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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森兰



前言 /  INTRODUCTION

希望森兰希望森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大陆希望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也

是一家致力于变频技术的研发及相关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国

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最早从事变频技术研究的企业之一，是中国最大的

变频器研发制造基地之一，是低压变频器行业唯一“中国名牌”称号的获得者。

公司自成立伊始就坚持“科技立业”的理念，实施品牌战略，走出了一条“科技
创品牌、质量铸品牌、服务扬品牌”的品牌之路，创出了享有“中国变频技术专
家”之美称的民族领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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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集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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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集团以养殖业和计算机软件起家掘得第一桶金，希望饲料成就了昨日辉煌。

　　希望集团现已发展成多元化经营的大型民营企业，产业涉及传动控制、暖通制冷、金融投资、进出口贸易、能

源、化工、饲料、有色金属、乳业、建筑总包、高星级酒店、食品、房地产等。

　　集团现拥有三百余家公司及分支机构，遍及海内外，总共有员工近五万人，2016年销售收入超过2000亿。



希望集团介绍

201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

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部分中央企

业、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负责人的

看法和建议。东方希望集团刘永行、

搜狐公司张朝阳、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贺同新、中建总公司易军、交通

银行牛锡明、格力集团董明珠等国

内知名企业家受邀参加，谈了对当

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和企业面临的难

题。李克强认真倾听，与大家深入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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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集团介绍

2014年11月17日，作为

ASA100（中澳企业间农业与食

品安全百年合作计划）中方联席

主席，刘永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和澳大利亚总统阿博特的见

证下，与澳大利亚合作方签署备

忘录，联合多家国内企业对澳投

资约100亿澳元。走出去、搭建

更广泛的农牧产业平台，始终坚

持“快人半步”的刘永好仍在用

行动和语言鼓励年轻人时刻怀揣

梦想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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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希望集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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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希望集团现已发展成为集机械电气、能源化工、旅游地产和建设总包四大产业板块为主的多元化综合性集团；产业涉及传

动控制、暖通空调、建筑工程、网络工程、氯酸钠、水电开发、蓝宝石、旅游、酒店、房地产、饲料、食品、金融投资等领域。



希望森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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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希望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致力于变频技术的研发及相关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国内最早开始从事变频技术研究的企业之一

中国最大的变频器研发制造基地之一      唯一一家既获得“中国名牌”又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变频器企业

梦 想 成 就 精 彩               
希 望 缔 造 卓 越



希望森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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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成立成都希望电子研究所，为打破洋品牌的垄断，开始变频技术及相关产品的研制； 

1998年，第一台森兰变频器上市，森兰成为首批从事变频行业的中国企业；

2000年，建立起遍布全国的营销、服务网络，首倡“森兰精细化服务”；

2000年，正式立项进行单元串联型高压变频器研发；

2002年，森兰变频器作为唯一的国产品牌，被《电气时代》评为“中国大陆最受欢迎的十大品牌”；

2003年，森兰变频器通过欧盟CE认证；

2003年5月，森兰推出第一代高压变频器，成为国内首批采用单元串联多电平方案的变频器厂家；

2007年，森兰推出第二代高压变频器；

2007年9月，森兰变频荣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2010年9月，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应用于水泥行业的最大功率四象限变频器--森兰SB70G1100Q6研制完成；

2011年1月，森兰推出具有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功能的第三代SBH系列高压变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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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立项开发具有能量回馈功能四象限高压变频器；

2012年5月，正式立项开发风冷型超大功率高压变频器，输出电流能力800A，最大输出功率达到10000KW；

2012年10月，由森兰自主研发具有正弦波反馈功能的矢量型四象限高压变频器开发成功；

2013年2月，高压变频器产品完成系列化产品开发；

2013年4月，森兰第七次蝉联“中国国产变频器第一品牌”；

2014年，森兰获得“中国驰名商标”，是行业内唯一一个既拿“中国名牌”又取得“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

