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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随心控 能尽所用

关于施耐德电气

全球能效管理和自动化领域的专家

高效、经济以及环保的能源和过程管理。集团 2017 财年销售额为 247 亿欧元，在全球

€247亿

100 多个国家拥有超过 14.2 万名员工。从简单的开关产品到复杂的运营系统，我们的技术、

施耐德电气 2017 年的

软件和服务帮助客户管理和优化运营，通过互联互通的科技助力产业优化，改善城市生态，

销售额为 247 亿欧元

施耐德电气是全球能效管理和自动化领域的专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

丰富人们的生活。
在施耐德电气，我们称之为：Life

Is On

142,000

施耐德电气中国

全球拥有超过
142,000 名员工

• 中国已经成为集团在全球第二大市场
• 在中国拥有超过 17000 名员工
• 3 个主要研发中心和 1 个施耐德电气研修学院
• 23 家工厂、8 个物流中心、9 个分公司和 37 个办事处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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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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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施耐德电气
是您值得信赖的伙伴

随着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及人口数
量，能源消耗将是每个人面临的难题。然
而，当前的能源危机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
环境及社会远景变得不再乐观。
风能可以帮我们实现这个目标：高效、
没有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项
能源资源，风能越来越受到青睐。
施耐德电气多样化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
您减少资金投入、提高生产力，确保您的风
能项目受益最大化。此外，您若选择施耐德

的专业顾问带来的附加值，可以帮您节省时
间和费用。
施耐德电气可以为风电市场提供4个全新
的解决方案，无疑是您可信赖的资深咨询顾
问，这4个解决方案包括：
1. 风力发电机组系统方案
2. 风场连接系统方案
3. 并网电站系统方案
4. 电力监控及视频安防系统方案

电气作为您风能项目的合作伙伴，您将享
受：
1. 高质量、高标准、灵活的、用户定制
化的解决方案。
2. 全球范围内高效的专家级服务。
3. 来自能源管理的全球专家提供的持续
服务和合适的产品安装使用说明。

以上集成的风能解决方案为您提供完整
可靠的电气系统，确保风力发电厂的运营商
能为他们的客户提供优质持续的服务。
总而言之，在这个新兴的行业里，选择
正确的合作伙伴，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
能以最少的投入赢取最大的收益。

我们多样化的服务和解决方案，通过高
效的项目管理、可靠的保障、具备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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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机组系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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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风机系统方案
量身定制的风电产品为您的主电路提供更高的可靠性。
一旦风机开始并网发电，我们都希望这种发电能够长久地持续下
去，这就决定了主电路的电气设备一定要可靠、高效，而且必须是按
照风力发电的标准制造。
我们的低压产品—包括配电柜、低压断路器、接触器—完全按照
2类协调选择，这意味着，如果发生过压，易损部件的损失不会波及
其他设备。
但是我们专用的风电设备不仅限于此—我们的中压开关设备的设
计非常适合600毫米宽的塔筒门，可安装在海拔2000米的风机内。
定制化生产的干式变压器将有效提高电能转换效率并减少电量损
耗。
量身制作的施耐德母线可完美替代传统电缆有效提高电能传输并
减少安装及维护的工作量；
此外，我们的主电路解决方案将帮助您：
装有开关柜和变压器的一体化变电站可以帮助客户实现供
电、服务连续性和增强的安全性
谐波治理和功率因数校正可以实现节省高达25%的生产成本
及运行费用
减少停机时间，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提升企业的运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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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随心控 能尽所用

