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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望电气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高压静止无功发生器（HSVG，Hopewind Static Var Generator），立足无功补偿和谐波治

理的现实需求，助力发电、输电、用电等企事业单位消除电网污染、稳定电网电压、提高电能质量和输电能力。产品拥有完

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包含3kV、6kV、10kV、20kV、27.5kV和35kV等系列，拥有风冷、水冷和空调冷等冷却方式，单机功率涵

盖1.0Mvar～100.0Mvar，支持多台并联扩容。

HSVG采用IGBT功率器件组成自换相桥式电路，通过变压器或电抗器并联在电网上。HSVG通过PWM技术自动调节桥式电

路交流侧输出电压的相位和幅值，或直接调节交流侧电流，使桥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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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电网母线连接方式如下所示（以10kV和35kV为例）：

>> 禾望新一代静止无功发生器——HSVG

10kV直挂式 35kV直挂式 35kV降压式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063）专注于新能源和电气传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主要产

品包括风力发电产品、光伏发电产品、电气传动产品、电能质量产品和储能产品等，拥有完整的大功率电力电子装置及监控

系统的自主开发及研发实力与测试平台。公司通过技术和服务上的创新，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现已成为国内新能源领域最

具竞争力的电气企业之一。

在电能质量改善和治理领域，禾望电气自主研发了高性能、高可靠性、易操作的SVG静止无功发生装置，能有效稳定电

网电压，降低系统损耗，具有无功功率补偿、动态谐波补偿、低电压穿越、高电压穿越、功率因数补偿等功能，已广泛运用

于区域电网、风电、光伏、石化、煤炭、钢铁、油田和轨道交通等多个领域和行业。

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质量体系】

【荣誉】

CNAS认可实验室资质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 公司简介

总部 · 深圳

5大研发制造基地：深圳、苏州、东莞、盐城、西安 

30个服务基地：布局全球市场，为更多客户提供全面服务



www.hopewind.comwww.hopewind.com4 5

>> 禾望新一代静止无功发生器——HSVG

HSVG主电路采用链式拓扑结构，不同功率等级的产品由不同个数的功率单元串联，可Y形或△形连接，连接示意图如下

（以Y形为例）。

命名规则

额定容量：1000-1Mvar…4000-4Mvar…10000-10Mvar…100000-100Mvar  

并网点电压：66-66kV，42-42kV，35-35kV，27.5-27.5kV，10-10kV，6-6kV，3-3kV

产品名称：
SVG-静态无功发生器

公司名称：
H-hopewind

产品系列代号：0-低压，1-高压

H      SVG      1   -   10   -   4000   

HSVG由启动控制部分和功率部分组成。启动控制部分包含预充电单元和控制系统，预充电单元完成整机工作前对功率

部分电容预充电，控制系统完成检测电网电压和补偿对象的电流、发出控制命令和接受调度命令。功率部分是HSVG的无功调

制主体，多个功率单元串联组成，完成系统无功的调制、谐波抑制和不平衡补偿等核心功能。

结构形式 A-直挂式，B-升压式

安装方式 C-集装箱，I-室内 

海拔环境 N-标准，P-高原，U-超高原

气温环境 N-标准，L-低温，U-超低温

盐雾环境 N-标准，S-盐雾，U-超盐雾

自定义1 W-风冷，A-空调冷，L-液冷，M-混合冷

自定义2 I-功率模块内部供电，X-功率模块内部供电及外部供电

自定义3 U-含UPS，N-不含UP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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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卓越，业界领先

HSVG低压穿越功能

早前，市场SVC、SVG等无功补偿设备不具有低电压穿越期间发额定无功电流的功能，但越来越多的应用场合需要SVG在

电网电压跌落期间能够保持不脱网，且向电网输出额定无功电流的要求，特别是新能源风力发电场和光伏电站。禾望电气SVG

产品，具有在低电压穿越期间发额定无功电流的功能，填补了国内同类产品技术空白。禾望SVG区别对待电网电压对称跌落和

不对称跌落的不同工况，计算和输出SVG正序分量、负序分量及零序分量的比值，实现SVG稳定运行情况下保证SVG无功电流

输出连续性。 

当电网电压异常跌落时，禾望SVG迅速发出额定无功电流，减弱SVG补偿点电网电压的跌落速率和幅度，避免新能源场站

的反复脱网和并网导致电网故障进一步扩大问题。同时在电网电压恢复期间，帮助电网电压快速恢复至正常水平电网电压。

低电压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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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VG高压穿越功能

