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弘电气

盛弘电气
Sinexcel Electric Co.,Ltd

盛弘电气
网址：www.sinexcel.com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白路 1002 号南山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二区 6 栋
电话：0755-8651 1588 传真：0755-8651 3100 

微信扫描，
了解更多
产品信息

微信扫描，
与我们直接
交谈

盛弘电气

SEPQ201606

全控型电能质量
产品综合手册

APF · SVG · ASVG · SVGC



www.sinexcel.com 0201 www.sinexcel.com

 sinexcel | 公司介绍

1 盛弘电气
总部位于深圳，14500 平米独立研发与制造中心 

专注于全控型电能质量技术的高科技企业

执著于产品精神

坚持应用模块化技术提升系统稳定性

用户价值导向，贯彻服务精神

遍布中国与世界的服务与应用网络

2 公司及产品资质荣誉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高新技术企业

软件企业，软件产品

中国电科院，信息产业部，IEC6100 国际电工委员会认证，

CQC 认可实验室型式实验报告

22 项专利，其中 13 项发明专利

国家创新基金

深圳市科技研究开发计划

3 全控型电能质量技术
DSP 强大运算与控制功能

IGBT 高达 35KHz 快速开通关断速度

APF、SVG、ASVG、SVGC、SPC、LVR、AVC

满足用户无功补偿、谐波补偿、三相不平衡补偿电压控制等需求

实现 PF 0.99，THDi 5%，三相完全平衡、电压稳定等需求

4 精于模块化产品设计
先锋 — 早推出 PQ 全控型产品模块化设计企业

领导者 — 专注于模块化技术，全控型 PQ 领导品牌

模块化 — APF, SVG, 380V/480V/690V 全系列模块化产品

精研模块化技术提升用户系统稳定性

元器件方式设计全控型 PQ 系统

5 工程服务能力
低压全控型 PQ 行业 大 60 人服务团队，电能质量咨询、系统规划、测试、工程交付全流程服务

遍布中国区域核心城市完整服务网络，模块化设计产品的快速服务能力

6 应用业绩
30 种以上应用行业：石油矿采、轨道交通、IDC 机房、通信、冶金、化工、汽车工业、公共设施、银行、医院、

            剧院、广电、主题公园、电力系统等

全系列非线性负载应用验证：灯光、变频器、UPS、开关电源、充电机等

多种系统及应用工况应用验证：遍布粉尘的矿山及厂房、远离陆地，对产品稳定性要求极高的海上钻井平台、

           THDi 高达数百的电能质量恶劣场合、负载电流呈容性且含有大量谐波的系统

全球业绩应用：中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澳门，韩国，印度尼西亚，

           肯尼亚，泰国，日本，缅甸，越南，印度，俄罗斯，智利，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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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1.1 电能质量存在的问题

 电能质量问题引起的常见现象

不良的计算机性能
电容器故障

产线废品率上升 设备误报警

设备误报警

断路器和变速驱动器的恼人脱扣

PLC 无故跳脱或重置

设备故障率升高 被罚款
电动机的寿命减少

中线电缆发热

控制器烧毁
变频器突然停机

精密仪器无法正常工作或者损坏

开关设备温度高
设备运行功率达不到额定功率，效率低下

电机和变压器等设备的过热

死机和数据损失

机械振动噪声变大

 产生以上现象的源头可能是由于电网系统中存在了电能质量问题。

提升电能质量所带来的收益

治理谐波       

     提高企业设备的供电质量，提高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减少因设备误动作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降低用电设备发热，减少绝缘老化，从而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减少设备的维护费用；        

     减少电网中补偿电容器的谐振几率，提高用电安全。同时，减少谐波对系统信号传输的影响，增加系统的可靠性；        

     电机等设备发热减少，电脑系统数据出错率降低；        

     减少谐波产生的电磁干扰，保障弱电系统正常工作；         

     满足国家及地方标准要求。

  

治理无功       

     减少企业自身电费开支；        

     保证系统功率因数达到国家标准，避免因为功率因数低导致的力率电费罚款；        

     减少电网线路损耗及对上一级变压器容量的占用；        

     减少有功损失和电压降落，释放变压器、发电机容量，提高用户设备利用率和电网供电质量；       

     改善设备的利用率、改善电压的稳定性。 

治理三相不平衡       

     有效避免中线局部发热老化，甚至是火灾的风险；        

     避免因局部电压不平衡，引起的设备误报警；        

     避免零地电压偏高而导致控制系统弱电设备烧毁的风险。

 sinexcel | 1.2 什么是完美的电能质量

THDi
5%

PF
0.99

三相
平衡

国家为保障用电系统的电能质量出台了相关标准

GB/T 12325-2008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GB/T 15945-2008 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频率偏差

GB/T 15543-2008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

GB/T 12326-2008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T 14549-1993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 24337-2009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间谐波 

GB/T 19862-2005 电能质量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通用要求

GB/T 15576-2008 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GB 7251-1997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JG/T417-2013 建筑电气用并联有源电力滤波装置（盛弘为该标准的参编企业）

1. 技术进步，使更多节能

增效的产品和技术应用于

用户系统， 提升了电能应

用效率，却同步 产生一系

列电能质量问题；

2. 电力能源是多种能源经

过转换， 应用面 广的能

源。用户对电力能源依赖

性日趋增强，优质电力能

源是维持用户复杂和功能

丰富系统稳定性的支柱；

3. 以一个建筑的全生命周

期考虑，建设一个优质电

能质量系统，更能提高系

统的电能应用 效率、电能

应用稳定性， 终得到

大的投资价值；



 sinexcel | 1.3 如何实现完美电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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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交流电技术的发展，让完美电能质量成为可能

柔性交流输电技术（Flexible Alternative Current Transmission Systems，FACTS）是综合电力电子技术、微处理和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而

形成的用于控制交流输电的技术，主要内涵是采用可靠、高速的大功率电力电子元器件（晶闸管、IGBT 等）代替目前附加在交流系统中传统设

备上的机械式开关，实现交流输电系统的灵活、快速控制，从而提高输配电系统可靠性、可控性、运行性能和电能质量，并获取大量节电效益的

一种新型综合技术。 

所谓“柔性控制”, 主要是区别和相对于原来交流电网中的常规“刚性控制”而言。这不仅是由于前者主要依靠电子型技术，后者常是机械型或

机电型技术，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其控制作用的快速性、精确性、连续性、柔韧性、有效性等。   

柔性交流输电设备与传统电气设备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1、采用功率电子开关技术，没有机械磨损，大大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灵活性；

2、响应时间短（ms 级），控制快速， 有利暂态稳定性的提高； 

3、被控参数既可断续调节、也可连续调节，十分有利系统动态稳定性的改善； 

4、可通过快速平滑调节，方便迅速地改变系统潮流分布，对提高现有网络的传输能力，防止事故发生后因连锁反应引发的跳闸十分有利；

盛弘柔性交流输电系统电能质量产品体系 

——将“柔性”应用到电力系统电能质量治理中， 终实现 THDi 5%，PF 0.99，三相平衡的完美电能质量

SVG   —— 静止无功发生器（Static Var Generator，简称 SVG，又称 STATCOM） 

ASVG —— 增强型静止无功发生器（Advanced Static Var Generator，简称 ASVG） 

APF    —— 有源滤波器（Active Power Filter，简称 APF） 皆为当今电能质量领域 新技术的代表，并联于电网低压侧，用于治理电流质量问题，

以其智能化的控制，高效率，快速动态响应，稳定可靠的运行状态，将复杂的电能质量问题悉数解决，让实现完美的电能质量成为可能。

完美电能质量

THDi 5% PF 1.00 三相平衡

3P3L 三相平衡完美波形 3P3L THDi ＜ 5% 完美波形 3P4L 三相平衡完美波形

3P4L THDi ＜ 5% 完美波形 THDi ＜ 5% 完美频谱图 PF 0.99 完美功率因数



 sinexcel | 2.1 全控型 PQ 总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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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弘全系列 PQ 产品为电能质量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是采用现代电力电子装置和基于高速 DSP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及 CPLD 复杂

可编程逻辑器件制成的新型电能质量治理专用设备，使用盛弘 PQ 系列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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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功率因数、消除谐波、抑制谐振、改善三相不平衡，保障用电系统能够长期稳定高效地运行。

