划摆放空间。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风冷型

 风冷型

 水冷型

 水冷型

高压滤波（FC）装置
 High voltage filter (FC) device

1. 产品概述
高压滤波补偿装置是无源滤波装置，具有吸收电网谐波电流和补偿系统无功功率两个功能，吸收电网谐波主要

有 3 次、5 次、7 次、11 次、13 次及以上的谐波。装置安装于母线或者设备侧，设备组合方便，性能稳定。配置真

空接触器或晶闸管开关，智能自动投切。广泛用于电力、冶炼、电铁、铝厂、化工、煤矿、轧机、电弧炉、高压电

机泵站等等谐波发生量较大的行业。

2. 产品特性
适用于 6kV、10kV、35kV、110KV 电网谐波治理； 根据谐波含量和无功数据，经过计算机仿真设计滤波补偿支路，

采用高性能滤波电容器、滤波电抗器，抑制并吸收谐波电流；降低谐波电压畸变率，降低线路损耗，减少流入系统

的谐波电流。提高功率因数。

3. 工作原理
本装置主要由开关组件、滤波电容器、滤波电抗器、电阻器、放电线圈、氧化锌避雷器等组成，根据用户需要

做成柜式或围栏式，滤波器除起滤波作用外，还兼起无功补偿作用。LC 滤波器主要有单调谐滤波器、高通滤波器、

C 型滤波器等，实际运用中根据谐波电流的分布及大小，以及无功需求情况设计成几组滤波器，每一组滤波器对应

某一次谐波呈低阻抗，高通滤波器对截止频率以上的谐波均呈低阻抗，C 型滤波器具有调谐频带宽、损耗低的特点。

按主接线及柜体结构设置五防电气闭锁及机械闭锁，防止误操作。

◎高压滤波(FC)装置    High Voltage Filter FC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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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结合的补偿方式
 Compensation Method of Dynamic and static combination

1. 概述
（1）虽然 SVG 能够同时实现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但在谐波含量较高的场合，单独利用 SVG 来实现谐波治理，

前期投入相对较大。

（2）频繁变动的大功率负载会引起对电网的剧烈扰动，例如电弧炉、电气化铁路、中频炉、轧机以及光伏和

风能发电等场合，此类冲击性负荷会引起电网电压波动，即使是一台小功率电弧炉在接入短路容量较小的电网时，

它所引起的电压波动、闪变（有时还包括频率波动）和三相电压不平衡，也会危害连接在公共电网的其他用户正常

用电。

（3）SVG 和无源滤波器（FC）结合，不但能滤除谐波，也能提供部分容性无功，减少了整个系统的设备投入，

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优化补偿组合。

2. 一次系统图

3. 典型应用领域
大功率轧机负荷的周期性变化同样会导致电压的剧烈波动，尤其多台轧机同时运行时，其随机性大大增加，长

周期闪变也变得比较严重，传统的补偿装置因为无法跟随负荷变化进行补偿，不但不能提高功率因数，有时甚至会

加剧电压的波动。

具有以上负载的电力系统，就需要既有快速补偿功能又有滤波功能的有源动态无功补偿装置来管理其电能质量，

以减少对电网的干扰和污染。

各种动态补偿方式各有优缺点，针对该类负荷来说，采用（SVG+FC）有源动态无功补偿装置，从投资及性能、

补偿效果上比较来说优于其他各种控制方式。有源动态无功补偿装置包括静止无功发生器（SVG）和无源滤波器（FC）。

静止无功发生器（SVG）提供连续可调的感性无功和容性无功，有效抑制电压波动和电网闪变，改善三相不平衡；

无源滤波器（FC）滤除需要治理的谐波，减少对电网的污染，并提供系统需要的容性无功。

由于有源动态无功补偿装置具有的优越性，近年来 90% 以上的风能发电和光伏发电装置采用了该装置对其进行

无功补偿，以保证其提供稳定的电压和谐波含量极少的优质电能，是当今最理想的动态无功补偿设备。

◎动静结合的补偿方式(SVG+FC)     COMPENSATION  WAY

FGSVG低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FGSVG low voltage dynamic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device