电网电压跌落后，电网上的大量设备脱网，会造成局部电网电压升高，该现象在新能源领域尤其突出，这就要求新能源

领域SVG具备电网电压低电压穿越后的高电压穿越能力。

禾望SVG检测到电网低电压穿越后电网高电压发生时，禾望SVG迅速向电网提供感性无功电流，同时采用软件手段平衡

SVG各相有功功率，保持禾望SVG功率模块直流母线电压平稳且成套装置可靠运行，减弱SVG补偿点电网电压上升速率和幅

度，避免电网高电压期间出现大量功率设备频繁脱网和并网现象。

禾望SVG具备0电压穿越能力

禾望SVG具备苛刻的高穿能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高穿认证报告

支持无功功率补偿、谐波补偿、负载不平衡补偿，新能源及电网需求的低压穿越与高压穿越技术。

双向连续动态无功补偿

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可自动平滑调节。

（补偿后-改善电网电压不平衡度很小）

（补偿前-电网电压不平衡度严重）

自动旁路冗余功能

在N+1个功率阀组中设置了至少1个冗余单元，当有至少某

一个功率阀组故障或失效时，可确保整台设备满足“N-1” 

的现场实际应用需求并通过增加SVG自动旁路开关，可以实

现不停机情况下故障功率阀组自动旁路功能。

动态谐波补偿

可同时有效补偿2次～13次谐波，达到很好的谐波治理效果。

多种补偿模式

支持无功设定、恒电压、恒无功、恒功率因数、恒负荷补

偿等多种补偿模式，满足不同场景下的补偿需求。

有效抑制电压闪变

电网适应性与设备利用率大大提高。

实时跟踪，快速响应

HSVG响应速度＜5ms，能够良好适应最新电网需求。

（补偿前-谐波较大）

（补偿后-谐波较小）

（从感性无功到容性无功）

分相补偿

分相补偿技术，可有效校正三相无功不平衡，稳定电网电压。

注：低电压穿越、高电压穿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针对高低穿在“两个细则”和“十八反”中有明确要求。
        高低电压穿越不只局限于新能源场站，在油气田、煤矿、钢厂、工业网末端等应用场合，由于电网弱，当有大负荷（比如大功率电机）启动和停止时会伴随
电网电压的闪变波动，具备高低电压穿越功能的HSVG就能够有效平稳电网电压，提高系统利用率。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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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电压穿越

0 21  30.5 …… 10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低穿认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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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合理、稳定高效 >> 互联网+SVG——禾望远程运维云服务解决方案

禾望远程智能运维云服务系统利用大数据监测，充分发挥禾望电气的专业知识，为用户提供高效、智能的运维服务。

通过HSVG的大数据在禾望运维系统上的展示，能够实时了解所有HSVG的运行状况，及时获取HSVG的运行数据、事件

记录、故障录波等信息；高速采集HSVG数据信息，根据获取的信息，对常见的故障进行专家系统智能诊断，复杂的故障，用

户可将数据获取后上传至禾望运维系统，专业团队将在第一时间给予处理意见并反馈。

（hopeView网络监控系统组网示意图）

SVG静止无功发生器 SVG静止无功发生器 SVG静止无功发生器SVG静止无功发生器

hopeGate
智能维护采集器1

hopeGate
智能维护采集器1

hopeGate
智能维护采集器2

hopeGate
智能维护采集器2

客户终端1

触摸屏 触摸屏

远程客户终端 远程客户终端

客户终端1客户终端2 客户终端2客户终端3 客户终端3

数据库

云服务器

数据库

Internet

数据库

服务器1

Ethernet（TCP/IP） Ethernet（TCP/IP）

服务器2

路由器 路由器

远程智能运维系统 特色功能

远 程 智 能 运 维

智能诊断

配合专家系统及海量案例库，
可自动分析与预测设备故障

运维协同

与禾望资深专家远程协作，专
业人士如亲临现场，省时高效

远程调度

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互联网
的地方，均可以通过移动终端
对HSVG进行调度

功率密度高达757kvar/m3，最大限度为客户节省空间。

占地小，功率密度高，可部署在狭小空间

丰富的人机交互方式，操作运维简便易行

帐号分级管理，安全可靠
不同级别的帐号，具有不同的权限

模块化设计，使得安装和维护更加便利严格测试，保证产品可靠性和稳定性

产品出厂前，均进行过可靠性实验和测试，电气性
能、机械性能完全符合相关国家标准。产品已通过中
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质量检测、电能（北京）认证中心
产品认证和国家电网高低电压穿越能力测试等。

