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利雅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5064万元，专注于电气传动、自动化和

数字化领域，业务涉及矿山、电力、军工、石油化工、市政、交通、新能源等行业，是集研发、

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志存高远 一路前行

2014年利雅得电气成为首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企业，股票代码：430542。十

多年来，利雅得电气以创新的技术、卓越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坚持不懈地为行业用户提供全面支

持，并以出众的品质和可靠性、领先的技术成就、不懈的创新追求，在行业内独树一帜。

自主技术 产业革新

利雅得电气注重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是国家标准《电气传动自动化手册》矿山工业应用部分

的编纂者之一，拥有关键技术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省部级科技奖励三十余项。自主研发的国内单

机容量最大的矿井提升机电控系统，国内第一套多台矿井提升机远程集控系统，全矿智能化集中

控制系统等，都为我国数字化矿山建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

专业团队 无忧服务

利雅得电气技术工程师根据用户不同的现场情况量身定制施工方案，为客户提供从工程设计、现

场安装调试到人员培训的整体服务，为电气自动化及传动控制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确保用户按计

划投运设备并安心运营，提供高品质、全方位的售后服务，定期进行产品质量询访和跟踪，建立

详尽的设备档案，实施性能优化，建立起齐全的备品备件库，服务及时快速，保障客户利益。

厚积薄发 进军未来

利雅得电气与西门子、施耐德、三星等国际巨头建立了长久的战略合作关系，获得了强大的技术

支持，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不断积极进行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同时更好地把握市场脉搏，了解本

地信息，更加快速高效地满足客户的需求。提供更符合客户使用习惯、操作更简单、界面更友

好、系统更可靠、维护更便捷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3165万元

2015年

05 06

2017年

5064万元



2013-2015年

被西安市科学技术局认定为“西安市矿山电气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利雅得电气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挂牌，股票代码：430542；

被陕西省国家税务局评为“AAA级纳税人”；

获得陕西省“守合同、重信用”荣誉称号；

2016-2017年

获得西安市科技局“小巨人”企业资金扶持；

获得三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一体”认证。

07 08

获得计算机系统集成三级资质、安防工程二级资质、机电安装三级资质、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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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超前——持续改进创新，用先进技术引领客户需求

技术是公司赖以生存的根本，我们必须紧跟时代、市场的潮流，学习了解

前沿科技，预判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及需求，用超前的意识、坚强的毅力和

持久的耐力做新产品的研发，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生产要精细——坚持精益求精，用卓越品质提升客户体验

细节决定品质，一个好的细节可以提升客户的产品使用体验，关注细节，

在琐事、小事中体现出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这是利雅得给客户的承诺，也

是最好的客户服务。

服务要真诚——始终用心服务，用专业能力赢得客户信赖

客户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我们满足客户需求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用心关

注客户所关注的，积极探寻客户还未关注到的，用价值打动客户，与客户

成为长久的业务合作伙伴。

- 交、直流矿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 斜井皮带控制系统

- 矿山通风及水泵变频调速控制系统

- 多台矿井提升机远程集控系统

- 全矿调度集控系统

- 地面运输系统

- 洗选矿（煤）控制系统

- 全矿工业电视监控系统

- 矿山充填控制系统

- 矿山技术服务外包

- 辅助车间监控网络系统

- 输煤程控系统

- 锅炉补给水程控系统

- 凝结水精处理程控系统

- 除灰程控系统

- 全厂工业电视监控系统

- 综合水泵房程控系统

- 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程控系统

- 燃油泵房程控系统

- 空冷变频器

- 中高压变频器

- 热工仪表成套

- 城市供水自动化控制系统

- 城市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系统

-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监控系统

- 城市供热锅炉自动化控制系统

- 城市智能灌溉自动化控制系统

- 军工

- 石油化工

- 交通

- 新能源

市政行业

产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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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仪表成套设备对电厂来说是数量多且重要的设备，设备内容繁多，占用资金量大，而且是相当关键的测量设备。检测设备能否很好

