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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电力电子产业的领导者，Delta在电源相关整体解决方案、电能质量产品、可再生能源相关产品、视讯显示器、工业自动化等多项领域居

世界级领导地位。在交换式电源产品和风扇产品的全球市场上，Delta的市场占有率更是世界第一。

Delta的营运、生产、研发中心遍布欧洲、美洲、亚洲，全球员工数逾6万人。

2011年，Delta的营业收入超过66亿美元。自1971年创立至今，年均复合成长率超过35.3％

了解客户需求、提供超过客户期许的解决方案以使客户满意是Delta企业文化的核心。

在CNBC欧洲商业杂志「全球百大低碳企业」评选中，Delta绿榜题名。

Delta连续四年荣获《远见杂志》企业社会责任首奖及荣誉奖。

Delta连续三年荣获《天下杂志》企业公民奖。

以“环保 节能 爱地球”为经营使命，Delta极强的社会责任感，

亦展示出其在绿色IT上将先进技术付诸实践的自信。

“Delta的电源效率只要提升1%，世界就能少盖几座电厂”，Delta董事长曾经这样说。

IEEE期刊每年选出三篇最佳论文颁奖，以表彰其对电力电子学术领域的杰出贡献。

2009年9月，Delta的＜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Bridgeless PFC Boost Rectifiers＞从313篇论文

中脱颖而出，获IEEE颁发的最佳论文奖。图为IEEE 电力电子协会主席Prof. Deepak Divan (右) 颁发最

佳论文奖，Delta美国研发中心负责人Milan M. Jovanovi 出席颁奖。 

秉持“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的理念，Delta在产品从开发到制造的各个阶段都坚持最严格的品质控管，以确保客户完全满意。正是最高的质量标准，

使Delta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首选供货商。

Delta位于吴江的工厂，地处东连上海、西临太湖、

北接苏州市区、南通杭州的长江三角洲中心，占地逾

千亩，是中国最大的电能质量及电子产品生产基地。

全球的 Delta

品质的 Delta
产品—Delta品质的最佳证明

制造的 Delta

技术的 Delta
全球研发500强

绿色的 Delta

富士通西门子

英特尔

Rockwell

Microsoft

Sony

西门子

Cisco

HP

三星

IBM

富士通

GE

Dell

优选供应商奖（2008）

最佳品质供应商奖（2007）

总裁奖（2007）

杰出核心供应商奖（2006）

卓越品质肯定奖（2005）

年度最佳供应商奖（2005）

年度供应商成就奖（2004）

最佳供应商奖（2004）

优异合作及贡献奖（2003）

杰出供应商及企业伙伴奖（2002）

杰出贡献奖（2001）

杰出供应商奖（2000）

白金级供应商奖（1999）

每年将营业收入的5%投入于研发的Delta，曾经在英国工贸部的一个世界排名中位列第43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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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补偿
投入前后
效果比较

非线性负载配电环境下（谐波 + 无功）

投入前 投入后

补偿效果受到影响，畸变恶化用电环境，
降低可靠性

过去
工业现场的主要负载是电机和线性电源，所需解决的是静态无功

问题，在系统配电侧增加容性补偿基本可以满足网侧的无功需求。

现代配电系统概况
需要更加稳定高效的无功补偿方案

现在
整流设备的存在，电力电子控制设备的使用让电能质量问题变得更

为复杂。

然而 , 传统的电容补偿柜一直作为标准的电能质量治理设备配置，在新的电能质量问题下，这种补偿方式不但无法发挥效能进行有效治理，自身安全

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成为配电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

现场实测波形对比表明，在有谐波的情况下，电容投入会放大谐波，这是一定程度谐振的表现，匹配度较高时将导致更加严重的过电压、过电流，造

成跳闸停电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可以看出，原有的电容补偿方案已经不适应现有的负载特性，需要更加稳定可靠的无功补偿解决方案。

