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力发电
电气传动系统
借助全面优化的永磁发电机和全功率变流器系统
降低您的度电成本



最大化能源产出与
极佳的并网性能

现在，永磁发电机和全功率变流器是风能产业最先

进技术的代表。由于没有易磨损零件且只需要最少

量的维护，它们可以确保减少故障。由于使用的是永

磁体，因而启动磁场时无需外部电源。这可以降低

成本、简化系统并提高系统效率。

风机制造商、业主和运营商都在寻找理想的传动

系统解决方案，以提高年发电量、最大限度地降低

全生命周期成本并满足最严苛的并网要求。

斯维奇传动系统解决方案TM是一种经过全面优化的

永磁发电机和全功率变流器系统，能够提高可靠性

和总效率并改善故障穿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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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功率，任何转速

斯维奇敢于在风电行业一次次挑战传统。通过努力，

我们首先让永磁技术成为风机制造商的优先之选，

如今我们又使得这项技术商业化，让更多用户能够

从其中受益。

斯维奇产品系列包括直驱式、中速和高速永磁发电

机，可覆盖从 1 MW 至 8 MW 以及更高功率的所有风

力发电应用。我们的全功率变流器经过优化，可与永

磁发电机配合使用，构成全面优化的传动系统成套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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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降低度电成本的
成功组合 

优化设计
对于每一个项目，我们都与客户紧密合作，以便针对

其风机对设计进行专门的优化。每个解决方案都是

针对将要运行于其中的环境专门打造的。这显著降

低了设备全生命周期运维成本。通过简化流程并缩

短交付周期，帮助您实现可预测的产品上市时间。

最少量的维护
所有由斯维奇提供的解决方案都只需要最少量的维

护，并采用易于维护的设计以提高日常维护的速度。

永磁发电机技术不使用易磨损零件，这可以确保减

少故障，并显著降低对维护的需求。借助我们的远

程设备监控系统和全天候技术支持，客户可以实施

前瞻性维修计划，从而避免意外停机和成本高昂的

故障。  

极佳的并网能力
我们的产品可以满足世界上最严苛的并网要求。斯

维奇全功率变流器支持故障穿越和 100% 无功补偿

能力。在各种风速下，风机输出的有功功率、产生的

无功功率以及发动机轴扭矩都能够分别得到精确

控制。 

高可利用率
通常来说，在所有运行条件下，斯维奇永磁发电机

和全功率变流器的平均可利用率都能达到97%或更

高。通过采用易于维护的设计和取消易磨损零件，

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维护的需要，并延长生产时间。

杰出的系统效率
每一套斯维奇永磁发电机的传动系统都能在各种风

速下提供极佳的效率。永磁发电机在较低的风速下

即可开始发电，表现出很高的效率，即使在部分负载

的情况下（也就是风机最常见的工作条件下）也是如

此。结果证明效率和年发电量都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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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奇可提供三种不同的拓扑结构以覆盖从 1 MW
至 8 MW 以及更高功率的所有风力发电应用。每种

