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ANTI WIND SYSTEMS CHINA
翱文狄风电

使命 Mission
风机内安全工作
Safe work in wind turbines

Avanti 时间轴
2018 安利马赫服务开启作为翱文狄服务提供者

愿景 Vision

2016 Alimak集团收购了Avanti Wind Systems
2014 推出 Avanti ONE
2013 Avanti Brazil Sistemas Eólicos.S.L.

致力于在风机塔筒内建立
一个安全可靠的工作环境.

建立在巴西的福塔莱萨
2010 全范围的塔内件成套问世
2009 Avanti 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PTY）
在澳大利亚韦弗利成立

所有产品都为改善这
一工作环境而研发.
作为全球市场领导者，
产品研发主要着眼于
提高风电的获利能力.

2009 Avanti Wind Systems India PVT.在印度钦奈
（Chennai）建立
2009 Avanti 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收购丹麦锡尔克堡
（Silkeborg）梯子厂
2009 Avanti 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制造有限公司
在中国天津成立
2009 Avanti 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在英国阿克灵顿
（Accrington）成立。

致力于使升降产品为客
户提供可靠高效的帮助，
为客户带来更高的收益.

2007 Avanti 梯子厂更名为 Avanti 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007 Avanti Wind Systems GmbH.在德国汉堡成立
2007 Avanti 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在中国上海成立
2006 Avanti 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在美国新柏林成立
2006 Avanti Wind Systems S.L.在西班牙萨拉戈萨
（Zaragoza）成立
2004 为风力发电机塔推出 Avanti 攀爬协助设备
2002 为风力发电机塔推出 Avanti 坠落保护设备
2000 为风力发电机塔推出 Avanti 升降梯
1995 Avanti 梯子厂搬迁至丹麦的希勒勒（Hillerød）
1993 为风力产业在出产第一部铝制梯子
1985 Jane 和 Peter Gunnar Pedersen 收购 Avanti
1970 Avanti 启动生产铝制梯子
1947 Avanti 梯子厂搬到了格洛斯楚普，
丹麦，主要产品是木梯
1885 Avanti 梯子厂成立由工程师 O.Jürger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主要集中生产木梯，
销售对象是油漆工、玻璃清洁工和工匠。

安利马赫集团的足迹 (Alimak Group Footprint)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翱文狄（Avanti）集团公司1885年成立于丹麦,是风机内部升降和安全设备的行业
引领者,是世界上最早设计生产风电塔筒内铝爬梯及服务升降梯的企业；已取得世
界主要国家各项认证，并参与行业国际规范制定。
翱文狄中国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丹麦集团公司在华的独资子公司, 翱文狄中国区
的总部位于上海，并在北京设立了销售公司和天津设立了工厂。翱文狄中国紧随中
国风电高速发展的节奏，秉承集团公司理念，在全球产品同质化的基础上，翱文狄
中国公司大胆创新，在2014年推出“One Station”一站式服务概念，做到了管理
本土化、产品多样化、服务一体化、质量标准化，深受客户喜爱和好评。

海上风电
AVANTI作为一家外资企业，是国内最早进入海上风电设备研发的企业，优秀的研发
技术团队，先进加工设备、高素质员工队伍和严格品质管控体系，保证了产品质
量。AVANTI是海上风机最大制造商-西门子风电长期合作供应商
主要参与的项目

中广核如东项目

三峡响水项目

鲁能东台项目

• 塔架塔内电气件
接地线、插头、插座、电缆接头等
• 塔架塔内机械件
塔架内机械件包括TUPU平台、
爬梯、各种平台、护栏、支架、
电缆架等。
TU/PU平台

TU/PU平台是海上风塔所特有的平
台，TU是变压器安置平台，PU是动
力总成安置平台，并集合了其他的
电气设备。也是海上塔筒的进入平
台。
• 塔外件
• 塔外平台
• 爬梯/踏步
特点及优势：
满足图纸技术规范和工艺要求，外
观清洁光亮，满足海洋防腐要求，
制作专业，保证产品质量,塔内件分
模块打包安装便捷。

一站式服务——塔筒内置件
“交钥匙”式交付
AVANTI是风机塔筒内置件的全线产品供应商。通过在中国的两家工厂，为客户提供
全套组件的一站式服务。由于交由一家供货，这将给客户带来更多的收益和便利。
翱文狄集团公司在遍布全球1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服务中心和工厂，因此具有全
球性的供应链优势。可在约定时间内面向全球客户以交钥匙方式交付，为客户提供
便利。
塔筒内置件设计
AVANTI拥有专业的技术设计团队，
可提供塔筒内置件设计、制造的报价。
设计团队可根据塔筒制造商的图纸和规格
量身定制，也可按要求提供完整的设计图纸
和周密的计算结果，所有的设计都保证符合法
规和安全要求。
产品范围
AVANTI塔筒内置件包括所有用于风机塔筒的机械和电气部件。公司可按客户要求的
规格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全系列产品。

