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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谷电气有限公司位于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国家智能电网用户端智能配电领域的领先厂商，致力于为用

户提供基于互联网的智能配电系统解决方案、设备、系统和服务，帮助用户用电更智能、安全、节能和环保。

公司在中低压智能品牌柜、智能元器件、电力监测、电气安全、电能质量、能效管理等领域有着广泛的产品链和解决方

案。其中，互联网智能品牌柜iPanel和互联网智能管理系统iOVE2000等自主创新明星产品正在引领配电领域从功能化时

代走向智能化时代。基于互联网软件平台，公司还为用户提供云平台、大数据分析、智能运维等服务。

光谷电气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在智能配电领域获得200多项国家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并参与《工业园区电力需求响应系统

技术规范》（T/CEC 133-2017）、《工业园区电力需求侧管理系统建设：设计规范》等多项国家级行业标准编制。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交通、工业、医疗、商业、建筑等领域的国内外重点项目中，如国内重点工程：中共中央直属

机关洋桥项目、首都机场、秦山核电站、华北电网公司、成都医学城、福建晋华存储器芯片基地、上海斐讯数据中心等；

国外重点工程：坦桑尼亚反恐训练基地、刚果朱埃电台工程、老挝南欧江二级站等。

  光谷电气致力于用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为用户提供智能安全、节能环保的智能配电系统，积极承担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

关于我们



Wuhan Optical Valley Electric Co., Ltd. , located in Wuhan East Lake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s a leader 

company of intelligent power distribution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smart grid user side. Optical Valley Electric devotes to provide our 

clients solutions, equipments, systems and services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power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Internet, which can 

help our clients to use electricity more intelligently, safely, efficiently and environmentally.

The main hardware products include Intelligent power distribution cabinet, intelligent capacitor banks, active filtering devices, 

intelligent circuit breaker, network multifunction power meter, microcomputer integrated protection device, harmonic protector, 

large touch LCD screen for back-  end software, Energy harvester, intelligent IO control module and electric fire detector. 

Software products include intelligent power distribution and automation system software, energy efficiency management system 

software, power quality system software, Internet-  based 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system which includes cloud services, big data 

analysis and mobile APP, etc. .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electric power,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medical treatment, 

commerce and construction.

Optical Valley Electric pay high attention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has established intelligent power distribution Research 

Institute in Beijing. Optical Valley Electric obtained more than 30 national patents and software copyrights, including five patents 

of invention,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power distribution, 

The company's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key projects, such as the Capital Airport, the CPC Central 

Policy Research Office, North China Power Grid Corporation, Chongqing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 Wuhan Iron and Steel 

Corporation, China Garden Museum, COFCO, Shuohuang Railway of Shenhua Group, Beijing Banknote Printing Plant, Wuhan 

Telecom Engineering Bureau, Congo Djué radio engineering.

Optical Valley Electric is committed to using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to provide users with intelligent, safe, 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actively assum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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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抗谐波智能电容器 OVE800R

智能电容器 R 型是以△型或 Y 型低压电力电容器为主体，采用微电子软硬件技术、微型传感器技术、微型网络技

术和电器制造技术等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智能化低压无功补偿功能 , 能方便地实现过零投切、保护、测量、信号指示、

联机等系列功能，是低压无功自动补偿滤波技术的重大突破。产品主要应用于有谐波场合的无功补偿，能够可靠运行，

不会产生谐振，对谐波无放大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吸收消除谐波的功能。其中串接 7% 电抗器的产品使用于主要谐

波为 5 次及以上的电气环境，串接 14% 电抗器的产品使用于主要谐波为 3 次的电气环境。

OVE800   R      -        40        S       /      P7

智能电容器

R: 抗谐波

电抗率

补偿方式

补偿容量

P7：7%
P14：14%
F：分相补偿
S：三相补偿
H：混合补偿
10-40Kvar

NO1. 产品符号说明

NO2.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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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通过在电容器补偿回路中串联与之相匹配的电抗器，同时提高电容、开关的物理参数的方法，目的是：

（1）有效抑制谐波，避免电容合闸时产生电流放大，保证补偿设备正常运行 ;

（2）有效吸收电网中的部分谐波，防止倒送至电网加重污染。此种谐波治理的方法是目前最经济也是最常用的有

效方法。

微型电流互感器

低压电力电容器

人机联系组件

温控传感器

串联电抗器

温度传感器

断路器

联机插件

零投切开关电器

状态指示灯插件

智能控制组件

（1）电抗器具有高线性特点，它是抗谐型低压智能电容器起抗谐作用的关键部件。电网中的谐波是由非线性负载产生的，

电抗器与电力电容器串联后接入电网，也是一种负载，因此如果电抗器的线性度差，呈现一定的非线性，不仅会降

低其抗谐功能，而且会产生新的谐波，成为一种新的谐波源。OVE800R 抗谐型低压智能电容器中电抗器的线性

度从 0 到 120% 的范围内优于 0.1%，因此在工作时几乎无谐波产生。

（2）采用高品质工业型低压电力电容器，安全性高；内加防爆器及温度传感器，提高产品在有谐波场合下运行可靠度。

（3）采用电子式过零投切开关技术，技术先进，性能稳定可靠，工作过程中无谐波产生，其零投切偏移度小，涌流小，

耐电压、电流冲击能力强，可以在谐波严重的电气环境下运行。

（4）电抗器线圈附加温控开关，使得电抗器过温时能将过温信号传递给控制芯片，自动切断电子式开关，防止产品在

异常情况下损坏。

（5）串联不同规格电抗器，能有效抑制谐波和涌流。

（6）模块化结构，组合灵活，扩容方便，安装简单，便于维护 ; 智能组网，CAN(CAN 通信接口支持热插拔 ) 通讯接

口可以接入后台计算机，进行配电综合管理 ; 液晶显示，操作简单，维护方便，利于现场故障查找。

（7）采用分散控制模式，100 万次以上无故障投切，高可靠性 ; 节能效果显著，有效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电能消耗，改

善电能质量。

NO3. 工作原理

NO4. 主要结构

NO5. 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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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谐波滤波功能：

◆有效的抑制谐波和涌流，对谐波形成低阻抗通路。防止电容器过载、绝缘介质的老化、自愈性能下降、使用寿命降低。

◆采用电子式过零投切开关，能准确的在电压为零时投入，电流为零时切除，投切涌流小。

◆配电电压、电流、无功功率、功率因数测量；CT 相位与变比自动测量、校正。

◆各台电容器内部电流、内部温度测量。

2、信号功能

电容器投切状态、过欠补状态、过欠压状态信号 ; 保护动作类型、自诊断故障类型信号。

3、通信功能

◆电容器和控制器之间采用 CAN 通信连接，便于大量采样数据上传及与外设监控。

◆终端可以进行信息交换，方便系统集成。

4、联机功能

具备多个抗谐波无功补偿器通信功能。

5、智能组网

可自动检测及跟踪系统无功的变化，自动投切电容器组。容量相同的电容器按循环投切原则，容量不同的电容器按适

补原则投切。电容器先投先退、先退先投 ; 电容器运行温度低的先投，运行温度高的先退。

6、故障自诊断功能

电容器智能控制元件能对本体各项运行参数进行自诊断，一旦出现自检故障，整机快速响应，退出运行。

注：底座可以被固定到平面上

NO6. 主要功能

NO7. 外形尺寸

390mm

290mm

4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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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谐波智能电容器 OVE800R 电气原理图