触摸屏支持参数查看、参数设置、故障查看、

运行控制等操作。

配合hopeInsight后台软件，可在PC端对产品

进行操作和维护。

部署hopeView网络监控系统后，可通过手机、

PC等移动终端进行智能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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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选型

技术参数

35kV系列产品（降压式）

额定容量（Mva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额定电流（A） 17 33 50 66 83 99 116 132 149 165 182 198 214 231 247

主要参数

并网点电压范围 （75%～115%）Un

并网点频率范围 45Hz～55Hz / 55Hz～65Hz（长期运行）

并网点畸变率 THDu≤10%（适应能力）

并网点不平衡度 ε≤8%（适应能力）

无功输出范围 额定容性至额定感性，连续调节

谐波补偿能力 2次～13次

功率因数 ≥0.99（补偿容量范围内）

整机效率 ≥99%

无功响应时间 ≤5ms

过载能力 110%连续过载，120%过载1min

补偿方式 无功功率补偿、谐波补偿、负载不平衡补偿等

人机交互 远程智能监控 / 中文液晶触摸屏（选配）

控制电源

电源制式 三相四线制

电源电压 380V（-20%～+15%）

电源频率 47.5Hz～52.5Hz / 57.5Hz～62.5Hz

电压谐波THDu ≤8%（适应能力）

电压不平衡度 ≤2%（适应能力）

供电电流 ≤30A

运行控制特性 运行及控制 本地控制、远程控制、调度系统

通讯
接口方式 RJ45，485等

通信协议 Modbus / 103 / 104规约等

环境参数

海拔高度 ≤2000m，超过2000m需定制

运行环境温度 ﹣40℃～﹢55℃（40℃以上降额运行，每升高1℃降额2%）

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存储温度 -40℃～+70℃

安装环境 室内或集装箱内

防护等级 室内IP20，集装箱IP54

冷却方式 风冷 / 水冷 / 空调

外形尺寸 
（长*宽*高）

（mm）

风冷 ≤4300*1200*2200 ≤5400*1200*2200

水冷 ≤4000*1200*2300 ≤4600*1200*2300

重量（kg）
风冷 ≤6755 ≤9000

水冷 ≤3500 ≤3900 

35kV降压式SVG是通过35kV/10kV降压变压器接入母线电压35kV电网，单机功率等级为1.0Mvar～15.0Mvar。

技术参数

10kV系列产品（直挂式）

额定容量（Mva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额定电流（A） 58 115 173 231 289 346 404 462 520 577 635 693 751 808 866

主要参数

并网点电压范围 （75%～115%）（长期运行）

并网点频率范围 45Hz～55Hz / 55Hz～65Hz （长期运行）

并网点畸变率 THDu≤10%（适应能力）

并网点不平衡度 ε≤8%（适应能力）

无功输出范围 额定容性至额定感性，连续调节

谐波补偿能力 2次～13次

功率因数 ≥0.99（补偿容量范围内）

整机效率 ≥99%

无功响应时间 ≤5ms

过载能力 110%连续过载，120%过载1min

补偿方式 无功功率补偿、谐波补偿、负载不平衡补偿等

人机交互 远程智能监控 / 中文液晶触摸屏（选配）

控制电源

电源制式 三相四线制

电源电压 380V（-20%～+15%）

电源频率 47.5Hz～52.5Hz / 57.5Hz～62.5Hz

电压谐波THDu ≤8%（适应能力）

电压不平衡度 ≤2%（适应能力）

供电电流 ≤30A

运行控制特性 运行及控制 本地控制、远程控制、调度系统

通讯
接口方式 RJ45，485等

通信协议 Modbus  / 103 / 104规约等

环境参数

海拔高度 ≤2000m，超过2000m需定制

运行环境温度 ﹣40℃～﹢55℃（40℃以上降额运行，每升高1℃降额2%）

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存储温度 -40℃～+70℃

安装环境 室内或集装箱内

防护等级 室内IP20，集装箱IP54

冷却方式 风冷 / 水冷 / 空调

外形尺寸 
（长*宽*高）

（mm）

风冷 ≤4300*1200*2200 ≤5400*1200*2200

水冷 ≤4000*1200*2300 ≤4600*1200*2300

重量（kg）
风冷 ≤6755 ≤9000

水冷 ≤3500 ≤3900 

10kV直挂式SVG是通过10kV电抗器直接接入母线电压10kV电网，单机功率等级为1.0Mvar～15.0M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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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选型

技术参数

35kV直挂式SVG是通过35kV电抗器直接接入母线电压35kV电网，单机功率等级为7.0Mvar～100.0Mvar。

>> 经典案例

35kV系列产品（直挂式）

额定容量（Mvar） 7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 45 ...... 60 …… 100