发电系统主电气设备应用
低压导电轨
产品特性
广泛应用于风电机组定子及转子回路，作为电流传输的导体
源自美国与法国专利技术，近70年的历史

塔筒中部：每段塔筒内的导电轨全部
预先安装好，现场吊装完毕之后再安
装两端塔筒之间的连接段即可，安装

国内唯一家获得UL产品认证的导电轨

大大简化。

塔筒顶部：通过上部电缆
转接箱，实现母线和电缆
的柔性连接，满足风机运
行时解绕等要求。

技术优势
完全适应风场的恶劣环境，优良的耐腐蚀、耐湿热、耐低温等性能
特殊结构设计，具有良好的抗振性能

客户收益

塔筒底部：通过下部电缆转接
线实现导电轨与配电柜的连接。

安装吊架：
采用特殊
的弹性及
柔性设计
可以吸收
由于震动
带给导电
轨的冲击。

项目投资比传统电缆方案省15％
体积小，节省更多空间
输电耗能更小
模块化结构，安装维护更加方便
使用寿命超过20年

I-LINE系列低压导电轨
电流等级：800 ~ 5000A
额定电压：690V
防护等级：IP54
I-LINE

适用温度：-40oC ~ +50oC

KS系列低压导电轨
电流等级：100 ~ 800A
额定电压：690V
防护等级：IP54
KS

适用温度：-40oC ~ +50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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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型中压开关柜
主要电气参数
电压
额定电压

Ur

(kV r ms)

12

额定频率

fr

(Hz)

50/60

通用值 (1)

Ud

50/60 Hz 1 min (kV r ms) 42

隔离断口间

Ud

50/60 Hz 1 min (kV r ms) 48

通用值 (1)

Up

1.2/50 ms (kV peak)

75

隔离断口间

Up

1.2/50 ms (kV peak)

85

1.2Ur (PC)

≤10

绝缘等级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Premset

局部放电
单一功能单元
电流
母线电流

Ir

(A r ms)

630, 1250

额定短时耐受电
流和持续时间

Ik x tk

(kA r ms)

20 kA x 4 s
25 kA x 3 s
25 kA x 4 s
31.5kA x 4s

断路器特性参数
额定短路开断能力

E2级：12kV 25kA 50次
E2级：12kV 31.5kA 30次

容性电流开断能力

C2级：12kV 25A

机械特性及寿命
断路器

M2级：10000次

负荷开关

10000次

(1)相对地和相间。

尺寸
Okken

整个系统采用统一尺寸
Q
Q
Q
Q
Q

具备屏蔽式固体绝缘的所有开关、断路器和计量单元的宽度均为375 mm (630A)。
空气绝缘计量单元和进线计量单元：750mm宽，但是仍然与系统的其他部分完全兼容。
深度：1135 mm（含内燃弧泄压通道）。
总高度：取决于低压设备。
电缆联接：700 mm高，前端对齐的联接。

低压配电柜
对于1000V及以下发电系统，可采用高可靠性的智能低压配电柜O k k e n或
Blokset进行电气回路的开断及保护。

产品参数
产品符合IEC60439-1，EN60439-1，GB7251
额定电流至6300A，短时耐受电流；100kA/1s
Blokset

额定绝缘电压：1000V
抗内燃弧性能：85kA/0.3s
内部隔离形式：1/2b/3b/4b
防护等级：P20/31/42/54
固定分隔式/抽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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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压变压器
变压器容量：200kVA～10MVA，最高一次侧电压40.5kV
冷却方式：空气自冷、强制风冷或水冷

产品特性
环氧树脂真空浇注，更适应恶劣的安装环境
（如盐雾、潮湿、严寒、风沙和持续振动）
通过C4，E3，F1认证以及风电环境振动试验
风冷或自冷

根据客户要求定制方案
中国节能认证产品，高效环保
免维护并可回收

水冷变压器

C4

E3

检测变压器抗负荷变化和过载能力

检测变压器抗污染和防潮防凝露能力

C3：在最低温度-60oC运输、存
储、启动和运行。
C2：在最低温度-25oC。

E3：在最高96％温度下运行。
E2：在最高93％。

F1
检测变压器防火阻燃能力

专利阻燃防火配方，不产生有毒
气体，火源撤离立即自熄。

施耐德电气Trihal变压器性能进一步提升至C3、E3等级，是国内目前唯一
通过C3、E3、F1试验的干式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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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动式电流接触器
115A至2100A AC1-F系列接触器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发电机系统，如：异步直
驱发电机、双馈异步发电机、同步发电机。