NO8. 电气原理图



PRODUCT PROFILE
电能质量产品手册 006

1、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 45 ～ 65℃；

相对湿度：40℃，20 ～ 90%；

海拔高度：≤ 2000m。

2、电源条件

额定电压：～ 220V/ ～ 380V；

电压偏差：±20%；

电压波形：正弦波，总畸变率不大于 5%；

工频频率：48.5 ～ 51.5Hz；

功率消耗：<0.5W（切除电容器时），<1W（投入二台电容

器时）。

3、电气安全

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绝缘强度、安全防护、短路强度、采

样与控制电路防护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DL/

T842- 2003《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使用技术条件》中对应条

款要求。

4、测量误差

电压：≤ 0.5%（在 80 ～ 120% 额定电压范围内）；

电流：≤ 1%（在 5% ～ 20% 额定电流范围内），

           ≤ 0.5%（在 20% ～ 120% 额定电流范围内）；

温度：±1℃。

5、保护误差

电压：≤ 0.5%；

电流：≤ 1.0%；

温度：±1℃（电容器）；±1℃（电抗器）

时间：±0.01s。

6、无功补偿参数

电容器投切时隔：>10s；（1S~10S 定制）

无功容量：单台≤ 40Kvar，分相≤ 30Kvar，联机≤ 24 台

7、可靠性参数

控制准确率：100%；

投切允许次数：100 万次；

电容器容量运行时间衰减率：≤ 1%/ 年；

电容器容量投切衰减率：≤ 0.1%/ 万次；

年故障率：≤ 0.1%。 

NO9.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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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智能电容器 OVE800C

常规智能电容器 OVE800C 型是应用于 0.4KV 低压电网的新一代智能化电力无功补偿装置，它是以二组 ( △型 ) 或

一组 (Y 型 ) 低压电力电容器为主体，采用微电子软硬件技术、微型传感技术、微型网络技术和电器制造技术等最新技术成

果的无功补偿装置。

OVE800C 型普通型智能电容器，使用方便，具有过零投切、交流参数测量、自保护、自组网联机等系列功能，可灵

活使用于低压无功补偿的各种场合，具有结构简洁、生产方便、成本降低、性能提高、维护简便等多项优点。

OVE800   C       -        40        S       /      P7

智能电容器

C: 普通型

电抗率

补偿方式

补偿容量

P7：7%
P14：14%
F：分相补偿
S：三相补偿
H：混合补偿
10-40Kvar

NO1. 产品符号说明

NO2. 产品概述

OVE800C 型主要由智能组件、过零投切开关电器、低压电力电容器及电容器内部温度信号的采集等组成。

智能组件是产品智能化载体，由核心器件微处理器和各种电路组成。智能组件通过对运行电路的检测，实现低压电力

电容器的过压、欠压、失电缺相、过流、过温等多种保护。

智能组件通过检测投切开关电器动静触点（断开）两端的电压和触点的闭合时间，可以控制其在电压过零点时闭合，

通过检测投切开关电器动静触点（闭合时）的电流和触点的断开时间，可以控制其在电流过零点时断开，实现“过零投切”

功能，使投运低压电力电容器时产生的涌流很小，退运低压电力电容器时不发生燃弧现象，从而延长了低压电力电容器和

投切开关电器本身的寿命，也减小了开关电器投切时对电网的冲击，改善了电网的电能质量。

NO3.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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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切开关电器耐电压、耐电流冲击能力强

智能电容器中的投退运行低压电力电容器的投切开关电器使用电子式投切开关电器，其耐压冲击能力大于交流电压

3500V（直流电压 5000V）以上，耐电流冲击能力达到 100 倍额定电流以上，投切额定次数超过 100 万次以上。在当今

复杂多变的电网电气环境下，电磁式过零投切开关电器具有极好的工作可靠性。

2、投切开关电器的过零投切性能优异

智能电容器中的投切开关电器具有特殊的电子式过零投切技术，投切的偏移度小于 2.5°、投切涌流小于 2.5 倍额定电流，

有效地保护低压电力电容器投切过程无涌流冲击、无切除过电压、无燃弧现象等。

3、保护功能

智能电容器具有过电、欠电、失电保护、短路保护、过电流及过温保护等功能，有效保障智能电容器的安全，从而延

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4、智能组网

智能电容器采用智能网络技术构建 CAN 通讯网络方式进行相互之间或外接设备之间联机，满足系统工作需要。

5、优质低压电力电容器元件

低压电力电容器元件采用边缘加厚型锌铝复合镀膜工艺，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稳定性，不易氧化 , 提高了自愈性能 , 容

量衰减低、增强了抗涌流能力，工作时发热量小并且均匀，极大的提高了低压电力电容器的容量稳定性。

6、人机联系良好

智能电容器采用数码管显示、LED 灯及按键进行人机联系，清晰度不受环境影响。数码管显示器上实时显示工况数据，

概念明确、显示值清晰，不同的 LED 灯分别指示运行故障、运行切除、运行投入三种状态。

NO4. 技术特点

智能电容器 OVE800C 电气原理图

NO5. 电气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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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容柜
Intelligent Capacitor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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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容柜 OVE600 采用模块化设计思路，智能电容柜中的每个智能电容器既可以相互组网，也可作为独立运行的

装置，符合智能化，小型化，高使用性能和安全性能，高可靠性、注重环保等要求，从而使得智能电容柜维护性非常简单

并且具有高性价比优势。

OVE600 系列智能电容柜是针对用电网络谐波含量较大，普通电力电容器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而设计，它采用特殊

的技术与工艺，由线性串联电器和工业级低压电力电容器组合而成，因此本产品主要应用于谐波严重的场所，电容器能可

靠运行，电容器不会过热、绝缘介质不会老化、自愈性能不会下降，不会降低使用寿命。

03. 智能电容柜

OVE600                  R  -    480      S       /       P7

智能电容柜

R: 抗谐波
C: 普通型

电抗率

补偿方式

补偿容量

P7：7%
P14：14%
F：分相补偿
S：三相补偿
H：混合补偿

50-600Kvar

NO1. 产品符号说明

NO2.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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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产品由智能组件、零投切开关电器组件、电流取样组件、温度取样、干式串联电抗器和工业型低压电力电

