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最高效率，
为全世界带来高质量电能
我们在助力发电盈利的同时，让能源的使用和储存更有效率

安川电机环境能源中心



在环保能源领域打造出一片天地
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一起携手创新

安川电机环境能源中心/斯维奇，是先进传动系统技术
领域的专家，我们通过合作和网络化供应链来降低市
场上的新能源度电成本，从而为您提供有附加值的服
务。我们经过验证的产品工艺设计，助您升级至先进的
技术、灵活的产能并拥有产品设计能力、同时还具有灵
活的运营模式。

现在开始选择最适合您的技术与合作伙伴，一起创造

辉煌的未来 

让可再生能源物尽其用，这就是我们的成功基石。我们
拥有辉煌的未来，因为我们拥有创意无限的员工和创
新领先的技术。我们的使命是消除一切潜在的能量损
失。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客户的青睐？因为我们技术出

众，更有创造激情。我们的理念就是确保您的系统运
行可靠，符合现在及未来更苛刻的电网标准，并最大
程度提高新能源利用率。

升级至永磁发电技术，获得永久的高性能 

选择我们，就是选择真正的合作，更是选择成功。在向
可再生能源快速进军的过程中，我们助您在不断升
级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盈利。

升级至更智能的技术
与生俱来的简洁、坚固与可
靠性

升级至灵活的商业模式
我们为您的企业全力以赴，实
现无以伦比的客户满意度

升级至永磁发电技术，获得永久
的高性能
革新性解决方案，几乎没有上限
的生产能力和更长的系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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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安川电机环境能源中心。我们通过创新和卓越的技术开发环保能源
的潜力，应用于风能、船舶及其他工业涡轮应用。我们致力于最大程度提高优
质电能的发电量的同时保持节能增效。



自 2006 年起，我们已交付的产品累积装机
量超过 15 GW



12 年前 ，我们推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永磁直驱发电机。



永磁技术 永久高性能
任何功率 任何转速

最全系列的永磁设备

斯维奇永磁设备可覆盖从1 MW 至 10 MW 以及更高功
率的应用。我们的产品系列包括直驱、中速和高速永磁
设备。 

节能增效

永磁设备在整个运行范围内都能表现出高效的性能。
在整个运行范围内，可提供高达98%的高效性能。永磁
设备的真正优势体现在部分负载的时候，而这也是风
力发电机、船舶舰艇及其他一些应用最常见的工作状
态。与感应电机相比，一台永磁设备在满负荷运转时
能效要高出 2-4%，在部分负荷运转时这一数字能达到 
10%。在很宽的转速范围下，永磁电机的效率能始终接
近于额定值，进而能够输出更多的电能。 

结构紧凑，设计灵活

随着功率密度的提升，永磁设备更加紧凑、重量更轻，
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更加优异的设计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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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密度 

同步永磁设备含有钕铁硼 (NdFeB) 磁体，这是一种磁
通量密度很高的材料，是制作全速域变速发电机的理
想选择。生成磁场时，转子损耗几乎为零。每台永磁设
备在设计时都采用了获得专利的特殊磁铁形状和排列
方式，能够很好地适应特定的应用条件。 

运行可靠性 

我们的永磁设备可提供优异的可利用率及发电量。通
过消除齿槽转矩，利用先进的散热管理，我们不仅降
低了机械应力，提高了可靠性，还能有效延长设备整
体寿命。

如今，在已选定的环保能源领域，我们正在和世界领先的公司进行合作，
为他们交付我们基于永磁技术的电气设备。



先进的全功率系统
全面优化只为打造完美解决方案

可以适应未来更严苛标准的电能质量 

我们的全功率变流器设计满足最高标准的运行要求，稳
健的网侧逆变器保证电能质量经得起未来的考验，同时
满足有史以来在谐波、闪烁和故障穿越 (FRT) 方面最为
严格的并网要求。在分布式电源应用中，我们的全功率
变流器能够创造稳定的电网环境，总谐波失真 (THD) 小
于 1.5％，为业内最低。 