额定电流（A） 116 132 165 198 231 264 297 330 363 396 429 462 495 528 561 594 …… 742 ...... 990 …… 1650

主要参数

并网点电压范围 （75%～115%）Un（长期运行）

并网点频率范围 45Hz～55Hz / 55Hz～65Hz（长期运行）

并网点畸变率 THDu≤10%（适应能力）

并网点不平衡度 ε≤8%（适应能力）

无功输出范围 额定容性至额定感性，连续调节

谐波补偿能力 2次～13次

功率因数 ≥0.99（补偿容量范围内）

整机效率 ≥99%

无功响应时间 ≤5ms

过载能力 110%连续过载，120%过载1min

补偿方式 无功功率补偿、谐波补偿、负载不平衡补偿等

人机交互 远程智能监控 / 中文液晶触摸屏（选配）

控制电源

电源制式 三相四线制

电源电压 380V（-20%～+15%）

电源频率 47.5Hz～52.5Hz / 57.5Hz～62.5Hz

电压谐波THDu ≤8%（适应能力）

电压不平衡度 ≤2%（适应能力）

供电电流 ≤130A

运行控制
特性 运行及控制 本地控制、远程控制、调度系统

通讯
接口方式 RJ45，485等

通信协议 Modbus / 103 / 104规约等

环境参数

海拔高度 ≤2000m，超过2000m需定制

运行环境温度 ﹣40℃～﹢55℃（40℃以上降额运行，每升高1℃降额2%）

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存储温度 -40℃～+70℃

安装环境 室内或集装箱内 

防护等级 室内IP20，集装箱IP54 

冷却方式 风冷 / 水冷 / 空调  

外形尺寸
（长*宽*高）

（mm）

集装箱式风冷 ≤10000*3000*3000 -

集装箱式水冷 ≤8000*3000*3000 ≤10800*3000*3000 ≤10800*6000*3200

重量（kg）
风冷 ≤15000 -

水冷 ≤11000 ≤17000 ≤40000

案例一：风电场高低电压穿越应用案例

案例二：SVG风电场高海拔弱电网应用案例

时间：2017年6月，2020年4月

地点：内蒙古通辽市高力板风电场、张北国家风电技术与检测研究中心等

2017年11月禾望在高力板风电场通过高低电压穿越能力测试，成为国内第一家具有高低电压穿越功能的SVG装置挂

网运行厂家 。

2020年4月禾望SVG再次按照最新标准，通过了国家风电技术与检测中心的故障电压穿越能力测试，是国内第一家通

过此测试并获得报告的SVG厂家。

时间：2019年10月

地点：云南省曲靖市某风电场、云南省大理某风电场、云南省元谋某风电场等

该现场地处云贵高原高海拔场所，昼夜温差大，潮湿多凝露，且现场电网弱，稍有波动就易引起设备脱网，禾望

SVG良好的电网适应性和环境适应性在现场得到了良好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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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海上风电应用案例

案例四：3000米高海拔应用案例

案例五：4000米高海拔应用案例

时间：2019年10月、2021年9月

地点：江苏省南通市某风电场、山东省潍坊市某风电场、广东省湛江市某风电场等

海上风电项目重盐雾，污秽等级高，湿度最大可达90%以上，禾望SVG设备沿用海上风电变流器更严苛的设计要

求，采用C5级防腐蚀措施，环境适应性强，目前设备在现场环境中稳定运行无故障。

时间：2020年5月

地点：云南省大理市某风电场、云南省昆明市某风电场、贵州省毕节市某风电场等

这些3000米的风电场，原设备老旧无法运行，由禾望改造替换，在首轮并网调试中，禾望35kV直挂式水冷SVG一次

性并网成功，满载运行，多种补偿模式下各项性能指标优良，打破行业挂而不用的传说。

时间：2020年6月

地点：四川省凉山州某风电场、四川省广元市某风电场、四川省美姑县某风电场等

这些现场海拔4000多米，常年气温气压双低、空气稀薄、潮湿多雾、紫外线强烈，对设备运行有着极大的挑战，禾

望SVG基于数百个高海拔风电场变流器的良好应用经验，在设计上严格按照高海拔要求对各项参数进行修正，设备现场运

行良好得到业主赞扬。

案例六：5000米高海拔应用案例

时间：2021年9月

地点：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某风电场

此现场平均海拔5000米，存在高海拔、空气密度低、雨季湿度易凝露、旱季干燥、强雷暴区、紫外线强等特点，禾

望SVG严格按照GB和IEC相关标准进行参数修正，并完美应用于现场，是国内第一家35kV大容量直挂水冷用于海拔5000米

以上的SVG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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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年9月