的投入运行是保证锅炉、汽机以及辅助设备及整个发电机组正常运转的先决条件。智能仪表是控制系统实现生产过程全自动以及无

人值守的重要组成部分，和PLC、DCS结合的应用，对节省原料、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有着重要意义。

案例：

中电投西宁火电厂2×660MW超超临界机组工程全厂热工仪表成套设备（热式流量计、水分析仪、仪表阀等）项目。

该项目设备包含磁耦合光电钢带液

位计、热式流量计、水分析仪表、

进口工艺阀、进口仪表阀、孔板等

设备。为了使所有仪表和控制设备

均具有高度的可用性、可靠性、稳

定性、可操作性和可维护性，满足

设备功能和性能以及电厂的工艺系

统要求，设备在选型中使用当前国

际最优质进口产品。

设备投运以来故障率低、维护费用

少，降低了运行成本，提高了生产

效率。

仪表成套设备

系统介绍：

电机交流变频调速技术是当前节能、改善工艺流程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环境，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手段。

由于其调速性能好，便于调节、维护和检修且又降低了能耗，调速和起制动性能优异，高效率，高功率因数和接电效果，广泛的使

用范围等优点被国内外公认为最有发展前途的调速方式。

案例：

中电投西宁火电厂2×660MW超超临界机组工程高压变频器设备项目

该项目凝结水泵10KV，2500KVA，2套，选用施

耐德ATV1200-2500-A100高压变频装置；辅机

冷却水泵10KV，890KVA，3套，选用施耐德

ATV1200-890-A100高压变频装置；间冷循环水

泵 1 0 K V ， 3 5 0 0 K VA ， 2 套 ， 选 用 施 耐 德

ATV1200-3500-A100高压变频装置。

以上所选设备为全新的、先进的、成熟的、完整

的和安全可靠的，且设备的技术经济性能符合技

术规范书的要求。  

设备投运以来运行稳定、故障率低、维护费用

少，降低了运行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高压变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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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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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雅得电气在军工行业的典型案例：

利雅得电气为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研

发的数字调功系统具有效率高、调节

精度高、响应速度快、调节线性度

好、运行可靠等优点，且投用以来受

到用户好评。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是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直属的科研事业单位，是新

中国组建最早的飞机设计研究所，主

要从事歼击机的总体设计与研究工作 

。经过多方考察,最终选择了我公司的

数字调功系统。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利雅得电气自主研发的数字调功系统的技术特点: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对参与项目的公司技术水平要求非常严格，通过

考察公司为同类行业所研发、设计、生产、调试的工程系统后，对我公司技术水平十分

认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某实验功率控制系统

双CPU控制功能，

所有的开环、闭环控制功能及外围输入输出

均由两台高速微处理器完成；

控制可靠01

实现双闭环调节，

其中内环为电流闭环，主要实现电流快速调

节过程稳定，抑制电网波动产生的扰动；

外环为功率闭环，保证功率输出的快速、稳

定。

调节精度高02

自由功能块种类丰富，

包括：乘法器、除法器、加法器、减法器、

积分器、电流闭环、功率闭环等。

功能齐全03

故障报警功能强大，查询方便，具有记忆和

可追溯功能。

故障预警04

所有控制功能均有参数设置的方式实现，

由自由功能块“连接”的方式实现，操作简

单维护方便。

维护简单05

      军工行业

利雅得电气为军工行业自主研发的数字调功系统具有控制可靠、功能齐全、调节精度高等特点，在与多个

用户的合作中均有不俗的表现，得到行业用户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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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华煤集团

甘肃金川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靖远煤业集团公司

甘肃窑街煤业集团

华电富县矿业开发公司

华能陕西竹园嘉原矿业

华能西安天竣能源

华亭煤业大柳煤矿

华亭煤业大柳煤矿

华亭煤业集团

华亭煤业集团

金川集团有限公司

辽源矿务局

灵台邵寨煤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太西煤集团

青海西海煤电公司

陕煤化澄合矿务局

陕煤化澄合矿务局

华亭煤矿主、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三矿区46行副井提升机扩能改造

魏家地煤矿主井提升机电控改造

海石湾煤矿主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芦村一矿副立井提升机电控

柳巷煤矿副斜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刘园子煤矿主、副井提升机电控

大柳煤矿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主井提升机交-交变频电控系统

新庄煤矿副井交通罐提升机传动变

频电控系统

新庄煤矿主井提升机电控系统2套

龙首矿主、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金宝屯煤矿主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邵寨煤矿主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红沙岗煤矿主、副井提升机电控