容器等元部件组成。

NO3.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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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组件

智能组件中所有电子元器件均采用宽温型和工业品级，能够适应温度变化大、电磁干扰严重的恶劣环境，可以长时间不

间断地可靠工作。

2、快速过零投切开关

投切低压电力电容器采用快速过零投切开关，快速过零投切开关可以在其触点二端交流电压为零时闭合触点，触点闭合

是可以在通过其交流电流为零时断开触点，从而使投、切产生的涌流极小。

快速过零投切开关是一种在智能器件控制下的特殊继电器，具有常规继电器不具备的吸释快速性、吸释时间稳定性和吸

释过程微抖动性等优异机械特性。

快速过零投切开关与现有机械开关电器、半导体开关电器、基于电力电子的复合开关电器的比较如下表。

序号 内    容 机械开关电器 半导体开关电器 复合开关电器 快速过零投切开关

1 电压过零投入、电流过零切除功能 无 有 有 有

2 投切涌流 大 小 小 小

3 无功补偿速度 慢 快 中 中

4 耐电压、电流冲击性 中 低 低 高

5 功率消耗 中 特大 中 小

6 体积与重量 中 特大（含散热器） 大 小

7 价格 低 高 高 中

由表可见，快速过零投切开关具有最好的性价比，特别是其机械寿命、电气寿命达到 100 万次投切的可靠性，是其它

开关电器所不能及的。

3、干式串联电抗器

产品中的干式串联电抗器采用高磁通进口材料，重量轻、体积小，并且低功耗、低温升和低噪音，其内部放置监测其温

度的热继电器，在超过设定温度时启动风机强制降温。

4、微型电流取样互感器

电容器的各相电流取样采用以玻镆合金为芯的微型互感器，线性度高、频率特性好、相差小，保证电流、功率测量和电

流型保护的准确与稳定。

5、快速断路器

快速断路器采用进口微型断路器，在 5 倍额定电流时 10ms 内断开，用于电流速切总保护，避免跳上级开关，同时作

为电源接入端子和电源总开关。

6、工业级低压电力电容器

产品中的低压电力电容器采用进口材料制造的自愈式电容器，容量的衰减特性优良；发热量小、允许应用环境温度宽；

没有油、蜡材料，整体阻燃，不会产生火警；没有泄漏现象，不会产生环保问题。

NO4. 元部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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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滤波功能

在用户负荷有谐波的情况下，能够滤除谐波对用户的干扰，消除电容对谐波的放大作用，杜绝谐振，减轻和限制谐波

电流和闪变电流，保护设备，并补偿无功功率。

2、测 量

配电电压、电流、无功功率、功率因数测量；CT 相位与变比自动测量、校正；各台电容器三相电流、体内温度测量。

3、保 护

回路电流速切、过流保护；电容器过压、欠压保护；电容器过温、断相、三相不平衡保护。

4、信 号

电容器投切状态、过欠补状态、过欠压状态信号；保护动作类型、自诊断故障类型信号。

5、快速投切

电容器投切最小时间可设置 1S。

6、通 信

智能电容器与控制器之间采用 CAN 通信连接，便于大量采样数据上传及与外设监控终端进行信息交换，便于系统集成。

7、智能网络控制

可以自动检测及跟踪系统无功的变化，自动投切电容器组。容量相同的电容器按循环投切原则，容量不同的电容器按

适补的原则投切。电容器先投先退、先退先投；电容器运行温度低的先投，运行温度高的先退；补偿工况恒定时，电

容器每十五分钟循环投切，避免单只电容器长时间投运。

NO5. 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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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 45 ～ 65℃；

相对湿度：40℃，20 ～ 90%；

海拔高度：≤ 2000m。

2、电源条件

额定电压：～ 220V/ ～ 380V；

电压偏差：±20%；

电压波形：正弦波，总畸变率不大于 5%；

工频频率：48.5 ～ 51.5Hz；

功率消耗：<0.5W（切除电容器时），

                  <1W（投入二台电容器时）。

3、电气安全

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绝缘强度、安全防护、短路强度、

采样与控制电路防护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DL/T842- 2003《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使用技术条件》

中对应条款要求。

4、测量误差

电    压：≤ 0.5%（在 80 ～ 120% 额定电压范围内）；

电    流：≤ 1%（在 5% ～ 20% 额定电流范围内），

               ≤ 0.5%（在 20% ～ 120% 额定电流范围内）；

温    度：±1℃。

5、保护误差

电压：≤ 0.5%；

电流：≤ 1.0%；

温度：±1℃（电容器）；±1℃（电抗器）

时间：±0.01s。

6、可靠性参数

控制准确率：100%；

投切允许次数：100 万次；

电容器容量运行时间衰减率：≤ 1%/ 年；

电容器容量投切衰减率：≤ 0.1%/ 万次；

年故障率：≤ 0.1%。

NO6. 主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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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800 智能电容器在 OVE600 智能电容柜内安装组合方式，根据智能电容器的安装孔尺寸，在智能电容柜内配置

相应的支架和固定孔，然后使用紧固件将智能电容器固定在智能电容柜中。

智能电容柜尺寸与可装智能电容器的数量以及总电容量见下。 

序号
智能电容柜尺寸 

（宽 × 深 × 高）（mm）
智能电容柜容量（kvar） 电容器数量（台）

1 800×600（800）×2200 160 4

2 1000×600（800）×2200 320 8

3 800×1000×2200 320 8

4 1000×1000×2200 480 12

三相补偿式智能电容柜：

序号
智能电容柜尺寸 

（宽 × 深 × 高）（mm）
智能电容柜容量（kvar） 电容器数量（台）

1 800×600（800）×2200 120 4

2 1000×600（800）×2200 240 8

3 800×1000×2200 240 8

4 1000×1000×2200 360 12

分相补偿式智能电容柜：

注：产品内有线性串联电抗器，工作时有较大热量，因此智能电容柜内应装有温控的通风电扇。

NO7. 组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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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电容柜 OVE600C 在某低压典型工程图纸

NO8. 智能电容柜在低压配电系统中的应用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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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电容柜 OVE600R 在某低压典型工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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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谐波
治理系统

APF
ACTIVE POWER

FILTER

HPF
HARMONIC

PROTECTIVE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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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责任

电能质量与谐波污染

·提供专业的电能质量服务

·洁净能源全面解决谐波污染

·节能高效为用户提供绿色用电环境

OVE- HPF7000谐波保护器 OVE- APF有源滤波器

电力系统是发电、输配电、用电三方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电能质量是衡量供电方为用电客户供应的电力是否符合要