地点：河北省承德市某风电场、吉林省通榆县某风电场、宁夏省石嘴山市某风电场等

由于这些地区风机集中并网运行，且电网相对比较弱，存在低频和次谐振问题，电网电能质量较差，存在大量谐

波，造成多次大面积风机脱网，禾望SVG优化控制策略后，并使能SVG有源滤波功能，完美解决了现场问题。

案例七：次同步振荡应用案例

时间：2020年10月

地点：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某风电场、河北省唐山市某风电场、黑龙江省大庆市某风电场等

这些风电场原SVG因故障长期停运，且不满足耐频耐压的相关要求，禾望响应业主尽可能利旧省本的需求，借用了

原软启装置及室内空间，尽可能减少改造工程量，整个改造方案获得业主的认可与好评。

时间：2020年12月 

地点：陕西省宝鸡市某光伏电站、广东省湛江市某光伏电站、宁夏银川市某光伏电站等

现场无功配比占到了场站容量的30%，大容量SVG对其控制系统的要求高，禾望独立自主研发的主控制器采用了先

进的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作为控制核心，完美应用于现场，满足大容量负荷无功补偿及电能质量治理的需求。

案例九：户内水冷改造项目应用案例

案例十：农光互补应用案例案例八：SVG+FC应用案例

时间：2020年6月

地点：湖南省永州市某风电场、山西省阳泉市某煤矿、河北省围场县某风电场等

这些现场3、5、7次以及17次等高次谐波严重超标，为满足无功补偿及谐波抑制等要求，禾望采用SVG+FC的综合补

偿方案，固定补偿和动态补偿配合，完美解决现场的电能质量问题及无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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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年8月、2019年11月、2021年8月

地点：黑龙江省鹤岗市某煤矿、山西省晋中市某煤矿、山西省朔

州市某煤矿等

煤矿用电负荷繁杂，功率因数低，谐波含量复杂，禾望SVG

设备投入之后，功率因数从0.78提升到0.99，矿区避免了功率因数

低罚款，用电设备故障率明显降低，提高了使用寿命。

时间：2018年1月

地点：河南省濮阳市某采油厂、山东省寿光市某炼油厂、河北省

石家庄某压气站等

现场大容量直接启动的高压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极大，易

引起电网电压剧烈变化，影响同电网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禾望

SVG投运后实时跟踪电网电压波动，进行动态补偿，使得各设备能

够正常运行，获得了业主的好评。

时间：2019年3月

地点：越南邦美蜀JANG PONG某光伏电站、刚果（金）某光伏

电站等

现场环境温度高、多沙尘、电网波动大，运行时常出现欠

压，欠频等情况，十分考验SVG的电网适应能力，禾望SVG投运

后，稳定了电网电压，有力保障了电站的正常运行。

案例十三：高温沙尘项目应用案例

时间：2019年5月

地点：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某光伏电站、吉林省农安县某光伏

电站、辽宁省大连市某光伏电站等

该现场使用13台禾望SVG整机，现场电压不平衡度大、频率

波动较大且夹杂某些特定频次的谐波，禾望SVG频率适应性强，具

备谐波抑制、不平衡适应和校正功能，在现场稳定运行表现良好。

案例十四：光伏扶贫末端小电网项目应用案例

案例十五：煤矿应用案例

案例十六：石油石化现场应用案例

时间：2018年11月

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某沙漠光伏基地

项目地处沙漠地带，早晚温差大，多风沙尘土，禾望因地制

宜，摒弃行业通用的前进后出通风方式，采用沉降式下进风的方

式，极大的减少了与沙尘的直接接触，使得SVG完美运用于现场环

境，稳定运行。

案例十二：沙漠环境应用案例

时间：2020年6月 

地点：四川省凉山州某风电场

风电场站建设采用现代一体化预制舱式设计，场站所有一次设

备均采用预制舱式结构，风电场按“无人值班”的原则进行设计，

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所供设备均应满足与计算机监控接口的要

求，统一智能化管理，禾望SVG根据业主要求，对其预制舱体进行

特殊定制，具备完善的消防、监控、照明等系统，完美匹配现代化

风电场建设需求。

案例十一：预制舱式应用案例



禾望电气官方微信禾望电气公司官网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官龙第二工业区
邮       编：518055
客服热线：400-8828-705
电       话：+86-755-86026786 
网       址：www.hopewind.com

    2021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保留一切权利。  V4.2.2

若产品尺寸及参数有变化以最新实物为准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