三大产品系列

全控型技术要求全控型部件 —— 盛弘全系列 PQ 产品两大核心部件

综合电力电子技术—— IGBT 功率器件（PQ 产品的心脏） 

IGBT 是目前发展 快的一种全控型电力电子器件，具有输入阻抗高、速度快、热稳定性好、耐压高和承受电流大等优点，是盛弘电能质量产品

的核心功率部件。

微处理和微电子技术 —— DSP+CPLD（PQ产品的大脑） 盛弘系列PQ产品基于3个高速32位DSP+CPLD全数字控制方式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主要用于实现复杂的算法；各项参数的采样、读取 ; 传送及计算；IGBT 触发信号的产生；故障信号的处理；通信及人机接口的功能等，是盛弘

电能质量产品的核心计算及控制部件。

DSP 的强大运算能力，CPLD 的逻辑控制功能，IGBT 高达 35KHz 的快速通断速度，使盛弘全系列 PQ 产品得以实现 THDi 5%，PF 1.00，三

相完全平衡的完美电能质量治理效果。

APF SVG ASVG

控制
算法
智能控制思想

高速半导体器件 高速数据处理器件

全控技术实现完美电能质量

全控型核心硬件

 sinexcel | 2.2 APF 原理

APF 工作原理

Sinexcel 有源滤波器通过外部电流互感器 CT，实时检测负载电流，并通过内部 DSP 计算，提取出负载电流的谐波成分，然后通过 PWM

信号发送给内部 IGBT，控制逆变器产生一个和负载谐波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流注入到电网中补偿谐波电流，实现滤波功能。

各次谐波电流与基波电流叠加 终表现为非正弦波形。

通过 Sinexcel APF 补偿后的 THDi<5%，PF0.99 级补偿效果

Sinexcel APF
补偿无功及滤除 2~50 次谐波

含有谐波的用电环境

谐波源负载电网

周期性非正弦波

三次谐波

五次谐波

七次谐波

九次谐波

基波

波形图 频谱图

非正弦波分解后的各次谐波含量

APF 反向补偿各次谐波含量



 sinexcel | 2.3 SVG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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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2.4 ASVG 原理

工作原理

Sinexcel 静止无功发生器（SVG）通过外部电流互感器（CT），实时检测负载电流，并通过内部 DSP 计算来分析负载电流的无功含量，

然后根据设置值来控制 PWM 信号发生器发出控制信号给内部 IGBT 使逆变器产生满足要求的无功补偿电流， 终实现动态无功补偿的目的。

SVG 工作原理图

工作原理

Sinexcel 增强型静止无功发生器（ASVG ) 通过外部电流互感器 ( CT ) 实时检测负载电流，通过内部 DSP 计算后提取出负载电流的无功成

分和谐波，然后将 PWM 信号发送给内部 IGBT 根据设置来控制逆变器产生满足要求的无功电流和低次谐波电流，达到无功补偿兼治谐波

的目的。

ASVG 工作原理图

Sinexcel SVG 补偿容性无功（矢量图）

通过 Sinexcel SVG 无功补偿容性后的 PF0.99 级补偿效果

Sinexcel SVG 补偿感性无功（矢量图）

通过 Sinexcel SVG 无功补偿容性后的 PF0.99 级补偿效果

Sinexcel SVG
发出感性无功

含容性无功
的用电环境

Sinexcel SVG
发出容性无功

含感性无功
的用电环境

电网 容性负载

电网 感性负载

电流

电压

补偿电流

电流

电压

补偿电流

电流

电压

电网

电网

容性非线性负载载

感性非线性负载载

Sinexcel SVG

Sinexcel SVG

Sinexcel ASVG

Sinexcel ASVG

Sinexcel ASVG 补偿容性无功及谐波

通过 Sinexcel ASVG 补偿后的 THDi 5%
PF0.99 级补偿效果

Sinexcel ASVG 补偿感性无功及谐波

通过 Sinexcel ASVG 补偿后的 THDi 5%
PF0.99 级补偿效果

Sinexcel ASVG
补偿无功及滤除 11 次以下谐波

既含容性无功又含谐波的用电环境

Sinexcel ASVG
补偿无功及滤除 13 次以下谐波

既含感性无功又含谐波的用电环境

或或

或 或

基波有功电流

基波无功电流

补偿电流

基波有功电流

基波无功电流

补偿电流

电流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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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2.5 A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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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APF 技术参数

Sinexcel 有源滤波器（APF）

  满足用户需求：
- PF=0.99 THDi < 5%
- 2~50 次谐波补偿
- 容性感性无功补偿
- 三相不平衡补偿

项目
200V-400V 480V 690V 480V-690V

( 北美机型）

sinexcelAPF 5/10/15/025/35/050/
060/075/100/150

sinexcelAPF 
075/150/225/300

sinexcelAPF 
075/150/225/300 sinexcelAPF 090

    系统参数

额定输入线电压 200V(-20% ～ +20%);380V(-40% ～ +20%）；
220V（-40% ～ +20%）{ 单相 APF}

480V
（-20% ～ +20%）

690V
（-20% ～ +20%）

480V（-20% ～ +15%）；
600V（-30% ～ +15%）；
690V（-30% ～ +15%）

电网频率 50/60Hz（范围：45Hz ～ 62Hz） 50/60Hz（范围：45Hz ～ 62.5Hz） 50/60Hz（范围：
45Hz ～ 62Hz）

可并联台数 不限

整机效率  ≥ 97%

电网结构 三相三线，三相四线 三相三线 三相三线，三相四线

电流互感器 150/5 ～ 10,000/5

电路拓扑 三电平

     性能指标

额定容量  5A/10A/15A/025A/35A/050A/060A/
075A/100A/150A 075A/150A/225A/300A 90A

谐波补偿 支持

无功补偿 支持

不平衡补偿 支持

滤波范围 2 ～ 50 次

滤波次数选择 2 ～ 50 次任意次数可选

滤波程度 2 ～ 50 次任意次数可调

谐波滤除率 ＞ 95%（第三方检测数据）

快速响应时间 ＜ 50μs ＜ 100μs ＜ 50μs 

全响应时间 ＜ 5ms ＜ 20ms ＜ 5ms

目标功率因数 从 -1 ～ 1 可调

控制算法 FFT 算法、智能 FFT 算法、瞬时无功算法

开关频率 20kHz

智能风冷 75L/Sec、151L/Sec、300L/Sec、405L/Sec 380/760/1140/1520（L/Sec） 359L/Sec

噪声指标 ＜ 56dB ＜ 65dB

通讯监控能力

通讯接口 RS485，网口（选配）

通讯协议 Modbus 协议、TCP/IP

模块显示界面 LCD 多功能触摸彩屏；LED 指示灯 7 寸触摸液晶屏 7 寸液晶显屏（机架）；
4.3 寸液晶屏（壁挂）

PC 端软件 选配

保护功能 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短路保护、逆变桥反向保护、过补偿保护

CT 监测告警 有

故障报警 有， 多报警记录 500 条

监控 支持独立监控 / 支持集中监控

机械特性

安装方式 壁挂式 / 机架式 整柜式 机架式 / 壁挂式

尺寸（宽 * 深 * 高；
mm³）

440*470*150、440*590*190、
440*600*230、500*510*270 800*600*2200 500*590*250

净重 18kg、35kg、36kg、48kg 290-560kg 62kg

颜色 黑色细砂纹 浅灰色 ( 国标 7035）\ 或客户订制 黑色

环境要求

海拔高度 ≤ 1500m，1500 ～ 4000m 之间，根据国标 GB/T3859.2，每增加 100m，功率降低 1%

运行温度  -10℃ ~ +40℃ —20° C~40° C（超过 40° C 设备
可能自动降额运行）

相对湿度 5％～ 95％，无凝露

防护等级 IP20，其余 IP 等级可定制

相关资质及标准

资质认证 CE、ETL 认证（UL508）、信息产业部检验报告、电力工业部试验报告、IEEE 61000、GJB、
CE101 和 CE102 测试，CQC 认可实验室型式试验报告

遵循标准 IEEE519、IEC 61000-3-6，ER G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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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F 产品外观展示

13 www.sinexcel.com

机架式 APF 产品系列 

电压等级覆盖：380V/480V/690V 

模块容量：25A/35A/50A/60A/100A/150A，

75A（690V）

壁挂式 APF 产品系列 

电压等级覆盖：380V 

模块容量：25A/35A/50A/60A/100A

APF 产品细节展示

高频电感 

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DSP（数字信号处理器）

接近无电线设计 —— 铜排  

独立风道设计

APF 100A 模块 

配备 3.8 英寸 LCD 显示屏 

APF25A/50A/60A/150A 配备

4.3 寸全彩触摸屏 

整柜采用 8 英寸全彩触摸屏 

www.sinexcel.co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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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完美电能质量系统 

