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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集成的系统 • Cat® 发动机提供可靠的动力

•  易于选型、获得许可、安装和测试

•  符合全球多数排放标准

•  Cat 代理商网络提供支持

Caterpillar 拥有数十年的经验和卓越的专业知
识。无论您从事什么业务，我们的专家随时准
备帮助您根据自己的技术规格设计一个系统，
并为您的设备提供终身支持。

您将获得 Cat 全球代理商网络的支持，以及所
有产品、保修、融资选项、零件、保养和您所需的
任何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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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转换开关 (ATS)
Caterpillar 提供广泛的输送系统和 ATS 产品，适合从简单到高度复杂的
多个 ATS /发电机组开关设备系统的任何应用。

•  可提供从 40 到 5000 安培的 2、3 和 4 极配置
•  基于接触器和断路器的解决方案，可灵活协调
•  提供有开式、闭式和延迟转换设计
•  AATS 和旁路机构可以移入/移出（门关闭的情况下）
•  旁路操作期间负载不中断
•  在 ATS 旁通情况下保持全自动模式功能

电力系统控制装置
EMCP 4.4 是一个可扩展控制平台，旨在确保发电机组可靠运转，同时
提供有关功率输出和发动机运转的大量信息。通过编程和扩展模块，
可进一步定制这些系统，以满足您的需求。

•  监控控制面板（SCP）为配备 EMCP 4.4 控制器的发电机提供监控级
控制和监测，可实现多达 16 台发电机组的系统级监测和控制。

•  主控制面板充当配备 EMCP 4.4 控制器的发电机的系统级控制器，
可实现多达 8 台发电机组的系统级监测和控制，并为 EMCP 4.4 控制
系统添加公用电并联运行功能。

CAT 系统产品

并联开关设备
Cat 开关设备具有单点或多点公用电连接功能，可为多台发电机组提供
并联运行功能。它还对您的整个系统（包括 ATS）提供单点监测和控
制，以便为您提供一个综合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的独特要求。

•  EXL 应急负载转移管理器是一种仅安装在控制面板上的标准并行控
制装置，可集成到现有的开关设备中，以提供全自动化的系统阵
容。它适用于采用预配置应急备用、主用电力的发电机组，并与单
台发电机/单个公用电应用的公用电配置并联运行。它是一种壁挂
式装置，成本效益高，可替代开关设备安装式控件。

•  发动机并联和集成控制（EPIC）在与发动机发电机组和开关设备分
开的远程机柜中提供标准并联控制。它适用于采用预配置应急备
用、主用电力的发电机组，并与公用电配置并联运行。它以专用控
制器和彩色触摸屏接口替代传统的硬连接部件，可替代开关设备安
装式控件。

•  发动机发电机集成开关设备（EGIS）适用于采用预配置应急备用、
主用电力的发电机组，并与公用电配置并联运行。模块化 EGIS 系
统使用一个专用控制器来执行同步、功率因数控制、负载共享和系统
监控。该系统可以通过工业触摸  屏 HMI 进行监测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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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43
6-9、12、16 缸

CM32

3600
8、12、16 缸

C175
16、20 缸

CM25
6、8、9 缸

CM20
6、8、9 缸

3500
12、16 缸

C32
12 缸

C27 / 3412C
12 缸

C18
6 缸

C15
6 缸

C13
6 缸

C9
6 缸

C7.1
6 缸

C4.4
4 缸

C2.2 / C3.3
3 缸

C1.1 / C1.5
3 缸

柴油发电机组 50-60 Hz

柴油发电机组

10-40 kW

5.4-8.8 kW

0 0.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MW

180-300 kW

40-100 kW

125-200 kW

400-500 kW

500-600 kW

320-400 kW

830-1200 kW

591-800 kW

1375-5320 kW

890-2750 kW

980-1640 kW

1730-2590 kW

2500-4000 kW

5470-8210 kW
6、7、8、9 气缸

5850-7800 kW
12、16 气缸

2760-4540 kW
6、8、9 气缸

11000-14660 kW
12、16 气缸

6、8-9、12、16 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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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发电机组