◎拓扑结构   Topology

◎产品规格型号   Product Specification and type

低压 SVG 系列型号说明

主电路示意图

低压壁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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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

产品功能 补偿无功功率、治理谐波、平衡负序电流

输入

工作电压 380VAC±10%

工作频率 50±0.2Hz

进线方式 户外机型下进线，户内机型上进线

电网相序自适应 可以

外接CT要求 三相电流CT，二次侧额定电流5A，精度0.2S或更高

电流检测方式 电网侧/负载侧检测

性能指标

单台补偿容量 50～1000kvar

无功输出范围 容性额定功率到感性额定功率无级平滑可调

无功输出特性 电流源

有效响应时间 瞬时响应时间小于100us，全响应时间小于10ms

特有技术 故障消除自启动

噪声 不超过60dB（背景噪声45dB）

效率 满功率运行时大于97%

显示及
接口

显示屏规格 新风光自主研发设计显示屏

通信接口 RS485、以太网

通信协议 Modbus_RTU、IEC60870-5-104

保护功能

交流过电压保护 有

直流过电压保护 有

温度保护 有

装置短路保护 有

装置过载保护 限定于额定功率

安全性能

是否有可靠接地点 有

绝缘电阻 500VDC兆欧表，100MΩ

绝缘强度 50Hz、2.2kV的正弦交流电压1min，不击穿、不飞弧，残余电流小于10mA

产品配置

单机运行 可以

并联运行 最多并联10台

防护等级 户内式机型IP20；户外式机型IP44

外壳颜色 标配RAL7035，如需其他颜色，请联系生产厂家定制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10~40℃

存储温度 -30~70℃

相对湿度 月平均值不大于90%，无凝露

海拔高度 ≤2000m (高于2000m需定制)

地震烈度 Ⅷ度

污秽等级 Ⅳ级

◎基本技术参数表   Table of basic technical parameters ◎400V户内型产品规格与尺寸    400V indoor product specification and size

◎400V户外型产品规格与尺寸   400V outdoor product specification and size

◎10kV降400V户内型产品规格与尺寸    Specifications and dimensions of 10kV 400V indoor products

◎10kV降400V户外型产品规格与尺寸    Specifications and dimensions of 10kV 400V indoor products

电压等级
（kV）

额定容量（kvar）
安装孔距（mm） 外形尺寸（mm） 安装孔半

径R(mm)
参考重量
（kg）

W1 H1 W D H

0.4

30 300 505 405 179 465

6

27.5

50 300 600 430 200 560 36.5

100 360 650 506 217 610 56

电压等级（kV） 额定容量(k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进线方式

0.4 100～500 600*800*2200 400～700 上进线

电压等级（kV） 额定容量(k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进线方式

0.4
30～50 850*550*1100 70～80

下进线
100 900*550*1200 90

电压等级（kV） 额定容量(k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进线方式

10 100～500 2200*1100*2200 1700～2640 下进线

电压等级（kV） 额定容量(kvar)
外形尺寸

宽度*深度*高度(mm)
重量(kg) 进线方式

10 100～500 3000*2350*2391 3900～4840 下进线

注意：
1. 散热方式为风冷散热。
2. 三相三线制与三相四线制尺寸和重量完全一致。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1. 散热方式为风冷散热。
2. 三相三线制与三相四线制尺寸和重量完全一致。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1. 散热方式为风冷散热。
2. 三相三线制与三相四线制尺寸和重量完全一致。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1. 散热方式为风冷散热。
2. 主回路拓扑结构为三相三线制。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1. 散热方式为风冷散热。
2. 主回路拓扑结构为三相三线制。
3. 以上尺寸仅供参考，公司保留对产品升级和改进的权利，若有产品尺寸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更多资讯请扫码了解

