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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执行CQC ISO9001:2008标准，企业先后通过了CNAS  IQNET CQC ISO9001:2008 

CE SGS ROHS TUV PICC 等认证，掌握光伏防反二极管核心技术，并拥有二十多项国家专利。企业主要生产：光伏防反二

极管，新能源防反二极管、充电桩防反二极管、电动车防反二极管、新能源汽车防反装置、电动车充电桩防反装置，防反二

极管，汇流箱防反二极管，直流柜防反二极管，逆变器防反二极管，太阳能防反二极管、户外型光伏防反二极管、单路光伏

防反二极管模块、双路共阴光伏防反二极管模块、双路共阳防反二极管模块等全系列防反二极管产品，为太阳能客户提供汇

流箱、直流柜、逆变器防反二极管3D设计服务；普通整流管、中频炉可控硅、无功补偿TSC可控硅模块、成套设备无功补偿

柜用晶闸管模块、无功补偿装置可控硅开关、软启动可控硅、可控硅调节器、高压可控硅、快速整流管、普通晶闸管、双向

晶闸管、快速晶闸管、高频晶闸管、桥式整流器、电力半导体模块、肖特基模块、超快恢复二极管、电焊机专用模块、固态

继电器、固态调压器、型材散热器等全系列电力半导体产品。这些元件广泛应用于整流柜、充电机、同步电动机励磁整流

柜、交流变频电机、电磁除铁器、直流电源、晶闸管投切电容、可控串联补偿装置、静止无功补偿器、晶闸管控制电抗器、

晶闸管投切电容器组、高压晶闸管投切电容器组、龙门刨床、调速系统主电路、充电机、动力制动电源柜、无功补偿、电气

传动、交流输电、高压变频、励磁高压软启动、矿井提升机、斩波、谐波抑制装置、绞车电控、矿用皮带设备、电镀电源、

UPS电源、EPS电源、稳压电源、变频电源等各种蒸馏、逆变、变频、光伏、充电桩和新能源领域。 企业经过不断地发展

完善，先后建立了新品研发、全过程模拟检测线、成品装配线、精密冲压等生产流水线，现拥有一批研制新品的技术人员和

全动态模拟检测设备，采用标准化生产工艺。

　　柳晶整流器以打造最具竞争力的电力半导体产品为愿景，以向世界人民提供更安全的电力半导体产品为使命，以“工艺

出精品，精心制造”把每件产品制作成一件件工艺品为质量生产理念，时刻关注企业管理、品牌建设、品质管理、技术研

发、人才培养等发展，以实现了从产品制造到品牌经营的重大跨越为目标。

　　柳晶整流器始终以“改变传统商业格局，引领行业新发展”为己任，全面提供新能源防反二极管整流解决方案；光伏汇

流箱防反二极管解决方案；光伏直流柜防反二极管设计解决方案；光伏逆变器防反二极管解决方案；电焊机整流、控制解决

方案；变频器整流、控制解决方案；UPS电源整流、控制解决方案；中频炉整流、控制解决方案；电动车放反二极管解决方

案。2008年柳晶成立“破冰”研发团队，有海归专家徐爽先生创立，经过团队成员多年的专注、专业、创新、拼搏、同时引

进韩国先进技术，柳晶整流器注册商标“柳晶”牌产品终于在刀光剑影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声名鹊起。犹如一匹奔腾豪迈的

黑马，雄赳赳、气昂昂奔赴市场第一线，当同行还在红海领域厮杀的时候，柳晶已经探索在电力半导体新领域，成为该领域

的蓝海先锋。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柳晶先引进大型凸式储能焊机，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益，引进博大喷码机喷码技

术，来改善产品外观、美化产品，公司引进全动态综合测试仪DBC-7165C，从而保证出厂产品质量。柳晶始终坚持超越客

户需求、全方位为客户提供电力半导体器件整流解决方案、与客户一起研发原始线路，柳晶现拥有一批一流的生产设备、先

进的检测设备、专业研发团队，这不但节约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进一步提高品质，柳晶牌产品将严格按照国际化标准生

产，产品经过综合测试台测试，所有这些奠定了柳晶的市场占有率，柳晶多项产品成为该领域的倡导者，引领行业新发展。

　　柳晶整流器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管理标准，推行了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5S品牌战

略管理体系。企业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进一步丰富管理哲学，提出了全新的管理理念，为企业科学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

想动力和理论基础。

　　柳晶将不断提高技术研发实力，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持续优化人才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以

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在战略导向上，柳晶将以制造业为平台，努力优化内部管理，持续转变增长方式，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