谐波补偿：

APF 可同时滤除 2~50 次谐波，或根据需要有选择的设置谐波电流的补偿次数及各次谐波的补偿率。 

无功补偿：

容性感性（-1~ 1）无级补偿，PF 1.00 完美无功补偿效果。 

三相不平衡补偿：

三相有功不平衡补偿、三相无功不平衡补偿、分相补偿。

全面保护功能提升用户应用稳定性 

学习功能：

除了傅里叶算法外，盛弘独创了智能傅里叶算法，能够自动学习电网环境及系统阻抗，有效避免系统震荡，

使系统达到 稳定的补偿状态。 

谐振监测：

负载变化过程中，若出现谐振，APF 自判断并退出系统，同时报警，避免故障。 

温度监测：

实时监测 ABC 三相发热器件（IGBT 和电感）温度，当温度过高时会发出过温警报，自动关闭停止补偿。 

各种保护：

APF 具备各种保护功能：过电压、欠电压、过电流、短路保护等。

便于融入系统的设计 

独立风道：

盛弘独特的多层空间散热设计，可有效隔绝环境粉尘粘附，提高产品散热效率，设计过程中无需额外考虑

环境因素，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系统。 

模块化设计：

盛弘 APF 采用模块化设计，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时无需吊机、叉车等大型设备，省时、省力。壁挂式设计，

安装灵活，特别适用于空间小的场所。 

灵活稳定：

25-100A 五种容量模块，任意容量组合并机，单柜容量可达 600A，满足不同容量需求。任意模块都能实

现所有功能，任意模块出现问题，其余模块都能够正常运行，以保障系统安全运行的连续性。

良好的人机交互体验 

监控手段：

盛弘 APF 针对不同的机型配备多种监控方式， 包括 3.8 英寸 LCD 显示屏、4.3 英寸触摸彩屏、8 英寸全彩

液晶触摸屏及后台监控软件，以适应用户不同的需求。 

监控数据：

通过 APF 的监控系统，用户可清晰了解如补偿前后系统波形图、频谱图、电流有效值大小、THDi、

THDu、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等系统的电能质量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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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APF 典型应用领域

 应用领域

 sinexcel |  APF 产品信息

汽车制造 

谐波源：整流器、变频器  

谐波设备：点焊机、二氧化碳保护焊、输送系统、
冲床、电焊机

IDC 行业 

谐波源：ups、变频器 

谐波设备：ups、开关电源、变频空调、电梯、
照明

医院 

谐波源：ups、整流器 

谐波设备：主要负载为电子医疗精密设备、照明
及变频通风设备、计算机及 UPS、荧光灯等

剧院、广电 

谐波源：整流器、变频器、可控硅调光、开关电
源 

谐波设备：照明、电梯、音响、空调、屏幕、可
控硅调光

石油开采 

谐波源：整流器、变频器 

谐波设备：交流发电机组（经可控硅整流器供直
流电）、井架（绞车、滑车）、钻盘、泥浆泵

主题公园及酒店 

谐波源：变频器、ups、开关电源 

谐波设备：摆锤、过山车、索道（转盘电机）、 
垂直升降类项目、中央空调、采暖、通风、 照明、
电梯

造纸 

谐波源：变频器、卤素灯 

谐波设备：碎浆机、超压机、切纸、数控机床、
电弧灯、卤素灯、空调

污水处理 

谐波源：变频器、整流器 

谐波设备：风机、泵类（凝结水泵、循环水泵、
给水泵、射水泵）

现代建筑

谐波源：整流器、变频器 

谐波设备：开关电源、变频空调、电梯、照明、
水泵、节能灯、可控硅调光系统、大型 LED 设
备

光伏 

谐波源：变频器、可控硅 

谐波设备：单晶炉、切片机

半导体 

谐波源：单晶炉、可控硅 

谐波设备：单晶炉、石英坩埚

钢铁冶炼 

谐波源：整流器、变频器、可控硅 

谐波设备：高炉、转炉、中频炉、电弧炉、传送
系统

地铁 

谐波源：ups、变频器、开关电源

谐波设备：电梯、照明、ups

垃圾发电 

谐波源：变频器、整流器 

谐波设备：泵类（凝结水泵、循环水泵、给水泵、
射水泵）

橡胶 

谐波源：变频器、可控硅 

谐波设备：密炼机、挤出机、成型机、硫化机
电动汽车充电站 

谐波源：整流器 

谐波设备：充电机

产品选型

产品结构尺寸

型号 尺寸（W*H*D)/mm 重量 /kg 型号 尺寸（W*H*D)/mm 重量 /kg
sinexcel 025 APF 

44(43)L/RL(E) 440*150*470 18
sinexcel 025 APF 

44(43)L/HL(E) 440*470*150 18

sinexcel 035 APF 
44(43)L/RL(E) 440*150*470 18 sinexcel 035 APF 

44(43)L/HL(E) 440*470*150 18

sinexcel 050 APF 
44(43)L/RL(E) 440*190*590 35 sinexcel 050 APF 

44(43)L/HL(E) 440*590*190 35

sinexcel 060 APF 
44(43)L/RL(E) 440*190*590 35 sinexcel 060 APF 

44(43)L/HL(E) 440*590*190 35

sinexcel 100 APF 
44(43)L/RL(E) 440*230*600 36 sinexcel 100 APF 

44(43)L/HL(E) 440*600*230 36

sinexcel 150 APF 
44(43)L/RL(E) 500*270*510 48

APF 机架式产品尺寸 APF 壁挂式产品尺寸

型号说明
Sinexcel      XXX   APF    4   4L/   R   L

盛弘电气品牌名

400V 容量（A）：025、035、050、060、100、150
480V 容量（A）：075、150、225、300
690V 容量（A）：075、150、225、300

APF：有源滤波器

4：400V 电压等级
5：480V 电压等级
6：690V 电压等级

3L：三相三线制
4L：三相四线制

R：机架式
H：壁挂式
F：整柜式

L：LCD
E：LED

M：集中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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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2.6 SVG 产品功能

Sinexcel 静止无功发生器（SVG）

  满足用户需求： 
- COSφ=1.00 
- 容性感性无功补偿 
- 三相不平衡补偿

 sinexcel |  SVG 技术参数

SVG 选型速查表

变压器容量
（KVA） 315 630 800 1000 1250 1600 2000 2500

SVG

容量 100 200 250 300 400 500 600 750

固定方式 立柜式 立柜式 立柜式 立柜式 立柜式 立柜式 立柜式 立柜式

柜体数量（并
柜） 1 1 1 1 1 2 2 2

注：SVG 030 模块仅能单机使用

项目
400V 480~690V（北美机型） 480V 690V 480~690V

SVG 030 SVG 050 SVG 100 SVG 075 SVG 095 SVG 110
SVG 65

130/195/
260

SVG 90
180/270/

360
480~1920

系统参数
额定输入
线电压 400V 480V 600V 690V 480V 690V 480V 600V 690V

输入相
电压范围  -40% ~ +20% -20% ~ 

+15%
-30%~
+15%

-30%~
+15%

-20% ~ 
+20%

-30% ~ 
+15%

480
（-20%

~+20%）

600
（-20%

~+20%）

690
（-20%

~+10%）

电网频率 50Hz/60Hz
( 范围：45Hz~63Hz）

50/60Hz
( 范围：45Hz ～ 62.5Hz）

50Hz/60Hz
( 范围：45Hz
~62.5Hz）

50Hz/60Hz
( 范围：45Hz

~63Hz）

50/60Hz
( 范围：45Hz ～ 62.5Hz）

可并
联台数 不限

整机效率 97%
网络结构 三相三线 / 三相四线 三相三线 / 三相四线 三相三线 三相三线

电流
互感器 150/5~10000/5 800/5~10000/5

电路拓扑 三电平
性能指标

单模块
补偿容量 30kvar 50kvar 100kvar  75kvar 90kvar 110kvar 65kvar 90Kvar

480/960/
1440/

1920kvar

600/1200/
1800/

2400kvar

690/1380/
2070/

2760kvar

响应时间 ＜ 15ms <5ms ＜ 20ms <40ms
补偿范围 容性感性连续可调

冷却模式 智能风冷，220L/sec 智能风冷，
405L/sec 359L/sec

380L/sec;
760L/sec;1140L/sec;

1520L/sec
智能风冷，875(L/Sec)

