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业 / 运输 / 能源

电机和发电机
电气 解 决 方案

创新措施
美尔森的创新驱动力来自于和客户的紧密协作。我们持续不断的成功来源于对困
难，复杂环境和各种应用的深刻理解，使我们能为各行各业的用户研发各种复杂和
独一无二的元器件以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

持续不断的研究和开发成果
化学实验室

电力&信号传输和受流试验装置
在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出色的测试能力吸引了国际OEM进行产品开发。
l人
 工气候箱(2

x 1.5 x 2 m / 6.6 x 5 x 6.6 ft)

l高
 速性能测试(有/无温度控制)

电流收集测试台

l热
 疲劳性能测试
l多
 重信号接入协议

环境测试炉

专利创新

荣获创新大奖

在新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的部分案例
美尔森碳粉收集系统

ECODESIGN
第三轨集电靴

设计和数值分析
l机
 械，热能，电气，流体动力和多重物理量的模拟实验
l碳
 刷装置和碳粉收集系统的模拟通风实验
l碳
 滑板的热疲劳性能分析

l标
 准和内部开发的设计和分析软件

碳刷装置的测试台设计

外部认证
风力发电机防雷系统
我们的专利碳刷和刷架通过了由在德国基尔大学应用科学实验室的
“1类防雷测试”的认证。

碳滑板模拟

MERSEN

致力于工业领域的领导者

在我们领先的市场（能源，运输和加工业），美尔森的电气解决方案和服务为电动
机和发电机提供安全性，可靠性及电气设备和电力电子的最优性能。
我们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个性化工程解决方案，并经严格测试具备可靠和最优性
能，可适用于各种运行条件(温度，尘土，腐蚀性空气等)。

专业，知识和经验

美尔森从事电气旋转设备行业已超过120年的历史。我们深知怎样使电动机和发电机
做的更好，这是客户选择我们的原因之一。我们能为客户控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研发,材料生产,产品设计,质量控制,分销,技术服务和培训）提供解决方案。得益于
我们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雄厚的专业力量，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可靠的解决方
案。

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方法和研发政策

我们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设计解决方案以提高客户设备的性能。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
方法则驱使着我们能够开发出创新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综合测试设施使我们的国际
研发团队在广泛的学术领域里工作，帮助我们的今天能满足明天的市场需求。

服务

在五大洲，我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提供特定的服务以优化客户的工厂的运行性
能。

质量和环境

我们在40个国家中的60个生产基地符合ISO质量认证和环境标准。这确保我们能为
客户提供符合高质量制造工艺和遵守环境标准的生产基地。

可持续发展

在美尔森，我们相信在关注保护环境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会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利益。
为此，我们要确保环保措施被应用于每一个解决方案的生命周期。
比如，我们已经开发了无铅碳刷材料并为客户提供碳刷综合回收利用方案。

产品自由搭配 组 合
碳刷
根据标准产品，可针对不同行业应用定制不同的产品配置
钢铁

牵引

风电

汽轮发电机

分马力电机

联系美尔森的专家来确定
碳刷适用于你的应用设备
(联系方式详见最后一页)

适用于各种环境和工作条件的碳刷材料
电流密度

特别推荐材料及应用

圆周速度

温度

湿度

污染物

振动

电化石墨

碳石墨

软石墨

树脂石墨

金属石墨

EG34D • EG387 • 2192 • CB86
• AC137• EG313 • EG8220 • EG7655

A121 • A176
• A252

LFC554

BG412 • BG469
• BG348

CA38 • C7788 • CG607
CG626• CG657 • CG677
• MC79P

刷架
原装设备或改造
生产能力

水电

牵引

火电

工业

弹簧装置

压铸
冲压
机加工

• 定制产品或根据产品目录选择标准尺寸 • 恒定弹簧压力系统
• 插拔式刷架装置 • 碳刷磨损检测设备 • 碳粉收集系统

主要特征

滑环组件
模块化结构的关键特性
生产性能

风电

水电

铁路运输

旋转接头

电缆卷筒

从1到X环
直径:
可达到
2,500 mm
(98英寸)

• 铜 • 青铜 • 黄铜 • 钢• 不锈钢

可选择的滑环材质

受流器
用于铁路或工业上的设备
碳滑板

说明

角型碳滑板

KASPEROWSKI型碳滑板

第三轨集电靴

• 纯碳或浸铜，固定于金属托板上和鞘上• 用于冲击或磨损检测的ADD自动落弓装置

工业受流滑块

从元器件到集

电力

电气旋转设备
电气设备的性能表现取决于各个部件的高效协作，如滑环，刷架和碳刷。
美尔森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让各部件共同发挥出高性能成为可能。

带保护罩的刷架成套装置

滑环和刷架总成

插拔式刷架装置

我们设计和生产完整的刷架装置，包
括了滑环组件和智能附件能保护刷架
系统在不利环境下的正常运行。

为了使滑环和刷架总成发挥最佳性能，
许多参数需要考虑，比如：滑环材料，
碳刷覆盖率，弹簧压力等......