我们的燃气发电机组使用种类多样的燃气资源作为燃料，为天然气、沼气、煤层气和替代燃料量身打造。新发动机技术提供动力、热能
或提供世界一流效率的热电联供。提供有工厂采购的机柜、热回收模块、控制系统和交钥匙系统工程。

燃气发电机组 50-60 Hz 持续燃气发电机组功率等级

0

燃气发电机组 60 Hz 备用燃气发电机组功率等级

燃气发电机 60 Hz 丙烷燃气发电机组功率等级

GCM34
16、20 缸

CG260
12、16 缸

CG170
12、16、20 缸

G3500
12、16、20 缸

CG132
8、12、16 缸

G3400
6、12 缸

G3300
6 缸

G3500 
12、16、20 缸

G3400
6、12 缸

DG 系列
8 缸

DG 系列
8 缸

0 0.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MW

90-140 kW

68-143 kW

150-500 kW

750-2000 kW

50-150 kW

107-453 kW

400-800 kW

1000-2000 kW

3000-4500 kW

6518-
9700 kW

615-2519 kW

0 0.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MW

0.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MW

50-60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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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网技术

定制的可再生能源
Cat 微电网技术提供具有光伏面板、能量存储、监测和控制系统、Cat 发电
机组、开关设备和 ATS 的全面集成电力系统。

Cat 微电网系统为并网和离网社区，和商业或工业设施提供具有成本效
益的电力。我们将来自光伏模块和智能能量存储的可再生能源与来自
公用电或发电机组的传统发电相结合，专门开发专为您的应用设计的
能源系统。

CAT 太阳能发电
对于存在传统公用电的并网应用，可使用光伏模块以降低公用电的电
力成本。对于离网应用，可使用光伏模块弥补柴油或燃气发电机组的
运行。这降低了燃料消耗与发电运营成本，同时也降低了碳排放。此
外，可增加智能能量存储以实现短期电网稳定或长期可再生能源时间
位移，使得白天产生的电力可以在没阳光时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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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PV）
Cat 薄膜高效模块提供了优于传统晶体硅太阳能模块的可靠性能优势。
在相同额定功率情况下，Cat PV 模块产生比竞争模块更多能量，并提
供优越的性能和可靠性。

•  在炎热气候下年产量更高
•  在潮湿环境下功率损耗降低
•  提供 25 年电力输出保修支持

能量储存
Cat 能量存储系统为电信 BTS 和微波回程运营提供可靠、长期不间断的
电力。储能系统具有寿命周期长的特性，专门为长时间停电的地区设
计。

•  更大的可用容量 - 100％ 电力输出，不会影响蓄电池寿命
•  适用于 0°C 至 50°C 环境中的室外操作
•  减少盗窃可能性 - 拆下时单元将停止工作，并且不包括有价值的材料

微电网技术

以试验场为证

Caterpillar 图森试验场完全关闭电网，彻底依赖 Cat 柴油发电机组
为该设施供电。2016 年，Caterpillar 决定利用该场地来展示其微电
网技术在现实世界里的应用价值。他们安装了一个 500 kW 太阳能
电池阵和储能系统，预计将使燃料消耗降低 33％。

微电网控制器（MMC）
Cat MMC 集成了各种传统和可再生能源，为所有连接的微电网资产提

供全面监控。

•  用于监测和控制整个微电网系统的图形用户界面
•  资产优化，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能源成本
•  连接到本地公用电服务时，电网导入/导出控制

双向逆变器
Cat 双向逆变器对存储解决方案的充电和放电提供可靠控制。逆变器兼
容各种存储选项，包括锂离子、飞轮和超级电容器。

•  设计用于各种应用，兼容大多数电源
•  与可再生能源集成在一起，以提供持续的电力
•  并联预留装置 - 可以并联使用多个逆变器以增加可用电力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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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临时电力需求的永久解决方案
Cat 租赁电力在世界各地努力为所有产品和附件需求提供单一采购来