产品示例

•
•
•
•
•
•
•

支撑梁
爬梯支架
电缆槽
支架/焊接件
塔筒门把手
楼梯/踏步
低压电缆

•
•
•
•
•
•
•

平台
临时休息平台
爬梯
防坠落/生命线系统
塔筒门
护栏
照明灯

所有部件和塔筒内置件均可以标签标示
并按塔段分段打包供应，方便客户现场
安装。提高塔筒内装件安装效率和项目
进度。

AVANTI 风塔内升降梯
随着风塔高度不断增加，工作人员的操作安全需求也随之不断增高。AVANTI升降梯
安装在风塔内部，与使用梯子攀爬风塔相比，使用AVANTI升降梯能有效减少工作人
员的劳动强度和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减少隔夜故障，这可以直接减少风场每年12~20%
的运维成本。我们也为全球风电行业客户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根据提升方式和导向方式的不同，AVANTI开发了三种型式升降梯供选择：

钢丝绳导向式升降梯
爬梯导向式升降梯
齿轮齿条式升降梯
AVANTI升降梯目前在全球占据了约40%的市场份额，是该行业的领导者。AVANTI升
降梯符合全球标准，包括欧洲、美洲、澳洲、南非和中国，全球标准，本地服务是
我们一贯的宗旨。

钢丝绳导向式升降梯
AVANTI Shark型升降梯是使用钢丝绳导向的沿塔筒壁
上升，并与爬梯保持一定距离的风塔专用升降梯。
左右两边的两根钢丝绳作为导向，背后两根钢丝绳
一根作为驱动绳，一根作为安全绳，
驱动绳通过提升机提供动力，安全绳通过安全锁确保
安全。Shark型升降梯由于以上特点，可以在风塔内
尽量上升到最大 的高度，
能够最大程度解放维修人员的攀爬强度。
主要参数
外形尺寸

960mm（宽） *600mm（深） *2912mm（高）

额定负载

240kg

载人数量

2人

电源

400/690V，50/60Hz

运行速度

18m/min

自重

186kg

工作温度

-25 ℃— +60 ℃

认证

CE

爬梯导向式升降梯
AVANTI Octopus升降梯是使用爬梯导向的沿爬梯上升
的风塔专用升降梯。爬梯作为导向，两根钢丝绳一根作
为驱动绳，一根作为安全绳，驱动绳通过提升机提供动
力，安全绳通过安全锁确保安全。由于人攀爬通道和升
降梯运行通道重合，该升降梯设计了从升降梯到爬梯向
上或者向下逃生的舱门，另外还专门设计了专用于救援
升降梯内晕倒人员的控制板接口，从而最大程度上保
证了乘坐人员的安全。
主要参数
外形尺寸

950mm（宽）*970mm（深）*2930mm（高）

额定负载

240kg

载人数量

2人

提升最大高度

125m

电源

400/690V，50/60Hz

运行速度

18m/min

自重

208kg

工作温度

-25 ℃— +60 ℃

认证

CE

齿轮齿条式升降梯
AVANTI Pegasus升降梯是使用爬梯导向的沿爬梯上升
的风塔专用升降梯。爬梯作为导向，同时通过齿轮齿条
提供动力。由于人攀爬通道和升降梯运行通道重合，该升
降梯设计了从升降梯到爬梯向上或者向下逃生的舱门，
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乘坐人员的安全。该款升降梯特
别适用于需要在风塔吊装阶段使用升降梯的场合。
主要参数
速度

19.4m/min(50Hz)

电源

400V 50/60Hz

外形尺寸

1000mm（宽）x 695mm（深）x 3000mm（高）

额定载荷

250Kg, 2人

认证

CE

AVANTI 助爬器

上辅机

绳索及绳扣

主机

ADS型助爬器技术参数
提升力

30/40/50/60kg

钢丝绳直径

8mm

电源

单相220V，50/60Hz

速度

自适应攀爬，最大上升速度48m/min

温度范围

-40°C ~ +60°C

重量

电控箱3kg（可便携），主机13kg

认证

CE

AVANTI 防坠落系统
基于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在风机塔筒内的爬梯上必须安装防坠落保护
系统，Avanti开发了方便运维技术人员携带的自锁器，与安装在梯子上的滑轨组成
了防坠落系统。
AVANTI防坠落系统符合欧盟CE、美国OSHA规范，中国LA（劳安）认证及澳大利亚、
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认证。AVANTI防坠落系统一年必须检修一次。