电容补偿
投入前后
效果比较

线性负载配电环境下（纯感性负载）

 投入前 投入后

补偿了感性无功，达到补偿效果

问题的升级与演变

高压进线

10/0.4KV 10/0.4KV0.4KV 0.4KV

入户高压配电 入户高压配电

电容补偿柜 电容补偿柜
产线配电 产线配电

电机负载 现场控制设备 电机负载

高压进线

整流发光体 变频器 不间断电源 现场控制设备 电机负载 计算机网络
及周边设备

注入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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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电能质量问题

电容补偿设备的存在以及这些新的动态无功和谐波问题又会衍生出更多的电能质量问题 : 谐振、电压波动、闪变，电压畸变，三相不平衡等，进而影

响到用户的设备正常运行的诸多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现象：导体发热
危害：设备利用率下降，容易浪费

现象：产生过电压,过电流
危害：设备烧损爆炸，跳闸停电

现象：绝缘击穿，对地短路
危害：设备损坏

现象：柴油发电机启动

      失败或带载振动

危害：供电失败

现象：高频干扰

危害：计量错误 

          通讯失败

现象：零线/地线电压
      超过允许范围

危害：着火，设备损坏

      

发热
击穿

干扰

机油兼容

零地电压

危害：设备过压停机
      烧损，照明频闪

电压波动
  及闪变

谐振

重要结论：

① 电容补偿是整个配电系统的性能短板，需要更加可靠的电能治理方案与现代负载相匹配！

② 现代用户配网的主要电能质量问题均源自于 3 个共同的原因：谐波、无功波动及电容存在，因此有效的治理手段也会围绕着消除这 3 个因素来

展开。

谐波
电容存在无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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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解决方案