源，包括持续电力系统、冷却系统和空气压缩机。

功率范围广
租赁电力可使用天然气和柴油运转，范围在 20 到 2000 千瓦之间。

支持 
每一步都有专家帮助您提供专业设计，为租赁项目提供设备，技术支

持、维修、保养和培训计划。

响应 
我们的租赁电力专家提供现场支持，以随即装备您的系统，交付系统

（包括所有辅助设备），提供连接、燃料、启动、维修和保养，必要

时会留在现场提供支持。

环境注意事项 
我们的设备经专门设计，产生较低的燃气/柴油排放，满足甚至超越当

地的排放标准，此外我们提供消音等选项以满足敏感环境要求。所有

设备都采用标准油箱。

租赁电力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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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QP 系列

备用

主用

XQC 系列

主用

持续

XQ 系列

备用

主用

XG 系列

连续

XQ 系列

连续

柴油租赁电力功率等级 50-60 Hz

燃气租赁电力功率等级 50-60 Hz

53-1000 kW

135-400 kW

48-880 kW

1150-1705 kW

1250-1475 kW

1375-1825 kW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18-1825 kW

20-2000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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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电力解决方案

满足您需求的电力系统
没有难以企及的应用 - 复杂的控制系
统、高电压、极端环境条件 - 我们无所不
有，及您所需。Cat 专家与您一起设计
系统，以满足您的电力需求。我们定制
每一个部件以开发带附件和性能选项的
系统，从而匹配您的特定应用和区域标
准。这是一个完全定制且经过出厂测试
的发电套件，享受完整的 Caterpillar 保
修体系。

当作为一套完整的发电机组套件采购
时，Caterpillar 工程师可以将发电机控
制器、开关设备和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集成到一个无缝模块化设计中，
并能在工厂中对整个集成套件进行验证
测试。

我们经验丰富，足以提供市场领先的产
品，从销售支持和概念设计到详细的设
计和生产，以及对您的定制 Cat 电力解
决方案提供终身支持。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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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电力解决方案

箱式护罩
消音和挡风雨护罩是专门针对您的需求而制造的，并且与您的
发电机组组装在一起，以尽量减少现场安装作业。

持续电力模块（CPM）
Cat CPM 提供恒定电源保护，可防止因电涌、骤降和电力中断
而中断运行或导致有价值的数据和系统容量的丢失。

定制控制系统和开关设备
在采用复杂控制理念的应用中，用于控制监测发电机和相关开
关设备的完整解决方案。

定制电压发电机
我 们 的 工 程 师 将 找 出 满 足 您 需 求 的 交 流 发 电 机 ， 并
在  Caterpillar 的制造工厂将其与您的 Cat 发电机组进行匹配。

辅助设备 
我们提供远程冷却总成、空气启动系统、重型进气滤清器、燃料
过滤系统、特定排放消声器系统、排放后处理等，这些部件专门
设计用于您的 Cat 发电机组。

冷却设备
我们利用专门针对 -40°C 至 +55°C 环境条件而设计的一系列附
加选项来设计此工作范围内的发电机组。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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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代理商网络
我们的全球代理商网络为每台 Cat 设备提供可靠的支持，长期以来，我们的零
件、服务和设备都被公认为世界一流。作为业界领先企业，我们竭诚为您提供更
多服务。我们凭借全面的计划设定标准，以改善现场安全、培训员工、管理维护保
养并帮助您发展业务。对此，我们引以为豪。