噪声指标 /
单模块 ＜ 65dB ＜ 70dB

通讯监控能力
通讯接口 RS485，CAN（选配），网口 RS485、网口
通讯协议 Modbus 协议

报警 有
监控 独立监控，集中监控选配件 集中监控（机架）；独立监控（壁挂） 集中监控

机械特性
固定方式 机架式，壁挂式，整柜式 机架式 / 壁挂式 模块化设计整柜式安装

进线方式 机架式后进线，壁挂式上进线，
整柜为上进线或下进线 下进线 上进线或下进线 下进线

尺寸
（宽 * 深 * 高，

mm³）

500*510*190（机柜式）
500*190*560（壁挂式）

500*470*270
（机架式）

500*267*545
（壁挂式）

500*590*250 800*600*2200
（整柜式）

600*800*2200/1200*800*2200/
1800*800*2200/2400*800*2200

模块净重 21kg 35kg 48kg 62kg 290/380/470/560（kg) 400kg
颜色 RAL7035 RAL7035 浅灰色 浅灰色 ( 国标 7035）\ 或客户订制

环境要求
海拔高度 ≤ 1500m，1500~4000m 之间，根据国标 GB/T3859.2，每增加 100m，功率降低 1%
运行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5%~95%，无凝露
防护等级 IP20，其余 IP 等级可定制

相关资质及标准
资质认证 CQC 认证、ETL 认证（UL508）、电力工业部实验报告、BV 认证、CQC 型式试验报告
遵循标准 IEEE519、IEC 61000-3-6、ER G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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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补偿装置

传统补偿装置为元器件装置，可自由组装，但 TSC

补偿装置投切电容组为分组式投切，无功输出容量呈

台阶式，补偿容量不能连续可调，很难达到与系统无

功完全平衡，容易造成过补或欠补的情况，补偿后的

功率因数一般在 0.8-0.9 左右。

传统补偿装置完成一次补偿 快需要20毫秒的时间。

传统补偿装置以可控硅调节电抗加多组 FC 作为无功

补偿的主要手段，极容易发生谐振放大现象，导致安

全事故。

传统补偿装置采用电容器提供无功功率，只能补偿感

性负荷，在系统呈现容性或者是处在容性、感性反复

变化的状态，则失去补偿效果。

传统补偿装置通常需要大容量的电容器和电抗器做储

能元件，因此占地面积较大。

传统补偿装置靠电容器提供容性无功，由于输出的无

功电流与电网电压成正比，若电网电压较低时，其输

出的无功电流也变低，导致补偿容量下降，难以给予

足够补偿。

传统补偿装置补偿投切频繁，使用寿命较短，一般在

三年左右，且需要经常进行维护。

传统补偿装置为了能达到较好的补偿效果， 通常要

求安装容量要大于补偿容量。

SVG采用元器件式产品设计理念，可补偿容感性负载，

达到 0.99 级补偿效果，有效避免 了过补和欠补的情

况。

SVG 全 响 应 时 间 小 于 15ms， 动 态 响 应 时 间 小 于

50μs，特别适合快速变化的场合。

SVG 配套电容器不需要设置滤波器组，不存在谐振放

大现象；并且 SVG 是有源型补偿装置， 是采用可关

断器件 IGBT 构成的电流源型装置， 从机理上避免了

谐振现象，安全性大大提高。

SVG 可动态双向（-1 ~ 1）连续调节无功功率，即从

额定感性工况到额定容性工况连续输出无功，和固定

电容器组合可构成任意范围的连续补偿。

SVG 无需大容量的电容器和电抗器做储能元件，占地

面积通常只有相同容量其他类型动补的 50%， 甚至

更小，同时 SVG 采用模块化设计和柜式安装，工程

设计和安装工作量小。

SVG 采用有源型补偿电路，补偿容量受系统电压影响

很小。在系统电压变低时，也能够输出与额定工况相

近的无功电流。

SVG 自身损耗极小且基本上不需要维护，不存在谐振

过电压的问题。设计寿命（MTBF 大于 10 万小时）

在十年以上。

SVG 补偿容量即安装容量，达到同等补偿效果 SVG

容量可以比 SVC 容量小 20%-30%。

Sinexcel SVG

 sinexcel | SVG 产品特征

卓越的无功补偿效果

cosφ 0.99 级无功补偿功能 

三相不平衡补偿功能 

容感性负载 -1 ~ 1 补偿效果 

可有效避免因未及时无功补偿而带来的力率电费罚款

稳定快速的无功补偿效果 

实时补偿，全响应时间小于 15ms 

动态响应时间小于 50μs 

无过补、无欠补、无谐振 

补偿容量等于安装容量，不受系统电压跌落影响

模块化设计实现元器件式产品应用 

元器件式产品设计理念，与通用无功补偿应用方式一致 

单模块容量包含 50kvar，100kvar，单柜可达 500kvar，用户还 

可自行设计柜体 

易使用、易运输、易维护

适应任意工况的组合应用 

SVG 无功补偿 

SVG+SVC 无功补偿 

SVG+APF 补偿

服务寿命长 

设计寿命为 10 万小时，免维护



 sinexcel | SVG 补偿效果

23 www.sinexcel.com

快速响应

Sinexcel SVG 在开机瞬间，即做到对系统无功全部补偿

完美补偿 

Sinexcel SVG 发出与系统无功电流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补偿电流

实时跟踪 

Sinexcel SVG 可根据系统无功电流的变化， 动态实时进行补偿

反向重叠 

补偿电流反向后， 系统无功电流与 Sinexcel SVG 发出的无功电
流完全重叠

 sinexcel | SVG 产品信息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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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尺寸

系统无功电流
SinexcelSVG
补偿电流

SVG 机架式产品尺寸 SVG 壁挂式产品尺寸

型号 尺寸（W*H*D)/mm 重量 /kg
sinexcel 030 SVG 

44L/RL 500*190*510 35

sinexcel 050 SVG 
44L/RL 500*190*510 35

sinexcel 100 SVG 
44L/RL 500*270*470 48

型号 尺寸（W*H*D)/mm 重量 /kg
sinexcel 030 SVG 

44L/HL 500*560*190 35

sinexcel 050 SVG 
44L/HL 500*560*190 35

型号说明

Sinexcel      XXX   SVG    4   4L/   R   L

盛弘电气品牌名

400V 容量（kvar）：030、050、100
480V 容量（kvar）：065、130、195、260
600V 容量（kvar）：090、180、270、360

SVG：静止无功发生器

4：400V 电压等级
5：480V 电压等级
6：690V 电压等级

3L：三相三线制
4L：三相四线制

R：机架式
H：壁挂式
F：整柜式

L：LCD
E：LED

M：集中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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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excel 增强型静止无功发生器（ASVG)

  满足用户需求：
- 容性感性无功补偿 
- 低次（3、5、7、9、11 次）小容量（50% 额定容量）谐波补偿 
- 三相不平衡补偿

 sinexcel | 2.7 ASVG 产品功能  sinexcel | ASVG 技术参数

ASVG 选型速查表

变压器容量
（KVA） 315 630 800 1000 1250 1600 2000 2500

ASVG

容量 100 200 250 300 400 500 600 750

固定方式 立柜式 立柜式 立柜式 立柜式 立柜式 立柜式 立柜式 立柜式

柜体数量（并
柜） 1 1 1 1 1 2 2 2

注：ASVG 030 模块仅能单机使用

项目 SinexcelASVG 
030/050 SinexcelASVG 100 Sinexcel ASVG 

480/960/1440/1920
Sinexcel ASVG 

600/1200/1800/2400
Sinexcel ASVG 

690/1380/2070/2760

系统参数

额定输入线电压 380V/400V/415V 480V 600V 690V

电网频率 50Hz/60Hz( 范围：45Hz~63Hz） 50/60Hz( 范围：45Hz ～ 62.5Hz）

输入相电压范围  -40% ～ +20% 480V（-20%~+20%）  600V（-20%~+20%）690V（-20%~+10%）

可并联台数 不限

整机效率 97% >99%（容性半载）

网络结构 三相三线 / 三相四线 三相三线

电流互感器 150/5~10000/5 800/5~10000/5

电路拓扑 三电平

性能指标

单模块补偿容量 30kvar/50kvar 100kvar  480/960/1440/1920kvar  600/1200/1800/2400kvar 690/1380/2070/2760kvar