拓扑结构都经过设计，能够最好地适应特定的风力

条件和所需的风机设计。

低速直驱式永磁发电机
斯维奇低速直驱式永磁发电机无需齿轮箱或快速

旋转零件即可运行，从而提高可靠性并提供杰出的

传动系统效率。转速通常在 10 rpm 到 20 rpm之间。

所有发电机都可设计为分段式定子结构。这提供了

冗余度，从而能够在机舱内对发电机进行修理，而

无需完全拆解。此外，我们的发电机设计还为客户

提供以下选择：将发电机轴承用作风机主轴承和将

风机制动系统集成到发电机结构中。这样做的好处

是结构简单、部件更少，因此可靠性更高。

永磁发电机
拓扑结构



高速永磁发电机
斯维奇高速永磁发电机采用三级齿轮箱，发电机运

行转速通常在 1000 rpm 到 2000 rpm 之间。这类发电

机尺寸非常小，效率非常高。

此类永磁发电机为独立部件，可与多种不同的风机

设计配合使用。斯维奇高速永磁发电机可以轻松取

代现有双馈感应发电机，而无需对机舱布局进行任

何修改。

斯维奇永磁发电机有低压和中压型号，并可以采用

内转子或外转子设计。

中速永磁发电机
斯维奇中速永磁发电机采用单级或两级齿轮箱，发

电机运行转速通常在 100 rpm 到 500 rpm 之间。这

类永磁发电机集低速和高速技术的优点于一身，

能够提供极高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因而提高了年发

电量。

FusionDrive®是目前市场上提供的最为紧凑的中速解

决方案，发电机和齿轮箱采用同一机架。发电机有

效零件直接组装在二级齿轮级周围。因此，发电机

和齿轮箱可以利用同一的轴承，并且齿轮箱润滑油

可以用于冷却发电机。这一解决方案可以显著减小

发电机和齿轮组合的重量和尺寸。





永磁发电机 
设计优势

为保证在不同运行点都能发挥完美性能，我们的设

计团队仔细地为每个部件选择合适的材料，并对发

电机进行精确计算。

设计流程的第一阶段包括使用先进的设计软件对永

磁发电机进行计算。在第二阶段，设计定型，并且要

使用有限元方法对设计和发电机尺寸进行验证。

斯维奇在所有永磁发电机设计中都考虑了最坏的情

况，其中包括在最高运行温度下发生短路，而这可能

导致消磁。转矩脉动也被考虑在内并降至最低。

斯维奇永磁发电机经过设计，可在所有正常和异常

条件下可靠运行，而且寿命长，根据目前计算结果可

超过 20 年。





绕组
斯维奇提供两种不同的绕组选项：

成型绕组，市场上最标准的绕组选项，运行可靠性

在 75 年的时间里已经得到证明。

利兹线绕组，高速应用的理想选择，能够最大限度

地降低趋肤效应。

绝缘
我们选择在所有应用上使用真空压力浸渍云母基绝

缘系统，因为该系统可以在来自变流器的电压应力

升高时将其降低。

永磁发电机 
特点

冷却设计
虽然永磁发电机转子的损耗极低，但还是必须对转

子进行冷却以消除热点。我们的高效冷却概念由一

次冷却回路和二次冷却回路组成，可以更好地保护

发电机免于消磁、最大限度地降低转子损耗并延长

部件寿命。

IP54级外壳可以有效保护发电机，防止发电机受到

腐蚀，使冷却方案可以安全用于海上应用。斯维奇

永磁发电机可以采用空冷或液冷。



转子设计
每台斯维奇永磁发电机中使用的都是高质量的钕铁

硼 (NdFeB) 磁体。这类稀土磁体能量密度很高，具有

出色的性能以及耐腐蚀性和抗温能力。高剩磁通量

密度和矫顽力使其成为工业用电动机的理想选择。

尽管磁性材料取得了显著发展，保护其免受潮湿影

响以保证其性能仍然是很重要的。斯维奇永磁发电

机中使用的所有钕铁硼磁体都进行了防腐镀膜，并

且通常还会进行密封，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安全性。

用于直驱式和中速永磁发电机的表面贴装磁体。这

种磁体布置可以利用充分励磁，并能够从磁体中最

大限度地获得电力。通常来说，磁体会受到密封模

块结构的保护。

用于高速永磁发电机的嵌入式磁体。磁体内置于密

封的耐腐蚀金属外壳中以提高机械强度。密封可提

供完美保护，使其免受环境影响。

永磁发电机 