Cat® 智能
Cat 智能将技术与服务有机结合，以提升您的业绩。利用技术装备资产提供的数
据，您将获得比以往更多的信息，并且能洞察您的设备和运营。

• 控制成本
• 提高性能
• 降低风险

灵活的融资和保障计划
Cat 融资值得信赖，为您的业务提供最佳的融资解决方案。无论您是想为一台建
筑设备、搭载 Cat 发动机的轮船融资，还是想为由 Cat 发电机提供支持的供电融
资，对所有行业的 Cat 产品，我们的融资代表都了如指掌。借助快捷的融资和定
制支付计划，我们帮助您加快采购速度并快速获得设备投入现场作业。您选择 
Cat 设备，就是选择了一款可靠、高产、动力强劲的设备。请选择 Cat 融资，为您
的业务发展助一臂之力。

延保服务
对于所有 Cat 品牌电力设备，延保服务都提供超出标准保修期并可转移的延保。
它为保修部件提供 100% 的零件和人工补偿，更不用说任何适用的扣除费用，既
防止了意外的修理费用，又避免了零件和人工成本上升。广泛的保修选项可根据
您的个人需求，进行量身定制，并且报价程序一目了然，因此对于电力系统的性
能，您大可放心且胸有成竹。

客户支持协议
客户支持协议是您与 Cat 代理商之间订立的个体定制协议，有助于保障产品，并
降低单位生产成本（不管产品规格或使用年限如何）。协议根据您的业务需求
而量身定制，从简单的预防性保养套件到总成本性能保证。无论您选择哪个选
项，Cat 代理商都将帮助您订制协议，并提供持续的关注，以确保您取得成功。

零件供应
Cat 代理商配有零件库存并有权访问 Cat 全球零件网络，98％ 的零件订单在下
单后的 24 小时内就能完成。众所周知，持有合适的零件对确保动力系统运转至
关重要，因此我们还提供 7 天 24 小时 parts.cat.com 的网站浏览。在此，您可以
找到有关 Cat 原装 ，Classic™ 以及再制造零件的视频、参考资料和技术规格，以

及有关 Cat 电力产品的零件维修和保养、所有 OEM 技术规格以及 Caterpillar 推

荐的信息。

全面的资源和支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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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医疗保健

工业和商业

垃圾填埋

采矿业

核能

农村电气化

数据中心

污水处理厂

发电厂

电信

公用设施

温室

您需要按时完工并确保不超预算。我们致力于在任何应用
领域中为您的特定需求定制电力系统。

电力发电
业界领先的性能促使 Caterpillar 成为行业首选品
牌。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您取得成功，并
获得您对我们产品和服务的信任。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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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微电社区

养殖场以及沼气池

农田与农用机械

温室大棚

通讯设施

施工工地与建筑设备

矿山开采

污水处理厂

垃圾填埋场

工业厂房

市政建设

我们高效的热电联供发电机组
为温室大棚提供照明用电、恒
温供热以及可作为农作物碳肥
的 CO2 净化尾气。

Cat 微电网解决方案通过整合可
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发电机
组来为客户提供可靠、具有成本
效益和可持续的能源。

我们紧急备用发电机可以帮助农
场主在断电期间保持平稳的农场
运营

粪肥、秸秆、甘草、青贮等所产生
的气体副产品可以成为 Cat 低能量
燃料发电机组的燃料 , 而分布式能
源解决方案则可以将能量变成几乎
零成本的电力，供您的设施使用。

酒店

医院

Cat 发电机组可以利用污水厌氧菌
发酵沼气发电并提供热电联产方
案，帮助您实现盈利并履行环保
责任。

Cat 发电机组设计用于收集、净
化和使用垃圾填埋产生的有害
气体。我们的发电方式高效、
环保，发电系统完全依靠废气
运行，通过有机垃圾沼气发电
并运行热电联产方案。

当您远离任何可用电网但需要可
靠持续的电力、临时电力或热电
联供解决方案时，可以依靠我们
的发电机组来保持您的采矿作业
持续运行。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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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站 & 消防车