无功补偿 支持

不平衡补偿 支持

谐波补偿 支持低次（3、5、7、9、11 次）
小容量（50% 额定功率）谐波补偿

3、5、7、9、11、13 次谐波补偿小容量
（50% 额定功率）谐波补偿

响应时间 ＜ 15ms ＜ 40ms

目标功率因数 从 -1 ～ 1 可调

冷却模式 智能风冷，151L/sec 智能风冷，300L/sec 智能风冷，875（L/Sec）

噪声指标 / 单模块 ＜ 65dB ＜ 70dB

通讯监控能力

通讯接口 RS485（CAN，网口） RS485、网口

通讯协议 Modbus 协议；TCP/IP

报警 有

监控 独立监控；集中监控选配件 集中监控

外观特性

固定方式 机架式安装，壁挂式安装，整柜式 模块化设计整柜式安装

进线方式 机架式后进线，壁挂式上进线，
整柜为上进线或下进线 下进线

尺寸
（宽 * 深 * 高，mm³）

500*190*560 壁挂式
500*550*190 机柜式 500*510*270 600*800*2200/1200*800*2200/

1800*800*2200/2400*800*2200

模块净重 35kg 48kg 整柜净重 400kg

颜色 RAL7035，桔纹 浅灰色（国标 7035）\ 或客户订制

环境要求

海拔高度 ≤ 1500m；1500~4000m 之间，根据国标 GB/T3859.2，
每增加 100m，功率降低 1%

运行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大 95%，无凝露

防护等级 IP20，其余 IP 等级可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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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ASVG 交付稳定系统

产品特点

兼顾谐波补偿的无功补偿产品 

主要补偿无功及三相不平衡 

支持低次（3、5、7、9、11 次）小容量（50% 额定容量）谐波补偿

安全卓越的无功补偿效果 

ASVG 实现实时动态无级调节， 无过补、欠补 

ASVG 是可控电流源型装置，从机理上避免了谐振现象 

不产生谐波、不放大谐波同时滤除 11 次及以下奇次谐波

模块化设计实现元器件式产品应用 

SVG 采用模块化产品设计和柜式安装工程设计，易于安装

电容器技术与全控型电能质量产品技术对比

 sinexcel | ASVG 产品信息

产品选型

产品结构尺寸

ASVG 机架式产品尺寸 ASVG 壁挂式产品尺寸

型号 尺寸（W*H*D)/mm 重量 /kg
sinexcel 030/050 
ASVG 44(43)L/RL 500*190*510 35

sinexcel 100 ASVG 
44(43)L/RL 500*270*510 48

型号 尺寸（W*H*D)/mm 重量 /kg
sinexcel 050 ASVG 

44(43)L/HL 500*510*190 35

类别 项目 通用动态无功补偿 SVC 静止无功发生器 SVG 增强型静止无功发生器 
ASVG 有源滤波器 APF

谐波治理功能
谐波治理 通常无，需特别设计

制作单调谐回路 无 有 有

补偿范围 单次，一般为 3 次或 5
次 —— 3、5、7、9、11（次） 2-50 次，可智能化独

立补偿并调节补偿功率

无功补偿功能
可靠性 普通易受系统波动影响 动态实时补偿，稳定可

靠
动态实时补偿，稳定可

靠
动态实时补偿，稳定可

靠

补偿范围 通常为 0.6~1 -1~1 -1~1 -1~1

不平衡补偿功能

分相补偿 无，需特别设计 是 是 是

不平衡补偿 无 有 有 有

有功不平衡补偿 无 有 有 有

核心功能差别

补偿方式 分级补偿，容易造成
过补欠补的情况 动态实时补偿

动态实时补偿 , 但相对
于 SVG，增加 11 次及

以下谐波补偿功能

动态实时补偿 卓越的
谐波及无功补偿效果

全响应时间 无全响应时间 <15ms <15ms <15ms

容量特性

安装容量要大于补偿容
量；电网电压较低时，
其输出的无功电流也变
低，导致补偿，容量下
降，难以给予足够补偿

安装容量即补偿容量；
有源型补偿电路，补偿
电流受系统电压影响很

小

安装容量即补偿容量；
有源型补偿电路，补偿
电流受系统电压影响很

小

安装容量即补偿容量；
有源型补偿电路，补偿
电流受系统电压影响很

小

占地面积 大 小 小 小

型号说明

Sinexcel      XXX  ASVG  4   4L/   R   L

盛弘电气品牌名

400V 容量（kvar）：030、050、100

ASVG：增强型静止无功发生

4：400V 电压等级

3L：三相三线制
4L：三相四线制

R：机架式
H：壁挂式
F：整柜式

L：LCD
E：LED

M：集中监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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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用户需求：
- 高性价比无功补偿及三相不平衡补偿解决方案
- 通用 LC 补偿与 新 SVG 补偿技术的完美结合 
- ICMS 具有十八路 IO 口，灵活实现 LC 与 SVG 的多种组合应用
- 0.99 级补偿，无过补、无欠补

 sinexcel | 2.8 SVGC 系统  sinexcel | SVGC 系统结构

SVGC 系统原理图

ICMS

Sinexcel ICMS

AC

负
载

互感器电流检测

交流电网

1组 2组 N组

通用LC组

SVG1 SVG2 ...

Sinexcel SVG模块组  

SVGC 结构示意图

SVGC 系统组成 = 控制器（ICMS）+ SVG
模块 + 通用 LC

Sinexce ICMS 集成控制监测系统

设定 LC 与 SVG 的工作模式及相关参数

实 时 显 示 功 率 信 息、 补 偿 前 后 数 据、 波 形 图 , 控 制 及 监 控
SVG+LC 工作状态

具备十八路 IO 口，灵活实现不同 SVG+LC 的组合模式

Sinexcel SVG 模块

快速响应系统无功变化，对 LC 过补或欠补的无功补偿至 0.99

实现无级投切，补偿快速变化无功

通用 LC

补偿负载大部分稳定、少变化的无功

一次功率线路

二次电流检测线路

二次控制信号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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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SVGC 产品特点

补偿特性好 

传统无功补偿，容易出现过补或欠补。 SVGC 方案中：

LC 进行有级投切补偿

SVG 模块进行盲点覆盖，实现无级投切

响应时间快

SVGC 方案中：

快速响应由 SVG 模块来实现。SVG 快速响应时间 <50us，全响应时间 <15ms；

SVGC 中的 SVG 体现出电力电子开关的优势，传统的 SVC 中，晶闸管仅为快速开关作用，无法体现出“高频快速投切”价值。（通常投
切一次 100ms 以上，而 SVG 中的 IGBT 1 秒钟投切次数可超 15000 次）

 sinexcel | SVGC 产品特点

应用灵活

通过对 SVGC 方案中的任一功率元器件（SVG 模块或 LC）进行组合，可实现

SVGC 方案的性能调节：SVGC 补偿范围从 -1~1

SVGC 方案的价格调节

SVGC 方案的应用行业覆盖

以 300kvar 补偿容量为例：

SVGC 方案一 SVGC 方案二 SVGC 方案三

LC 50×5 50×4 30x9

SVG 50 100 30

补偿容量 -50 ～ 300 -100 ～ 300 -30 ～ 300 

补偿效果好

Q(kvar)

T（ms）

负载

TSC

SVG

T（ms）

T（ms）

50 500 1000

40

80

120

160

-40

-80

-120

-160

40

100

-100
-80

-40

250 750 1250

50 500 1000250 750 1250

50 500 1000250 750 1250

0

0

0

电网
T（ms）

40

-40

50 500 1000250 750 1250
0

80

 

LC 与 SVG 配合使用时的补偿效果时序图
(LC- 补偿容量 30kvar 一组，SVG-100kvar）

100 ～ 200ms：
负载的无功突增，LC 来不及动作，SVG 会实时响应补偿系统无功；

200 ～ 500ms：
LC 响应投入补偿，此时 SVG 会实时减少补偿容量；

900 ～ 1000ms：
负载的无功突减时，LC 来不及切除投入的电容器，SVG 会实时发出一个反向补偿的无功，将 LC 过补的容量补偿掉；

1000ms ～：
LC 将多余的补偿容量切除，此时 SVG 又会实时跟踪系统无功变化，将系统中剩余的无功消除。

快速响应时间 33.4μs 全响应时间 14.7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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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无功需求

LC 补偿容量

LC 补偿容量
系统无功需求
SVG 补偿容量

备注：补偿范围表格中，负为感性，正为容性



 sinexcel | ICMS 主要功能

7 英寸触摸彩屏，实时显示功率信息，补偿前后
的数据及波形图

实时显示数据：Sinexcel ICMS 可实时控制及监
测 SVG 及 LC 的工作状态，同时在显示屏上可
显示电网电压、电网电流、频率、COSφ、PF、
THDU、THDI、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
SVG 工作状态、电容器工作状态等重要参数

数据记录功能

Sinexcel ICMS 可对各组电容器运行时间、各组
电容器投切次数、设备运行时长、历史操作、历
史告警、SVG 及 LC 投切次数和投运时间进行记
录

补偿模式设定功能

Sinexcel ICMS 可对三相共补、三相分补、混合
补偿进行自由设定 ;
Sinexcel ICMS 可选择晶闸管投切或接触器投切；
可设定电容器组多种投切模式 如：堆栈、正常、
循环、智能等模式；
Sinexcel ICMS 具有过欠压、过欠频、缺相、过载、
过温、谐波电压超标等保护功能