 壁挂式

 机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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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表
 Performance Sheet

序
号

型号 用户名称 项目名称

1 FGSVG-C41.0/35-W 华能河池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环江界子良风电场工程

2 FGSVG-C40.0/35-OW 杭州华辰电力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浙能中卫香山风电项目

3 FGSVG-C36.0/35-0-W 南京金智乾华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乾智昌吉木垒老君庙风电场150MW风力发电项目110kV变电站

4 FGSVG-C35.0/35-W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 重庆丰都五洞岩114.5MW风电项目

5 FGSVG-C33.0/35-OW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象州百丈一期、二期风电场工程

6 FGSVG-C15.0/35T-OW+15M FC  浮梁中岭新天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新天浮梁中岭风电场项目

7 FGSVG-C30.0/35-OW 华能陕西定边电力有限公司 华能陕西定边谷梁100MW风电项目

8 FGSVG-C18.0/35-0W+12M FC 江苏鑫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偏关100MW项目

9 FGSVG-C15.0/35T-O+15M FC 新天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新天浮梁中岭风电场项目

10 FGSVG-C30.0/35-W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西省交城县会立、横尖风电场工程建设PC总承包工程

11 FGSVG-C28.0/35-OW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依兰风电场工程项目

12 FGSVG-C18.0/35-OW+10M FC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和顺20万千瓦风电项目

13 FGSVG-C27.0/35-0W 华润新能源（忻州）风能有限公司 华润原平云中山二期50MW风电

14 FGSVG-C15.5/35-OW+11.5M FC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 东方能源大城100MW风电工程

15 FGSVG-C26.0/35-W 阜新协合风电设备制造及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襄州峪山二期风电项目

16 FGSVG-C26.0/35-OW 上海睿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永福永安风电项目

17 FGSVG-C26.0/35-0W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华电晋城泽州山河镇二期99.8MW风电

18 FGSVG-C25.0/35-W 福能埭头（莆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福建莆田潘宅风电场

19 FGSVG-C25.0/35-0W 湘能楚天电力有限公司 中电投乡宁风电项目

20 FGSVG-C25.0/35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工程有限公司 三峡新能源河南省灵宝苏村梨子沟101.2MW风电项目

21 FGSVG-C25.0/35-W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昌黎滦河口二期风电项目

22 FGSVG-C25.0/35-0W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华电五寨杏岭子100MW风电

23 FGSVG-C24.0/35-0W 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随州曾都君子山99MW风电场项目

24 FGSVG-C24.0/35 国华（诸城）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国华诸城桃园风电场工程100MW

25 FGSVG-C24.0/35-0W 南京金智乾华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乾智昌吉木垒老君庙风电场150MW风力发电项目110kV变电站

26 FGSVG-C24.0/35-0W 南京金智乾华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能木垒 200MW 风力发电项目

27 FGSVG－C24.0/35－O 山东泰开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威宁县么站五嘎工程

28 FGSVG-C23.0/35-O-W 贵州中能通亿科技有限公司 淮安区苏嘴顺河风电场工程

29 FGSVG-C23.0/35T-0W 吕梁北方电力云顶山新能源有限公司 北方电力离石云顶山249MW风电项目工程项目

30 FGSVG-C23.0/35-OW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蒙能包头100MWp光伏发电

31 FGSVG-C22.5/35-OW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中恒新能源有限公司100MW风电场

32 FGSVG-C22.0/35 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亚洲新能源金湖县100MW风电场项目

33 FGSVG-C22.0/35-0W 华润新能源（淮安）有限公司 华润淮安区99MW风电项目

34 FGSVG-C22.0/35-OW 华润新能源（唐河）有限公司 华润新能源唐河九龙（二次续建）75MW风电项目

35 FGSVG-C22.0/35-0 上海睿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吉县风电场220kV升压站工程

36 FGSVG-C22.0/35-0 上海睿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远景能源汇能中阳车鸣峪一期50MW风电项目220kV升压站工程

37 FGSVG-C21.0/35-OW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天门胡市81.4MW风电场工程

38 FGSVG-C20.0/35-O 滑县润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滑县金堤82MW风电场工程

