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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领先的电气设备
和先进材料专家，美尔森
致力于设计创新的解决方
案以充分满足能源、电
子、交通、化工与制药以
及加工业等行业用户的需
求，优化其产业绩效。
美尔森的专业技术由两大
优势领域构成。正是凭借
着这两个领域，我们才能
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或协同
领先者地位。美尔森集团

为客户卓越的技 
术提供专业服务
技术不仅只是一个专业性的
问题，同时也应追求卓越性
和针对性。

现在，美尔森之所以在电气
和石墨材料方面拥有知名的
专业技术和行动方案，就是
因为我们努力制定能切实应
用于客户日常运转的创新型
解决方案。加强用户产品供
应针对性的创新解决方案。

无论是能源、交通、电子、

化工与制药还是加工业领域
（美尔森目前致力于这五个
领域的市场），美尔森都与
这些领域中全球的领先者们
并肩合作，在竞争愈发激烈
的环境下，为他们提供优化
性能的方案。

为此，我们应每时每刻确保
自己有能力为客户提供最佳
零部件和最具针对性的服
务，并以此为基础，提供最
佳解决方案和最佳工艺流
程。

在对卓越技术不懈追求的过
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将专业
技术、持续创新和贴近客户
这三大优势相融合。

作为能帮助客户提高产业绩
效的合作伙伴，我们所拥有
的知识不只局限于客户所在
的经营领域，

它更服务于客户技术的核
心。

LUC THEMELIN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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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不同市场的营业额

优势领域
先进材料领域 
含碳制品涉及三个应用。

全球第一的
石墨防腐设备

全球第一的
工业电机使用的电刷和刷架

全球第二的
等静压石墨抗高温设备

全球第一的
电力电子领域无源元件产品供应商

全球第二的
工业熔断器

优势领域
电力电子 
包括两个相关应用：能源管理解
决方案（主要是电力电子行业）
以及电力保护和控制。

业务遍布全球 

35
个国家

6400
 

位专家服务于我们的客户

2015 年营业额达 

7.72 亿欧元

覆盖全球的生产
及销售网络



风能
对于从配电设备到变桨电机的一系列
相关供应商，美尔森会为其提供广泛
的可提高设备性能和安全性的尖端技
术解决方案。

太阳能
美尔森的产品和技术贯穿整个太阳能
电池的制造过程：从多晶硅和铸锭生
产到太阳能电池板的电气保护。我们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能优化其产品转
换率同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双重解
决方案。

水力发电
美尔森是水力发电领域企业的重点合
作伙伴。
为了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我们会提供
依托于一系列维护服务和技术培训的
创新产品。

传统能源
从火力发电到核能发电，美尔森在
这类传统能源领域的专业技术也享
有盛名。
获得主要涡轮发电机制造商认可的设
备和实用的设备维护方法已成为美尔
森的主打产品。

能源
为更好地满足 
需求而创新

我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建立
在其对客户问题的完美理解
和每时每刻的合作上。
我们所提出的是兼具竞争力
和安全性的最佳方案，它能
通过提升设备的可靠性来优
化性能。

复合母线排 �

� 电阻器 

石墨保温材料 �

发电机滑环 �

� 带电刷和刷架的发电机



电子
致力于提高效率和性能

半导体的制造工艺
美尔森为半导体的制造提供高级超纯净的石墨。
对于 LED 的制造，我们特别提供用于制造极纯晶 
片的设备。
而我们在零件设计和加工方面的精确性，总能让客户获得
更加微型、性能更优的解决方案。

电力电子
从电力电子领域的元件研发，电子组装（母线排，冷却
器）到变频器（保护熔断器）解决方案，美尔森提供全程
协助。
美尔森的元件能够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提高其
能效。

� 碳化硅材
质的支架

� 用于晶体外延成长的圆片架

无论是 LED 或微型计算机的开发，还是输电配电所必须的
电力电子解决方案的设计，植根于最新创新技术的美尔森
都能为这些将社会连通并照亮生活的领域提供关键的 
技术。

� 集成式功率转换模块



交通 
优越可靠的出行

铁路
地铁、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电力和柴电机车：美尔森为运输网络运营商和铁
路建筑商提供保护、传输和电力转换解决方案，它能提高其设备的性能和可 
靠性。