台达 SVG+

加强型静止
无功发生器

APF
有源电力
滤波器

SVG
静止无功
发生器

TSF
无源（调谐）

滤波器

TSC
动态投切失谐
电容补偿柜 

FC 失谐电容
补偿解决方案

电气组成方式
固定电容串联电
抗抑制涌流并做
失谐处理

接触器或晶闸管控制
电容投切，串联电抗
失谐处理

接触器或晶闸管控制滤
波回路投切

可控电力电子器件
控制发出反向无功
补偿电流

可控电力电子器件控
制发出反向谐波补偿
电流

可控电力电子器件控制发
出反向无功及谐波补偿电
流

功能实现

固定容量补偿无
功；电容随时间
降容可导致谐
振；故障率较高

分组投切电容实现动
态分级无功补偿，但
通常速度较慢；频繁
投切会导致高故障
率；电容随时间降容
可导致谐振

固定次带通调谐滤
波，具有一定无功补
偿能力，但滤波和补
偿有时会矛盾；因其
带通滤波原理导致极
易谐振，故障率极高；

实现快速、精确双
向无功补偿；彻
底消除系统谐振风
险，寿命较长，故
障率低

实现全频段快速、精
确滤波，虽可实现无
功补偿，但因容量限
制，很少用于无功补
偿；寿命较长，故障
率低

可实现快速、精确、双向
无功补偿；且可针对 13
次及以下频段快速、精确
滤波；彻底消除系统谐振
风险

谐波治理效果 无 无 一定改善，效果较差 无 好 较好

无功补偿效果
固定容量补偿，
经常过补或欠补

一定改善，响应速度
较慢

一定改善，响应速度
较慢

好
好，但通常容量不够
大导致应用代价高

好

台达低压配电系统电能质量解决方案
设计要点
——治理方式的选取：

伴随着现代负载及配电环境的升级，市场上电能质量产品也在不断的升级换代以适应“谐波”+“无功”或“动态无功”的现代用户配电环境，但

前期的补偿解决方案主要都是通过调节电容或电感实现补偿，虽然应用广泛，但是由于电容的存在，受限于机械开关的通断速度，在谐波治理和无功补

偿的过程中依然存在谐振、响应时间慢等问题。

——我们能够解决的电能质量问题：

变压器低压侧使用台达加强型静止无功发生器（SVG+）替代传统电容补偿，可有效地提升配电系统的可靠性，大大改善系统电能质量指标，并解决绝

大部分电能质量问题对用户和电力系统造成的危害。

           
●    有效降低变压器低压侧谐波分量和无功分量，从而减少变压器、总开关及母线等配电设备的发热和损耗，提升带载能力

●   有效降低变压器低压集中侧的谐波分量，替代电容补偿模式，杜绝电容构成的 L/C 谐振风险

●    消除零线谐波及不平衡，有效降低零地电压；改善柴油发电机负载性质，避免震荡和超载

●    有效消除无功波动造成的电压波动，避免用户设备受到电压波动和闪变的影响

●    有效降低电压畸变率，避免用电设备被过高的电压峰值击穿

●    保障谐波功因指标达标，避免电力处罚

不断升级的电能质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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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质量改善用户价值体现

依托国际著名电力电子集团“台达电子”的全球研发，国内规模化生产的高性价比电能质量综合治理产品。近年来，台达 SVG+ 系列产品在制造、能源、

轨道交通、通讯、政府、楼宇建筑等行业的机房和工业现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受到客户的良好评价。

>> 制造领域

>>  重工业领域

>> 电气化铁路和轨道交通系统

>> IT 机房

代表行业：汽车、光电、IC、光伏、化纤、家电电镀、橡胶轮胎、烟草、化工、金属拉丝、电子、机械加工、建材

代表行业：冶金、矿山、港口、造船、煤化工

代表行业：地铁、电气化铁路

常见现场：银行、广电、政府、互联网及 IT 企业、通信运营商

电能质量特点 :
传动和调速装置是制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设备，而大量的变频器和直流

拖动设备都采用了 6 脉冲整流，导致制造业现场的谐波含量超高。此外，随
着 LCD、LED、光伏、化纤等精密制造行业的兴起，基于 SCR 整流的精密加
热设备容量越来越大，家电业的电镀整流，橡胶轮胎的密炼机，烟草行业的
打烟机等，同样会造成严重的谐波污染，其主要谐波频段集中在 5、7、11、
13 次以下。传统基于电容的无功补偿和滤波方案应用在这些领域会因谐波含
量严重超标而导致自身的频繁故障、损坏，甚至谐振导致其他设施的损坏。
同时这些行业的用电电压往往也会发生严重的畸变，导致电机设备产生附加
转矩，造成生产效率降低、废品增加或高附加能耗。

电能质量特点 :
重工领域起重机、提升机、电焊机、轧机、电弧炉等设备谐波含量高，

主要频段集中在 13 次以下，同时负载冲击较大，导致无功变化幅度大，进而
引起电压波动。电焊机和某些加热炉还会采用 2 相供电，可能出现三相不平
衡问题。因此现场往往无法使用传统的电容补偿柜，而无功补偿的缺失进而
造成无功功率冲击，无功波动以及不平衡负载进而导致电压的波动和不平衡，
直接造成设备损坏和工作异常。同时也带来了无功功率需求增大和谐波污染
电网的问题。

电能质量特点 :
轨道交通的特殊性在于其电缆铺设距离长，由于线路中杂散电容较大，

将导致主变电所呈现容性，因此采用传统的电容补偿无法补偿感性，导致开
通初期负荷较小时会过补偿， 过补偿和欠补偿一样，会对系统造成一定的危
害，甚至过补偿犹有过之。其危害主要有三点：抬高电网电压、增加有功损耗、
导致系统谐振。此外，电力机车牵引供电的整流逆变装置，和站内的电子装
置也会产生较大的谐波，主要以 11、13 次谐波为主。谐波会与电容构成谐
振风险，影响供电安全和可靠性。谐波还会造成对其他用电设备的干扰和附
加发热。