功率因数控制变得容易 

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使得功率因数控制变得容易，可以
对电网暂时或者长期的波动做出快速反应。 

借助活动前端整流技术 (AFE)，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使
用功率引入 (PTI) 和功率引出 (PTO) 模式在船舶中的应
用成为可能，让永磁设备能当作电机或发电机使用。 

坚固设计创造优异性能

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重量轻，具有模块化电源组和定
制的软件，这些保证我们的变流器能够适应所有设计
规格及各种环境条件。坚固的结构设计和故障穿越功
能造就了出色的故障承受能力和电网支持能力。 

在最严苛的环境条件下依然运行平稳 

与传统变流器相比，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对于电网的变
化不敏感。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系列产品具有优越的
控制灵活性，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操作条件。斯维奇变流
器面板设计用于最严苛的环境条件，易于安装与维护。

斯维奇全功率变流器为配合各系列的永磁设备一起工作进行了专门优化。
从而确保您有效地捕捉输出不稳定的环保能源，可以在不断变化的运行条件
下高效地运行。



如今，斯维奇已交付了 6,000 台全功率变流器。



2018 年，我们为世界上功率最大的 9.5 MW 海
上风机，交付了第 200 台永磁发电机。



你是否已经决定你的下一个风机的设计会达到更高的功率？制造多台10 MW 
级别的发电机是我们驾轻就熟的日常工作。我们期待和你一起开启风电的下一
个新视界。

风能视界

提高年发电量 

高可利用率 – 我们在风电领域开创了永磁发电机技术。
永磁发电机没有易磨损零件，因而故障更少、结构更紧
凑、只需最少量的维护。通常来讲，在所有运行条件下，
斯维奇永磁发电机传动系统都可确保风机平均可利用
率达到 97%或更高。

极佳的效率曲线 – 永磁发电机在部分负载条件下也表
现出更高的效率，从而提高了风能和其他再生能源应用
的效率曲线。它们可在较低风速下开始发电。 

提升电能质量 

优异的并网能力 – 我们的全功率变流器支持故障穿
越，满足世界最严苛的并网标准。具有低闪烁、电气噪
音排放最少和 THD（总谐波失真）小于 1.5% 的特点，
为业内最低。

最大限度地降低总生命周期成本

资本投资 – 我们与客户密切合作，优化设计，力求最
大限度地降低总生命周期成本。每个解决方案都是针
对特定运行环境而专门打造的，从而显著降低了设备
生命周期的运行与维护成本。 

运行与维护 – 我们提供的所有解决方案都采用了易于
维护的设计，以提高日常维护的速度。借助远程控制，
我们可以提供24/7的技术支持。您可以实施前瞻性的
维护计划，从而避免发生意外停机和高成本故障。  

延长设备寿命

我们现有的风机设计，可以保证风机使用 年限达到 
25 年或更长时间。和传统技术相比，我们的技术可以
使您的设备寿命平均寿命延长 3 至 5 年，这将显著降
低您的度电成本。



过去 10 年中，我们交付了 1000 多套Power Drive
电气动力传动系统，广泛应用于全球数百艘船舶。



Long dc_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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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船舶

提升能源效率

永磁技术具有无可比拟的功率密度、能源效率、设计
灵活性和运行可靠性。

减少燃油消耗

我们可让所有类型的船只充分利用出色能源效率所
带来的优势，部分负荷运行条件下也是如此。该技术
能够让船只优化主柴油引擎的燃料消耗，从而降低运
营成本。 

灵活设计的优势性 

永磁技术解决方案设计结构紧凑，重量更轻。无与伦比
的灵活性和较小的封装体积可适用于各类配置，在空
间有限的情况下其优势尤为明显。

排放更少

利用永磁技术可显著降低 Sox 和 Nox 排放量，噪音
排放明显减轻。

应用 

永磁轴带发电机 – 通过结合使用我们永磁发电机和
Power Drive动力传动系统，您可以在大部分时间里
关闭辅助发电机、进行变速运行并发电。恒速运行的
终结意味着真正的燃油节约。