产品特性
适合所有标准风力发电机负载的接通与分断
额定操作电压1000V
全新1000A至2100A，更可满足MW级风力发电需求
优化AC-1应用环境，大幅节约安装尺寸

空气断路器
Masterpact风电专用空气断路器，针对风电行业应用特点，具有性能完备，
使用寿命高，环境适应力好等特点。

帮助提高变流器可靠性
Masterpact采用ASIC专用集成电路技术，这种技术使得断路器对谐波具
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确保对变流器的故障保护高度可靠。

高海拔应用
施耐德电气推出风电高海拔专用型断路器Masterpact，该断路器用在3000
米及以上的高海拔环境，额定电流最大6300A；工作电压可达690V。

智能控制单元
基本型
基本的长延时，短延时，瞬动保护和接地故障保护
长延时预报警功能
2.0、5.0、6.0

电流显示
l1，l2，l3，IN，I接地故障，I漏电保护和这些测量参数的最大值
故障指示
以安培和以秒记设定值
2.0A、5.0A、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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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控制及辅助系统应用
通过自动化和后备系统获得对风机更出色的控制，保证一个最优
的运行状态。
施耐德电气通过使用PLC和高可靠性的UPS，使风机实现完全的
自动控制。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耐用的动态系统，仅需消耗很
少的电力，并且可以容易地维护和升级
P L C在风机中扮演着大脑的功能，同时U P S提供后备电力支持
PLC工作—即使在风机遭遇特殊状况时，通过这个完整的系统你同样
可以做到：
正常地关停风机，电力分配和监控系统采集
在出现停电情况时，采集和存储关于风电系统的实时状态和
故障信息
人机界面（HMI），随时随地为您提供经济高效的操作手段
软启动器和变频器（VSDs），同时提高您的设备运行精度和
可靠性
节省大量维护开支，延长风机正常运行时间，而且使故障排
除的过程更简化
通过对风机的全方位控制，您将最终从一个拥有数十年自动化领
域专家经验的供应商那里，获得一个简约而高性能的解决方案。您也
将最终使您的效率达到最优化，收获您一直期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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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风机控制系统特点
优异的抗震性能
适应宽温环境（-40℃-+70℃）
具备多种硬件接口，满足高级风电机组控制策略实现的需求

系统功能

系统架构

基于Codesys 内核的Somachine 平台，方便移植风机软件，减少开发周
期；
机舱和塔基之间的通讯基于外网光纤网络，免受电磁干扰；
主控制器M258 与变桨系统、变流系统和振动传感器采用CANopen 总线
通讯，增强抗干扰性；
机舱控制器，一部分作为塔基控制器的远程分布IO，采集机舱内的各个
传感器、限位开关等信号；另外一部分控制器提供CANopen 总线，与变
桨和振动传感器通讯；
塔基控制器是机组电气控制系统的核心，主要完成数据采集、风机运行
控制和数据统计处理等。

M258特性

	
  

性能强大
超快运算速度：22ns/布尔指令
超大容量内存：64M RAM
PLC M258

超大存储空间：128M Flash ROM

通信简易
现场总线—更灵活构架您的分布式系统：
USB编程—节省编程调试时间
内置开放而强大的以太网，10/100 Mbits/s支持协议
通讯串口开放的Modbus串行网络

基于Codesys的开发软件平台SoMachine
支持所有 IEC 61131-3 语言
集成的现场总线组态工具
专家级诊断和调试
可视化屏幕
提供经过测试、验证、归档的AFB(应用功能块)库
1 个软件、1 个工程文件、1 根电缆连接、1 个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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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V 系列变频器特性

	
  

宽电压范围
具备强大的通讯扩展功能
具备可编程功能

ATV

人机界面HMI
采用新型技术的Magelis XBT GT是一款触摸操作终端。
产品线齐全（文本屏、触摸屏、工控机）
高速CPU、绚丽色彩、海量内存
USB口、以太网和串口，强大通信能力
创新多媒体应用、内置视频接口
品质卓越、符合多种国际认证
XBT GT