2014年3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代表团造访希望森兰；

2014年4月，森兰荣获“2013年度自动化领域十大年度企业”称号；

2014年6月，希望森兰全新一代户外箱式高压变频器亮相；

2014年6月，森兰喜获中国电气工业协会颁发的2014年度“十大电气创新企业及产品”,“十大最具影响力品牌”称号；

希望森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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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森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

2014年7月，希望森兰亮相2014亚洲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AIAE）国产变频器受关注；

2014年12月，森兰第三次蝉联设计师及用户优选“十大变频器品牌”奖；

2014年12月，森兰荣获“2014年度先进协会工作单位”和“2014年度先进标准化工作单位”两项殊荣；

2014年12月，森兰SBH系列高压变频器和SB70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荣获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质量可信产品”奖；

2015年4月，希望森兰荣获“中国电器工业领军品牌”、中国电器工业用户满意标杆企业“两项大奖；

2015年4月，希望森兰被评为“2014自动化领域十大年度企业”，“2014中国自动化领域年度团队”，森兰SBH高压变频器被

评为“2014年度十大用户信赖产品”；

2015年6月，希望森兰喜获2015年度“十大电气创新产品”称号；

2016年4月，希望森兰被评为“中国电器工业最具影响力品牌”，“2015中国自动化领域十大年度企业”，“世界最长皮带机

煤炭输送线高压变频器驱动项目”获得“2015中国自动化领域十大年度最具影响力工程项目”；

2016年5月，希望森兰SB200、SB70、HOPE800、EPS电源系列产品被列入“2016成都轨道交通名优产品目录”。

2017年3月，希望森兰VFPS系列岸电电源，在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成功联船！



希望森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质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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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产品 中低压产品

公司产品介绍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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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保证措施



公司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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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选型如下：

u10KV高压变频器：200KW～16000KW

u6KV高压变频器：160KW～10000KW

u690V低压变频器：11KW～1200KW

u380V低压变频器：0.4KW～1100KW

u220V低压变频器：0.55KW～5.5KW

更大功率段可定制生产



高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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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BH系列通用型高压变频器（满足常规风机水泵类负载）

2、给水泵专用高压变频器（变频改造综合解决方案）

3、VFPS系列变频电源（试验电源、岸电电源等）

4、皮带机专用高压变频器（力矩控制 多机并联同步控制）

5、压缩机专用高压变频器（大力矩 高转速）

6、高压四象限变频器（回馈性负载）

7、高压同步电机高压变频器或变频软起（特殊要求负载）



中低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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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V1000系列私服驱动器

2、SB70系列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

3、HOPE800系列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

4、SB73张力控制变频器

5、SB61注塑机专用变频器

6、SB71防尘及HOPE810高防护变频器

7、SB62高性能EPS电源



产品质量保证措施

设计阶段（核心元件选进口品牌）

作为国内最大、最专业的高、中、低压变频器生产厂家，器件的采购渠道来源于原厂或厂家指定一级代理商，多年的合作
让森兰拥有一批稳定的优质的供应合作伙伴。

控制系统

冷却风机整流桥

逆变模块 电解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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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保证措施

研发阶段（严格的中试试验）

EMC电磁兼容检测设备

整机及功率单元测试平台，最大2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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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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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阶段（严格执行5S标准）
 严格执行“5S”管理，提高标准化生产工艺，严格把控每一个制造流程，生产现场全部采用防静电地板，保证生产质量、
提高生产安全性。

功率单元及低压变频器装配流水线



产品质量保证措施

国内先进的PCB板件生产流水线 核心板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生产阶段

20



产品质量保证措施

高压变频器整机装配车间

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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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保证措施

出厂检验阶段（严格、全面的测试）
  引进国外先进测试生产线，对每块线路板进行高温老化，每个功率单元均进行严格的试验，整机出厂前均进行100%满载
试验，确保系统的稳定性。

高压变频器整机检测平台

22



产品质量保证措施

功率单元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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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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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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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最早从事变频器研发、生产、
销售的企业，希望森兰1995年开始变
频器研发