电能质量特点 :
随着 IDC 机房和大型通信交换中心的容量越来越大，行业内越来越重视

通信设备以及 UPS 等电源设备的就近滤波和补偿，随着通信设备占比越来越
大，而集中补偿需求容量出现了越来越小的趋势。由于通信场合对电能质量
的要求更高，在配电侧的补偿要求做到小型、精确补偿以及有滤除谐波的功能，
因通讯机房的主要谐波源 UPS、开关电源等容量巨大，即便采取了就近滤波，
在变压器侧的谐波占比已经不高，但谐波电流绝对值仍然会超过国标要求，
对传统电容补偿构成威胁，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发谐振，而且造成变压器的
额外发热。此外，IT 机房通常为了确保供电连续性，都配有柴油发电机，并
采用双母线供电方式，当柴油机供电时，传统电容补偿会退出运行，在最需
要进行补偿的时候退出，会导致柴油机的配置偏大，且运行时提供额外的无
功电流。此外，谐波还容易导致油机的励磁电流产生震荡，影响油机的正常
输出甚至启动失败。

解决方案及实现效果
采用 SVG+ 替代传统的电容补偿，可实

现在低压侧高质量的无功补偿，彻底消除谐
振威胁，大大降低配电设备的容量负担，让
变压器、关键负荷开关工作在低发热、高效、
高可靠的状态下。此外，滤除了主要的谐波
电流，可有效消除电流和电压谐波畸变，确
保用电设备正常工作，电机高效运转。同时
降低设备故障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解决方案及实现效果
安装 SVG+ 后可以有效解决由于谐波和

无功造成的电压波动和畸变问题，并可改善
负载的不平衡问题，改善现场设备的电能质
量环境，让设备工作在平稳标准的正弦电压
下，保证电机正常运行，提高变压器设备利
用率，降低损坏和故障率，节能降耗。

解决方案及实现效果
采用 SVG+ 替代传统电容补偿设备，可

以有效的进行双向补偿（系统呈容性时补偿
感性无功，系统呈感性时补偿容性无功），
确保系统不出现过补偿。还可以有效消除谐
波，避免谐振风险，加强高低压供电系统的
稳定性。

解决方案及实现效果
采用 SVG+ 装置替代传统电容补偿，可

有效滤除谐波，使得变压器侧的谐波绝对值
小于国标要求，消除谐振风险。并在油机供
电时可保证正常补偿和滤波，大大提升通讯
机房配电系统的运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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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质量综合改善标准

台达 SVG+ 系列产品综合改善系统电能质量，包括谐波（THDi & THDu）和功率因素（cosΦ），使设备在理想的配电环境下运行，大大提升系统运

行可靠性、避免设备由于电能质量带来的设备故障等问题，大幅度提升设备设计使用容量。满足国家对电压谐波、电流谐波及功率因素指标的要求。国家

标准参考指标如下：

10kV 配电网的无功补偿以配电变压器低压侧集中补偿为主 , 以高压补偿为辅

配电变压器的补偿容量可按变压器最大负载率 75%, 负荷功率因素 0.85 考虑

补偿到变压器最大负荷时其高压侧功率因素 >0.95

其他电力用户 , 功率因素不宜低于 0.90 

——并网发电机组 ( 自备电厂或柴油发电机并网 ) 的无功要求

为了保证系统具有足够的事故备用无功容量和调压能力， 并入电网的发电机组应具备满负荷时功率因素在 0.85( 滞相 )~0.97( 进相 ) 运行的能力。新

建机组应满足进相 0.95 运行的能力。

——电压谐波（THDu）的国家标准 GB/T14549-93《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电流谐波（THDi）的国家标准 GB/T14549-93《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功率因素（COSΦ）的国家标准《国家电网公司电力系统无功补偿配置技术原则》