跨平台组态软件、支持JAVA脚本

SRC/SURT系列UPS
为应对风机运行时遇到的瞬间波动或紧急停机状态，控制系统内需要内置一套
后备电源，以保证风机可以平稳停机或顺利实现低电压穿越。施耐德电气旗下
APC所提供的UPS可为您的风机提供及时、稳定且功率强大的后备支持。

SRC/SURT系列具有如下特性
UPS

1－3kVA小型化设计，满足使用容量需求
提供110V-220V多种电压输入，自适应或可调频率设置
正弦波输出，兼容所有负载
具备低电压保护及来电重启功能
在线式设计，实时保护系统运行

Ensys机柜产品特性
结构稳定，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
专业表面处理
抗低温（最低温度可达-45℃）
耐高温（最高温度可达80℃）
Ensys

适用于粉尘（IP66&IP55），盐雾等恶劣环境
产品系列全
尺寸范围：150*150*80——2200*1200*800
材料范围：冷轧板，不锈钢，ABS，聚酯
附件丰富：安装附件，温控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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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场连接系统方案
连接风场，保护风机
当处理多个风力发电机时，电能需要在其接入至并网升压电站之
前进行汇集，通过中压连接，提高设备的安全性和可用性。
为尽可能提高效率和安全，风场操作者需要的中压接入系统包
括：变压器，中低压开关设备，箱体等等。
施耐德电气提供的方案涉及所有产品并且在这些产品设计时确保
运行时相互之间的电气，机械和通信的兼容性，并且根据风力发电场
的特点，使得风场解决方案的各个组成部分有助于提高风场的生产效
率。
SF6开关设备：优化电气设备的安装，提高性能及更好的电力
服务的持续性。
风电专用变压器：高效并且提高复杂环境下的可靠性
定制化、预装式箱式变电站：提高接入效率并且保证高可靠
电能生产
完整的电气安装：确保您更好的优化管理维护成本
此外，我们的开关设备及变压器均已考虑到风电行业的特殊性设
计，如：开关设备我们设计的特别紧凑，其宽度小于60cm，使其可
以通过风机的塔筒门。
如果您希望项目进行得更顺利，您可以从我们的项目工程中心得
到帮助。在这里我们有超过15年的相关经验与您分享，通过使用我
们的尖端科技帮助您开发创新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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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场连接系统方案
风随心控 能尽所用

风场连接方案及设备
环网开关设备
FLUSARC 40.5kV 中压开关设备
适用于系统标称电压最高至35kV的中压场内连接和相应风机的变
压器保护
使用SF6气体绝缘
断路器为真空断路器
满足海上及陆上型风机应用

用于风机内连接的组合方式

CB L

C

C CB

40.5 kVׇޅ

p FLUSARC CBL
变压器保护＋出线

p FLUSARC C-C-CB
变压器保护＋出线＋进线

40.5 kV

ժྪืუዐ႐Վۉበ

HV

C

C

C CB

p FLUSARC C-C-C-CB
变压器保护＋出线＋2路进线

HV
ྪۉ

风场典型连接结构

如有空间限制，开关柜间隔数量可以通过多组电缆进线/出现方式进行优
化，具体可联系施耐德电气EBC市场部。

性能参数

Ľ 1000 mm

Ľ 600 mm

塔筒门最小尺寸

通用电气特性
额定电压
kV
额定频率
Hz
额定电流
A
额定工频耐受电压(50/60 Hz 1分钟)：
a) 对地和相间
kV
b) 隔离断口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a) 对地和相间
kV
b) 隔离断口
运行温度
-

40.5
50
630
95
118
185
215
-5oC/+40oC (可选-30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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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场连接系统方案
风随心控 能尽所用

箱式变电站
最大容量可涵盖10MW及以上机组，一次侧额定电压40.5千伏
变压器：采用低损耗干式Trihal或油浸式变压器
模块化开关柜：根据电网要求，可选用RM6、FBX、FLUSARC等不同型号
开关设备