争力，以打造最具竞争力的电力半导体为目标，力争早日成为股份社会化、管理科学化、产业多元化、经营规模化、品牌国

际化的知名电气企业!
　
　柳晶始终追求更高品质，使产品更具竞争力。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产品主要出口到澳大利亚、韩国、西班牙、美国、

欧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欢迎国内外客商莅临本企业指导！

                 浙江柳晶整流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 新能源防反二极管、电力半导体器件生产及研发的企业，是国内专业

                 的光伏防反二极管/硅整流可控硅元件生产型企业。企业注册资金1688.1688万，企业自成立日起，始终坚持诚信

                 为本，永续经营的理念，始终专注防反二极管、电力半导体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现企业已发展成为集产品研

发、生产制造、商贸、货物技术进出口及网络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是国内专业的光伏防反二极管/电力半导体器件制

造商和出口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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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erprise culture

Mission �� Casting The Most Competitive Power Semiconductor Products

Essence Of God - Harmony, Modest, Pragmatic, Innovative

Values -� The Customer Is Supreme, Pay Attention To Employees, Grow Up Together

Business Philosophy �- To Create Value For Customers, For Employees To Seek Developmen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The Society

Enterprise Vision����To Become The World First-class Brand Of Power Semicondu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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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桩防反二极管厂家

充电桩防反二极管 柳晶品牌 品质象征
行业率先通过德国莱茵TUV认证

����

采用3D技术制作的模具将替代CAD平面设计图纸，产品零部件之间将更

兼容，尤其是一体化设计，不但美化外观，更将产品的过电流、过电压

能力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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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晶- 掌握核心技术

采用立体三维3D技术设计



ZHEJIANG LIUJING RECTIFIER CO.,LTD.

为什么选择我们？

浙江柳晶整流器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拥有完整的

质量管理体系。

1、

柳晶整流器是一家产品质量可靠稳定的企业

　　公司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从产品的设计到材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中

间和最终测试、检验、产品交付、用户服务以及企业的资源管理、设备和生产环境控制、测量、

分析与改进等环节均建有严格、有效的控制程序。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以客户为关注焦点，以

客户的满意度为体系运行的检验标准。

2、

通过德国莱茵TUV认证 

通过CQC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通过符合RoHS要求的材料及产品的控制

通过BST欧盟标准CE认证

通过SAP欧美标准CE认证

通过IQNT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通过MADE-IN-CHINA SGS现场认证

通过Anbotek欧洲国际标准CE认证

通过GTS欧洲标准CE认证

通过中国制造网金牌供应商认证

通过SGS现场认证

通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责任保险认证

通过英国EU CE认证

证书编号：R 50333979 0001

证书编号：00113Q28909ROS/330

证书编号：SHAEC1313857502

证书编号：BST13100084Y-1EC-1

证书编号：SP1001GZ1306604

证书编号：00113Q28909ROS/3302

证书编号：QIP-ASI113822

证书编号：AT1311626E

证书编号：GZJL1311293194

证书编号：QIP-ASR1332643

证书编号：ASR1332643

保险单号：PZAH201433030000

证书编号：CE-15-0104-02

已获得下列体系认证证书3、

柳晶整流器是一家有实力的公司

　　2008年柳晶成立“破冰”专业研发团队，有海归（韩国）徐爽先生创立，经过团队成员多

年的创新发展、引进韩国先进技术，柳晶先后建立了新品研发、全过程模拟检测线、成品装配

线、精密冲压等生产流水线，现拥有一批研制新品的技术人员和全动态模拟检测设备，采用标

准化生产工艺。

4、

柳晶光伏防反二极管只为光伏客户设计

　　提供单路光伏防反二极管模块、双路共阴光伏防反二极管模块、双路共阳防反二极管模块

等全系列防反二极管产品，为光伏客户提供汇流箱、直流柜、逆变器防反二极管3D设计服务，

参与光伏汇流箱、直流柜防反二极管设计，拥有丰富的选型经验，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优质、

可靠的防反二极管解决方案。

5、

浙江柳晶整流器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6606-086

http://www.liujing.kr

光伏防反二极管首选品牌

6、柳晶品牌影响力

　　柳晶客户遍布全球，产品主要出口韩国、美国、德国、日本、西班牙、中东、澳大利亚、

意大利、巴西、加拿大等国家。在业界拥有良好的口碑，注重品牌推广，每年参加国内外展

销会二十多场。并常年在网络、专业杂志（光伏系统杂志、电力电子杂志）、标准会刊等媒

体上做品牌推广，柳晶产品外盒标签都贴有防伪商标，可在公司官网查询真伪。



ZHEJIANG LIUJING RECTIFIER CO.,LTD.