39 FGSVG-C20.0/35-OW 天津协合华兴风电装备有限公司 安徽亳州谯北风电场项目

40 FGSVG-C20.0/35-O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能建汝阳刘店风电场项目

◎风电行业销售业绩表   Sales report of wind power industry

◎光伏行业销售业绩表    PV industry sales report

序
号 型号 用户名称 项目名称

1 FGSVG-C40.0/35-OW 润峰电力有限公司 宁夏宁东450MWp光伏发电项目

2 FGSVG-C30.0/35-O 大同县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大同县协鑫光伏

3 FGSVG-C30.0/35 合肥海润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建水下海尾项目50MW

4 FGSVG-C30.0/35-OW 配网（宁夏）电气有限公司 宁夏京能太阳山180MWp光伏复合项目110kV升压站工程

5 FGSVG-C30.0/35-O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灵武市隆桥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灵武隆桥228MWp光伏发电项目

6 FGSVG-C30.0/35-O 榆林正信电力有限公司 正信定边30MW光伏电站项目新建工程

7 FGSVG-C30.0/35-O 正信天航（陕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定边公布井P4区项目

8 FGSVG-C30.0/35-O 正信天航（陕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项目

9 FGSVG-C30.0/35-OW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海兴光伏领跑者项目

10 FGSVG-C19.0/35-O+ 9M FC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市鼎城区断港头发电项目

11 FGSVG-C25.0/35-O 国网山西省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寿阳光伏应用领跑者基地工程2号、4号项目

12 FGSVG-C25.0/35-O 山西晋通送变电有限公司 寿阳光伏应用领跑者基地工程4号项目110kV升压站目

13 FGSVG-C25.0/35-O 山西晋通送变电有限公司 寿阳光伏应用领跑者基地工程2号项目110kV升压站目

14 FGSVG-C25.0/35-O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始兴县500MW光伏项目

15 FGSVG-C25.0/35-OW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海兴光伏领跑者项目

16 FGSVG-C25.0/35-OW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能陕西靖边东坑伊当湾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EPC总承包工程

17 FGSVG-C25.0/35 珠海兴业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博罗100MW光伏发电地面电站

18 FGSVG-C24.0/35-OW 合浦县信义光能有限公司 信义北海合浦40MWp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19 FGSVG-C24.0/35-O 南京协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宁夏鑫垦简泉 350MW光伏发电项目前期50MW

20 FGSVG-C24.0/35 宁波市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慈溪正态新能源有限公司120MWp渔光多能互补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21 FGSVG-C24.0/35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晶恒新能木垒光伏园区100MWp光伏项目

22 FGSVG-C24.0/35-OW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阿鲁科尔沁旗11.45MW光伏扶贫项目

23 FGSVG-C24.0/35- O W 浙江舒奇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正态新能源有限公司120MWp渔光多能互补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24 FGSVG-C24.0/35- O W 浙江舒奇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百益、慈溪协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0MWp渔光多能互补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25 FGSVG-C23.0/35-OW 内蒙古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蒙能包头 100MWp 光伏发电示范基地平台项目

26 FGSVG-C22.0/35-OW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 江苏宝应射阳1#光伏领跑者100MW发电项目无功补偿设备

27 FGSVG-C21.0/35-OW 安徽华昊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乌海市英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兆瓦光伏基地项目工程

28 FGSVG-C21.0/35-O 喜德通威惠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喜德县农光牧光一体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29 FGSVG-C20.0/35-O W 慈溪协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协能200MW渔光互补项目

30 FGSVG-C20.0/35-OW 孚尧电力工程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楚伏新能源沙洋拾回桥镇10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31 FGSVG-C20.0/35-OW 高安通威渔光一体科技有限公司 通威高安市八景镇10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