最早

最专业
是国内最专业的变频器研发、生产、
销售的企业，20年专注于变频器的研
发、生产、销售

最大
是国内最大的高、低压变频器研发、
生产、销售的企业，11家销售子公司，
成都生产基地占地100多亩

最先进
拥有国内最先进的生产、测试生产线

最知名
是国内最知名的高、低压变频器研发、生
产、销售企业，连续7年被评为国产变频器
第一品牌，行业内唯一一家获得“中国驰
名商标”和“中国名牌”的企业

最权威
是国内变频技术相关标准的起草单位之
一，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变频器分会副理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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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一体化设计----更可靠

u单元模块化设计----更通用

u多功能HMI设计----更直观

u防干扰设计技术----更安全

u“三满”试验----更稳定

u矢量控制技术----低转速、大转矩的王牌

u“飞车”起动功能-----无需等待电机停止，可直接起动

u双电源冗余设计-----比传统采用UPS方案更可靠

u防“晃电”技术-----超强的电网适应性

u自动限流技术-----系统安全的保障

uAVR功能-----电动机的保护伞

u柔性S曲线功能-----负载启动特性更柔和

u内置PLC编辑功能-----更方便、更灵活

高压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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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核心器件选择国内外知名品牌

u完善的产品研发与生产管理流程

u全自动化生产线，车间实现无尘、防静电管理

u国内最大、最专业的高、中、低压变频器生产厂家，器件的采购渠道来源于原厂或厂家指定一级代理商

u近20年变频技术研发、产品生产销售、企业运营服务经验

u所有高低压变频器出厂前经过110%满电压、满电流、满功率试验，是国内唯一一家具有高、中、低压满载试

验平台的厂家

质量优势



u隶属于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希望集团先后被国家工商管理

局等权威机构评为“中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第一名”、“中国民营科技企业

技工贸收入百强第一名”、“中国最大私营制造企业百强第一名”，成为中国

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

u公司从成立伊始就坚持“科技立业”的理念，实施品牌战略，走出了一条

“科技创品牌、质量铸品牌、服务扬品牌”的品牌之路

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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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森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于西南中心城市——成都，依托片区管

理子公司，售后服务网络体系健全。以十四个子公司(近50家办事处）和技

术服务中心为核心（含三家海外公司），建立起由数十个办事处和经销商

组成的辐射中国大陆、欧洲、亚洲、美洲的强力营销及售后服务网络，国

内网络布局到全国二级城市及以下网点，部分地区达到乡镇一级，为客户

提供及时、优质的服务。

u 用户提出售后服务请求后，在1小时内作出电话回应，24小时内到现场

服务。如故障严重，一时无法修复，提供代用品，避免影响用户正常生产。

服 务 优 势 29

希望森兰沈阳分公司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90甲5号百脑汇23楼



市场业绩及典型客户

第四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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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长煤炭皮带机高压变频器驱动

自贡运机在新疆昌吉25kM输煤皮带机项目，全线13台森兰第三代

高压变频器在目前使用情况良好，充分保证输煤任务，大大降低了

运输成本。

u 多台电机负荷均匀分配，各个位置对拖电机输出力矩平衡 ；

u 采用最先进的通讯组网功能实现远程控制，通过内置PID功能

实现闭环调节；

u 可实现输煤期间重载启动



300MW燃煤机组高压给水泵变频改造

32新疆某电厂投运有5*350MW大型燃煤发电机组，该电厂10台

高压大功率电动给水泵（10KV 6300KW）改造成为了森兰给水

泵改造的标志性项目，面对复杂的系统，高难度的改造，森兰

结合多年丰富的电厂应用经验，与用户进行了多次的现场交流

与技术沟通，最终确认了一套最切合现场实际的改造解决方案，

经过1个月的现场施工，项目正式投入运行，投入之初即收到了

预期的节能效果，节电率高达20%以上，降低了1个百分点的厂

用电率，受到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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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岸基供电电源