结构特点
先进的全自然通风技术，外壳级别10级
模块化设计

独特的空气热动力模拟
独特的机械和计算机辅助热力计算设计
模块化组合设计

先进的通风设计

性能参数
箱体

中压单元

低压单元
变压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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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温升等级
噪音级别
额定频率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额定电压
主回路额定电流
额定热稳定电流
额定动稳定电流
额定容量

单位
级
dB
Hz
kV
A
kA
kA
V
A
kA
kA
kVA

参数
10
44
50
12-40.5
630
20/3秒
50或63
690
1600-6300
30/1秒
63
160-6300

并网电站系统方案
风随心控 能尽所用

完美的并网发电解决方案，提升系
统运行效率
并网发电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浪涌，电压跌落，电压畸变，
当然还有需要严格遵循国家电力标准。即使很小的功率扰动都会造成
断路器跳闸，给邻近的线路增加负担从而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作为全球能源管理专家，施耐德电气可以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该方案可以缓解电网的紧张程度，给您带来需要的优化的可靠性，并
且能保证99.5%的可用性。
解决方案的起点从金属铠装式开关柜开始，这种金属封闭开关设
备，除了减少占地面积之外，重要的是可以提供高可靠的安全保障。
并且减少了外界环境影响，实现了卓越的供电连续性。
根据国家电力标准，我们设计提供了客户需要的无功补偿系统，
从固定的中低压功率因数调整到动态补偿系统。这些带有谐波治理的
补偿系统，可以从很多方面为投资者和终端用户带来经济上的收益：
实现在投资和运营费用上削减25%
显著减少停机时间
延长设备寿命
减少系统和电能损耗
减少电气系统的过载，从而释放可用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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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电站系统方案
风随心控 能尽所用

并网电站方案和设备
WS-G 40.5kV SF6充气绝缘柜
WS-G为气体绝缘开关柜，具极高的稳定性，运行可靠，操作人员的安全性
和人性化的操作界面。是满足各种一次供电变配电开关站要求和使用的优异
解决方案，完全符合最新的环保要求。
单母线/双母线系统
额定电压：40.5kV
额定电流：2500A
WS-G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40kA / 4秒
抗内部电弧电流：40 kA / 1秒

DNF7 40.5kV空气绝缘柜
DNF7型铠装移开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是在引进施耐德电气法国先进
技术的基础上，按照我国国情开发的新一代开关柜。
单母线/双母线系统
额定电压：40.5kV
额定电流：3150A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31.5kA/4秒
DNF7

抗内部电弧电流：31.5 kA / 1秒 - 40kA / 0.5秒

FP 40.5kV SF6断路器
额定电压40.5k V，额定电流最高至2500A，额定短路开断电流最高
31.5kA；
断路器采用SF6气体作为灭弧介质，无截流现象，不产生操作过电压，开
断电容器组电流高达1250A；
设备安全性高，年泄漏率为0.1%；
FP

电机储能时间<15s，可以实现快速操作循环。
突出FP产品更适合开断SVC/SVG所产生的容性电流

HVX 40.5kV真空断路器
额定电压40.5kV，额定电流最高至 3150A，额定短路开断电流最高
31.5kA；
VG系列真空灭弧室，全固封极柱；
HVX

机构简单，高可靠性，减少维护；
满足特殊要求（高海拔，切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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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电站系统方案
风随心控 能尽所用

厂用配电变压器
低损耗Trihal变压器
容量从100kVA到2500kVA，电压等级35/0.4kV等
绝缘等级F级或H级
通过气候/环境/防火试验
适用潮湿及盐雾等恶劣环境
Trihal

通过地震试验和冲击波试验，保证运输和吊装安全
与高低压及控制设备的接口，实时监控变压器运行状态

厂用低压配电柜
高可靠性的智能低压配电柜Blokset
产品参数
产品符合IEC60439，EN60439，GB7251
额定电流至7000A，短时耐受电流：100kA/1s
Blokset