特点





制动电阻

网侧快熔

网侧断路器

网侧滤波电抗

网侧进线口

网侧进线口

全功率变流器 
设计优势
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经过优化，可与多种永磁发电

机概念相配合。旨在提供最佳总体系统效率和最高

级别可靠性的耐用型网侧逆变器展示出极佳的并

网能力，能够满足世界上在谐波、闪烁和故障穿越

方面最为严苛的并网要求。

我们的全功率变流器采用轻质结构和模块化设计，

可以适应所有风力条件和功率要求。通过增加机

柜数量可提高功率。这种模块化使得在设置、更换

和维护时可以轻松进行操作，并提供足够的冗余。

一个变流器故障不会导致风机停机。风机能够以

较低电力生产率继续运行，从而保证年发电量的

提高。

独一无二的散热管理和冷却功能可以在环境严酷

的地点实现平稳运行。事实证明，我们的变流器在

极端温度和湿度条件下仍然性能可靠。

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针对风力发电应用进行了专

门设计，并采用高度易维护的设计。配合远程监控，

能够尽可能地将可用性和可靠性提高到最高水平。

我们的所有变流器均可采用标准和定制解决方案。



制动单元

机侧断路器和
DU/DT

网侧滤波电容

机侧功率模块

机侧进线口



机柜和冷却
斯维奇变流器机柜框架设计极其坚固。机柜结构属

于 IP54 级别，可承受最严酷的环境条件。我们对机

柜设计进行了优化，以最好地满足不同地点的需求。

我们提供的产品中包括适用于非常潮湿环境的选

项，以及适用于极低或极高温度的选项。

变流器机柜为全液冷式。内部空-液热交换器可冷

却机柜内的空气，从而对所有非液冷部件进行冷

却。所有机柜都易于检修，可适应维护需要。

全功率变流器 
硬件

斯维奇的装机容量超过 6.5 GW，在为风力发电设计、

制造和供应全功率变流器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机侧逆变器
机侧逆变器能够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并控制发

电机扭矩。DU/DT滤波器能够抑制由整流和电压电

平突然改变引起的快速电压瞬变。

网侧逆变器
网侧逆变器能够将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并通过向

电网馈送功率来控制直流环节。为遵守并网管理条

例，滤波器具有滤波功能，从而将谐波失真降至极

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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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制动斩波器
动态制动斩波器能够以理想的逐事件方式启用变流

器控制，以便控制能量流动，从而确保风机并网。动

态制动斩波器还能够在各类事件中实现平稳的转矩

控制，并增加针对可能出现的瞬变电压的保护。

主断路器
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默认配备网侧和机侧断路器。

断路器可以包含集成式数字保护继电器，以满足特

定用户需求。断路器可以将变流器与风机的电气系

统隔离开来，以便进行维修。

由于采用智能保护管理，一个部件出现故障不会

影响其他部件。保护部件包括主断路器和快速半导

体熔断器，其中主断路器可在电网和数字保护继电

器之间提供隔离，而快速半导体熔断器可在出现故

障时保护变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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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功率变流器 
并网性能