通讯设施

施工工地与建筑设备

商业设施

电厂

电
力
发
电
应
用
领
域
全
景

我们的发电机组设计
为不间断工作，可以为
您依赖的设备持续供
电；分布式能源解决方
案全面满足数据中心
供电与制冷能源供给。

我们满足商业，医疗，建筑，
交通各种设施的持续不断的电
力需求和紧急供电，借助热电
联供技术，可以满足您的电力
需求，及建筑设施内制冷和制
热的需求，帮助您削减成本。

在任何建筑工地和任何工
作状况下，根据您的建筑
工人的要求运行发电机
组，并保持成本可控。

当谈及在偏远地区实现无人照看的运
营时，您需要一个值得信赖且易于检
修的电力系统，我们可以为您最偏远
的运营和最严苛的环境定制发电机组。

Cat 发电系统是全球主要电力
项目开发商的选择，卡特彼
勒是采用中速发电机组技术
的高效电站的领先开发商，在
世界各地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4500MW。

无论是紧急使用的备用或租赁电源，还是
应对用电高峰期的附加电力系统，都应时
刻准备到位，以备广大市民的不时之需。
我们的发电机组经实践证明能以较低的拥
有和运营成本满足快速变化的电力需求。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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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

客户故事： 俄罗斯莫斯科

为 Uptime Institute 认证的数据中心提供可靠电
力。
DataSpace 的莫斯科数据中心是俄罗斯第一家接受 Uptime Institute 
有关 Tier III 设计、Tier III 设施和 Tier III 运营可持续性 - 金奖国际认
证的机构。设施设计师选择 Caterpillar 和 Cat 代理商 Zeppelin Cat 提
供备用电力解决方案，使客户能够不间断地访问他们的数据。

解决方案
六台 Cat 3516B 柴油发电机组经专门配置，允许在不关闭整个数据
中心的情况下保养任意一套发电机组。

随时随地传输所需数
据。
您的使命是为网络和系统供电，
以便其无缝管理数据，确保其
正常运转。  Cat 发电机组用于持
续、备用和临时电力，与 ATS 和
开关设备集成在一起，以满足您
的需求。

数据中心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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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故事： 俄罗斯莫斯科

发电厂

全球安装超过 4500 MW。
Caterpillar 是运用中速发电机组技术
运行的高效发电厂的领先开发商。
我们能支持 2 到 200 MW 以上的发电
厂输出电力，并可使用各种燃料进
行运转。

Caterpillar 采用带热电联产技术，以 
4 至 5 MW 为建筑单元，来构建交付
中速天然气发电厂。Cat 模块化发电
厂可在短短 12 天的时间内快速完成
施工并交付。

灵活用电和多元化战略布局收益。
虽然对新闻纸的需求已经减少，但是阿尔伯塔新闻公司（ANC）
利用多元化战略和精益员工队伍继续蓬勃发展。电力供应成本上
升促使 ANC 建造自己的发电厂。当电力价格高时，工厂使用较少
的电网供电，同时现场产生的过剩电力以较高的价格售回电网。

解决方案
Cat 发电厂运行约 25％ 的时间，并可以快速增加以满足需求，使 
ANC 获利。

客户故事： 加拿大阿尔伯塔

发电厂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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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故事： 巴西圣保罗

CHP 降低能源成本，提高可靠性。
在圣保罗，大型商业设施需要减少电网电力消耗，以避免停
电。当 Rochavera 开设了一家主要的商业办公和零售业务中心
时，他们转向了 Ecogen，并得到了当地 Cat 代理商 Sotreq 的支
持。Rochavera 独特的热电联供（CHP）系统每年节省 600 万千瓦
时的电能，同时减少对当地电网的需求。

解决方案
两台 Cat G3520C 燃气发电机组，每台的额定功率为 2055 kW，以及
一台用于提供备用或高峰期用电的 1500 kW Cat 3512B 柴油发电机
组。

工业和商业

用尽全力供电。
您要确保人们工作的地方电力充足，而我们的商用发电机具有世界一流的燃油效率
且生命周期成本低。无论您的设施需要什么，我们都可以定制一个解决方案。

工业和商业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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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故事： 巴西圣保罗 客户故事： 阿联酋迪拜