各级电网谐波电压限值（%）

电压（kV） THDu
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奇次 偶次

0.38 5.0 4.0 2.0

标准电压
kV

基准短路
容量 MVA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 A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0.38 10 78 62 39 62 26 44 19 21 16 28 13 24

>> 石油化工领域

>> 楼宇建筑

代表行业：石油钻探、采油、炼化

常见现场：办公大楼、医院、剧场、公共建筑、游乐设施

电能质量特点 :
从海油钻井平台到陆基采油厂，从炼化到输油领域，石油石化的生产现

场都采用了大量的变频器及现代化整流设备，使用现场谐波含量大大增加，
所产生的谐波以 5 次、7 次和 11 次为主。因谐波的存在以及随着电容寿命
的降低，容量的下降都会导致谐振发生。而石油石化的生产现场对可靠性的
要求极高，尤其是谐振造成的过电流过电压会导致停电或设备损坏，严重影
响生产现场的连续稳定运行。此外，谐波的存在也会导致电机等负载发生电
子嗑轴等现象的发生，损坏设备，增加附加损耗。

电能质量特点 :
现代建筑配电系统中，非线性负载大量使用，如电梯、水泵、空调、节

能灯、可控硅调光系统、大型 LED 设备、IT 机房等都是谐波含量极高的的
负载。谐波会与传统电容补偿设备构成谐振，影响到楼宇中的配电和用电设
备的正常运行。此外，照明等容量占比很高的负载多采用单相供电，会在零
线造成 3 次谐波的叠加，抬高零地电压，增加零线的发热和负担，并产生三
相不平衡，对用户设备造成损害。

解决方案及实现效果
使用 SVG+ 替代传统的电容补偿，可有效

的消除谐振风险，提升整个配电系统的可靠
性。此外，还可以有效滤除谐波，提高设备使
用效率和使用寿命，节能降耗。备使用效率和
使用寿命。

解决方案及实现效果
使用 SVG+ 替代传统的电容补偿，可以有

效的消除谐振风险，提升整个配电系统的可靠
性。此外，还可以有效滤除谐波，为配电系统
营造绿色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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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达加强型静止无功发生器(SVG+)

台达 SVG+ 加强型静止无功发生器正是基于客户的真实需求应运而生，适用于配电系统变压器低压侧电能质量综合治理，可同时进行无功补

偿、谐波治理以及三相不平衡治理等。与传统的电容补偿方案相比，具有精确、双向、快速无功补偿能力，且杜绝电容系统的谐振风险；与传统

的 SVG 方案比较，增加了必要的谐波治理能力，在有效处理无功问题的同时，解决谐波造成的影响，用最高的性价比彻底解决用户绝大多数电能

质量问题。根据应用的形式以及变压器容量不同，SVG+ 设备分为抽屉式和机柜式系统两种形式。

抽 屉 式： 核 心 部 件

50Kvar 的功率模块，补

偿容量随需扩容，最多单

柜 配 置 10 个 50Kvar 功

率 模 块 构 成 500Kvar 系

统，并可通过并柜进一步

扩展容量。

机 柜 式： 单 柜 容 量

500Kvar，可并柜进一步

扩展容量。对于绝大部分

的低压变压器，配置 1~2

台 SVG+ 即可满足无功和

谐波综合治理的需求。

抽屉式 SVG+ 系统 机柜式 SVG+ 系统

产品简介及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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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G+ 基本原理是指将自换相桥式电路通过电抗器直接并联在电网上，适当地调节桥式电路交流侧输出电压的相位和幅值或者直接控制其交流侧