32 FGSVG-C20.0/35 广东力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粤电茂名100MW露天矿光伏发电项目

33 FGSVG-C20.0/35-O 河南省同信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虞城县农村能源革命示范区100MWp光伏发电项目

34 FGSVG-C20.0/35-W 上海电力设计院物资有限公司 抚州市临川区付家、旭阳、新安、何岭80MWp林光互补光伏电站

35 FGSVG-C20.0/35-O 重庆四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重庆市巫溪县田坝200MW光伏发电项目

36 FGSVG-L500/0.4-3R-O 南通恒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光伏项目

37 FGSVG-L320/10T-O 江苏国清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常州华东人防设备有限公司屋顶1.2MW光伏发电项目

38 FGSVG-L300/10T-3R-0 界首市永明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阜阳界首市田营镇刘窄公租房

39 FGSVG-L200/10T-3R-O 安徽金赛电气有限公司 10kV降压式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40 FGSVG-L200/10T-3R 江苏红豆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红豆工业园四期1.398MW屋顶分布式项目

27 28

SVG/STATCOM
无功补偿与谐波治理装置



◎冶金行业销售业绩表    Sales Report of metallurgical industry

序
号 型号 用户名称 项目名称

1 FGSVG-C40.0/35-OW 山西晋通送变电有限公司 山西晋南钢铁集团220kV输变电工程立恒220kV变电站新建工程

2 FGSVG-C13.0/10+7M FC 河南同人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同人铝业有限责任公司60万吨铝合金铸造及深加项目

3 FGSVG-C20.0/35-W 山东鲁丽钢铁有限公司 山东鲁丽钢铁有限公司现场

4 FGSVG-C20.0/10 深圳绿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粤盛兴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5 FGSVG-C19.0/35-OTW 河北永洋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35KV滤波及无功补偿成套装置精炼炉电能质量综合治理

6 FGSVG-C18.0/35 新疆新安特钢有限公司 新安特钢电弧炉现场

7 FGSVG-C13.0/35-W 山西晋通送变电有限公司 山西晋南钢铁集团烧结35kV变电站乙二醇

8 FGSVG-C6.0/10-W+6.8M FC 陕钢集团汉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陕钢集团汉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棒线SVG升级优化改造项目

9 FGSVG-C12.0/6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安钢集团第二粗轧机SVG系统

10 FGSVG-C12.0/10 山东磐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300万吨无缝钢管项目

11 FGSVG-C12.0/10 山东磐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300万吨无缝钢管项目159B高压站SVG-FC系统

12 FGSVG-C12.0/10 徐州德龙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德龙镍业（徐州德龙）年产70万吨中棒筹建项目

13 FGSVG-C10.0/10-W 陕钢集团汉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双高线10KV无功补偿SVG项目

14 FGSVG-C10.0/10 翁牛特旗启鑫管道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翁牛特旗启鑫管道配件

15 FGSVG–C1O.0/10 郑州天凯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鑫泰铝业、扎铝项目

16 FGSVG-C9.0/10-W 淄博凯越电气有限公司 东岳化工项目

17 FGSVG-C8.0/10 焦作市丹阳矿粉有限公司 焦作市丹阳矿粉有限公司现场

18 FGSVG-C8.0/10 山东磐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300万吨无缝钢管项目159A高压站SVG-FC系统

19 FGSVG-C8.0/10-W 陕钢集团汉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单高线SVG无功补偿应用项目建设

20 FGSVG-C8.0/20 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变电站

21 FGSVG-C7.0/10 河南金泉电气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区二期35KV变电站

22 FGSVG-C7.0/10 莱钢集团烟台钢管有限公司 莱钢集团烟台钢管有限公司轧管生产线电气室10kV系统动态无功补偿及滤波装置(SVG)项目

23 FGSVG-C7.0/35T 西安电炉研究所有限公司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项目

24 FGSVG-C3.0/10+3M FC 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建连铸机及高速线材生产线项目

25 FGSVG-C6.0/10 南京灿泽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日盛科技有限公司10kV灵开一回路仲32段，增设高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项目