电力推进 – 我们动力传动系统驱动的永磁设备提供
精确的可调速控制，满足海上船只和特种船只的动态
定位需求。

直流配电的专家 – 我们用独特的 DC-Hub 直流配电
环网和EBL组成了世界领先的专业直流配电解决方
案。我们的解决方案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稳定安全的
运行，提高了系统可用性和冗余性，无需使用交流总
配电盘。

我们为你的船只减少排放，让你的船只抢得未来先机。可以用斯维奇Power 
Drive动力传动系统和我们的轴带发电机或者电力推进系统配合使用，还有什
么比这更好的解决方案？做为直流配电领域的专家，我们将助你获得绝对领
先的耐用系统。



1997 年，斯维奇为一个水处理系统交付了第一台实心
感应电机。如今，我们为 10,000 rpm 的纸机真空系
统提供电机，并持续收到大批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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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速度

无齿轮传动 

凭借斯维奇直驱变速系统，无需使用变速箱即可掌控
全局。通过将电机集成在工作机械中，可节省大量空
间并显著减重，获得无与伦比的能源效率。  

简化实心转子  

实心转子感应电机是一种独特的感应电机，采用非叠
片式转子结构。这款电机结构坚固，具有卓越的稳定
性和平衡性，能够为所有类型的涡轮机应用提供出色
的旋转系统可靠性。 

高效节能 
全速控制确保运行高效节能。即使在部分负荷条件下
运转，电机也能确保高效运行。  

设计紧凑轻巧 

结构简单，尺寸缩小50%，创造了一款极具成本效益的
系统，可在高功率和高速范围内轻松扩展。  

卓越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坚固耐用的直驱技术使用较少的机械和电气组件。由
此获得高机械集成度、刚性和耐用性。通过变频器，你
可以在整个操作范围内获得各种速度。    

采用变速传动系统的整套设备   

整套设备包括面板中的变速传动系统、电机滤波器以
及电气机械。

量身定制解决方案，迎接各种挑战  

每个高速实心转子感应电机均为特定应用量身定制，
包括涡轮鼓风机、泵、真空压缩机、风扇、涡轮发电机
或船舶应用。

为涡轮应用选择先进独特的的传动系统技术，该传动也用于风电。速度甚至
可达 15,000 rpm，功率范围为 100 kW至兆瓦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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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坚实业绩，全面呈现

Source: MHI Vestas

风电

我们是世界上功率最大的9.5 MW海上风
机的发电机供应商，已交付了200台。

储能

总部在美国的 SustainX 公司选择我
们 1.65 MW 电气传动系统，用于安装在
兆瓦级的等温压缩空气储能设备上。该
储能系统是全球范围内同类系统产品的
先驱。

自 2008 年以来，斯维奇已为金风科技
公司的 1.5 MW 和 2.5 MW 风机提供了 
6000 余台水冷全功率变流器。

2013 年，我们的首批 5 MW 高速传动系
统解决方案在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
设备有限公司的近海风场中连续完成
装机，目前正在顺利运行。

船舶

迄今为止，WE Tech 向我们订购了超
过 35 台永磁轴带发电机，在向船上电
网供电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

过去 10 年中，我们已交付了 1000 多
套坚固耐用的Power Drive动力传动
系统，广泛应用于全球数百艘投入
运营的船只。

波浪和潮汐能

Water Wall Turbine 公司选择我们为其
创新的自浮式发电站提供 500kW 变流
器，该装置从宽阔湍急的水流中捕捉
势能和动能并将其转化为电能。

瓦锡兰在海工船“Viking Princess”号
上已经完成了混合能源系统的安装，
这是世界上第一艘配备电池技术的海
上船只。我们的DC-Hub就是该应用
的核心，通过使用我们先进的DC-Hub
改造，该船只用了3台发电机，而不是
4台，每天能节省大约1吨燃料。