电流，就可以使该电路吸收或者发出满足要求的无功电流和谐波电流，实现谐波环境下动态无功补偿之目的。

SVG+ 的无功补偿功能实现模式

加强型静止无功发生器工作原理图

SVG+ 不仅可补偿无功，还可以同时治理 13 次（含 13 次）以下低次谐波，系统可同时工作在无功补偿及谐波补偿两种工作状态下。当谐波补

偿功能启动时，如电网侧有用电设备产生的电流谐波回馈，则 SVG+ 加强型静止无功发生器能对电流谐波进行迅速的跟踪补偿。其原理：系统通过

网侧的 CT 采集电流谐波，经双 DSP 快速计算，对网侧谐波进行快速傅立叶分解，确定 13 次以下谐波分量情况，在 1ms 内动作发出电流命令，并

通过功率执行器件产生与谐波源谐波电流方向相反幅值相等的补偿谐波电流，并注入系统，达到抵消非线性负荷所产生谐波电流的作用。

SVG+ 系统在补偿无功与治理谐波的同时不会产生谐振的危险，同时也不存在过载问题。当系统无功与谐波电流增大超过装置的补偿能力时，

滤波器仍可发挥最大补偿作用；并联的结构使得改造和新建项目现场施工和操作更加灵活安全可靠。

SVG+ 谐波治理功能实现

工作原理

运行模式 波形和相量图 说明

空载运行模式 UI = Us，Isvg = 0，SVG+ 不输出无功。

容性运行模式 UI > Us，Isvg 为超前的电流，其幅值可以通过调节 UI
来连续控制，从而连续调节 SVG+ 发出容性无功。

感性运行模式 UI < Us，Isvg 为滞后的电流。此时 SVG+ 发出的感性
无功可以连续控制。

  
UI

Us

UI

Us

(a)  UI = Us

没有电流

 

 UI

Us

Isvg UI

Us jxIsvg
Isvg

(b)  UI > Us

超前的电流

 

 

UI

Us
Isvg

UI

Us

jxIsvg
Isvg

滞后的电流

(c)  UI < Us

iL=iL.p+iL.q

iS=iL.p

iC=iL.q

ua

ub

uc

驱动电路

PWM信号

用
户
负
载

PWM
发生器调节器

负荷无功
及谐波电
流计算

IL.q IC

iL.abcuabc

+
-

δ
λ

PLL

wt

系统进线

台达加强型静止无功发生器(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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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多能：同时补偿功率因素、治理谐波和三相不平衡

安装灵活：模块式设计和机柜式设计多种安装方式，可根据用户系统情况进行

嵌入安装或配置标准机柜系统 

体积小容量大：单柜最大容量 500Kvar，占地面积远小于基于传统电容的补偿

方案，2 台设备并联即可覆盖全部低压变压器的综合补偿容量 

输入电压和频率范围宽：适合国内电网波动，并可与柴油发电机兼容，油机输

出时可进行持续无功补偿和谐波滤除

快速响应：双 DSP 控制，实时跟踪，动态补偿，动态响应速度快（ms 级回应）

双向精确补偿：与传统电容补偿方案比较，SVG+ 可实现容性和感性的双向补

偿，无功补偿为连续补偿，补偿误差小于 1%

稳定性好：对电网呈无穷大阻抗，不影响系统阻抗；且输出波形精确，不会影

响其他设备

效率高：功耗低（小于额定功率的 2.5%）, 实际效率 >97.5%

实时灵活监控：透过通讯接口计算机远程监控，便于集中控制管理，标配远程

监控接口，支持远程开关机

完善的功能设置：自动自检启动，软启动时间可设定，EPO 紧急关机功能及

完善的系统保护功能

友好中英文操作界面：事件记录， EEPROM 故障记录

系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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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指标