远程通讯功能

Sinexcel ICMS 提供 485 接口、网口（选配），
以满足不同现场对 ICMS 控制及监控的需求

具备十八路 IO 口，灵活实现不同 SVG+LC 的组
合模式

在手动投切模式下，点击个电容器下面的白色按
钮，即可开通或关断相应的电容器

 sinexcel | 2.9 ICMS 集成控制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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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I/O 接口 通讯接口

信号输入接口 监控接口

报警及风扇接口 

5

3 4

2

图像查看功能

ICMS 具有实时图像显示功能，包括波形图和频
谱图两种形式。在图形状态下，操作人员可以根
据需要随时放大或缩小图形的大小，以满足不同
的查看需求。

波形数据：电网电压波形、电网电流波形、负载
电流波形、补偿电流波形、电网电压频谱、电网
电流频谱、负载电流频谱

1



 sinexcel | ICMS 应用

型号说明

Sinexcel    ICMS 18 - T(C)

T：电平输出，适用于晶闸管投切
C：触电输出，适用于接触器投切

18：18 路 I/O 接口

ICMS：集成控制监测系统

盛弘电气品牌名

 sinexcel | ICMS 技术参数

项目 ICMS

工作电压 24VDC

补偿特性

目标功率因数 -1~1

无功补偿率 >99%( 目标功率因数为 1 时 )

全响应时间 <15ms

动态响应时间 <50us

电容投切特性

补偿方案 三相分补 / 三相共补 / 混合补偿

电容编码方式 可设定

电容投切模式 堆栈 / 正常 / 循环 / 智能

投切方式 自动 / 手动

对外接口

485 接口 1 与 SVG 模块通讯

485 接口 2 对外通讯接口

网口 对外通讯接口

USB 接口 代码升级用接口

温度检测 检测系统工作温度或环境温度

风扇控制干接点 控制 SVC 冷却风扇

报警指示干接点 预留外部报警指示用

控制输出接点

控制输出接点 大支持 18 路
触点支持：120VAC/10A、220VAC/8A、400VAC/3A、

110VDC/0.2A、60VDC/0.6A、24VDC/5A
电平信号：12VDC/30mA

预留干接点 输入输出各一个

通讯协议 MODBUS

保护功能
电网过欠压、电网过欠频、电网缺相、谐波电压超限、SVG 过载保护、
SVC,SVG 过温保护、其他 SVG 典型保护功能，详见前面 SVG 技术参

数表格

显示功能 7 英寸触摸监控屏

安装要求

系统功耗 <25W

防护等级 前面板 IP41，后面板 IP20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  -25~60° C

海拔高度 ≤ 2500m

湿度 ≤ 95%，无凝露

存储温度  -40~70° C

CT 副边电流 5A

CT 变化范围 15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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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GC 典型应用

上图为 SVGC 系统的典型应用。在该系统中，整体无功补偿容量为 500kvar。其中两个 100kvar 的 SVG 模块，组成 200kvar 的 SVG 补偿容
量；八组安装容量为 60kvar 的电容器，组成总安装容量为 480kvar、补偿容量为 300kvar 的电容无功补偿。



 sinexcel | 2.10 集中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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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监控系统实现各治理点治理情况的实时监测及运行分析、各设备模块的工作情况集中监控管理、故障预警报警等功能。

1、图形监测

以图形化界面实现治理点电网侧、负载侧及补偿电气参数、设备的温度参数、状态参数和故障状况的实时监测功能。

2、报警

实现治理点电气参数和设备温度的越限告警、设备故障报警管理，报警方式包括：画面提示、故障画面推送、短信，报警记录可查询，故障可跟

踪处理。

3、运行分析

实现治理点电气参数和设备温度的实时曲线、历史趋势曲线和实时数据、历史数据查询，电能质量监测报表等功能。



 sinexcel | 3.1 盛弘独特的产品优势

模块化—— 大限度提高用户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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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块化产品设计助力标准化生产，
保障产品品质及可靠性 

1、以模块化为设计理念的产品，能够在制造过程中采用

统一的标准，操作简易的流水线生产方式，易于实现产品

制造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2、统一的模块化设计，可避免因兼容问题而出现系统故障。 

3、标准化生产可缩短生产周期，利于实现短时间批量供货。      

标准组装，减少大型机柜难以管理质量的人工电装环节。

二、模块化产品实现元器件式理念，
设计联络方便、可与多种柜体配合使
用  

1、对于成套厂，可自行设计制造配电柜柜体。 

2、对于设计人员，可保证并柜后与整个低压配电系统外

观一致，使配电系统更整洁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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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块化产品设计让维护更为便利 

1、每个模块具备所有功能，可独立运行。 

2、任何模块出现问题，都不会影响其他模块工作，仅更

换损坏的模块即可。

四、模块化产品能够满足各种容量需
求 

1、25A、35A、50A、60A、100A ——APF 自由并联 

2、30kvar、50kvar、100kvar ——SVG 自由并联 

3、500A、1000A、1500A、2000A 容量自由并柜

五、模块化产品更易于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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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3.1 盛弘独特的产品优势

三电平——复杂并且功能强大的算法 + 电路

三电平 IGBT 选型

在三电平逆变电路中，直流电压 U 由两个开关器件分担，这样，每

个桥臂上开关元件（例如 IGBT）所承受的电压为直流侧输入电压的

一半

低压 IGBT 的三电平变流器的开关损耗远低于同样电压等级采用高

压 IGBT 的两电平变流器。

对于任何给定的电流，额定电压较低的功率半导体器件（IGBT）拥

有良好的导通和开关特性。

Sinexcel 三电平技术有源滤波器 APF

传统的两电平逆变电路

创新的三电平逆变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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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零点钳位所带来的意义

二电平逆变电路输出相 

电压（AO）波形 

输出电压值为 U，-U 两个电平

二电平逆变电路输出线 

电压（AB）波形 

输出电压值为 U，0，-U 三个电平

三电平逆变电路输出相 

电压波形 

输出电压值为 U，0，-U 三个电平

三电平逆变电路输出线 

电压波形 

输出电压值为 U，U/2，0，-U/2，-U 

五个电平

三电平拓扑

相电压有三种电平状态，比传统的二电平逆变电路多了一个电平； 

线电压有五种电平状态，比传统的二电平多了两个电平。

Sinexcel 三电平技术静止无功发生器 SVG



 sinexcel | 3.2 全控型 PQ 产品选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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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 APF 补偿方案

集中补偿 

在电网的低压进线端安装盛弘有源滤波器，适用于负载类型较多的配电系统，非线性负载数量庞大、分散，并且单台非线性负载谐波含量小的场合。

存在电能质量问题

提高功率因数 降低系统谐波

负载谐波是否 <5%

是 否

否 是

对谐波要求严苛

选用
Sinexcel SVG

选用
Sinexcel ASVG

选用
Sinexcel 

SVG+APF

选用
Sinexcel APF

I 段 10kv 进线 II 段 10kv 进线

计算机 电梯 照明
用电

无功补偿 无功补偿 办公
设备

空调
系统

其它
负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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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补偿 

可在主要谐波源的支路的汇总点安装 Sinexcel 有源滤波器，适用于非线性负载集中在某几条支路的配电系统。

就地补偿 

可在负载的输入端安装 Sinexcel 有源滤波器，适用于单台谐波含量较大且分布较为分散的配电系统。

I 段 10kv 进线 II 段 10kv 进线

1# 2#

无功补偿 无功补偿
水泵

1#UPS 2#UPS 1# 开关
电源

2# 开关
电源

照明

I 段 10kv 进线 II 段 10kv 进线

1# 2#

无功补偿 无功补偿动力
用电

轧机 控制箱 退火炉 其它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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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3.3.1 PQ 典型应用  
                 变频器——节能与电能质量的矛盾