求，以及用电客户对供电方电网是否造成污染的指标体系。电能质量一般指电压、电流的幅值、频率、波形等参量距

规定值的偏差。电能质量主要包括：谐波，功率因数，三相不平衡，电压波动与闪变。

谐波是电能质量的重要指标。当正弦波电压施加在非线性负载电路上时，电流就变成非正弦波，非正弦波电流在电网

阻抗上产生压降，会使电压波形也变成非正弦波。对非正弦波做傅立叶级数分解，其中频率域工频相同的分量称为基

波，频率大于基波的分量称为谐波。谐波电流对用户用电系统的各种关键设备及用电效率有众多不良影响，包括功率

因数和三相不平衡这两项关键指标。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力电子装置等非线性负载应用于企业当中，在带来节能与能量变换积极一面的

同时，也产生了谐波等电能质量问题。电能质量问题日益突出，也成为了用户关注的焦点。

目前广泛使用产生谐波的典型非线性负载，如整流器、变频器、UPS、电梯、空调、节能灯、复印机、家用电器等。

这些非线性负载会产生大量谐波电流并注入电网中，使电压波形产生畸变。这种电压谐波污染会对电网和所有后端用

户产生严重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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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限值国家相关标准

对于用户设备及公用配电网来说，电能质量相关指标就像环境指标（温度、海拔等）一样，直接影响到设备发挥其效

能，使用寿命及效率，甚至直接损坏用电设备，导致用电网瘫痪等更严重的后果！因此用户配电系统的电能质量治理

目的主要是为了提升用户设备的电能质量环境，提高用电设备的可靠性、寿命、用电效率，最大限度发挥设备的性

能！

公用电网谐波标准

根据《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 1993）对相电压要求：

注入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流允许值如下：

公用电网标称电压 kV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
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

奇数 偶数

0.38 5.0 4.0 2.0

标称电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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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0.38 10 11 12 9.7 18 8.6 16 7.8 8.9 7.1 14 65 12

行业谐波标准

国家也相应在建筑行业推行《JGJ16- 2008 民用电气设计规范》，对谐波的治理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例如大型医院、

政府机关、银行等主要干线上  设置谐波保护装置。

国家也在通信行业推行《YDT2323- 2011 通信用低压并联型有源电力滤波》行业标准，《中国移动通信局房供电系

统谐波治理指导意见》：通信机房中如果存在谐波污染，应当对变压器输出端、UPS 输入端、开关电源输入端进行谐

波治理。《中国电信节能技术与应用蓝皮书》 第 07 号 低压配电系统谐波治理：优先考虑一些开关电源、大型 UPS 

较多，容量较大的局站（如 IDC 中心，电信大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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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谐波治理方案

电力侧谐波（低频）
使变压器、配电柜、电机

等配电设备过热、损坏

用户侧谐波（高频）
干扰医疗、通信等精密设备

正常工作

OVE- HPF7000谐波保护器OVE- APF有源滤波器

交给它们解决

OVE-APF

OVE-HPF7000

OVE- APF实时检测电网中由非线性负载产生的电流谐波，动态生成与谐波电流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补偿电流，从而

消除负载谐波电流。具有响应速度快（<5mS），滤波范围广（2~61次），滤除率高（THD<3%），不受系统参数影

响等特点，达到改善用电质量，降低电网损耗、提高供电利用效率和带载能力的目的。

OVE- HPF7000谐波保护器采用专用超微晶合金材料与特别电路，使用航空铝合金外壳，能吸收各种频率各种能量的

谐波干扰，随时跟踪电源波形，瞬时滤除电源中的谐波及尖峰杂波，改善电源波形，使电网电源波形变得光滑清洁。

当正弦波电压施加在非线性电路上时，电流就变成非正弦波，非正弦波电流在电网阻抗上产生压降，会使电压波形也

变成非正弦波。对非正弦波做傅立叶级数分解，其中频率域工频相同的分量称为基波，频率大于基波的分量称为谐

波。产生谐波的典型负载如整流器、变频器、UPS、电梯、空调、家用电器等等，这些负载产生大量的谐波电流并注

入到电网中，使电网电压产生畸变，这种谐波“污染”会对电网和用户产生严重的危害。   

谐波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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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的来源

谐波的危害

电网谐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是发电源质量不高产生谐波；

二是输配电系统产生谐波；

三是用电设备产生的谐波。

主要谐波源为非线性特性的电气设备：

1.电机设备、变频调速装置如风机；

2.晶闸管整流装置如：中频炉、电弧炉等；

3.电梯、电子类照明设备；

4.计算机、打印机等等办公类设备；

5.UPS。

谐波来源

谐波对供电线路产生了附加损耗。由于集肤效应和邻近效应，使线路电

阻随频率增加而提高，造成电能的浪费；由于中性线正常时流过电流很

小，故其导线较细，当大量的三次谐波流过中性线时，会使导线过热、

绝缘老化、寿命缩短以至损坏；

谐波影响各种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对如发电机的旋转电机产生附加功

率损耗、发热、机械振动和噪声；对断路器，当电流波形过零点时，由

于谐波的存在可能造成高的di/dt，这将使开断困难，并且延长故障电流

的切除时间；

谐波使电网中的电容器产生谐振。工频下，系统装设的各种用途的电容

器比系统中的感抗要大得多，不会产生谐振，但谐波频率时，感抗值

成倍增加而容抗值成倍减少，这就有可能出现谐振,谐振将放大谐波电

流，导致电容器等设备被烧毁；

谐波引起公用电网局部的并联谐振和串联谐振，从而使谐波放大，这就

使上述危害大大增加，甚至引起严重的责任事故; 

谐波将使得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出现误动作，并使仪表和电能计量出现

较大误差；

医院中的谐波会导致医疗设备信号传输错误，造成医生误诊。

谐波对通信系统及数据除了系统产生干扰，降低通信质量，甚至造成网

络阻塞信息丢失，使通信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谐波会影响电子设备工作精度，使精密机械加工的产品质量降低；设备

寿命缩短，家用电器工况变坏等。

天水市一高压线路变压器箱发生火灾

消防人员为起火变压器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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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的分类及对应治理产品

电网中的谐波不仅有低频次的高能量的，同样在某些

场合高频次小能量的谐波也较为常见，为了提供更好

的电能质量，更彻底的解决谐波带来的问题，光谷电

气依照谐波的特点分类提供了全面的谐波治理产品。

电力侧谐波（2~50次）——适用于OVE-APF

主要由一些大型电力设备产生的低频次高能力的谐波

（一般<13次），主要损害配电系统，比如变压器、

配电柜、电机、变频器等设备。

用户侧谐波（>20次）——适用于OVE-HPF7000

主要由一些低功率高工作频率的小型用电设备产生的高频次小能量的谐波（一般>20次），主要影响计算机、通信设

备、医疗仪器、精密仪器的正常工作。

无功补偿装置变压器 电机

医疗设备 大型机房、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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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APF
有源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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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F 系列
有源滤波器

经典柜型，可靠耐用

柜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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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F 系列
有源滤波器