额定绝缘电压：1000V
抗内燃弧性能：85kA/0.5s
内部隔离形式：1/2b/3b/4a/4b
防护等级：IP20-54
固定分隔式/抽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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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监控及视频安防系统方案
风随心控 能尽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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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风场实现集中监控
通过实时的远程管理实现降低费用和衡量效率
风力发电场包括了多种装置，并且处于偏僻地带，尤其是在涉及
多个地点需要对这些装置进行操作的情况。当您进行精确管理整个风
场风机的状况和效率，您需要更直观、更准确、更便捷的风场监控系
统。
施耐德电气集中监控方案能够保证风场的收益率，能实现：
优化发电及维护支出
优化投资收益
减少故障时间
降低运行费用
使用业内领先的SCADA系统，您可以实现远程控制，监视和其
内置的管理应用。借助于此强大的工具，您能快速并易于实现：
测量汇入电网电能的数量和质量；
测量风机和风场效率；
查看电力信息以确保遵守电网规范；
查看事件顺序记录和故障录波记录分析和处理电能质量问题；
生成并网点和风机侧电能质量报告数据；
实时监控多处风场，多厂家风机。
当然，以上功能仅仅是开端。施耐德电气监控方案给你提供通过一
个系统实现您全部风场监控需求，包括，高精度电能计量。并且通过
我们广泛的顾问咨询和服务，使您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更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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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监控及视频安防系统方案
风随心控 能尽所用

电力监控系统
中心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
PLSCADA监控软件
功能：
用于对现场的电气设备进行完整的监测与控制，以确保系统高度的可靠性以
及可用性，并可以接入其他系统和设备以形成对安装现场完整全面的系统解
决方案。

特点：
PLSCADA

高可靠性：卓越的时间响应性能，冗余架构
模块化可扩展，系统在任何阶段均可进行升级和功能扩展
基于自身需求，享受施耐德电气“交钥匙”方案
领先的电力管理功能确保安全的仿真功能
设备预防性维护减少维修成本

风力发电机组监控
iRIO智能终端
功能：

iRIO

中压、低压开关状态信号监测
柜门信号监测
告警信号监测
温湿度监测

特点：
可接16个DI/DO，16个AI
内置Web服务器，支持多种 Internet协议和通信规约
支持无线传输
及时通过email，SMS发送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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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监控及视频安防系统方案
风随心控 能尽所用

电能质量监测
ION7650电能质量监测
功能：
电能质量监测＋电力帐单核查
趋势曲线和负荷预测
电压骤升/骤降监测
电压波动及闪变分析
暂态波形捕捉，瞬态波形捕捉

ION7650

特点：
高采样精度， 每周波1024点
高速参数记录，每100ms或周波
监测并捕捉瞬时变化，最快20ms
先进的电能质量分析
多通讯选项

多功能仪表－PowerLogic 系列电力参数测量仪
特点：
全电气参数测量
遥信断路器状态和报警信号
遥控断路器分合闸
基本电能质量监测
PowerLogic系列

安装简便，操作简单，显示直观
多种预定值报警

风电场中压保护
MiCOM系列和Sepam系列微机综保
特点：

Se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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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OM

高集成度， 结构紧凑
功能完整， 精确可靠
能用性强， 调试方便
可选自供电型微机综保
完善的测量、监视和故障记录功能
满足IEC61850的数字化变电站

电力监控及视频安防系统方案
风随心控 能尽所用

风电接入的智能管理
线路额定功率动态识别（DLR）
将风电等分布式电源接入电网的能力提高多达30%
成为降低架空线升级费用的高性价比替代方案

与主电网失步检测（LOM）
频率变化率和电压矢量偏移技术

完善的互联接入保护装置
提供全部传统的互联接入保护功能（频率、电压和功率）
新的智能功能 - 线路额定功率动态识别（DLR）和主网失步检测
（LOM）
满足UKG59标准，适用于容量小于5MW的机组接入配电系统（<20kV）
环境温度
风速
线路电流