谐波特性：

变频器谐波次数主要为 5、7、11 次谐波，在额定工况下电流畸

变率为 40% 左右（因拓扑结构的不同 而略有差异）。在轻载时

电流畸变率更高，甚至能达到 100% 以上。

常见应用行业：

石化 & 矿采，冶金，化工，现代建筑， 学校，大型游乐场所，港

口码头，机场，汽车制造厂等 装备制造，火电、新能源等。

盛弘典型变频器治理案列：协鑫光伏切片工艺
谐波治理工程  

背景
 
协鑫光伏（股票代码：3800.HK）是世界 大的从事高纯多晶硅 切片、

单晶硅切片生产的外资企业，主要提供优质的硅片产品。 太仓协鑫

的两个生产工厂均从事切片生产工作，由于切片机使用了大量的西门

子变频器，而该变频器的整流单元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谐波电

流，使得电流畸变率达到 30% 左右，这严重污染了协鑫的电网，使

得产品成品率降低。因此产生了谐波治理的 需求。  

治理方案 

应用容量——7 个安装点，变压器容量均为 2000KVA，其中采用了

6 套 600A 和 1 套 400A 的三相四线有源滤波器进行就地治理。

现场安装图

APF 开启前 APF 开启后

电流频谱图

电流波形和畸变率

治理效果 

总体来看，安装了盛弘有源滤波器（APF）后，7 台 变压器的电

能质量情况均满足了 GB/T14549-93 中 对 THDi 的要求。更健康

的电能质量，提升了太仓协 鑫切片机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

时也使整个厂 区的设备免于谐波电压的污染危害，为太仓协鑫的

现 代化生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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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3.3.2 PQ 典型应用  
                 整流——快速变化电流对电能质量的挑战

谐波特性：

如果整流装置为单相整流电路，3 次谐波的含 量可达基波的

30%。如果整流装置为三相全控桥 6 脉整流 器，其主要谐波次数

为 5、7 次；电流畸变率可达 40%~45%。 如果是 12 脉冲整流器，

则典型谐波次数为 11、13 次。

常见应用行业：

LED 屏，钻井平台，钢铁冶炼，医院， 现代建筑，学校，轨道交通，

汽车充电站，汽车制造厂， 造船厂，电池制造厂等其他制造工厂。

盛弘典型案例：香港旺角金钻玺大厦 LED 广
告屏谐波治理项目  

背景 

香港金钻玺大厦旺角区全新的银座式商厦，属 受欢迎的消费区之

一，有着重要的广告商业价值，因此金钻玺亦在其楼体上安装了两块

大 LED 广告屏。LED 为典型谐波源，具有画面变化快、中线电流大

的特点，由于前期电气设计原因，导致大厦上的 LED 广 告屏幕不能

开启，一旦开启后会因谐波原因导致大厦总断路器跳 闸，整栋楼断电。

因此提出治理谐波的需求。  

治理方案 

根据以上背景，结合 LED 容量，我们为此大厦的 LED 广告屏配置了

250A 有源滤波器，有源滤波器开启之后极大降低了系统谐波，LED

能够正常开启，并且满载运行都没问题。 

现场安装图

APF 开启前 APF 开启后

治理效果 

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APF 关机时系统 THDi 在 160% 左右，

APF 开机后使 THDi 下降到 5% 左右，APF 关机 时系统 N 线电流

是相线的两倍左右，APF 开机后系统 N 线电流得到很大抑制，只

为相线电流的 15% 左右。 APF 对 LED 屏带来的电能质量问题进

行了完美治理， 开机后，该大厦的 LED 广告屏可以正常实现播放，

达到业主要求。

LED 待机状态，电流频谱图

LED 全白屏，电流频谱图

LED 待机状态，电流畸变率

LED 全白屏，电流畸变率

LED 待机状态，中线电流值

LED 全白屏，中线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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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3.3.3 PQ 典型应用  
              UPS——供电连续和电压质量的利器，但需要提升电流质

谐波特性：

6 脉冲整流三进三出的 UPS，主要为 5 次 7 次谐 波分量，电流畸

变率为 35%~40%。12 脉冲整流 UPS，主要为 11、13 次谐波，

12 脉整流 UPS 电流畸变率相对较低 ， 通常在 8%~20% 之间。

常见应用行业：

轨道交通，医院，机场，通信、金融、保险的 IDC 机房，其他各

种对用电要求敏感的场合。

盛弘典型案列：新疆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塔城分
公司 IDC 机房谐波治理工程

背景
 
这是 APF 在新疆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塔城分公司 IDC 机房中的应用。 

IDC 是对供电电能质量有高要求的场所，其配电系统中含有大量的

UPS 来为用电敏感的设备提供不间断电源，但随之也给系统带来了

严重的谐波污染。目前供电质量难以保证通信业高可靠性用电的需要，

需要在提高供电质量的同时推进节能降耗。 

治理方案 

针对具体的谐波测试情况，在机房中谐波污染 严重的 3 个测试点

处共安装了 3 台有源电力滤波器进行谐波治理。

现场安装图

APF 开启前 APF 开启后

电流频谱图

治理效果 

Sinexcel 有源滤波器开启后，系统中主要的 3、5、7、 11、13、

17 和 19 次谐波含量明显减小，高次谐波基本都得到了消除，电

流畸变率（THDI）由 30% 下降到 5% 以内，总谐波电流 终下

降到 3A 以内，效果显著。Sinexcel APF 完美的滤除 UPS 产生的

谐波，达到预期补偿效果。

电流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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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3.3.4 PQ 典型应用  
                可控硅调光——中性电流过高的风险量

谐波特性：

主要谐波次数为 3、5、7 次，其中 3 次谐波为零序电流，会导致

中线电流严重升高。

常见应用行业：

广播电视台，演艺中心，体育场馆、展览 馆、机场等。

盛弘典型案列：天津文化中心大剧院谐波治理
项目

背景
 
天津市文化中心大剧院作为天津文化中心项目 大的工程主体，投资

15 个亿，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是仅次于国家大剧院的国内第

二大综合性剧院。天津大剧院由于内部存在大量舞台灯 光、舞台机

械控制驱动系统等非线性负荷，所以会产生大量谐波，严重污染了剧

院的电网以及设备的稳定性，因此产生治理 谐波的需求。 

治理方案 

针对具体的谐波测试情况，在剧院的十三处存在谐波问题的场所安装

了 2290A 有源滤波器。

现场安装图

APF 开启前 APF 开启后

电流频谱图

治理效果 

Sinexcel 有源滤波器开启后，在测试时段工况下，电压畸变率

（THDu）由 1.6% 下降到 1.0%，电流畸变率 （THDi）由 18%

下降到 3%，总谐波电流由 59A 下降到 12A，有效抑制了低压配

电系统中的谐波污染，提高了配电系统运行的安全可靠性，为剧

场演出与运营提供了洁净、可靠的供电环境。在有源滤波装置投

入运行后，系统电能质量大幅提升，有源滤波装置运行正常， 效

果良好，达到了预期的补偿效果。

电流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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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3.3.5 PQ 典型应用  
                单（多）晶炉——电能质量对高价值生产过程的意义

谐波特性：

单晶炉谐波次数主要为 5、7、11 次谐波（其 中 5 次谐波

大 含 有 量 达 到 40%，7 次 20%，11 次 11%， 总 畸 变 率 达 到

40~50%，而功率因数 低只有 0.4~0.7）。

常见应用行业：

太阳能电池板厂，蓝宝石行业等。

盛弘典型案列：福建三安光电谐波治理工程

背景
 
福建三安光电有限公司主要是从事 LED 蓝宝石衬底的研发、生 产与
销售。蓝宝石的主要生产设备为单（多）晶炉，其工作原 理是将市
电整流为小电压、大电流的方式来达到高温加热的目 的，但单晶炉
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谐波，致使电流畸变率高达 40%-76%，但由于
需要为中频炉加热，整个生产周期长达 10-20 天， 因此对电能质量
要求极高。为了 大程度的降低谐波对系统的 危害，保证炉子的稳
定生产，采取了在 UPS 的出线端安装了有源 滤波器进行谐波治理的
措施。 

治理方案 

针对具体的谐波测试情况，在 UPS 的出线端安装了 6 台 100A 的有
源滤波器针对性的对 juro 炉进行谐波治理。

现场安装图

APF 开启前 APF 开启后

电流频谱图

治理效果 

Sinexcel 有源滤波器开启前，电流波形的畸变非常明显，蓝宝石

炉在长晶的过程中产生的谐波非常大，波形畸变率高达 76%。

Sinexcel 有源滤波器开启后，波形都接近标准正弦波，尤其是电

流波形，由畸变非常严重的波形补偿至较为规则的正弦波，同时

由频谱图上可以明显的看出，系统中蓝宝石炉主要产生的谐波次

数以 5 次、7 次、11 次、13 次、17 次、19 次为主，补偿后，谐

波电流含量明显减小，达到完美的补偿效果。

电流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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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3.3.6 PQ 典型应用  
                SVG——全控型无功补偿技术的完美效果

无功补偿本质提升对变化极快的 

电焊负载进行补偿

盛弘典型案列：辽阳汇通精密薄板有限公司低
压无功补偿项目

背景
 
辽阳汇通精密薄板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冷轧薄板的生产，占到国内冷轧
薄板消费的 70%，由于生产过程中，电网的谐波含量比较大， 电能
质量很差，原有的无功补偿设备没有办法工作，且多数已损 坏，功
率因数低。因此产生了治理无功的需求。 