抽屉式模块化安装，容量可扩展，

方便产品升级、维护

节省空间，安全方便

壁挂式 级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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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有源电力滤波器，是采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和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结合而成的新型电力谐波专用设备。有源电力滤波器

相当于一个谐波电流发生器，它跟踪谐波源电流中的谐波分量，产生与之等幅反相的谐波电流，从而抵消谐波源产生

的谐波电流。

有源电力滤波器可广泛用于工业、商业、信息行业等各领域中的电力谐波治理，治理效果好，节能、节材，是谐波治

理技术的最新发展方向，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谐波滤除效率高，可以对从2次到61次谐波之间进行有选择性的补偿或者全部的谐波补偿。

·DSP+FPGA全数字控制，高速检测和运算，对于变化较为频繁的谐波能够实行快速的补偿。

·可根据负荷变化自动限流，不存在过载现象。

·可以只滤波或同时滤波和补偿无功。

·操作简单，维护方便，并联安装方式，可实现多台并联运行。

·按照配电结构，可选择集中补偿、分散补偿。 

·采用10.4英寸高清晰触摸屏，友好人机界面，提供完整现场信息及历史记录信息。

·具备输出过电流、交流侧过电压、直流侧欠电压、交流侧过电流、交流侧过电压、IGBT死区保护以及IGBT综合保

    护等多种保护功能，确保在系统或设备出现运行异常时，可靠地使设备退出运行或保护系统及设备。

·有效消除零序谐波及其产生的中性线电流。

·采用光纤对功率组件与控制回路进行隔离，安全可靠。

·电缆可从装置柜体顶部或底部进入，使得安装更加灵活。

产品特性

工作原理

如上图所示，断路器合闸后，OVE- APF首先将充电接触器合闸通过预充电电阻对直流母线的电容器充电，即为防止

上电后对直流母线电容器的瞬间冲击，当母线电压Vdc达到额定值后，预充电接触器闭合。然后OVE- APF通过斩波

升压控制直流母线电容电压稳定在目标值。

OVE- APF通过外部CT采集电流信号送至谐波检测模块，该模块将基波与谐波分离，将谐波成分送至检测模块，该

模块将采集到的负载谐波成分和OVE- APF输出补偿电流比较，得到的差值作为实时补偿信号输出到驱动电路，触发

IGBT逆变器将补偿电流注入到电网中，实现滤除谐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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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效果

应用场合

投入APF前 投入APF后

◆ 工矿企业

◆ 医院

◆ 通信行业

◆ 轨道交通

◆ 大型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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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电气
特征

额定电压（V） AC400±15%，AC690±15%

额定频率（HZ） 50Hz±2%

电气接线 三相三线 / 三相四线

最大滤波电流 50A 100A 150A 200A 300A 400A 500A

CT的要求 需要3个CT，5VA，CT二次侧电流为5A

性能
特征

滤波范围 2~61次谐波（可以选择滤除特定次数谐波，一次滤除多达20种谐波）

谐波补偿能力 ≥95%THDi

无功补偿 模式可选，自动容量控制

响应时间 ＜50us，瞬变电流控制

功率损耗/运行效率 ＜3%的额定功率/97%效率

过载能力 1.2X额定电流有效值

输出峰值电流 2X额定电流有效值

中性线电流（4线系统） 可选1X/2X/3X相电流

限制输出 自动限流在100%额定输出

保护功能 过欠压/环境温度过热/超载短路/IGBT过热保护/缺相/相序故障

保护机制 软件封锁（控制器）+主断路器物理分段+熔断器保护

运行方式 单台或多台并联运行

控制   
特征 

控制器 数字式，DSP+FPGA

IGBT开关频率 平均20kHz

控制连接 光纤

通信功能 RS485/232、以太网和CAN总线

结构
特征

防护等级 IP31（或IP50，有要求时）

整体结构 壁挂式单柜 落地式单柜

冷却方式 强迫风冷

安装方式 固定方式可选、电缆进线方式可选

运行环境

环境温度 - 5℃~+45℃

存储温度 - 40℃~+65℃

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绝缘耐压
主电路与地（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在环境温度为20℃，相对湿度为90％时，

绝缘电阻不小于10MΩ（采用2500V兆欧表）

电磁兼容
符合GB/T 7251.1- 2005（GB/T 7261- 2000）包括衰减振荡波脉冲群干扰、

静电放电干扰、辐射电磁场干扰、快速瞬变干扰、浪涌(冲击)抗扰度、
电压中断抗扰度、电磁发射试验等

订货说明

OVE-APF (a)/(b)-(c)L
1．a表示额定补偿相电流。2．b表示额定电压：400V、690V。3．c表示接线方式；三相三线或者三相四线。

例如：

OVE- APF 100/400 3L，表示OVE- APF系列，用于三相三线制系统，额定电压400V，额定输出相电流100A。

OVE- APF 150/400 4L，表示OVE- APF系列，用于三相四线制系统，额定电压400V，额定输出相电流150A。



PRODUCT PROFILE
电能质量产品手册 030

产品型号及类别

产品
OVE- APF 
30/400 3L

OVE- APF 
50/400 3L

OVE- APF
60/400 3L

OVE- APF
100/400 3L

类别 三相三线 三相三线 三相三线 三相三线

电压等级（V）                   400 400 400 400

输出电流（A） 30 50 60 100

柜体尺寸
（W×L×H）

440×650×180 440×650×180 440×650×180 600*1000*2200

产品
OVE- APF 
150/400 3L

OVE- APF 
200/400 3L

OVE- APF 
250/400 3L

OVE- APF 
300/400 3L

类别 三相三线 三相三线 三相三线 三相三线

电压等级（V）                   400 400 400 400

输出电流（A） 150 200 250 300

柜体尺寸
（W×L×H）

600×1000×2200 600×1000×2200 800*1000*2200 800*1000*2200

产品
OVE- APF 
400/400 3L

OVE- APF 
500/400 3L

OVE-  APF 
30/40 4L

OVE- APF
 50/400 4L

类别 三相三线 三相三线 三相四线 三相四线

电压等级（V）                   400 400 400 400

输出电流（A） 400 500 30 50

柜体尺寸
（W×L×H）

1000×1000×2200 1000×1000×2200 440×650×180 440×650×180

产品
OVE- APF 
60/400 4L

OVE- APF 
100/400 4L

OVE- APF
150/400 4L

OVE- APF
200/400 4L

类别 三相四线 三相四线 三相四线 三相四线

电压等级（V）                   400 400 400 400

输出电流（A） 60 100 150 200

柜体尺寸
（W×L×H）

440×650×180 600*1000*2200 600*1000*2200 600*1000*2200

产品
OVE- APF 
250/400 4L

OVE- APF 
300/400 4L

OVE- APF 
400/400 4L

OVE- APF
 500/400 4L

类别 三相四线 三相四线 三相四线 三相四线

电压等级（V）                   400 400 400 400

输出电流（A） 250 300 400 500

柜体尺寸
（W×L×H）

800×1000×2200 800×1000×2200 1000*1000*2200 1000*10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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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建议