就地

ENMAC

离岸风场

陆上风场

缩减出力

if

跳闸 if>99%

视频安防系统
系统特点
技术与设备的先进性
Pelco视频监控系统的I/NET Seven系统具备高可靠性、严密的管理功能和
强大的通讯能力，为用户提供了很高的安全控制能力。

系统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所有产品均取得UL及CE等机构的认证。 I/NET Seven系统提供了服务器
的多重冗余，所有控制器都能实现脱机工作，能够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长
时间稳定运行。

开放性
Pelco监控系统的核心视频管理系统具有开放的接口，可与其它弱电系统
实现联动。 而I/NET Seven系统通过网络控制器，可实现与第三方系统进
行报警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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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风随心控 能尽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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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 (中国) 有限公司

风随心控 能尽所用

施耐德电气 (中国) 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施耐德电气大厦

邮编：100102

电话：(010) 84346699

传真：(010) 65037402

■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89号长风国际大厦6层, 8-9层, 11-13层

邮编：200062

电话：(021) 60656699

传真：(021) 60768981

■ 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大厦20层02-05单元

邮编：510623

电话：(020) 85185188

传真：(020) 85185195

■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B11

邮编：430205

电话：(027) 59373000

传真：(027) 59373001

■ 西安分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211号环普产业科技园C栋1-4层

邮编：710077

电话：(029) 65692599

传真：(029) 65692588

■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厦7楼A-C单元和8楼

邮编：518000

电话：(0755) 36677988

传真：(0755) 36677982

■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南路599号天府软件园D区7栋5层

邮编：610041

电话：(028) 66853777

传真：(028) 66853778

■ 乌鲁木齐办事处

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广汇中天广场21层XTUVW号

邮编：830001

电话：(0991) 6766838

传真：(0991) 6766830

■ 呼和浩特办事处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迎宾北路7号大唐金座4楼402室

邮编：010010

电话：(0471) 6537509

传真：(0471) 5100510

■ 哈尔滨办事处

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15号奥威斯发展大厦21层J座

邮编：150001

电话：(0451) 53009797

传真：(0451) 53009640

■ 长春办事处

长春市解放大路 2677号长春光大银行大厦1211-12室

邮编：130061

电话：(0431) 88400302/03

传真：(0431) 88400301

■ 沈阳办事处

沈阳市东陵区上深沟村沈阳国际软件园860-6号F9-412房间

邮编：110167

电话：(024) 23964339

传真：(024) 23964296

■ 大连办事处

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267号大连软件园17号大厦201-I室

邮编：116023

电话：(0411) 84769100

传真：(0411) 84769511

■ 天津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创新六路11号施耐德电气工业园2号楼5层 邮编：300392

电话：(022) 23748000

传真：(022) 23748100

■ 石家庄办事处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303号世贸广场酒店办公楼12层1201室

