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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和浪涌保护，地基接地和结构联接，电源联接

盈凡 (nVent) 面向风能行业，全方位提供地
基接地和构造、联结、电源联接、浪涌保护
以及防雷产品。除了品类众多的产品之外，
我们的工程师和设计师也随时就位，协助
设计您的全球设备。

分线盒

盈凡艾力高 (nVent ERICO) 
风电叶片防雷系统组件

电缆至钢筋连接件

电缆至钢筋  
电缆至电缆  
电缆至接地棒

盈凡艾力高 
(nVent ERICO) 
镀铜圆钢 (Cu-
bond Round 
Conductor) 

盈凡艾力高  
(nVent ERICO) Cadweld

接地和 MBJ 镀锡铜编织带

盈凡艾力高 (nVent ERICO) 
接地增强材料 (GEM)

盈凡联端 (nVent LENTON) 
钢筋端部锚栓 (Terminator)

螺栓耦合器

电源和信号浪涌保护

雷电记录系统

标准耦合器和定位耦合器

盈凡艾力锋 (nVent 
ERIFLEX)无卤素柔性母
排 (Flexibar Advanced) 低压绝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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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电位接地铜排

盈凡艾力高 
(nVent ERICO) 
系统3000主
动式防雷系统 
(System 3000)

接地棒

镀铜钢 
镀锌钢  
不锈钢

用于 SCADA 和电
源连接的电源和信

号浪涌保护

通用浪涌隔离栅 
(UTB)

电源浪涌保护

围栏和栅极跳
线组件

盈凡艾力高 
(nVent ERICO) 
冲压式接地
棒连接器 
(Hammerlock)

用于开关轴和
操作手柄接地
的预制接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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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盈凡艾力高 (nVent ERICO) 运用接地与接线、防雷、低压配
电和钢筋混凝土构造领域的多年经验，结合全球制造能力，
为风能行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我们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
案，涵盖了设备电气保护产品、低压配电产品和混凝土钢筋
产品。 

叶片

全世界成千上万的风力涡轮机叶片都安装有防雷组件。元件涵盖
一系列的 盈凡艾力高 (nVent ERICO) 产品包括接闪器、Cadweld 
放热焊接联接件、导体、雷电计数器/雷电记录系统。

机舱

为了帮助保护机舱内的电气元件，盈凡艾力锋 (nVent ERIFLEX) 
供应接地编织带、绝缘子、无卤素柔性母排 (Flexibar Advanced)、
接线盒、导体等多样产品。

塔架

塔架防雷产品包括接地编织带、绝缘子、导体、无卤素柔性母排 
(Flexibar Advanced) 和铜制母线。

地基结构件

接地产品包括 Cadweld 放热焊接联接件、钢筋夹钳、接地测试
仪、nVent ERICO 接地增强材料 (GEM) 和接地棒。地基结构件
产品包括螺栓耦合器、盈凡联端 (nVent LENTON) 钢筋端部锚
栓 (Terminator)和标准耦合器。 

浪涌保护

盈凡 (nVent) 提供整套浪涌保护装置，可协调为分阶段进行的
高效电气保护计划。

电源连接

机舱、塔架和动力舱房的推荐配电产品包括：拼接块、功率跳
线、分线盒、无卤素柔性母排 (Flexibar Advanced) 和母线支承。

支持和培训

盈凡 (nVent) 项目经理、工程师和研究人员掌握数十年积淀的
领域专长，持续开发新产品，跟随风电行业的发展脚步，改善性
能和安装效率。我们值得信赖，通过一站式快速响应的工程、设
计和集成服务，提供经济高效的长期解决方案，以满足风能行
业的独特需求。

盈凡艾力高 (nVent ERICO) 专门面向：

• 定制设计和包装风力涡轮机叶片防雷组件

• 机舱和塔架的接地和接线应用

• 设计并制造防雷引下线和联接系统

• 地基接地系统的布局设计，接地电阻的计算

盈凡 (nVent) 面向 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工程师和承包商，围
绕我们的产品功能和安装技术，提供广泛的培训和咨询服务，助
力保障最佳性能。

http://nV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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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体