26 FGSVG-C6.0/35T-O 上海绿筑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德兴铜矿项目35KV-SVG

27 FGSVG-C6.0/10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新兴铸管三山小棒搬迁工程10KV静止型动态无功发生器

28 FGSVG-C6.0/10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棒材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

29 FGSVG-C3.0/10 许继变压器有限公司 武宁华燚特种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配电工程

30 FGSVG-C5.0/10 乐清市理工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丽水市缙云县壶镇丽水电弧炉项目

31 FGSVG-C5.0/10 唐山爱民商贸有限公司 赤峰联荣农牧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32 FGSVG-C4.8/10 固安工控矩阵电气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山东磐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锻打项目

33 FGSVG-C4.0/10 安徽昌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昌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现场

34 FGSVG-C4.0/35T-0 广州华跃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发展连州西江20MW光伏项目

35 FGSVG-C4.0/10 马鞍山市金巨滤波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电弧炉项目

36 FGSVG-C4.0/10 南京华冶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马钢长材事业部型材升级改造工程

37 FGSVG-C4.0/10 山东东岳氟硅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东岳氟硅材料变电站

38 FGFC-10/3.9M 河北现代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 山西清徐学栋散热器有限公司精炼炉项目

39 FGSVG-C3/10 中冶华天南京电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三轧3线改造项目

40 FGSVG-C3.0/10 天津韦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唐山东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轧钢二厂榕丰带钢车间动态无功补偿项目

◎煤炭行业销售业绩表    Sales report of coal industry

序
号 型号 用户名称 项目名称

1 FGSVG-C13.0/6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FGSVG-C13.0/6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

3 FGSVG-C12.0/10-W 华亭煤矿主立井提升机SVG动态无功补偿设备更新工程项目 西安利雅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 FGSVG-C5.0/10-W+ 4.5M FC 焦作煤业(集团)新乡能源有限公司 焦煤集团

5 FGSVG-C4.5/10+4.5M  FC 内蒙古黄陶勒盖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黄陶勒盖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巴彦高勒矿井项目

6 FGSVG-C8.0/10 中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万福煤矿

7 FGSVG-C8.0/6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FGSVG-C8.0/10 郑州煤电物资供销有限公司 10kV SVG无功补偿成套装置

9 FGSVG-C7.5/6 阳泉煤业集团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二矿

10 FGSVG-C7.0/10 内蒙古智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内蒙古智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麻地梁矿