设计依据

接线方式

选型时无须测量系统电源阻抗、分析负载谐波的频谱。只要依据已知需要补偿的谐波电流总有效值（IH）大小，选用

一款输出补偿电流大于该值的产品即可。一般来说，推荐选用有源滤波器补偿电流比IH大20%左右。例如，已知IH为

80A，那么可选100A级的有源滤波器。

有源滤波器容量计算可根据如下计算公式统计：

OVE-APF 系列谐波电流计算公式：      

 式中：Ih- 第h次谐波电流（方均根值）

三相三线

三相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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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设计方案

某工程项目配置OVE- APF有源滤波器的低压配电系统图（局部）

说明 1：本图采用了OVE- APF 150/400V 3L有源滤波器对系统电流进行谐波治理。

2：OVE- APF可并联在系统侧进行集中治理，也可以并联在负载侧进行就地治理。

3：建议OVE- APF柜与其它配电柜并柜布置。 

典型项目

部落队1218工程 大唐集团保定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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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  
HPF7000
谐波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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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OVE- HPF7000可对用电设备产生的随机高次谐波和高频噪

声、脉冲尖峰、电涌等干扰具有抑制和吸收作用，随时跟踪

电压波形，瞬时滤除电源中的尖峰、浪涌（雷电）、杂波，

矫正因谐波影响而产生畸变的电压波形，对噪声进行消化吸

收，使电网电源波形变得光滑清洁，既提高了电网质量，又

保证了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谐波保护器本身几乎不耗电，采用谐波保护可减少用电设备

的故障率和机器误操作，全面克服了由于谐波污染引起的设

备误动作。谐波保护器可消解部分内部浪涌，抑制高次谐

波，降低能耗，清洁用电环境，提高用电设备寿命与安全。

·为工业、商业的电力分配系统提供自动保护。自动消除具有破坏性的高次谐波、电涌、尖峰信号、瞬时脉冲和激励

    振荡等 

·全进口元器件，性能可靠

·浪涌保护，特别针对精密控制设备

·对各频段的谐波（高次谐波、低次谐波）都有很强的仰制和消除能力，能够吸收1kHz~20MHz的各种高次谐波和高

    次噪声等干扰即可消除因各种谐波引起的电压、电流的畸变 

·吸收瞬时尖峰和电涌保护电路免受过大电涌引起的短路等设备故障或事故

·无源并联在电路各负载配电柜，安装、运行简单可靠

·外观精美，装置由特殊晶体材料合成所制，工作寿命无限

·消除了电路中的谐波等畸变现象，使电路中的铁损、铜损、集肤效应、涡流甚至谐振现象全面克服，避免了上述各

    种因素带来的电能损耗，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

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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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效果

应用场合

使用谐波保护器前电压波形 使用谐波保护器后电压波形

·各类整理装置、开关型直流电源装置场合

·各类变频装置、可控硅软启动设备及不间断电源装置(UPS)

·计算机电子设备、PLC/DCS、继电保护等自动化控制系统

·精密仪器及仪表

·国防航空航天领域         

·各类医疗设备

·大型机房、数据中心及服务器

·通信设备与系统

·伺服控制系统

科研院所 医疗设备 大型机房 精密仪器 通信设备与系统

滤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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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基本
参数

接线方式 单相;三相

功率接线端 L、N、PE（单相）；A、B、C、(N)、PE（三相）

外接开关 10\16，2P（单相）；10\16，3P（三相）

安装方式 壁挂

外部尺寸 长：150mm左右，宽：130mm左右，高85mm左右

电压等级 220V（单相）；380V（三相）

功能 吸收1k- 20Mhz频率各种能量的谐波干扰。自动消除用电设备产生的随机高次谐波和高频噪声等干扰

电气
性能

额定电压 AC220 ±30%（单相）；AC380±30%（三相）

额定频率 50/60 ±15%

最大脉冲电流 12000A

钳位电压 对2500V（1.2μS/50μS）的浪涌电压，可以限制在1000V以下

抗冲击电流 对2500V（1.2μS/50μS）的浪涌电压，浪涌电流不超过1000A

电路连接方式 单相接地（单相）；三角形、星形（三相）

绝缘电阻 550MΩ

耐压 AC2000V，1min，无击穿闪络

接点容量 <100A

滤波
性能

保护频率 1K- 20MHz

滤波效能
1KHz~15MHz 衰减度> 95%，15MHz~20MHz 衰减度> 75%，

50Hz叠加75KHz 衰减度> 80%

泄漏电流 1mA

外部
环境

温度范围 - 25℃到70℃

存储温度 - 40℃到90℃

相对湿度 95%

工作环境 无腐蚀爆炸及导电尘埃，无严重霉菌存在，无剧烈振动，无冲击源

电磁
兼容

震荡波抗扰度 IEC60255- 22- 1 III级 

静电放电
抗扰度

IEC60255- 22- 2 III级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IEC60255- 22- 3 III级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IEC60255- 22- 4 III级

电源
功耗 小于1W

发热 温升小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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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说明

外观尺寸图

OVE - HPF7000 -  □/□

                                3P4L 

                                380V（三相）/220V（单相）

                                谐波保护器

                                光谷电气

①接线方式：Y(星型，三相四线) / I(单相)

②电压等级：220(单相)/380(三相)Vac

③吸收频率范围：1K~20MHz

接线方式

OVE- HPF7000- 400V/3P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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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设计方案

某写字楼工程项目配置OVE- HPF7000 谐波保护器的低压配电系统图（局部）

说明 1.本图采用了OVE- HPF7000谐波保护器对PLC进行保护；

2.OVE- HPF7000可并联在低压配电箱进线处，也可单独并联在精密仪器的进线处（前端）；

3.OVE- HPF7000用于精密仪器、敏感设备、仪表等三相或单相的谐波保护；

4.建议OVE- HPF7000与被保护设备同柜布置；

5.大楼及商业建筑可在每一层的配电柜中选用一台或多台谐波保护器；

6.在使用大量精密仪器的现场，如CT机，心电图等部门，建议单独配备；

7.OVE- HPF7000本身不带电源及开关。 

典型项目

歌华有线701研究所



PRODUCT PROFILE
电能质量产品手册 039

OVE-  
MCD
混合补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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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在实际的电网负载中，整流器、电弧炉、轧机、电弧焊等一系列非线性负载常常同时存在多种电能质量问题。