避雷导体为满足特定的有效可靠传导标准而设计制造，应当具
备：

• 单位长度的低电感和低浪涌阻抗

• 载流能力，能够承受雷电的热力和机械效应，而不降低性能

• 抵抗环境影响和机械疲劳

供应的导体包括：

• 铝、铜和不锈钢材质

• 绝缘和非绝缘

• 实心和编织导体，扁平和圆形构造

2. 接闪器

身为雷击终端设备设计领域的世界领导者，盈凡 (nVent) 将这一
专长应用于雷电接闪器设计。重要因素包括：

• 叶片材料和制造工艺

• 接闪器安装便捷性和绝缘要求

•  防雷导体接合方式

• 吸引雷击至最佳接合点

• 就地可维护性

3. 联接件

叶片防雷联接件的范围可能包括从 Cadweld 焊接联接件，直至
机械螺栓联接件。考虑事项包括：

• 防雷导体材料

• 耐振动、耐腐蚀

• 材料阻抗

• 国内/国际标准要求

• 成本和效益

4. 雷电记录系统

盈凡 (nVent) 提供数据收集能力，用于分析风力涡轮机遭遇的
雷击。通过安装带有特殊磁码轨迹的卡片，由雷电产生的磁场将
删除强度高于代码轨迹电阻位置的数据。卡片暴露的雷电流最
大值可通过读卡器读取。通过使用移动读卡器的移动平台，以及 
Apple 或安卓设备可用的应用程序，即刻访问雷击数据。

叶片

盈凡 (nVent) 风力涡轮机叶片防雷系统的设计制造精良，
符合或超过 OEM 规范。此外，盈凡 (nVent) 产品开发团队
坚持与 OEM 紧密合作，迎合您的安心需求，降低风险，通
过改进元件设计提高可靠性，并增强防雷性能。

1

3

防雷专用导线

接闪器

2

4

雷电记录系统

连接件: 所有蓝色绝缘密封件包裹并保护 
Cadweld 放热焊接连接件

http://nV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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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舱
盈凡 (nVent) 提供全系列 盈凡艾力锋 (nVent ERIFLEX)  低
压产品，保护机舱内的电气元件免受雷击的毁灭性影响。 
产品包括：

• 接线盒，用于为风力涡轮机产生的进线电源提供安全接
入点

• 接地编织带，用于任何接地和接线电源联接

• 无卤素柔性母排 (Flexibar Advanced)，可帮助提高机舱、
塔架和动力舱房内的功率密度

• 导体，可承受雷电的机电效应

• 低压绝缘子，可促进电气和机械参数的稳定性

1. 接地编织带

接地编织带由镀锡电解编织铜线构成。每条的两端均带有实心
冲孔，便于连接。接地编织带是压接端子式接地电缆的首选替
代，经济实惠。
接地编织带可用于任何接地和接线电源连接。由于接触电阻
低，特别适用于减少 EMC 问题。
盈凡 (nVent) 可根据您的图纸规格，提供定制化 (MTO) 自定义
配置。铜编织带可定制长度、宽度、厚度和孔型，结合 PVC 绝
缘材料，分为扁平带和管状带，采用成卷包装或者带有焊接螺
柱或压接端子。

2. 无卤素柔性母排 (FLEXIBAR ADVANCED)

无卤素柔性母排 (Flexibar Advanced) 是电缆加压接端子的有
效替代，凭借独特且高度安全的先进绝缘性能，帮助改善机
舱、塔架和动力舱房内的功率密度，提升设施安全性。空间和
重量缩减率高达 70%（改善功率密度）。
通过去除压接端子，无卤素柔性母排 (Flexibar Advanced) 提高
了电源联接的可靠性，减少了电气连接的需求量。凭借 MTO 无
卤素柔性母排 (Flexibar Advanced) 和 MTO 编织带，它还进一
步提升了机舱、塔架和动力舱房内的功率密度。盈凡 (nVent) 的 
MTO 产品可按客户规格配置，有助于减小设备和包装尺寸。

3. 导体

避雷导体为满足特定的有效可靠传导标准而设计制造，应当具
备：
• 单位长度的低电感和低浪涌阻抗
• 载流能力，能够承受雷电的热力和机械效应，而不降低性能
• 抵抗环境影响和机械疲劳
供应的导体包括：
• 铝、铜和不锈钢材质
• 绝缘和非绝缘
• 实心和编织导体，扁平和圆形构造