11 FGSVG-C6.8/10-O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分公司 恒源煤矿、钱营孜煤矿

12 FGSVG-C6.5/6 中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兴隆庄煤矿

13 FGSVG-C6.0/6 阳泉煤业集团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二矿

14 FGSVG-C6.0/10 内蒙古锦泰城塔煤炭有限公司 内蒙古锦泰城塔煤炭有限公司现场

15 FGSVG-C6.0/10 特变电工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天池能源将军戈壁二号露天煤矿110kV输变电工程

16 FGSVG-C6.0/10-OW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中税煤矿35KV变电站

17 FGSVG-C6.0/6 中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滩煤矿

18 FGSVG-C6.0/10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能化物资供应部

19 FGSVG-C5.0/10-O 河南省盛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转龙湾煤炭有限公司35kV变电站增容改造工程

20 FGSVG-C5.0/10-O 焦作煤业集团赵固（新乡）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煤业集团

21 FGSVG-C5.0/10 贵州省大方县新铺村小屯煤矿 兖矿贵州能化有限公司

22 FGSVG-C5.0/10-O 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

23 FGSVG-C5.0/6 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电处SVG有源滤波装置

24 FGSVG-C5.0/6 郑州煤电物资供销有限公司 告成煤矿

25 FGSVG-C5.0/10 陕西省榆林市大梁湾煤矿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大梁湾煤矿有限公司35KV变电站无功补偿装置

26 FGSVG-C4.0/10-O 新疆北山矿业有限公司 新疆北山矿业有限公司 35KV 变电站及集运站

27 FGSVG-C4.0/10 内蒙古昊盛煤业有限公司 石拉乌素选煤厂

28 FGSVG-C2.0/10+2M FC 陕西煤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彬长分公司 文家坡矿李家沟风井35KV变电站

29 FGSVG-C4.0/10 兖矿贵州能化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西县古里镇青龙煤矿

30 FGSVG-C4.0/10 秦皇岛市城市供电配套有限公司 山西大同东古城煤业

31 FGSVG-C4.0/10 山西晋通泰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沁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煤矿35KV变电站改扩建工程

32 FGSVG-C4.0/6 石家庄科林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和顺一缘煤业变电站扩容项目

33 FGSVG-C3.0/10 石家庄市佳能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山西汾源煤业变电站改造项目

34 FGSVG-C4.0/10 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35 FGSVG-C4.0/6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6kV SVG无功补偿成套装置

36 FGSVG-C4.0/10 贵州发耳煤业有限公司 10kV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37 FGSVG-C4.0/10 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 转龙湾煤矿10kV静止型动态无功补偿与谐波治理成套装置

38 FGSVG-C3.0/10 贵州省火烧铺煤矿羊场坡井区(瓦斯泵) 上海三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9 FGSVG-C3.0/10 石家庄威远高压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工程 山西大同煤矿

40 FGSVG-C3.0/10 中煤电气有限公司 新疆吉郎德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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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行业销售业绩表    Sales report of Rail Transit Industry

序号 型号 用户名称 项目名称

1 FGSVG-C9.0/35T 济南鲁源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鲁源工程处
济南市轨道交通R3线一期工程外电源及配套工程
（奥体中心主变所）

2 FGSVG-C8.0/35T 中国葛洲坝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市地铁1号线灵山卫变电所及外电源工程

3 FGSVG-C5.0/35T 济南鲁源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鲁源工程处
济南市轨道交通R3线一期工程外电源及配套工程
（奥体中心主变所）

4 FGSVG-C3.0/35T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城铁
分公司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城铁分公司青岛
市地铁8号线工程PPP项目（B2包）供电01工区
项目

5 FGSVG-C3.0/35T 山东爱普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市轨道交通R1号线工程大杨庄外电源及其
配套工程

6 FGSVG-C3.0/10-O 山西聚正润贸易有限公司 中铁六局的隧道变电站

7 FGSVG-C2.8/35T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城铁
分公司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城铁分公司青岛
市地铁8号线工程PPP项目（B2包）供电01工区
项目

8 FGSVG-C2.3/35T 中铁三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市地铁8号线工程PPP项目

9 FGSVG-C2.2/35T 青岛阳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市红岛-胶南城际轨道交通工程 0.4KV开关
柜采购项目

10 FGSVG-C2.1/35T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供电系统安装施工项目

11 FGSVG-C2.0/35T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地铁1号线工程35kV SVG装置采购项目

12 FGSVG-C2.0/10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 青岛地铁项目

13 FGSVG-C1.0/35T 中铁三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市地铁8号线工程PPP项目

服务机构
•5 大服务中心
•21 个办事处

•2 小时响应，24 小时到达现场
• 服务半径小于 200 公里
• 服务团队经验丰富，

技术精湛

阳光服务
• 定期推出“情系客户、阳光
服务”活动，主动深入用户现

场提供一站式免费服务。
• 用户随时来公司免费参观学
习，公司总部每年组织四次
（每季度末）培训，邀请客户

到公司培训。

服务无处不在
客户永远第一

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 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

• 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用电情况诊
断、设备选型更合理

• 现场安装、调试、培训、答疑

远程监控
• 建有远程数据监控中心
• 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

• 及时提示检修维护
• 预判故障发生

全生命服务周期 使用无忧
 Worry-free service life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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