我公司电能质量混合补偿装置MCD产品，可以同时补偿系统无功、消除谐波外，还可以有效解决电网三相不平衡，阻

尼电网谐振以及稳定电网电压波动和消除闪变等问题。

·采用模块化设计，各模块单元可单独或同时补偿无功、谐波

·控制电网电压波动和闪变能力较强

·采用PWM交错技术，自身谐波极低

·响应速度快，小于50us

·自身功耗较低，可根据现场空间配置容量

·增加容量，降低损耗，净化电网

·维护方便箱式结构设计，易于组装和调试

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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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合

·需要对无功、谐波和三相不平衡进行综合补偿的用电系统

·功率因数低区域

·对电网电压波动和闪变敏感的用电系统，如精密纺织等

·用电系统，例如工厂、企业等

·用电状况恶劣的边远地区，例如农村、山区、风电场等

·对电网质量要求高的用电系统，例如医院等

·使用大功率非线性负载、冲击性负载（例如气泵等）的生产企业

·使用特殊交流电压的电解工业领域或低压配电网的电能质量节能

订货说明

OVE -  MCD -  □Kvar -  □A/400V- □L

三线制或四线制 

谐波补偿容量

无功补偿容量

产品系列MCD

光谷电气

注：电能质量混合补偿装置容量具体配置请联系我公司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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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

特征

额定电压（V） AC400±15%

额定频率（Hz） 50Hz±2%

电气接线 三相三线 / 三相四线

CT的要求 需要3个CT，5VA，CT二次侧电流为5A

性能

特征

滤波范围 2~61次谐波（可以选择滤除特定次数谐波，一次滤除多达20种谐波）

谐波补偿能力 ≥95%THDi

无功补偿类型 模式可选：分相补偿、三相补偿、混合补偿

无功补偿能力 动态100%输出 

滤波响应时间 <50us，瞬变电流控制

无功补偿间隔 >10s;(1s~10s定制)

功率损耗/运行效率 <3%的额定功率;>97%效率

过载能力 1.2X额定电流有效值

保护功能 过欠压/环境温度过热/超载短路/IGBT过热保护/缺相/相序故障

保护机制 软件封锁（控制器）+主断路器物理分段+熔断器保护

运行方式 单台或多台并联运行

控制

特征

控制器 数字式，DSP+FPGA

IGBT开关频率 平均20kHz

通信功能 RS485/232、以太网和CAN总线

结构

特征

防护等级 IP31（或IP50，有要求时）

冷却方式 强迫风冷

安装方式 固定方式可选、电缆进线方式可选

运行环

境

环境温度 - 5℃~+45℃

相对湿度 <95%RH，无凝露

海拔高度 ≤2000m，超出需降额运行

绝缘耐压
主电路与地（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在环境温度为20℃，相对湿度为90％时，绝缘电阻

不小于10MΩ（采用2500V兆欧表）

电磁兼容
符合GB/T 7251.1- 2005（GB/T 7261- 2000）包括衰减振荡波脉冲群干扰、静电放电干

扰、辐射电磁场干扰、快速瞬变干扰、浪涌(冲击)抗扰度、电压中断抗扰度、电磁发射试验等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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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  
SVG
静止无功补偿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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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OVE-SVG静止无功补偿发生器是以IGBT为核心的SVG系统，SVG是柔性交流输电技术（Flexible AC 

Transmission System，简称FACTS）的主要装置之一，它代表着现阶段电力系统无功补偿技术新的发展方

向。SVG能够快速连续地提供容性和感性无功功率，实现适当的电压和无功功率控制，保障电力系统稳定、高效、优

质地运行。

·稳定系统电压，提高输电系统传输容量。

    SVG的响应速度快、无功补偿性能好，尤其适用于风电等新能源接入电网，不仅能跟踪风电场的功率与电压变化动 

    态调节，而且能有效支撑电压，提高风电等新能源系统的低电压穿越能力。

·基于SVG实现智能无功补偿系统，极大提高补偿系统带来效益。

    可大大提高配电网电压合格率；

    可动态快速平滑调节无功，功率因数可达到0.99以上；

    可大大减少相配套的电容器、电抗器的投切次数，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避免力率调整电费（罚款），通常还能有力率调整奖励。  

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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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合

·凡是安装有低压变压器的地方及大型用电设备旁边都应该配备无功补偿装置（这是国家电力部门的规定）

·那些功率因数较低的工矿、企业、居民区必须安装

·大型异步电机、变压器、电焊机、冲床、车床群、空压机、压力机、吊车、冶炼、轧钢、轧铝、大型交换

    机、电灌设备、电气机车等

·居民区除白炽灯照明外，空调、冷冻机等

·农村用电状况比较恶劣，多数地区供电不足，电压波动很大，功率因数尤其低，加装补偿设备是改善供电

    状况、提高电能利用率的有效措施

订货说明

产品型号

OVE -  SVG -  □Kvar -  □V- □A/B

功能选择 

电压等级

设备容量

产品系列

光谷电气

例如：

OVE- SVG- 300- 400V- A，表示OVE-SVG系列，设备容量300KVAR，

电压等级400V，既补偿无功又补偿谐波。

产品
OVE- SVG- 

50-400V-A/B

OVE- SVG- 

60-400V-A/B

OVE- SVG- 

75-400V-A/B

设备容量（KVAR） 50 60 75

电压等级（V） 400 400 400

柜体尺寸

（W×L×H）
650*500*280 650*500*280 650*500*280

产品
OVE- SVG- 

200-400V-A/B

OVE- SVG- 

300-400V-A/B

OVE- SVG- 

400-400V-A/B

设备容量（KVAR） 200 300 400

电压等级（V） 400 400 400

柜体尺寸

（W×L×H）
800*800*2200 800*800*2200 800*800*2200



PRODUCT PROFILE
电能质量产品手册 046

技术指标

序号 名    称  单位 产品参数

1 装置型号 OVE- SVG- 400- 400V - A 

2 额定电压 V 400

3 额定容量 kvar - 400~~+400kvar 

4 无功补偿方式 动态连续自动调节

5 响应时间 ms 1

6 成套装置输出谐波电流总畸变率（THD） ≤ 3%

7 最大有功损耗 不大于总输出容量的 1%

8 冷却方式 风冷

9 短时过载能力 1.2 倍（1 分钟）

10 电子功率元件结构型式 链式

11 成套装置内部保护功能

成套装置采用综合保护策略，以提高装置可靠性；

保护类型内容：母线过压 / 欠压、母线电压不平衡、

过流、电力电子元件损坏检测保护、功率模块直流

过压、功率模块直流欠压、功率模块过流、保护输

入接口、保护输出接口控制等保护功能。

12 成套装置使用寿命 年 >5 年

工作原理

SVG的原理接线图如上图，SVG的基本原理就是将自换相桥式电路通过变压器或者电抗

器并联在电网上，适当地调节桥式电路交流侧输出电压的幅值和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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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动态无功补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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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SVG补偿方案示意图。SVG的主电路主要包括控制系统、IGBT功率变换器和电