4. 接线盒和分线盒

全系列接线盒是风力涡轮机发电进线的接入点，并输电至逆变
器。

5. 浪涌保护

DIN 导轨安装式元件
• 经 UL 和 IEC 认证
• 更强的暂态过电压 (TOV) 耐受能力
• 固定夹可确保提升抗振动和冲击性能

6. 低压绝缘子

盈凡 (nVent) 供应 盈凡艾力锋 (nVent ERIFLEX) 品牌的低压绝
缘子。
• 采用耐用的聚酰胺无卤尼龙材料制造，并以玻璃纤维增强
• 低压绝缘子，高度 15 mm 至 100 mm，供室内使用
• 超高耐受漏电流
• 电气和机械参数稳定性高
• 符合 UL 94 V-0 自熄材料要求
• 工作温度 –40ºC 至 +130ºC
• UL 认证

7. 防雷

绝缘引下线提供经过关键设备的低阻抗绝缘路径。
雷电记录系统
盈凡 (nVent) 提供数据收集能力，用于分析风力涡轮机遭遇的
雷击。通过安装带有特殊磁码轨迹的卡片，由雷电产生的磁场
将删除强度高于代码轨迹电阻位置的数据。卡片暴露的雷电流
最大值可通过读卡器读取。通过使用移动读卡器的移动平台，
以及 Apple 或安卓设备可用的应用程序，即刻访问雷击数据。

http://nV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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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卤素柔性母排 (Flexibar Advanced)

机舱

1

2

3

64

导体

低压绝缘子接线盒

接地编织带

雷电记录
系统

5

浪涌保护装置

7

绝缘防雷导体

接闪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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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架
盈凡 (nVent) 供应多样产品，协助客户为风力涡轮机塔架创
立有效的防雷和配电系统。盈凡 (nVent) 防雷和配电系统与
现有的 IEC®、NFPA® 或专有设计方法相适应，是三种塔架设
计的理想选择：

• 圆筒式钢塔

• 预制混凝土塔架

• 桁架式塔架

1. 接地编织带

接地编织带由镀锡电解编织铜线构成。每条的两端均带有实心
冲孔，便于联接。接地编织带是压接端子式接地电缆的首选替
代，经济实惠。

接地编织带可用于任何接地和接线电源联接。由于接触电阻
低，特别适用于减少 EMC 问题。

盈凡 (nVent) 可根据您的图纸规格，提供 MTO 自定义配置。铜
编织带可定制长度、宽度、厚度和孔型，结合 PVC 绝缘材料，
分为扁平带和管状带，采用连续线圈或者带有焊接螺柱或压接
端子。

2. 铜制母线

盈凡 (nVent) 提供扁平、冲孔或螺纹等各种电解铜棒。也供应母
线/连接器。

• 预制螺纹孔母线

	– 电解铜
	– 圆角
	– 厚度 2 至 10 mm
	– 长度 1,000 至 2,000 mm

• 冲孔和扁平母线
	– 设计和装配省时
	– 电流高达 7400 A
	– 厚度 4 至 40 mm
	– 长度 1,000 至 4,000 mm

• 母线连接器
	–  连接快速简易
	– 范围广且多功能
	– 联接范围 2.5 至 35 mm2

3. 无卤素柔性母排 (FLEXIBAR ADVANCED) 和编织带

Flexibar Advanced 是电缆加压接端子的有效替代，帮助改善机
舱、塔架和动力舱房内的功率密度。创新型柔性绝缘母线实现
空间和重量缩减率高达 70%（改善功率密度）。

通过去除压接端子，无卤素柔性母排 (Flexibar Advanced) 提
高了电源联接的可靠性，减少了电源联接的需求量。凭借 MTO 
Flexibar 和 MTO 编织带，它还进一步提升了机舱、塔架和动力
舱房内的功率密度。盈凡 (nVent) 的 MTO 产品可按客户规格配
置，有助于减小设备和包装尺寸。