默勒煤矿主、副井提升电控系统

山阳煤矿副井宽、窄罐提升机电控系统

西卓煤矿主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山东肥城煤业集团

山东肥城煤业集团

山东肥城煤业集团

山东肥城煤业集团

山东肥城煤业集团

山西古县金谷煤业

陕煤化彬长矿业集团

陕煤化彬长矿业集团

陕煤化彬长矿业集团

陕煤化彬长矿业集团

陕煤化彬长矿业集团

陕煤化彬长矿业集团

陕煤化彬长矿业集团

陕煤化彬长矿业集团

陕煤化彬长矿业集团

陕煤化澄合矿务局

陕煤化澄合矿务局

陕煤化澄合矿务局

梁宝寺煤矿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杨营煤矿主、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梁宝寺煤矿二号井主、副井提升机电控

陈蛮庄煤矿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梁宝寺煤矿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副斜井卡轨车提升电控及信号设备

胡家河煤矿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胡家河煤矿主井提升机交-交变频电控

大佛寺煤矿副立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文家坡煤矿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小庄煤矿副立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小庄煤矿主立井1#2#提升机电控系统

孟村煤矿主、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文家坡煤矿主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文家坡煤矿路村风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山阳煤矿主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西卓煤矿副井宽、窄罐提升机电控系统

合阳煤炭开发有限公司主、副井提

升机电控系统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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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彬县煤炭有限公司

陕西汉江钢铁有限公司

陕西华彬煤业公司

陕西华彬煤业公司

陕西煎茶岭镍业有限公司

陕西永陇公司

新疆八一钢铁集团

蒋家河煤矿主、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杨家坝铁矿主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下沟煤矿副斜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雅店煤矿主、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煎茶岭矿主、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崔木煤矿副井一、二号提升机电控系统

雅满苏铁矿混合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云南滇东雨汪能源有限公司

中铝中州矿业有限公司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淄矿集团陕西正通煤业

雨汪煤矿主立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三门峡矿段村罐笼电控系统3套

许厂煤矿主井提升机电控系统改造

陕西亭南煤矿主、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亭南煤矿新主立井提升机配电控制

岱庄煤矿主、副井提升机电控系统

高家堡矿主、副井提升机电控设备3套

甘肃华煤集团

甘肃华煤集团

甘肃华煤集团

甘肃华煤集团

甘肃华煤集团

甘肃华煤集团

陕西华彬雅店煤业公司

陕西煎茶岭镍业公司

盛源煤业集团

张掖市宏能煤业有限公司

华矿主扇风机变频调速

净石沟主扇风机变频调速

华矿新主扇风机变频调速控制系统

大柳煤矿通风机房配电及控制系统

陈家沟煤矿主扇风机变频电控系统

东峡煤矿主扇风机变频电控系统

中央回风立井通风机电控系统

主扇风机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

宣东煤矿主通风机高压变频调速系统

主扇风机高压变频及检测系统

韩城市枣庄实业有限公司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灵台邵寨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平凉天元煤电化有限公司

陕煤化澄合矿务局

陕煤化蒲白矿务局

中钢集团安徽刘塘坊矿业有

限公司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通风机配电电控系统

魏家地煤矿北风井主扇风机变频调

速控制系统

红会一矿通风机变频电控

主扇风机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

五举煤矿主通风机配电及控制系统

王村斜井主扇风机变频控制系统

朱家河煤矿通风机变频控制设备

主扇风机集中控制系统

亭南煤矿副井提升机主电机冷却风机

韩城市枣庄实业有限公司 主斜井皮带配电控制系统 华电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芦村一矿主斜井皮带电控

甘肃华煤集团

甘肃华煤集团

甘肃华煤集团

甘肃金川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金川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金川集团有限公司