医疗保健

适用于应急备用和设施电力的综合系统。
迪拜美国医院（AHD）规模不断扩大，需要可靠的高品质电源用
于医院设施和应急备用电源。AHD 已经与当地 Cat 代理商建立了密
切联系，并且认为选择他们为项目提供电力是明智之举。Cat 综合
系统在确保医院提供优质、不间断的护理（特别是在停电期间）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解决方案
两台 Cat C175-16 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备用电源，Cat 300 系列 
UPS（250 kVA）确保在长时间停电的情况下持续供电。

为可靠而设计。
为维持生命的机器提供电力。Cat 发电机组为一些全球最大的医院提供电力。在停
电时，拥有一台可靠的备用发电机至关重要。我们将根据您的设施的持续需求或紧
急情况下额外的临时电力配置电力系统。

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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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故事：泰国罗永府

农业

利用沼气持续供电。
Nong Rai 农场希望利用沼气资源实现现场供电。农场耗电 200 
kW，用于鼓风机、干燥系统和其他相关辅助设备。现在，他们的发
电厂正在满足农场的所有电力需求，无需从当地电网购电，每年
能节省 280 万泰铢。

解决方案
两台使用沼气燃料的 Cat 发电机组总共产生将近 200 kW的电力； 

控制面板和 ATS 确保发电量分配可靠且高效。

助力可持续发展 - 和农场
运营。
在成本高昂的停电期间，我们的
备用和租赁应急发电机帮助农业
生产平稳运行。除了用于农业生
产的传统电力系统，生物燃料发
电机组将过去被浪费的废料转化
为节省成本的燃料。发电机组收
集农业、食品加工和工业过程产
生的副产气体，并将其转化为燃
料，以降低投入成本，同时减少
有害气体的释放。

农业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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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故事：泰国罗永府

采矿业

助力地下施工。
当您需要持续可靠的电力、临时
电力或远离所有可用电网的热电
联供系统时，可依靠 Cat 发电机
组来确保采矿作业持续进行。从
最大的采矿作业到最小的采石
场，Cat 代理商均可根据您的具
体应用定制和安装系统。我们设
计的发电机组能确保您的运营有
效运行，同时保护我们的环境以
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健康。

严苛环境中的可靠电力。
罗伊山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采矿建筑设施，也是马拉曼巴铁矿床
的所在地。他们的采矿项目包括矿山、加工厂和重载运输铁路系
统。Cat 代理商 EPSA 利用 Cat 电力模块，为如此荒凉而严苛的环
境供电。EPSA 和 Caterpillar 在定制设计、发电技术和交付方面展开
合作。

解决方案
30 套 Cat XQ2000 租赁电力模块，每套包含一台安装在 40 英尺机柜
中的 Cat 柴油发电机组，以满足港口设施的所有电力需求。

客户故事： 澳大利亚

采矿业

20 21

LCXE1157-03改.indd   22 2018/4/19   15:56:14



客户故事： 捷克共和国

捷克共和国提高核电厂安全 
捷克共和国核电厂的运营商 CEZ 在后福岛压力测试后不得不增加
新的独立应急电力。为此，必须满足各种要求，诸如突出的抗机
械冲击性、抗震性和耐电磁脉冲。通过在 Temelin 和 Dukovany 核电
厂的定制机柜中安装 Cat 发电机组，CEZ 从大大缩减的成本和极短
且可靠的实施进度中获益。下单不到一年即完成所有四台发电机
组的安装与运行准备，符合严格的核标准。

解决方案
四台 C175-20 Cat 发电机组由安装在混凝土底座上的定制机柜提供
保护，在不到 12 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制造、交付和安装。

核能

生产最安全的核能。
近来90 年，Caterpillar 致力于提供应急备用发电机组。凭借几十年的经验和业界最
广泛的产品类别，我们能够定制应急备用电力，以适应您的核电厂的特定需求。
我们的核工业专家提供建议、计划、设计、交付、安装服务并确保持续的支持。为
确保地震前后的运行，我们进行认证测试和分析，以满足您最严格的核标准。我们
将提供所有必要的文件和验证测试机会。