柳晶光伏防反二极管只采用304不锈钢螺丝的企业

　　柳晶光伏防反二极管采用304不锈钢螺丝的型号有：LJ-MD25A LJ-MD55A LJ-MD70A 

LJ-MD110A LJ-MD250A LJ-MD300A LJ-MD350A LJ-MD400A LJ-MD450A LJ-MD500A ，

LJ-MDA25A LJ-MDA55A LJ-MDA110A LJ-MDA250A LJ-MDA300A LJ-MDA350A LJ-MDA400A 

LJ-MDA450A LJ-MDA500A, LJ-MDK25A LJ-MDK55A LJ-MDK110A LJ-MDK250A LJ-MDK300A 

LJ-MDK350A LJ-MDK400A LJ-MDK450A LJ-MDK500A针对光伏汇流箱、直流柜恶劣的使用环

境，柳晶光伏防反二极管只采用304不锈钢螺丝，光伏防反二极管螺丝生锈已经困扰广大汇流箱

、直流柜客户，成为电站后期运营普遍问题，为了不影响发电质量，保证汇流箱、直流柜更好

的运行，请使用304不锈钢螺丝，彻底解决因生锈螺丝脱落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8、

实力雄厚，2014-2015年连续两年被乐清市人民政府评为行业示范龙头企业。9、

采用3D技术设计，原创专利技术，不侵犯知识产权，无后顾之忧，解决行业难题，促进行业发

展。

10、

过硬的品质，参与设计和供应国内外大型光伏电站项目（仅针对光伏防反二极管），所参与的

光伏防反二极管使用寿命25年以上，确保在电站使用期间免维护，同时确保产品成本更低，寿

命更长。

11、

质量保证措施及管理措施

　　a、原材料、元器件进厂，必须先检验合格后入库领用。柳晶只选用优质的原材料、元器件，

　　　 只有优质的材料配合优质的生产工艺以及优质生产检测设备，才能生产出更优质的产品。

　　b、严格按照CQC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ISO9001�2008标准系列要求建立合格的供方档案，

　　　 严格按要求采购物品或按客户的需求定制采购。

　　c、产品生产过程中，每套工序分别编写质量记录跟踪卡随时检测，做自检、互检、车间总

　　　 检，完善生产工序，责任到每个生产人员，把质量控制在生产的各个环节。 

　　d、按企业内部标准，产品出厂前检验及调试后，原材料检测、半成品检测、灌封前检测、

　　　 最终由质管部终检合格出厂

　　e、详细建立并随时更新完善客户档案，为进行售后服务做好准备，每次随访都建立档案，

　　　 了解客户需求。

12、

柳晶是一家有责任感、有担当、有使命感的企业

　　柳晶不但实力雄厚、库存优势、保证货期，而且是一家有担当的企业。为客户提供有竞争

力的光伏防反二极管产品是柳晶的使命，让客户的设备更加安全、有效、节能、稳定的运行。

13、

强大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柳晶有着良好的解决问题能力，提供售前技术指导，选型服务、参与原始设计，为汇流箱、

直流柜等光伏设备客户量身设计更为合理、安全、稳定的防反二极管。同时随时跟踪全程参与

光伏项目，并应客户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本公司的产品质保期为十六个月，终身服务，保质期内由于产品质量而出现的问题均由我

公司负责，并无条件免费修理或调换。我公司将售前服务随时应贵方之邀，协助工程设计部门

解决技术问题；售后服务，免费远程指导安装和协助调试，随时应客户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技术

指导等服务。

14、

浙江柳晶整流器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6606-086

http://www.liujing.kr

光伏防反二极管首选品牌

柳晶拥有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

　　拥有日本原装菊水测试仪，全动态综合测试仪DBC-7165C、大型凸式储能焊机、南极激光

机等先进生产检测设备，更高要求的设备为您的产品保驾护航。

7、



ZHEJIANG LIUJING RECTIFIER CO.,LTD.

浙江柳晶整流器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6606-086

http://www.liujing.kr

光伏防反二极管首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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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晶功率半导体产品已经应用于各行各业，如电力输配

电、工业、牵引和再生能源的关键元器件。客户信赖柳晶

高质量的电力半导体产品，并应用在功率从50千瓦到

100亿瓦的不同行业产品中。



ZHEJIANG LIUJING RECTIFIER CO.,LTD.