正常运行

电压范围 0.9 - 1.1 UN



行支持，并根据适用的并网要求稳定电网电压和频

率。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在发生对称和不对称电压

下降以及相位跳变时的故障穿越能力已经过现场试

验，结果非常出色。

电流谐波和闪变
关于电流谐波和闪变的规程变得更为严格，以确保

提供高质量的电力。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采用复杂

的电网滤波，以尽可能地将电力质量保持在最高水

平。这就使实证的总谐波失真 (THD) 小于1.5%，达到

全行业最低水平。极低的 THD 和极其稳定的闪变系

数对电网的要求较少，并且可以改善与更多种类电网

的连通性。

防雷
斯维奇的防雷理念是以通用的 IEC 62305 防雷标准

和专门用于风机的 IEC TR 61400-24 防雷标准为基础

的。这些标准代表着发生雷击时的最高安全水平。

无功支持
通过按需求或按计划提供无功功率，斯维奇全功率

变流器能够实现轻松可调的功率因数控制和电网电

压支持。预定的电网电压和电能质量会自动保存，用

时不到一秒。

如果需要，即使是在没有风的情况下，我们的变流器

可以用于无功发电，从而实现100%无功补偿。

故障穿越能力
由雷击、设备故障和输电线损坏引起的电网传输干

扰是不可避免的。灵活的功率和扭矩控制可以确保

风机平稳运行（尤其是在发生电网干扰的时候），因

为全功率变流器可将发电机与电网分离。

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可在发生不同电网故障（包括

零电压跌落和过电压冲击）的情况下保持并网。这

可以确保对转矩和有功功率的连续控制。在发生电

压跌落时，变流器可以用有功和无功电流对电网进



数字和模拟输入/输出

(I/O) 可用于控制和信号

（紧急停机、允许运行

等等）。

风机控制器 (WTC) 通过

现场总线（Profibus DP、 
CanOpen、Modbus、
Modbus over TCP/IP）
进行通信。

远程诊断和

在线监控。

因特网

用于 PC 的调试

和维修工具。

全功率变流器 
控制

由于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能够比传统变流器更好地

应对电网中的变化，因此可提供有益的控制灵活性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运行条件。

我们的软件解决方案专为在严酷条件下提供可靠控

制而设计，因为我们知道，当您不在现场的时候，需

要保持连接、了解信息并与风机系统进行通信。

控制连接
风机控制器通过现场总线进行通信，发出变流器转



矩、功率或转速参考值以及控制命令。作为默认配

置，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为风机控制器提供一个可

配置数据交换界面，从而为不同风机型号的不同需

要提供支持，并轻松实现变流器集成。

应用软件
我们经验丰富的软件工程团队会根据您的风机的独

特需求来定制软件。斯维奇应用软件包括一个综合

参数界面，以便在不同条件下优化变流器性能。此

外，也可将客户特有的功能或特殊界面写入应用程

序。我们的软件符合 IEC 61131-3 标准。

调试工具
我们基于 PC 的调试工具可提供轻松启动、参数设置

和文档记录。该工具具有监控信号、读取故障日志以

及设置和读取内部数据记录器的能力。所有斯维奇

全功率变流器还都包括一个备用的 LCD显示器。

远程管理
斯维奇远程管理可通过在线监控快速提供信息。基

于 PC 的调试工具、远程连接和可靠的服务器平台构

成了一个工具组，该工具组可维持一个综合数据库，

记录在变流器整个寿命周期内的性能和维修记录。



试验证明 
具有杰出性能

我们相信所有与效率和可靠性有关的方面都需要进

行测试，以确保设备具有杰出的性能。斯维奇按照电

机测试标准IEC60034，对全部强制设备在各自的工

厂中进行了测试。

在出厂前，每台永磁发电机和全功率变流器都要接

受常规测试。新设计要通过更为综合的型式试验，

以验证系统的运行和性能。斯维奇型式试验包括全

负荷试验和背靠背试验。也可以进行过载试验或气

隙测量等其他试验。

我们专门设计的试验场可以模拟风机中的运行条

件，其中包括所有严酷的运行条件。这样我们就能够

优化传动系统的性能，因而我们的客户就能够尽可

能地使系统可利用率和效率达到最高水平，从而提

高 年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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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最高效率，为全世界带来高质量电能。凭借创新
的电气传动系统，各项先进的功能及综合解决方案，我
们使得更多在发电、能源储存及能源使用领域的业主
盈利，同时降低这些应用的度电成本和运营成本。

瓦萨，芬兰

拉彭兰塔，芬兰
安川环境能源中心，赫尔辛基，芬兰

吕贝克，德国

米兰，意大利

北京，中国

六安，中国

香港，中国

威斯康星州奥克里克，美国

德阳，中国

安川总部，日本

杭州，中国

斯托尔，挪威

特隆赫姆，挪威

安川电机（欧洲），德国

安川电机环境能源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