华亭煤矿安全检测监控网络集中管

理系统

华亭煤矿工业电视网络监控及远程

维护系统

华亭煤矿综合管理信息网络系统

龙首矿混合井远程集中控制系统

三矿区提升机系统智能化集中控制

科研项目

龙首矿提升机系统智能化集中控制

科研项目

山西古县金谷煤业有限公司

陕西煎茶岭镍业有限公司

神木县三江能源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

中钢集团

中钢集团

金谷煤矿地面生产系统电气控制系统

煎茶岭矿提升机集中控制系统

神木三江能源地面生产系统集控系统

山东富全铁矿数字化矿山智能控制

系统

山东枣庄矿业提升机智能化集中控制

安徽刘塘坊矿业有限公司提升机集

中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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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行业的其他自动控制系统（配电、充填、排水、洗选、数字监控器）

甘肃白银公司

甘肃白银公司

甘肃华亭煤业

华能青岗坪煤业集团

华亭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亭煤业大柳煤矿有限公司

陕西煎茶岭镍业有限公司

陕西煎茶岭镍业有限公司

甘肃华煤集团

甘肃华煤集团

东邦变电所高低压配电及变电所自动化

井下变电所高低压配电及变电所自动化

华矿地面生产系统无功补偿装置

青岗坪瓦斯抽放高低压配电系统

35KV变电所动态无功补偿及谐波抑

制装置

大柳煤矿地面空气压缩、制氮站配电

控制

充填站控制系统

井下排水自动控制系统

新柏煤矿洗煤厂电控系统

新窑煤矿洗煤厂电控系统

甘肃靖远煤业集团公司

山西华晋煤业集团

榆林市千树塔矿业

甘肃华煤集团

甘肃华煤集团

酒钢公司

山东肥城煤业集团

淄博矿业集团

淄博矿业集团

淄博矿业集团

魏家地煤矿选煤配电控制系统

王家岭煤矿选煤配电控制系统

千树塔选煤动筛车间集中控制系统

华亭煤矿主立井提升机液压制动在

线监控系统

主井提升机全数字监控系统

黑沟矿副井提升机全数字监控系统

梁宝寺煤矿副井提升机数字监控及

液压制动监控系统

唐口煤矿副井提升机数字监控系统

亭南煤矿主井提升机数字监控系统

许厂煤矿主井提升机全数字监控系统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景

泰发电厂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景

泰发电厂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景

泰发电厂

大唐渭河热电厂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大唐景泰输煤系统及现场安全警示

信号改造

大唐甘肃景泰电厂一期2×660MW工

程  燃油泵房控制系统

甘肃大唐景泰电厂一期2×660MW工

程 输煤程控系统

热电联产2×300MW

制氢站控制系统

输煤程控系统

输煤程控设备改造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甘肃电投永昌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西北电力设计院

金昌市热电联产（2x330MW）工

程辅网控制系统

金昌市热电联产（2x330MW）工

程锅炉补给水程控系统

金昌市热电联产（2x330MW）工

程除灰控制系统

甘肃永昌电厂“上大压小”(2×

300MW)改扩建工程全厂辅助系统

甘肃永昌电厂“上大压小”（2×

300MW级）工程输煤程控系统

净化站、综合水泵房、工业废水处

理、生活污水处理程控系统

中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加工哈油

炼油与乙烯技改动力站工程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亭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万基发电有限公司