浙江柳晶整流器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6606-086

http://www.liujing.kr

光伏防反二极管首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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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输配电（高压直流输电，柔性交流输电，静止同步补

偿器以及其他）

工业（中压和低压传动，软启动，不间断电源系统，大功

率整流器，励磁系统以及其他）

牵引（主辅传动，轨道测电力供应）

再生能源（抽水蓄能，风机和太阳能变流器）



柳晶研发的光伏防反二极管已经广泛应用于光伏领域，主要研发的

光伏防反二极管有LJ-MDK55A1600V、LJ-MD55A1600V、LJ-

MD300A1600V、LJ-MDK500A1600V、1500V光伏系统用高压防反

二极管LJ-MDK55A3000V等产品，光伏系列产品拥有十多项国家专

利，主要客户有科陆、阳光、易事特、正泰等，主要产品包括：光

伏防反二极管，新能源防反二极管、充电桩防反二极管、电动车防

反二极管、新能源汽车防反装置、电动车充电桩防反装置，防反二

极管，汇流箱防反二极管，直流柜防反二极管，逆变器防反二极

管，太阳能防反二极管、户外型光伏防反二极管、单路光伏防反二

极管模块、双路共阴光伏防反二极管模块、双路共阳防反二极管模

块等全系列防反二极管产品，为太阳能客户提供汇流箱、直流柜、

逆变器防反二极管3D设计服务；随着太阳能技术的普及，柳晶产品

已经供不应求，已经增加多条流水线。新能源将是柳晶功率半导体

产品发展的重点方向，新能源产品将逐渐成为世界能源发展趋势，

柳晶将顺应大潮，大力研发新能源功率半导体产品，柳晶研发部将

研发新能源产品做为重点研发投入，非标特殊规格产品将成为柳晶

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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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晶功率半导体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船舶制造业，船舶作为主

要交通工具之一，尤其是物流运输，船舶业已经成为非常重要

的交通工具，作为关键部件，在远洋航行途中更是要经得起时

间的考验，柳晶在船舶制造业的客户有：中船重工第七一三研

究所、浙江汉力士船用推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海通电

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深圳市联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乌斯坦

船舶设备（宁波）有限公司、烟台市利华船舶物资有限公司、

舟山焰晟船舶配件有限公司、广州汇高船舶配件有限公司、上

海海佳船舶设备有限公司、湖北汇众船舶设备有限公司、上海

金萱船用设备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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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晶功率半导体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地铁、电动

车、军工、核电等领域，作为关键零部件，只有过硬的产品质

量才能进入这些领域，柳晶牌产品已经得到各行各业广泛认

可，典型客户如：中车、中船重工、山西国营大众机械厂军品

第一研究所、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

院等。



这些元件广泛应用于整流柜、充电机、同步电动机励磁整流柜、交流
变频电机、电磁除铁器、直流电源、晶闸管投切电容、可控串联补偿
装置、静止无功补偿器、高压直流输电，柔性交流输电，静止同步补
偿器、晶闸管控制电抗器、晶闸管投切电容器组、高压晶闸管投切电
容器组、龙门刨床、调速系统主电路、中压和低压传动，软启动，主
辅传动、游乐设备、电镀设备、电焊机设备、储能设备、轨道交通设
备、轨道测电力供应、抽水蓄能，风机、喷泉设备、不间断电源系
统，大功率整流器，励磁系统、充电机、动力制动电源柜、无功补
偿、电气传动、交流输电、高压变频、励磁高压软启动、矿井提升
机、斩波、谐波抑制装置、绞车电控、矿用皮带设备、电镀电源、
UPS电源、EPS电源、稳压电源、变频电源等各种蒸馏、逆变、变频、
光伏、充电桩和新能源领域。

ZHEJIANG LIUJING RECTIFIER CO.,LTD.

浙江柳晶整流器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6606-086

http://www.liujing.kr

光伏防反二极管首选品牌

��



ZHEJIANG LIUJING RECTIFIER CO.,LTD.

浙江柳晶整流器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6606-086

http://www.liujing.kr

光伏防反二极管首选品牌

��

柳晶研发的小功率二极管汽车硅、固态继电器已经广泛应用于

汽车行业，主要产品有ZQ35A、ZQ-A50A、ZQ-B系列、ZQ-

C系列、ZQ-D系列、ZQ-E系列、ZQ-F系列、ZQ-G系列、ZQ-

H系列；柳晶汽车二极管技术应用已经非常成熟，作为汽车零

部件之一，十多年来质量始终如一，设计使用寿命25年以上，

确保汽车使用过程中不用更换、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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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cnthyristor       MSN:thyristors@hotmail.com 

深圳市星品源电子有限公司

Add：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田寮大厦816-817

Tel：0755-23576949  FAX：0755-28124196

Email：swen@starontek.com

Website：www.Starontek.com Please sweep QR code

大陆：Http://www.china-liujing.com

香港：Http://www.liujing.hk

韩国：Http://www.liujing.kr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6606-086

国际统一服务热线：0086-577-62571902

企业QQ：4006606086

邮箱：4006606086@b.qq.com

ZHEJIANG�LIUJING�RECTIFIER�CO.LTD.
�����������

广东省总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