电气性能

额定电压 AC380V ±20%，AC690V±20%，

补偿方式 三相三线

输入频率范围 50HZ ±10%

滤波程度 对选定的谐波可进行补偿设定

谐波治理率 ≥ 95%

无功补偿能力 动态或静态，可补偿到 PF=1, 或根据设定的目标 PF 值进行精确补偿

支持负载类型 感性负载，阻性负载，相间负载（三相三线）

动态响应时间 全响应时间≤ 10ms

热损耗（效率） 满载时最大热损耗≤ 2.5％，效率≥ 97.5％

保护功能 过欠压 / 环境温度过热 / 超载短路 /IGBT 过热保护 / 缺相 / 相序反 / 自动重启设定

电能质量补偿功能 可针对：无功、谐波、三相不平衡、以及电压波动和闪变进行补偿

控制特性

控制器 双 DSP

通信方式 采用 Modbus 远程通信协议，通信接口 RS485/232 和 CAN 总线

控制连接 光纤或电气连接

可并联台数 8 台

结构特性

防护等级 IP21 或者按照用户要求定制

冷却方式 强迫风冷

安装方式 一体化安装

MTBF ≥ 30 万小时

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范围 -10~50℃

安装海拔高度 ≤ 1000m, 大于 1000m 时刻降容使用

台达加强型静止无功发生器(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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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配置

 

 

 

台达 SVG+ 型号命名方式

接线方式：3—三相三线，4—三相四线

结构型式：

C—机柜式（Cabinet），D—抽屉式（Drawer）

最大容量：

50 代表 50kvar，400 代表 400kvar，500 代表 500kvar

单体容量：

50 代表 50kvar， 500 代表 500kvar

额定电压：

380—380V，660—660V

产品类别：

S—低压加强型静止无功发生器（Static Var Generator Plus 的缩写）

PQC 代表电能质量补偿器

Power Quality Compensation 的缩写

PQC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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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结构参数

型号 容量 (Kvar) 尺寸 (WxDxH)mm 重量 kg（约）

PQCS-380-50-50D 50 536 x 734 x 182 47kg

PQCS-380-50-50C 50 800×800×2200 265 kg

PQCS-380-50-100C 100 800×800×2200 302 kg

PQCS-380-50-150C 150 800×800×2200 339 kg

PQCS-380-50-200C 200 800×800×2200 376 kg

PQCS-380-50-250C 250 800×800×2200 413 kg

PQCS-380-50-300C 300 800×800×2200 450 kg

PQCS-380-50-350C 350 800×800×2200 487 kg

PQCS-380-50-400C 400 800×800×2200 524 kg

PQCS-380-50-450C 450 800×800×2200 561kg

PQCS-380-50-500C 500 800×800×2200 598kg

PQCS-380-400-400C 400 800×800×2200 650kg

PQCS-380-500-500C 500 800×800×2200 750kg

* 备注：系统间可并柜，最大系统并联 8 台 

             以上为典型配置方式，如有其他规格要求，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可支持多种电压制式

台达加强型静止无功发生器(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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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参考

设计要点：用无谐振风险的补偿设

备替代电容补偿柜；在变压器低压

侧对谐波和无功综合治理，有效降

低用电设备端 THDu( 谐波电压 ), 配

电端 THDi( 谐波电流 ), 和改善网侧

PF( 功率因数 )

对于新建项目——我们积极与设计院及业主沟通，了解整个配电设计规划，设计参考容量可

以等于或者小于原有电容补偿设计容量，后续也可随需方便扩容。

对于改造项目——我们提供专业的电能质量数据测量，根据无功及谐波电流补偿量精心设

计，提供用户定制化方案。

我们的目标——

用 20% 的投入解决用户 80% 的电能质量问题！

高压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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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0)3879-2175
传真 :(020)3879-2178

厦门
电话 :(0592)5313-601
传真 :(0592)5313-628

南宁
电话 :(0771)5879-599
传真 :(0771)2621-502

贵阳
电话 :(0851)6901-374
传真 :(0851)6901-374 转 8012

乌鲁木齐
电话 :(0991)6118-160
传真 :(0991)6118-289

兰州
电话 :(0931)8732-800
传真 :(0931)8732-808

西安
电话 :(029)8836-0640
传真 :(029)88360640-8000

贵阳
电话 :(0851)6901-374
传真 :(0851)6901374-8012

福州
电话 :(0591)8755-1305
传真 :(0591)8752-0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