防坠落自锁器
是一种特殊的设计使人和防坠落导轨连接在一起，
防坠落自锁器上安装了减震装置。如果在攀爬过
程中不小心发生跌落，系统会将伤害程度降低到最小。

Click-on 型自锁器

Eagle型自锁器

独特的安全系统

两个扭力弹簧

符合标准及认证：
• GB 24542-2009
• EN 353-1:2002
• ANSI Z359.1-2007
• CSA Z259.2.1.98
• NBR 14627:2010
• LA劳安认证；CE认证
涵盖全球主流风电国家和地区
的全部认证和标准

6个轴承

友好的用户体验

铝合金爬梯
特点:
•
•
•
连接件

梯框结构

安全锚点

端塞

鱼尾板连接

•
•

高强度专用合金材质
所有测试均高于国际和
国内同行业标准
安装方便、快捷、
安全性高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全新设计
强度高、抗氧化性强、
耐腐蚀 、应用面广
爬梯规格

可根据用户需要更改尺寸

常用尺寸

420/460/470/520mm

可定制宽度

380-800mm

标准节长度

5880 mm

梯蹬间距

280mm

梯蹬

27*29mm

梯框

60*25mm

铆接

独特的制造工艺、全新的翻铆和涨压技术确保产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舒适的攀爬体验和安全的防滑设计。
铝合金的良好防腐性能，成为海上风机的优先选择。
鱼尾板的连接使整个爬梯系统完美地连接。
符合标准及认证：
•
•
•
•
•
•
•
•
•

FORCE认证
GB17888.4
EN131-2
ISO14122
DIN18779-1,
BS4211:2005
BS5395-3:1985
AS1657
ANSI A14.3-1992

个人防护装备
AVANTI 全身式安全带

腰部的副挂点满足各
类安全操作，甚至是
高空救援。

尼龙织带：质量轻、
高强度、低伸缩性。

铝制链接环比市面上的钢
制的轻质，减少安全带本
身的重量，降低工作者的
劳动强度。

标准EN 361

双钩减震器

安全帽
当在某一高处移动到另一处，
就可以使用这样带减震器的双
钩安全地完成操作。

具备攀登所需要的所有必
备防护功能。小型帽檐、
颌带、后部的调节轮更可
通过简单的调节获得舒适
的感受。

减震器上的绳孔可以放置一条
闲置系索，为使用者提供最安
全和舒适的操作。
标准EN354/355

工具收纳背包

工作定位绳
防止坠落，长度可调节、是工
作定位和约束定位的必备装
备。14mm的人体工效学绳索使
工作定位更加安全和舒适。在
救援作业中，可调节的工作定
位绳更对救援人员和被救援人
员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标准EN 358

我们推荐用AVANTI装备背
包储存个人防护装备。工
具收纳背包宽大、防水、
双肩背带，携行便捷。

逃生救援设备
逃生：风机逃生救援设备是应用于风力发电机的人员应急下降设备。高空作业人员可以利用此
设备安全缓降到达地面。设备为纯机械式结构，匀速，可靠。
救援：高处作业人员发生坠落、疾病等意外情况，自身重量被挂在高空。营救人员利用逃生救
援设备将人员重量转移到设备上，然后缓降至地面达到救援目的。

型号

AG10K

AG10K-A

RED PRO

最大下降载荷

225kg 2人

225kg 2人

200kg 2人

绳索

EN 1891 A类静力绳；绳径 9mm

下降速度

0.8m/s

符合标准

EN341 A级

设备重量/绳索米重

实现功能

0.7m/s

✔

0.8m/s

EN1496

EN341 A级
EN1496
CSA 259.2.3.-99

1.4kg/ 50g

1.2kg/ 50g

缓降逃生

✔

缓降逃生

✔

缓降逃生

逃生救援设备安全配置要点：
配置地点：风机机舱、运维车内。
绳索配置长度：专业收纳包，轻巧、便携、易储存。
缓降器的使用：需要接受使用培训，AVANTI提供专业培训。
可选配真空包装：真空包装，可以延长产品的寿命至6年以上。