核能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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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故事： 捷克共和国

温室

客户故事： 加拿大安大略省

发电机组促进业务增长。
电力系统经过精心设计，以降低成本并促进电厂的顺畅运行。Cat CHP 系统不仅为
您的运营提供电力，又能给您的设施供热。我们的 CHP 发电机组使用天然气作为
燃料，运转效率达到 90％ 以上。Cat 后处理系统过滤富含二氧化碳的废气，以用作
植物根部肥料。通过我们的公用电级并联开关设备和控制装置，您甚至可向本地电
网出售多余的电能。

CHP 系统确保鲜花全年盛开。
全年种植鲜花需要很多能量，以产生必要的热量。加拿大安大略
省的罗莎·弗洛拉在自己的热电联产系统的帮助下，成功做到了
这点。他们一直依靠当地的 Cat 代理商，如今，系统效率达到了 
90％ 以上。

解决方案
两台 G3516 燃气发电机组仍然在使用中，累计工时超过 8 万小时。
最近，两台 G3520C 和两台 G3516H 发电机组加入了该团队。

温室

22 23

LCXE1157-03改.indd   24 2018/4/19   15:56:25



公用电

客户故事： 巴西博阿维斯塔

满足日常需求的电力。

您提供电力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
求 - 学校照明、家庭供电、办公室
正常运转。Cat 固定或临时发电
机组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可靠电
力，既能满足高峰用电需求，又
能将电价控制在您的客户可承受
的水平。

跨越丛林，提供电力。
博阿维斯塔与全国其他地区被几乎无法穿越的亚马逊热带雨林所
隔离。由于与国家电网隔离、设备老化和故障以及日益增加的用电
需求，节约用电和拉闸限电成为该地区的普遍现象。此外，迫切
需要可靠的电力。

在短短的八个星期内，开发了附近的一个变电站，供应电力超过 
40 MW。对于长期解决方案，建造了一间发电厂，满足低排放、低
噪音、优良电压和频率控制的要求。

解决方案
32 个集装箱式 Cat 3516A 和 3516B 柴油发电机组。

公用电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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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故事： 巴西博阿维斯塔

乡村电气化

为需要的地方输送电
力。
如今，有超过 13 亿人缺少电力
供应，并且还有数十亿人需要可
靠的电网来满足人类基本需求，
包括获得清洁水源、医疗保健、
照明和教育。90 年来，偏远的工
业现场、村庄、农村社区和岛屿都
依靠 Caterpillar 电力来提供可靠
的能源、备用电网和可持续的连
续电源。

可靠电力，自然之美。
岛屿社区的供电保证需要承诺和最可靠的设备。马斯蒂克度假岛
面积约为 5.7 平方公里，该地区完全由 Cat 发电机组供电。

解决方案
一台 C175-16 柴油机持续运转，同时为满足岛上的峰值功率需求，
增加了一台 3516 柴油发电机组。另外使用两台 3516 柴油发电机
组，充当备用机组在日常维护期间使用。

客户故事： 马斯蒂克岛、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群岛

乡村电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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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故事： 加拿大魁北克

可再生能源发电。
加拿大魁北克的 EBI Énergie 签署了一项为期 25 年的协议，利用尚
未售至管道的过量沼气生产 9.4 MW 的可再生电。每分钟将 4500 标
准立方英尺的甲烷泵送到热电联产厂，然后由 Cat 沼气发电机组将
燃气转换为电力。发电机组运转可用性达到 99.9％，所产电量足以
供应 7000 多户家庭。该公司与当地 Cat 代理商的关系是制定计划的
关键因素。