治理方案 

针对厂内重卷动力机组，因有点焊机（谐波含量大、负载变化快、 
三相不平衡），因此我们采用 SVG 进行无功补偿。

现场安装图

治理效果 

SVG 投入后电网的功率因数从投入前的 0.6 提高到了 0.91， 无功

从投入前的 25kvar，下降到投入后的 8kvar， 视在功率有效值从

投入前的 33kVA，下降到投入后的 24kVA，功率因数得到了明显

提高，为公司节约了大量的电能。SVG 对系统的无功进行了完美

的治理。 

SVG 投入前后电流有效值变化趋势图

从电流有效值看投入前后，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阶梯，
电 流平均值从投入前的 55A 下降到投入后的 40A。

SVG 投入前后视在功率有效值变化趋势

视在功率有效值从投入前的 33kVA，下降到投入后 24kVA

SVG 投入前后无功功率有效值变化趋势

无功功率有效值从投入前的 25kvar，下降到投入后 8kvar

SVG 投入前后基波功率因数有效值变化趋

基波功率因数从投入前的 0.6 提高到投入后的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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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3.3.7 PQ 典型应用  
                600V 电压等级 APF+SVG 组合补偿

盛弘典型案列：渤海钻探 70091 井队 70D 油改电
600V APF 及 SVG 电能质量综合治理项目

背景
 
渤 海 钻 探 70091 井 队 70D 的 钻 机 系 统 由 顶 驱 500KW， 泥 浆 泵

1200KW 3 台（2 用 1 备），绞车 975KW 2 台（2 用 1 备）组成，

由于都采用变频拖动，所以会产生大量的谐波注入电网， 给系统带

来了严重的谐波污染。目前供电质量难以保证设备高可靠性用电的需

要，需要在提高供电质量的同时推进节能降耗。 

治理方案 

应用容量——在低压配电室中变压器的低压侧安装了 2 台 300A 有

源滤波器进行谐波治理和 1 台 300kvar SVG 来补偿无功。

现场安装图

治理效果 

从开启前后的电压电流波形图可以看到，THDu 从滤波前的 高
6.2%，下降到滤波后的 3.0%；THDi 从滤波前的 高 25.0%， 
下降到滤波后的 3.9%，滤波效果非常好，同时我们在测试时比 
较了只投 APF 和 APF、SVG 同时投入，谐波数据无异常，可见 
APF 与 SVG 兼容性极好。从电压有效值变化趋势图上看有一个 
明显的阶梯，电压由 SVG 投入前的 610V 升高到 620V，SVG 对 
电压支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功率因数记录可以看到在记录 的
后期功率因数有一个明显的阶梯，功率因数从 SVG 投入前的小于
0.9 到 SVG 投入后的 0.98，且十分平稳，无功补偿效果十分良好。
达到无功治理需求。

APF 和 SVG 开启前

APF 和 SVG 开启后

电压波形图

电流波形图

电压波形图

电流波形图

电压有效值记录

功率因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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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xcel | 3.4 业绩表

部分业绩

典型用户 应用行业

无 地铁 交通运输

波 城高速一期、二期 交通运输

多斯机场 机场

九 山机场 机场

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演艺中心

辽 国际会议中心 演艺中心

文化 五 级酒店 酒店

阳市 方 景酒店 酒店

北地 局 现代建筑

天津 宝生态城 现代建筑

广 省中山市 会议中心 现代建筑

南省安阳 业局大厦 现代建筑

深圳市大 大 现代建筑

山 省环保局 现代建筑

重 警支队 现代建筑

成都银石广场 现代建筑

南方报业新视界传 有限公司 现代建筑

海 发集团 现代建筑

海长 集团 游乐场

深圳 部 城 游乐场

天津大剧院 广电中心

山 省胶 三大中心 广电中心

辽 省电视台 广电中心

阳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

四 广元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

山水厂 污水处理

人 医院 医院

集人 医院 医院

市中心医院新院 医院

中心医院 医院

明市第五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

地产 楼 配电

香港 Kellet 国际学校 - 英式小学 科研院校

香港城市大学 科研院校

香港中文大学 科研院校

韩国大 市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

韩国现代钢铁集团 钢铁制造

及利亚油 钻探 钻井平台

新加坡 海商务中心 现代建筑

澳大利亚 家 及户外用品商场 现代建筑

部分业绩

典型用户 应用行业

北 楼中医院 医院

第一医院 医院

市中心医院 医院

西省 市人 医院 医院

省长 市双阳区医院 医院

广 省中山中医院 医院

山 省省立医院影像所 医院

重 市 中心医院 医院

大学医院学院附属 医院 医院

重 南 人 医院 医院

辽 渤海油 油改电项目 石油石化

长 试车油 油改电项目 石油石化

中国石油四 中钻井平台 石油石化

矿有限责任公司 矿

金 化起 西 矿 矿

节市 金 实业 矿 矿

北 垃圾发电厂 电力

山市南海 电 生能源有限公司 电力

包头钢铁西区 化厂 钢铁制造

辽阳汇通精密薄板有限公司 钢铁制造

波宝新不 钢有限公司 钢铁制造

风日产风神汽车制造厂 汽车制造

南 特能电子有限公司 电源制造

深圳 图光电新 科技有限公司  新 制造

山 省日照港二期 港口码头

山 省日照港一期 港口码头

金 管业 管 制造

长 光 光 制造

西 格光电 光电制造

厦门集美万达广场 现代建筑

海蓝 特立美 路桥建设

三 热力公司 化工

香港建筑 总部大楼 现代建筑

香港旺角 道金钻玺大厦 现代建筑

香港九 湾消防站 现代建筑

意大利 sobello 工厂 加工

韩国 广津区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

韩国南极基地研究中心 科研基地

肯尼亚油 钻探 钻井平台

澳大利亚 本温 城市体育中心 体育中心

部分业绩

典型用户 应用行业

阳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

集团 化 制造

市 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电子制造

厦门 工业有限公司 有色矿业

南 园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有色矿业

大 山矿业 有色矿业

二 部队某基地 工

中国船 重工业集团公司某研究院 工

中国人 解放 某部队 工

北省 家口 制造

安 国 制 医 制造

中原 制 医 制造

内 双 水泥 水泥制造

海 水泥 水泥制造

北省 特种纸业 造纸厂

重 四联光电科技 蓝宝石制造

济 元 光电 蓝宝石制造

福建省三安光电有限公司 蓝宝石制造

深圳市比亚 汽车有限公司 充电站

能集团双 山基地 硅制造

太仓协鑫光伏科技 硅制造

衡水英利有限公司 硅制造

海南省英利新能源 硅制造

山 城 能光伏 硅制造

西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硅制造

北 电机总厂 机械制造

中国铁通部分省分分公司 IDC

中国移动部分省分分公司 IDC

中国铁通部分省分分公司 IDC

中国电信部分省分公司 IDC

重 网络监控维护中心 IDC

电业局 电总站 网改造

电产业园 现代建筑

香港 亚银行 IDC 中心 IDC

香港 高 及网球运动中心 体育中心

泰国 也 Mitrp ol 厂 制 业

韩国起亚汽车钢 制造厂 汽车钢 制造

及油 钻探 钻井平台

印度尼西亚丰 汽车 加达工厂 汽车制造

印度尼西亚小松 机 加达工厂 汽车配件制造



 sinexcel | 3.5 了解更多盛弘电气

服务网络

为更好的为全国用户服务，盛弘电气建立了覆盖全国各地的三级服务体系，即公司总部技术服务中心和六大片区技术服务办 事处以及授权代理

商技术服务点。在公司总部和各大片区技术服务中心均配置了专业的工程师团队及完备的服务工具和备品 备件库，在授权代理商技术服务点配

备了认证服务工程师。

在公司总部，盛弘电气成立了专门的用户培训中心，负责针对代理商和用户的技术人员进行产品操作和维护培训。

盛弘电气全国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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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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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流 方案咨询 现场测试 数据分析 定制方案 施工指导 定期巡检 及时维护 

盛弘电气产品部及客服部为公司技术服务责任部门，为客户提供： 

售前服务 

客户现场测试、方案设计和评估 

新建项目的图纸设计咨询及建议 

依托专业的背景和丰富的行业知识为 终客户及合作伙伴 

提供性价比 高的综合补偿方案  

售后服务 

技术咨询 

定期巡检 

设备维护 

系统改造及扩容  

服务承诺 

盛弘电气提供 7×24 小时技术支持服务，在设备安装过程中提供免费技术指导。 

盛弘电气拥有充足的备品备件库，确保设备故障后的及时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