4. 导体

避雷导体为满足特定的有效可靠传导标准而设计制造，应当具
备：
• 单位长度的低电感和低浪涌阻抗
• 载流能力，能够承受雷电的热力和机械效应，而不降低性能
• 抵抗环境影响和机械疲劳
供应的导体包括：
• 铝、铜和不锈钢材质
•  绝缘和非绝缘
• 实心和编织导体，扁平和圆形构造

5. 接线盒

高导电率镀锡铜接线盒提供了良好的塔架元件互连解决方案。
它可以直接装入塔架内，或预组装在接线板上。

http://nV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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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架

2

3

1

4

导体

接地编织带

接地端子排

编织带

无卤素柔性母排 
(Flexibar Advanced)

3

5

接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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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接地和构造结构件

结构件

1. 螺栓耦合器

螺栓耦合器是 盈凡联端 (nVent LENTON) 混凝土产品系列的
一员，实现了钢筋和标准直螺纹螺栓之间的等强度连接。S4 和 
S5 耦合器用于北美，连接钢筋与英制 UN 或 UNC 全螺纹杆或
螺栓。

S13 耦合器可在钢筋与 ISO 965 公制全螺纹杆和螺栓之间实现
连接。螺栓耦合器通常用于连接基座底与地基，以及向地基锚
固其他设备。

2. 钢筋端部锚栓 (TERMINATOR)

Terminator 是一款超大号端部锚栓，固定于钢筋段末端，在混
凝土中形成锚固。Terminator 取代了弯钩钢筋，提供锚固，还可
缓解堵塞。

3. 标准耦合器和定位耦合器

标准耦合器用于拼接同直径钢筋，其中一根可以自由移动与旋
转。定位耦合器用于拼接两根弯曲/挠曲钢筋，或两根无法旋转
的直钢筋。

接地

1. 接地棒

铜焊钢接地棒超越 ANSI®/UL 和 IEC 的要求。产品耐腐蚀性强，
在大多数土壤中至少支持 30 年的使用寿命。

2. 机械连接器

RC70/RC100 钢筋夹钳经久耐用，为风力涡轮机接地地基内钢
筋提供两个联接点，符合 NEC® 钢筋接线的标准要求。

选址对于风力采集至关重要，通常涉及高土壤电阻率区域。新
型风力涡轮机的高度不断增加，加剧了雷击威胁。适当设计并
保持接地网的完整性，有利于风力涡轮机现场安度雷电和故
障电流事件，保持长期安全与顺畅运转。

风力涡轮机接地系统的设计需满足三大标准：

• 满足人员安全相关的跨步和接触电位要求

• 提供足够的接地参考电位，确保电气设备正常运行

• 有效地消散雷电能量

盈凡 (nVent) 应用工程团队运用最新的接地设计软件，分析塔
架和变电站接地，协助接地系统设计工作。盈凡 (nVent) 也供
应广泛的接地产品，满足您的具体地基接地需求。

3. 接地增强材料 (GEM)

GEM 是一种低阻碳混凝土，可提高导电不佳区域的接地效
果。GEM 是风力涡轮机地基的理想选择，这一情形下空间有
限，传统方法难以充分接地。

4. 放热焊接联接

Cadweld 分子式连接工艺的性能优于任何已知的机械或压缩式
表面对表面接触连接器。借助分子式连接，Cadweld 联接点实
现了与导体等同的载流（熔断）容量，并且不会随时间退化。

Cadweld 联接通过 UL 认证并符合 IEEE® 标准（变电站接地使
用的永久连接标准）。

5. 接地测试仪

盈凡 (nVent) 供应一系列接地测试仪，轻巧便携，便于现场使
用。接地测试仪非常适合在设计风力涡轮机地基接地系统之前
确定土壤电阻率，以及安装后测试接地系统的最终电阻。

6. 导体

在地面标高以下，盈凡艾力高 (nVent ERICO) 镀铜圆钢非常适合
用作接地和连接导体（铜线导体容易被盗）。该导体可以用作风
塔之间的互连接地导体，或位于风塔基座处的接地网。

http://nV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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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接地和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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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电阻测试仪

螺栓耦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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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凡艾力高 (nVent ER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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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增强材料 (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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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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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棒

钢筋端部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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