洛阳万基发电有限公司

洛阳万基电力有限公司

洛阳新安电力集团

青海华电大通发电公司

青海万立宁北发电公司

陕西煤化能源有限公司

陕西煎茶岭镍业有限公司

陕西美鑫产业投资公司

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制氢站控制系统

输煤程控

输煤程控设备改造

2*135MW工程净化水站（含综合

水泵房）及污水站程控系统

华亭电厂2*135MW机组工程输煤

程控及工业电视

华亭电厂2×145MW工程输煤程控

增加筛煤机控制部分改造

2×300MV热电联产机组工程凝结水

精处理控制系统

2×300MW热电联产机组工程柱塞

泵房控制系统

4×135MW机组工程水力制浆及柱

塞泵输送控制系统

2*330MW机组热电联产技改工程

输煤程控系统及输煤工业电视

2×300MW工程辅机设备输煤程控

系统

2×135MW工程输煤程控及工业电

视系统

陕西煤化100万吨/年煤基二甲醚一

期工程输煤程控系统 

充填站生产工艺自动化控制系统

陕西美鑫铝镁合金配套动力站工程

4×350MW输煤程控系统

铝镁合金项目配套（5X330MW)电

力设施工程输煤程控系统

铝镁合金项目配套（5X330MW)电

力设施工程除灰控制系统

铝镁合金项目配套（5X330MW)电

力设施工程凝结水精处理控制系统

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

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神华阳光神木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神木县三江能源有限公司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西北电力设计院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投宁夏临河发电分公司

铝镁合金项目配套（5X330MW)电

力设施工程辅助车间监控网络

输煤程控系统改造

神华阳光发电2X135MW机组除灰程

控系统改造项目

地面生产系统集控设备

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水控制系统

店塔电厂改建（2X660MW)工程厂

区采暖加热站程控系统

店塔电厂改建（2X660MW)工程输

煤程控系统

辅助车间控制网络、精处理程控系

统及污废水程控系统

萨拉齐发电厂（2*300MV）工程凝

结水精处理程控系统

萨拉齐发电厂（2*300MV）工程综

合水泵房程控系统

神华海勃湾矿业公司2*200MW煤矸

石坑口发电输煤程控及工业电视

神华神东电力新疆米东热电厂

（2×300MV)工程输煤控制

陕西彬长矿区煤矿石资源综合利用

（2×200MW)发电工程化学水处理

陕西彬长矿区煤矿石资源综合利用

（2×200MW)发电工程输煤程控

兰州铝业股份有限公司3*300MW自

备电厂工程输煤程控系统

中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加工哈油

炼油与乙烯技改动力站工程

新疆天富南热电厂2*125MW机组项

目 输煤程控系统、工业电视

中电投宁夏临河动力站一期3号机组

工程输煤程控系统

电力行业的自动化系统

49 50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景泰

发电厂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景泰

发电厂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公司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公司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公司

甘肃金川集团龙首矿

甘肃金川集团三矿

河南万基铝业自备电厂

河南万基铝业自备电厂

湖南华电常德发电有限公司

湖南华电常德发电有限公司

湖南华电常德发电有限公司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铜川

照金电厂

华能宁夏大坝电厂四期发电

有限公司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榆神热电有限公司

华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亭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枣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万立宁北发电有限公司

2X660MW工程工业闭路电视系统

2×660MW工程工业闭路电视系统

金昌市热电联产（2X330MW）工程

全厂闭路电视监视系统

金昌市热电联产（2×330MW级）工

程全厂闭路电视监视系统

永昌电厂“上大压小”

（2×300MW级）输煤工业电视系统

地面生产及井下全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提升机系统智能化集中控制科研项目  

视频监控系统

河南万基铝业自备电厂2X330MW输

煤工业电视系统

河南万基铝业自备电厂2×330MW 输

煤工业电视系统

湖南华电常德一期2X661MW临界机

组输煤电视监视系统

湖南华电常德一期2X660MW临界机

组全厂电视监视系统

湖南华电常德一期2X660MW超超临

界机组全厂工业电视监视系统

一期2×600MW机组供热改造热网首

站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2×660MW高效超超临界机组工程电

视监控及门禁系统

一期输煤工业电视改造

华能榆神榆林热电联产新建工程全厂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华亭电厂2X135MW工程全厂工业电

视系统

华亭电厂2×330MW工程  全厂工业

电视系统

华亭煤矿工业视频监控系统

一期工程全厂安防监控系统

2X330MW工程输煤工业电视

青海万立宁北发电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有色新材料公司

陕西榆林有色新材料公司

神华神东电力重庆万州港电

有限责任公司

神华神东电力重庆万州港电

有限责任公司

神华神东电力重庆万州港电

有限责任公司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电投绥阳化工有限公司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电投绥阳化工有限公司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富全矿业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富全矿业有限公司