邮编：050011

电话：(0311) 86698713

传真：(0311) 86698723

■ 太原办事处

太原市府西街268号力鸿大厦B区805室

邮编：030002

电话：(0351) 4937186

传真：(0351) 4937029

■ 银川办事处

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106号银川国际贸易中心B栋13层B05

邮编：750001

电话：(0951) 5198191

传真：(0951) 5198189

■ 济南办事处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6636号中海广场21层2104室

邮编：250024

电话：(0531) 81678100

传真：(0531) 86121628

■ 青岛办事处

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青岛国展财富中心二号楼四层413-414室

邮编：266061

电话：(0532) 85793001

传真：(0532) 85793002

■ 烟台办事处

烟台市开发区长江路218号烟台昆仑大酒店1806室

邮编：264006

电话：(0535) 6381175

传真：(0535) 6381275

■ 兰州办事处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国芳写字楼2310-2311室

邮编：730030

电话：(0931) 8795058

传真：(0931) 8795055

■ 郑州办事处

郑州市金水路115号中州皇冠假日酒店C座西翼2层

邮编：450003

电话：(0371) 65939211

传真：(0371) 65939213

■ 洛阳办事处

洛阳市涧西区凯旋西路88号华阳广场国际大饭店9层

邮编：471003

电话：(0379) 65588678

传真：(0379) 65588679

■ 南京办事处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66号明星国际商务中心A座8层

邮编： 210019

电话：(025) 83198399

传真：(025) 83198321

■ 苏州办事处

苏州市工业园区东沈浒路118号

邮编：215123

电话：(0512) 68622550

传真：(0512) 68622620

■ 无锡办事处

无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汉江路20号

邮编：214028

电话：(0510) 81009780

传真：(0510) 81009760

■ 南通办事处

南通市工农路111号华辰大厦A座1103室

邮编：226000

电话：(0513) 85228138

传真：(0513) 85228134

■ 常州办事处

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101-1常发商业广场5-1801室

邮编：213022

电话：(0519) 85516601

传真：(0519) 88130711

■ 扬中办事处

扬中市环城东路1号东苑大酒店4楼666房间

邮编：212200

电话：(0511) 88398528

传真：(0511) 88398538

■ 合肥办事处

合肥市胜利路198号希尔顿酒店六楼

邮编：230011

电话：(0551) 64291993

传真：(0551) 64279010

■ 重庆办事处

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56号企业天地4号办公楼10层5、6、7单元

邮编：400043

电话：(023) 63839700

传真：(023) 63839707

■ 杭州办事处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618号东冠大厦5楼

邮编：310052

电话：(0571) 89825800

传真：(0571) 89825801

■ 宁波办事处

宁波市江东北路 1 号中信宁波国际大酒店 833 室

邮编：315040

电话：(0574) 87706806

传真：(0574) 87717043

■ 温州办事处

温州市龙湾区上江路198号新世纪商务大厦B幢9楼902-2

邮编：325000

电话：(0577) 86072225

传真：(0577) 86072228

■ 南昌办事处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赣江北大道1号中航广场1001-1002室

邮编：330008

电话：(0791) 82075750

传真：(0791) 82075751

■ 长沙办事处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段8号华晨世纪广场B区10层24号

邮编：410007

电话：(0731) 88968983

传真：(0731) 88968986

■ 贵阳办事处

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路西侧腾祥.迈德国际一期(A2)1-14-6

邮编：550002

电话：(0851) 85887006

传真：(0851) 85887009

■ 福州办事处

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272号仓山万达广场A2楼13层11室

邮编：350001

电话：(0591) 38729998

传真：(0591) 38729990

■ 厦门办事处

厦门市火炬高新区马垄路455号

邮编：361006

电话：(0592) 2386700

传真：(0592) 2386701

■ 昆明办事处

昆明市三市街6号柏联广场A座10楼07-08单元

邮编：650021

电话：(0871) 63647550

传真：(0871) 63647552

■ 南宁办事处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11号广西发展大厦10楼

邮编：530022

电话：(0771) 5519761/62

传真：(0771) 5519760

■ 东莞办事处

东莞市南城区体育路2号鸿禧中心B417单元

邮编：523000

电话：(0769) 22413010

传真：(0769) 22413160

■ 佛山办事处

佛山市祖庙路33号百花广场26层2622-23室

邮编：528000

电话：(0757) 83990312

传真：(0757) 83992619

■ 中山办事处

中山市东区兴政路1号中环广场3座1103室

邮编：528403

电话：(0760) 88235979

传真：(0760) 88235979

■ 海口办事处

海口市文华路18号海南君华海逸酒店6层607室

邮编：570105

电话：(0898) 68597287

传真：(0898) 68597295

邮编：100102

电话：(010) 84346699

传真：(010) 84501130

■ 施耐德电气大学中国学习与发展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施耐德电气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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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Schneider Electric(China)Co.,Ltd.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
施耐德电气大厦
邮编: 100102
电话: (010) 8434 6699
传真: (010) 8450 1130

Schneider Electric Building, No. 6,
East WangJing R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102 P.R.C.
Tel: (010) 8434 6699
Fax: (010) 8450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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