真空包装外观示意图

安全培训
防坠落，救援和逃生培训课程-8.5小时
目标学员：
需要攀登风力发电机的运维技术人员、安全员、对高空营救技术有兴趣的人员。
课程目的：
教授学员掌握在高层建筑（如风力发电机、高塔、烟筒等）安全攀爬、安全工作规范。
教授学员如何在高处现场实施营救和逃生撤离。
培训开班：
每班3至6人
培训场地：
AVANTI上海培训中心（培训教室、登高培训场地）
或至客户风场，风场提供会议室及风机进行理论和实操培训。
装备及教具准备：
在客户风场培训，学员需要自备个人的安全帽、全身式安全带、双钩减震器、定位绳、自锁
器、工作鞋、手套。 救援及逃生所使用的逃生救援设备及辅助教具由培训师自带并负责安全
性。

此外，AVANTI是GWO成员之一，以中文、英语、德语、丹麦语、西班牙语提供下四门培训课程：
• 高处作业
• 手工搬运
• 急救
• 消防
GWO简介
全球风能组织(GWO)是风电业主及风机整机制造商组成
的协会，其目的是致力于在风电业界创建一个 “安全
零伤害”的工作环境。其制订的标准用于满足风电业
内认可的基础安全培训(BST)。协会培训工作基于风机
安装、运行及维护过程中的实际发生事故统计和风险
评估。目标是发展统一欧洲并至全球风能业界内的健
康安全培训标准，以降低现场工作中的事故风险。

Quality assurance
• 翱文狄内部全球统一质量方针
• 全球产品和服务采用同样的高质量标准
• 翱文狄所有分公司同一的QHSE 体系。
• ISO 9001:2008
• ISO 14001:2004
• OHSAS 18001:2007

•

我们致力于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有效的改进。

•

翱文狄升降梯获得全世界范围内相
关标准的认证。

•

翱文狄可以根据具体项目，满足客
户具体要求并符合当地相关认证。

•

翱文狄升降梯已获得第三方独立机
构关于ICC AC 394风塔内升降机的测试

•

作为行业领导者，翱文狄已经和美
国职业健康安全局以及美国工程师以及
其他机构合作以制定塔筒内安装升降梯
的基本要求。

Current issue date:
Expiry date:
Certificate identity number:

22 June 2020
16 January 2023
10241234

Original approval(s):
ISO 14001 - 17 January 2011
ISO 9001 - 17 February 2005
OHSAS 18001 / ISO 45001 - 17 January 2011

Certificate of Approval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Avanti Wind Systems, S.L.
Calle Los Angeles No. 88, nave 1, Polígono Industrial Centrovía, La Muela, Zaragoza, 50198, Spain

has been approved by Lloyd's Register to the following standards:

ISO 14001:2015, ISO 9001:2015, ISO 45001:2018
Approval number(s): ISO 14001 – 00006777, ISO 9001 – 00006778, ISO 45001 – 00006779
This certificate is valid only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ertificate schedule bearing the same number on which the locations applicable to
this approval are listed.

The scope of this approval is applicable to:
Development,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g and supply of systems for safe work in wind turbine towers, in the facility management
industry, and in private household.
Service and inspection of systems as well as technical training.

Paul Graaf
Area Operations Manager North Europe
Issued by: Lloyds Register EMEA
for and on behalf of: Lloyd's Register Quality Assurance Limited

Lloyd's Register Group Limited, its affiliates and subsidiaries, including Lloyd's Register Quality Assurance Limited (LRQA), and their respective officers, employees or agents
are,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in this clause as 'Lloyd's Register'. Lloyd's Register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and shall not be liable to any person for any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reliance on the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is document or howsoever provided, unless that person has signed a contract with the relevant Lloyd's
Register entity for the provision of this information or advice and in that case any responsibility or liability is exclusively o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out in that contract.
Issued by: Lloyds Register EMEA, Strandvejen 104 A, 2nd Floor, 2900 Hellerup, Denmark for and on behalf of: Lloyd's Register Quality Assurance Limited, 1 Trinity Park,
Bickenhill Lane, Birmingham B37 7ES,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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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文狄风电设备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Avanti Wind Systems Manufacturing (Shanghai) Co., Ltd.
Add: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港德路 518 号 4 号厂房
TEL: +86 21 5785 8811
FAX: +86 21 5785 8815
翱文狄风电设备制造 (上海)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Avanti Wind Systems Manufacturing (Shanghai) Co., Ltd. Beijing Branch
Add: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8号
TEL: +86 10 8440 6841
FAX: +86 10 8440 6842

Download our brochures

avanti-online.com/downloads/chinese

www.avanti-onli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