宇宙空间
美尔森在烧结碳化硅领域掌握有独家的专业技术，该陶瓷正是宇宙环境中所需
的材料（坚硬、轻便、抗高温）。这一技术开启了宇宙空间光学设备和宇宙开
发的新前景。

航空
航空领域企业的特殊性在于需要适应极端的环境（如，干燥且稀薄的大
气、高温、磨损）。因此，美尔森的零件和材料能确保设备的耐久性和安
全性。我们的定制石墨零件尤其能改进客户系统的动力，满足该领域极其
严格的条件要求。

近几年来，作为大众交
通、航空和铁路发展的重
要合作伙伴，美尔森也为
宇宙空间等其他领域提供
了专业技术。这些领域的
共同点除了都需要移动人
和货物外，还亟需性能优
越且可靠的系统。

� 机械部件 

用于温度控制的碳
密封条 �

� 第三轨传感器
节能设计第三

轨集电靴 �

用于功率转换器的冷却器 �

用于牵引的母线
排 �

� 碳化硅镜片



化工与制药 
腐蚀环境下的解决方案

磷酸
作为用于磷酸（肥料的主要成分）
生产的大型管式换热器供应商的领导
者，美尔森开发了能够改进客户设备
寿命，增加生产产量的创新技术。

氯碱
我们已掌握氯碱的制造工艺，提出了一项用于盐酸生产的即用解决方案。该方
案一次性地将工程、设计、设备制造、项目管理和设备的现场启动相结合。
我们的审核服务和专业技术还能保证严格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增加生产能力。

专用化学品
颜料、香料、农业化学（农药）：美
尔森能根据专用化学品生产工艺的变
化，提供腐蚀性极强的生产环境下的
创新材料解决方案，并与具有高附加
值的大批量生产相适应。

药物的主要活性成分
针对医药领域中药物主要活性成分的制造，美尔森提供了一系列设备以适应不
同的生产工艺。
我们能掌控不同的限制条件，特别是法律法规方面 (EU-GMP)，因此，能够进
行高附加值的大批量生产。

盐酸合成设备 �

石墨换热器 �

� 块孔式碳化硅换热器

� 用于连续流动的化学反应器碳化硅模块

美尔森提供的技术能完美满足腐蚀化学和制药领域尖端制
造工艺所需的生产条件（其中包括腐蚀和高温）以及时刻
变化的法规及卫生要求；我们能优化客户的工艺设备，提
供维护服务。



加工业 
节能性能随处可见

冶金工业
为了满足冶金工业所需的特殊生产条件（如，高温、刺激性大气，以及不同的
运行周期等），美尔森提供合适的材料或电力解决方案：用于整个制造流程的
产品和设备，提高电子设备性能的解决方案。

玻璃工业
平板玻璃、中空玻璃、玻璃纤维：美
尔森开发出适用于快节奏制造工业的
解决方案。从提供处理热玻璃的设备
到开发可靠的能源解决方案，为客户
节省成本、提高性能， 并降低玻璃
破碎风险。

模具工业
无论是汽车制造还是电子设备生产，由模具生产出来的众
多日常用品都离不开美尔森的专业技术。
美尔森的电火花线切割工艺的精准度，材料的卓越性能，
深度专业的服务，确保了客户的设计、质量、成本的优
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

� 高精确度的石墨电极

� 热玻璃处理石墨组件

� POLYBLOC 热交换器

过压保护
�

电刷和刷
架 �

面对加工业的深刻变化，
美尔森一直将节能视作以
下所有相关领域创新技术
的核心：冶金、制模工
业、玻璃工业、石油及天
然气和矿藏开采、水泥、
钢材或造纸业。



每时每刻的良好运作是我们对承诺 
和价值观的最好阐释。

美尔森的优势：

专注于服务细分
市场的团队

更高的性能

更强的竞争力

更优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

更便捷地联系 
到美尔森相关负
责人

更好地理解您的
需要

满足客户需求的
研发中心

对电力电子领域
了如指掌

在材料领域拥有
精湛技术

覆盖全球的生产
及销售网络我们的优势

您能获得的
益处



电子电力和先进材料的世界级 
专业供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