希望森兰生产的首套高压岸电电源产品应

用于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远

海集装箱码头，这也是福建省首套高压船

舶岸电。电源送入森兰VFPS系列岸电电

源系统后，经高压变频装置转换为

6kV/50Hz 或6.6kV/60Hz的船用电直接

输出，系统通过岸边接电箱及柔性电缆将

电源送至船舶接电装置，最后通过船上的

并网装置实现与船舶辅机的并网，接入船

用电系统供全船设备使用。



江森自控空调冷冻设备（无锡）有限公司

34
江森自控空调冷冻设备（无锡）

有限公司隶属于世界500强的美

国江森自控有限公司，主 要 产 

品 ：离心式、螺杆式等大、中

型冷水机组；工业冷冻设备和制

冷辅机；往复式、螺杆式压缩机。

森兰为其配套了多台VFPS系列

超大功率试验电源，额定容量

8000KVA，输出0～100Hz，

0～11kV



        随着国家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焦化厂煤气鼓风机运行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森兰第三代高压变频
器在盛阳集团煤气鼓风机变频改造上采用二拖一热冗余方案。

Ø 二拖一热冗余方案，采用主从控制，可实现主机与从机的无扰切换 ；

Ø 系统高稳定性与高可靠性的要求，通过协调控制柜实现对双机的控制；

Ø 重载启动的要求。

大容量二拖一高炉鼓风机（双机冗余）

35



希望森兰与陕鼓动力深度合作，在科伦 川宁生物项目为用户MVR压缩机配套一台功率为12000KW、输出
电压等级10KV高压变频器。

  工艺特点：1、加速时间短； 2、对电网无冲击电流 ；3、稳态精度高； 4、内置PID闭环调节

大功率压缩机应用（高压变频+变频软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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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森兰在热电行业的应用

  莱阳盾安供热有限公司是由“中国企业500强”浙江盾安控股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8.7亿元，占地206亩，采取

BOT模式，新上6台75吨供热锅炉及透平机组。该项目在给水泵、引风机、工业循环泵、热网循环泵等负载上共选用

了SBH-100-355;SBH-100-560;SBH-100-630; SBH-100-710; SBH-100-800; SBH-100-1800等型号共16台希望

森兰SBH系列高压变频器，项目已于2014年10月全部投运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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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顶峰热电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公司主要经营发电及销售电力和蒸汽、粉煤灰等。该项目于2014年选

用了6台森兰SBH系列高压变频器。

希望森兰在热电行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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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金惠热电

    2014年9月，森兰第三代SBH系列高压变频器对其炉侧送引风

机以及机侧循环水泵进行了改造，目前设备运行良好。

希望森兰在热电行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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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广富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邹平县青阳镇青龙山工业园区，

三期电厂2800KW给水泵使用森兰SBH-060-2800高压变频器。

希望森兰在热电行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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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阜丰集团下辖的第十三家子公司，作为自治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于2012年4月12

日在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甘泉堡工业园开工奠基，建设年产16万吨黄原胶及系列小品种氨基酸

等高科技生物发酵制品项目，同时配套建设国家级高新技术生物发酵产品研发中心。公司占地1800亩，拟分三期

建设，建设期为三年，一期工期已于2012年10月投产运营。目前森兰第三代SBH系列高压变频器已在该项目累

计改造30台。

希望森兰在热电行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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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琦丰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生物质发电项目是利用农林废弃物等可再生资源焚烧发电、售电的高科技新

能源企业。经过多方面考虑。用户最终选用森兰第三代SBH系列高压变频器对其两台锅炉炉的一次、二

次风机、引风机。以及汽机上的给水泵及循环水泵进行了改造。共计10台，目前运行稳定。

希望森兰在热电行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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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6月，森兰第三代SBH系列高压变频器对其炉侧送引风机以及机侧凝结水泵进行了改造，目
前设备运行良好。
　　

希望森兰在热电行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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