抗器部分。通过对功率变换器的控制，可以调节功率变换器的输出电压，进而调节电抗器

上的电流，使SVG吸收或发出满足要求的无功电流，实现动态无功补偿的目的；同时使

SVG产生指定的谐波来补偿负荷中的电流谐波，实现谐波补偿的目的。

SVG的三种运行模式见下表。

运行模式 波形 相量图 说明

空载运行模式 如果 Vs = Vc，则 Ics =0

容性运行 模式

如果 Vc > Vs，则 Ics

为超前的电流。因为 该电流的幅值

能够通 过调节 Vc  而连续控制，所

以 STATCOM 起到电容器的作用， 

且其容抗可以连续控制

感性运行 模式

如果 Vc < Vs，则 Ics

为滞后的电流。此时 STATCOM 

起到电抗 器的作用，且其感抗 可以

连续控制

信号调理板

FPGA控制板

IGBT驱动板

HCT 电抗器

软起电阻软起接触器

快速熔断器

主接触器

电感电流

负载电流

系统电压

母线电压

级联多电平

功率变换器

直流电容器

直流电压

传感器

10KV

CT

PT

负载

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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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效果

现场测试波形—SVG 电压电流波形

现场测试波形—母线电压电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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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

刚果（金） 首都机场

清华大学

京东方

北京同仁堂

普爱医院 武汉人福药业

祥鹏昆明新机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北京圆通华北运转中心

天津嘉民滨海工业园

天津日丰管业 湖北枫树线业有限公司 神华集团

01. 典型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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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后勤部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101 所
首都机场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中粮集团安徽分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牛头沟矿区）
大唐集团保定供热
神华集团
首都体育馆
清华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中石油科技创新基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儿童医院
武汉钢铁集团
泰豪科技股份
江苏大全长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安钢集团
安华智能
安庆汽车站
鞍山太平水厂
奥山世纪城
八门城扬水厂
百超（天津）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百隆地产
包头市千秋工贸
宝龙药业
保定碧水蓝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热力
保定月华胶带有限公司
保利海棠湾三期
北海公园
北京北汽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苑实业发展公司
北京东联电气
北京高新东方智能配电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郭公庄水厂
北京海洋馆鲨鱼馆工程
北京怀柔医院
北京汇佳科技
北京金源百特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京航建筑
北京联东永乐投资管理
北京龙禧云趣
北京洛神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启明信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上酉电缆有限公司
北京施耐通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实创苏家坨项目
北京世纪盛达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文化部机关办公楼室
北京市亿丰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机场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北京双鹭生物
北京天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总部基地改建项目
北京印钞厂
北京越海全球物流
北京长虹建筑
防灾科技学院
丰台南苑医院
福佳集团
葛洲坝集团电力
恩施机场
北京中建润通机电
北京中科利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联鑫源电气有限公司
北京自来水集团
北苑汽车
奔驰一期工程
本溪市金桥焊接材料新建厂房
铂世利流体连接件有限公司
博世中国
灿光光电
茌平房地产
慈铭体检天津公司
大港生活区
大连寺儿沟水务
大明金属
北京天路能源有限公司
北京维益埃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燕沙友谊商城改造项目
北京亿来置业
大张庄除险加固
大冢制药食堂改造工程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鼎星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东湖保税区
东泰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工业园
鄂尔多斯万基
鄂尔多斯万基天然气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乌兰大酒店
法派集团工厂仓储
甘肃天水烟厂
甘肃宇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刚果金
港的国际广场二期
高安屯垃圾焚烧厂
谷城骆驼塑胶制品
冠垣国际
广安胜福建筑工程
广西（北海）园林园艺博览会项目
广州金立
郭公庄水厂
国能腾飞
海芙德建筑产品有限公司
海天幸福小镇三期
海信隆食品工业集团
杭州象山公园
河北方正钢板集团
河北华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2. 部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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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部分用户

塔吉克斯共和国军官之家
泰德制药
坦桑尼亚
唯品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
武汉电信信息工程局
武汉工程大学
祥鹏昆明新机场
新疆高速
天津中荣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忠旺铝业有限公司
天津桩业
托普高基、星空高基配电室
万源稀土
威尔德二期厂房污水处理厂
微谷生物
远大医药
维克（天津）有限公司
维克多制衣
无锡宜家路灯配电箱
五峰酒店
五羊冷藏
武钢矿业
武钢职工总院
武汉昌源电力
武汉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普爱医院
武汉耀辉玻璃
武汉重冶阳逻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武警总队医院
先正达生物科技
芯愿景软件
新世界房地产
新兴福田建设
新洲红山嘴泵站
信阳钢铁
徐州成日钢铁
雁栖创业园
阳光一百
阳新娲石水泥
杨浦高级中学
冶科金属
亿来置业
永济蒲州电厂
枣鑫工贸
枣阳第一人民医院
枣阳污水处理厂
乍得医院
长春诚高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长江融达电子
长沙联通
振华玻璃
镇江枫叶教育园区
燕丰饭店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中航技研发展示中心
中国科学院力学所
中百仓储
中储粮油天津
中国人民银行
中关村软件园
中国北方车辆厂
中国北京同仁堂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四十五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 1218 工程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19 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万寿塔
中国电子系统
中国航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春金（天津）油脂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检验认证综合实验楼
中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天澄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局工程局华苑实验中心
中国银行沧州分行
中航直升机
中环力神
中科利源动力
中科天工电气控股有限公司
中矿海外矿业服务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
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建设项目
中荣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中天国际公寓
中铁建设集团
中信戴卡
中信国建
中信室内装修工程
中冶天工西部新城幼儿园
中筑天佑
中咨华科
钟粹温霞水库站
重庆电力公司
珠海宝塔石化
北京技师工贸学校
北京亿来置业
鄂尔多斯万基
防灾科技学院
广西（北海）园林园艺博览会项目
湖北黄鄂高速公路
廊坊新世界
日丰管业集团
首都机场科技档案馆
镇江默勒电器有限公司
重庆京东方



售后服务承诺

产品质保两年，质保期内产生的任何产品质量问题，均免费及时维修或更换。

03. 售后服务



咨询电话：010- 84748984
传真：010- 62965453
网址：http://www.ovelec.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金隅嘉华大厦A座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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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中提供的信息只是对产品的一般说明和特性介绍，文中
内容可能与实际产品或应用的情况有差别，并且可能会随着产
品的进一步开发而发生变化。武汉光谷电气有权在不事先通知
的情况下更改手册的任何信息或产品特征，仅当相关合同条款
中有明确规定时，武汉光谷电气方有责任提供文中所述的产品
特征。

文中涉及的所有名称、词汇、图片可能是武汉光谷电气或其他
供应商的商标、专利或产品名称，如第三方擅自使用，可能会
侵犯所有者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