涡轮

芬兰的 Runtech 公司数次向斯维奇下
订单购买高速电机，用于其造纸机械的
真空系统，转速超过 10,000 rpm。

瑞士 MAN TURBO 公司选择我们的
实心转子技术为其储气应用提供高功
率压缩机。该压缩机功率达 8 MW，
转速为 10,000–12,000 rpm，在腐蚀
性气体存在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了水下
安装。

热电联供系统

纽约州白原市（White Plains）18 层的
盖特威大楼安装有 3 套斯维奇的热电
联供变流器，3 套设备同时运行以实现
能源高效利用和可靠运行。



灵活市场定位和创新的产品 

我们为您提供基于敏捷定位的模式化生产方式。能
让您的商业整合突破垂直供应链的局限，您还可采用
灵活的轻资产运营模式。由于该模式建立在财务系
统稳健运行的原则之上，所以能够更好地应对不断
变化的内外部需求。

该方式鼓励客户参与产品的开发与创新。我们可以按
照客户的特定运营条件量身定制产品，或者从客户处
获得提高发电量的突破性想法，与客户共同打造下一
代技术。通过让各方共享最终成果，可以创造出一种
更具活力的合作方式。 

敏捷式生产及灵活的产品设计 
降低您的风险

市场持续变化莫测  

今天的企业需要以不确定性为契机，不断地发展自己。
特别是环保能源企业，企业的经营方式在过去几年里
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注重大规模生产制造到以客户为
中心。  

要实现发展，制造企业须比以往更为灵活、更具机动
性。这就需要将技术快速地应用于新增长领域，往往
需要向原始设备制造商提供本地化服务。 

采用网络化供应链从一开始就是斯维奇的品牌标志。
你可升级你的运营方，无需配置大量固定资产，只需考
虑可控的日常运营成本。

面对市场变化，您的反应有多迅捷? 我们为您带来两大独特优势：敏捷式
生产及灵活产品的研发，我们也可提供各种合作模式。

现有产品 关键零部件

  

产量



核
心

生
产

基
地

可升级的产能和完善的本地化方案 

我们的模式化工厂概念能让客户快速、灵活、有效地在
新地点投入生产。模式化工厂拥有集生产、技术和本地
化为一体的系统性流程，因而我们能够根据您的市场
需要提升或降低产能。确保业绩更出色并最大限度减
少变动。

您可以在专注于自身的技术专长的同时利用我们的专
业知识、灵活性和速度。

产品和许可证方式生产

  本
地

化
工

厂



  与客户亲密合作
携手共赢

客户的组织结构和流程 大客户经理及大客户技术经理运营管理模式



借助独一无二的灵活业务模式，我们能够完善您的战略计划，助您谨慎有效
地管理风险，不断增加产能，从而更加自信地发展。

敏捷式业务运营模式创新 

敏捷定位意味着建立一种最佳的合作方式，专注于双
方的核心技术专长和附加值。 

客户可以购买设计、零部件、发电机、全功率变流器、
电机或整套系统。

我们可以制造即用型的产品，可以是已经投放市场的
产品，也可以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的个性化解决方
案。我们可以依据客户要求生产系统中的关键设备，
甚至可以同意客户用许可证的方式自行生产。 

一切只为满足您的业务需求

无论您做何选择，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个协作平台，
借此您可以逐步推进生产和工作流程，获得最佳盈
利能力。 

从制造基地到本地化生产地点  

您一开始可以选择在我们的工厂为您制造设备，这样
可以带来许多益处：包括风险降低、效率提高、质量有
保证和产能充分等。当您需要深化本地化发展时，我们
可以通过预先计划的本地化提供支持，便于您获得实
惠的劳动力成本和简化的物流部署。

灵活迈出每一步

您的每一步发展，我们将全程相伴。我们灵活的业务平
台为您缩短了产品上市的时间，让您可以更专注于可以
带来最大价值的业务领域。

我们的服务助您达成目标

我们的人对人服务是为您的需求量身打造，能够延长
您设备的系统寿命。组件简单、使用的机械和电气部件
更少、维护频率更低，确保优异的可用性。我们向您保
证帮助您达到最高可靠性和及最大生产率。

灵活的运营模式
准备好应对层出不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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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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