美尔森独有的插拔式刷架保证
了刷盒和导电块之间优异的电
气连接性能，同时保护带电操
作时更换碳刷的人员安全。

交通运输

受流系统

接地回流装置

我们的第三轨受流靴和受电弓
受流滑板可按第三轨或受电弓
的运行条件定制。

接地回流装置(ERCU)是设计用于将牵引电机
的电流通过车轮而不是轴承传到地面。通过
和各大OEM的长期合作，美尔森能够为各种
设备开发和制造最精密的接地回流装置。

不断增长的需求给我们带来了挑战,美尔森
安装在高速列车上的受电弓滑板在2007年
打破了世界铁路运行速度的记录。安装在
法国TVG高速列车上的受电弓碳滑板和接
地回流装置时速可达到574.8 km/h (357
mph)。得益于在如此极端条件下获得的宝
贵经验，美尔森能够为世界最高速度的铁
路设备提供产品。

集成解决方案

力传输

POWER TRANSFER

大电流应用的电气解决方案

水力发电用刷架环和滑环组件

大电流应用产生的极端腐蚀性气体会影响碳刷和刷架
的运行性能。美尔森设计和生产的专用碳刷、刷架和
插拔式刷架可适用于镀锌，电解生产线和退火炉。

美尔森和主要的OEM共同设计的滑环组件和刷架环适
用于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机。它提供的直径范围可
以达到400~2,500 mm (16~98 英寸)。

信号和电力传输
当信号和电力传输在静态和旋转部件中进行时，可靠性是关键因素。信号和电力传输系统被广泛的应用在许多方面，例如：风力
涡轮机、起重机或电缆的束线机。由于这些应用上的要求各不相同，美尔森研发的信号和电力输送器的解决方案灵活多变，每一
种都可以按客户需求量身定制。

滑环系统
(旋转连接)
碳刷系统

金属丝系统

非接触电容信号传输系统

混合系统

光纤系统

服 务是我们 的 核 心 价 值
电机维修服务和培训:
完整的服务
再设计解决方案

l 和全世界的OEM和售后市场有长期合作关系
l 技术方面的解决方案使我们的客户更具竞争力
l 重新设计的解决方案可以减少碳刷磨损，维护和停机的时间
l 完整的重新改造的解决方案

(碳刷, 刷架, 滑环组件, 刷架保护罩)

现场措施 / 诊断

l 现场换向器和滑环的处理
l电机检查
- 诊断
- 换向器和滑环分析 (轮廓, 表面粗糙度)
- 刷架压力测量
- 换向研究, 控制和调整
l 技术支持，书面报告和方案建议

培训

l 由美尔森专家团队提供的高水准技术培训课程可以帮助你最大化的提高设备的效率，并且将运行和

维修成本降到最低。培训会议可以选择在客户或者我们的工厂进行。

WINDTRACKERTM:风场服务

作为风电行业的领先供应商，美尔森建立了全球售后技术专家团队来帮助客户改进风力发电机的运
行性能和稳定性。
l 快速应对服务
l 陆上和海上风机的检测
l 数据收集和共享信息库
l 碳刷/刷架 /滑环再设计
l 贵金属材料碳刷的回收计划

维修工具
测量工具

特殊定制的测量工具
l CL-Profiler示廓仪,用于滑环和换向器外圆质量分析
l 直径测量仪,

用于测量换向器及所有类型的列车车轮直
径的基础工具。

全套维修保养工具

l ComPro2000TM示廓仪,

l 碳刷预磨专用磨石和砂纸

l 压力测试仪,

l 磨石及附件

l 换向指示器

l 手持式云母片下刻刀

l 碳刷磨损检测装置

l 警报盒
l 刮刀,

开槽锉, 锯片…

非接触式高速诊断工具快速
方便的确定电机换向器的良好程度。
频闪检测仪, 粗糙度测量仪

风场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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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传输和先进材料的全球专家

EUROPE

ASIA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FRANCE
Mersen France Amiens SAS
10, avenue Roger Dumoulin
80084 Amiens
France
Tel.: +33 3 22 54 45 00
infos.amiens@mersen.com

CHINA
Mersen Pudong Co., Ltd
No 2 Building, 72 Jinwen Road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i
201323 P.R China
Tel.: 86 21 58106360
sales.pudong@mersen.com

USA
Mersen USA Bn Corp.
400 Myrtle Avenue
Boonton NJ 07005
U.S.A.
Tel.: +1 973 334 07 00
contact.ptt.usa@mersen.com

BRAZIL
Mersen do Brasil Ltda.
Rua Anita Maria Botti
Pedroso, 3
13315-000 - Cabreuva - SP
Brazil
Tel.: +55 11 2348 2360
vendas.ptt.brasil@mersen.com

AUSTRIA
Mersen Österreich Hittisau
Ges.m.b.H
Brand 389
A - 6952 Hittisau
Austria
Tel.: +43 5513 4113
info.hittisau@mersen.com

INDIA
Mersen India Pvt. Ltd.
5 Bommasandra Industrial Area
Bangalore 560099,
Karnataka
India
Tel.: +91 80 3094 6121/24/25
sales.ptt.india@mersen.com

CANADA
Mersen Canada Dn Ltd
225 Harwood Boulevard
Vaudreuil-Dorion, Quebec
J7V 1Y3
Canada
Tel.: +1 450 455 5728
contact.ptt.dorion@mersen.com

W W W. M E R S E N . C O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