解决方案
六台 Cat G3520C 燃气发电机组经专门设计，可使用沼气燃料运转，
第七台设备用作回转发电机、 CHP 和开关设备。

垃圾填埋

废气燃料造就每日电力。
以可持续的方式为您的世界提供电力服务。Cat 发电机组经专门设计，可收集、清洁
和使用垃圾填埋场产生的有害气体。这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可靠电力。利用燃气发动
机发电机，您可将填埋气转化为可再生燃料，然后再进行发电，而不是通过简单的
燃烧来消除填埋气。通过我们的开关设备，包括基于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的
控制装置，您可将发电机组并联到本地电网，从而将生产的电力售给市政电力局。

垃圾填埋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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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故事： 加拿大魁北克

通讯

客户故事： 肯尼亚内罗比

专为极端情况而设计。
要实现远程无人操作，您需要一个可靠且易于访问的系统。Cat 发电设备专为实现
不间断电源而打造，由 Cat 代理商团队提供定制，以满足特定的现场要求。模块化
隔噪护罩符合噪声级别法规，能防止燃料盗窃，提供元件保护，还易于维修和安
装。

不间断供电遍布东非。
位于内罗比的 Alan Dick East Africa 为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
布隆迪、乌干达和苏丹提供服务，面积超过 400 万平方公里。该公
司在东非地区建立了数千个移动站点。由于行业的性质，零停机
时间至关重要。凭借丰富的经验、Cat 设备的声誉和出色的产品支
持，Cat 代理商 Mantrac 被选中供应发电设备。

解决方案
超过 600 台柴油发电机组，额定值在 8 kVA 到 700 kVA 之间，所有
机组都安装在隔噪护罩中。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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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厂

客户故事： 美国新泽西州伊丽莎白

利用废气发电。
在水处理过程中，废水消化池产
生的气体可被收集，并用于向工
厂提供消化池或其他热负荷所需
的电和热。甲烷转化为能源提高
了能源效率，降低了电力成本，
并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Cat 低
能燃料发电机组对沼气燃料污染
物具有突出的容忍性，同时 Cat 
代理商将帮助您设计、安装和保
养发电厂。

“热电联供公用电，我们的备用电源”。
当超级风暴桑迪登陆时，新泽西州伊丽莎白的埃塞克斯联席会议
和联合县污水处理厂从未关闭。整个停电期间，处理设施依靠其
现场热电联产设备产生的电力而运转。Cat 发电机组确保设施持续
运转，以处理进入设施的所有原污水。热电联产厂正在使用其所
有的废气，因此无需从电网购电，每年能节省 220 万美元。

解决方案
三台 Cat G3516 发电机组利用管道天然气或两个大型厌氧消化池的
甲烷气体持续运转，第四台用作定期保养时的备用机。

废水处理厂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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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故事： 美国新泽西州伊丽莎白

应用多种燃料

1.2MW

1.0MW

6KW

400KW

10KW

22MW

16.8MW

13.9MW

4500KW

2500KW

柴油 天然气 重油

覆盖广泛功率品牌

卡特彼勒旗下更多产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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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联系本地代理商

机械设备

动力设备

代理区域： 中国台湾

+03 386 6688

www.capitalmachiner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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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网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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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资源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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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RPILLAR、CAT 代理商、客户 –  
以信誉而著称
Caterpillar 以客户的成功为己任，对其销售的每件产品提供终
生支持。Cat 全球代理商网络遍布世界各地，以确保您随时获
得所需服务和支持。从专家咨询和设计、最佳效率及 ROI 到安
装、调试、保修、零件，再到 Cat 融资解决方案 - 我们竭力确保电
源不断。

请随即联系当地的 Cat 代理商

LCXE1157-03 
© 2018 Caterpillar。版权所有。CAT、CATERPILLAR、“为你铸就”、Product Link 及其相应的徽标、“-
Caterpillar Yellow”和“Power Edge”商业外观以及本文所使用的企业和产品标识均是 Caterpillar 的商
标，未经许可，不得使用。Cat 电力官微 Cat 电力官网

，或登录 www.cat.com/ep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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