2X300MW工程 输煤工业电视系统

铝镁合金项目配套(5×330MW)电力

设施工程输煤程控及工业电视

配套(5X330MW也电视)电力设施工

程输煤程控及电视

万州电厂(2X1000MW)机组工程全厂

数字化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万州电厂(2X1000MW)机组工程全厂

数字化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万州电厂(2×1000MW)机组工程全厂

数字化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天池能源昌吉2×35万千瓦热电厂全厂

闭路电视监视系统

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1号2号机组

（2×660MW）工程的全厂闭路电视

神华海勃湾矿业公司(2X300MW)煤矸

石发电输煤工业电视系统

神华海勃湾矿业公司2×300MW煤矸

石坑口发电厂工程—输煤工业电视

2X125MW机组项目输煤工业监视

2×125MW机组项目 输煤工业电视

新疆乌苏热电厂一期(2X300MW)全厂

闭路电视系统

中卫热电厂2X350MW工程全厂闭路

电视监视系统

动力车间项目2X15MW机组全厂闭路

电视监视系统

国家电投西宁火电厂2×660MW超超

临界机组工程闭路电视监视系统

动力车间项目2×150MW机组全厂闭

路电视监视系统

中卫热电厂2X350MW工程全厂闭路

电视监视系统设备采购合同

新疆乌苏热电厂一期（2×300MW级

机组）全厂闭路电视系统

中钢集团山东富全视频监控系统

中钢集团山东富全视频监控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公司

甘肃电投武威热电有限公司

甘肃电投武威热电有限公司

河南万基控股集团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

陕煤化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甘肃电投武威热电有限公司

甘肃电投武威热电有限公司

甘肃电投武威热电有限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有限公司

西北电力工程承包有限公司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金昌市热电联产2x330MW工程凝结

水泵、一次风机电动机高压变频

甘肃武威热电一次风机高压变频器

甘肃武威凝结水泵高压变频器设备   

河南万基控股集团2×600万千瓦机组

上大压小工程高压变频

上湾2×135MW级煤矿石发电厂总承

包工程低压变频器

陕西煤化100万吨/年煤基二甲醚一期

工程低压变频器

西宁火电厂2×660MW超超临界机组

工程高压变频器

武威热电仪表成套

武威热电仪表辅助成套

武威热电盘柜箱

山西神华富平热电新建工程项目化水

系统仪表成套

西北院富平电厂盘柜箱

西宁全厂热工仪表成套设备（热式流

量计、水分析仪、仪表阀等）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景泰

发电厂

华能宁夏大坝电厂四期发电

有限公司

宁夏枣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亭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神华神东电力重庆万州港电

有限责任公司

中钢集团山东富全矿业有限

公司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景泰电厂一期(2×660MW)工程

厂区门禁系统

2×660MW高效超超临界机组工程电视

监控及门禁系统

一期工程全厂安防监控系统（电子围

栏4000米）

西宁火电厂2×660MW超超临界机组

工程闭路电视监视系统

中卫热电厂2X350MW工程门禁系统

一期输煤工业电视改造（50寸2x2监

控屏4台）

华亭煤矿工业视频监控系统（一面电

视墙）

重庆神华万州电厂(2×1000MW)机组

工程LED数字仪表墙

中钢集团山东富全视频监控（一面电

视墙（4块DLP屏，32台液晶屏））

宁夏中卫辅助厂房热工仪表成套设备

中卫热电厂2×350MW工程  全厂热

工仪表成套设备3  采购合同

中铝宁夏银星电厂2x660MW工程第

六批辅机（热控）热工仪表成套

电力行业（高低压变频器、仪表成套、智能安防、数字仪表墙）














	1
	1: 封面
	2: 01
	3: 02
	4: 03
	5: 05
	6: 06
	7: 10

	2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3
	1: 20
	2: 21
	3: 22
	页 4
	5: 23
	页 6
	页 7
	8: 24
	9: 25
	10: 26
	11: 27
	页 12

	4
	1: 28
	2: 29
	3: 30
	4: 31
	5: 32
	6: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