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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瑞士深耕动力电子
设备制造 30 余年

公司聚焦

Studer 自创立之初便一直走在储能逆变器制造的最前沿。尽

管在该行业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新的竞争对手层出不穷，但 

Studer 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领先地位。Studer 的所有制造活

动均按照最高质量标准在瑞士进行。以下，Studer 销售主管 

Serge Remy 带领 PES 回顾了 Studer 30 多年的历史，并

向 PES 讲述了 Studer 的现状。

Serge Remy

开创期 

以下故事的主角是一家于瑞士萌芽并逐步发展壮大的公司。

1987 年，该公司创始人 Roland Studer 萌生出一个伟大的想法：将高价值能量调节
设备推向一个崭新的市场，一个当时尚处在发展初期的市场，并将该等设备销往瑞士

Studer 展会图片 2：早期的展位设计。图片版权所有：Studer Inno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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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Studer 发明了首款内置太阳能
充电的逆变器。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其业
务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至可再生能源领域
的其他应用，如移动、备用和通讯系统。
2000 年前夕，地方性企业 Studer 
Innotec 完美转身，成为一家全球性企
业。
潜心创新 

Studer 自创立之初便一直以创新来定义
自身。事实上，正是创新这一品质造就了 
Studer。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Studer推出业界最先
进对的Xtender系列模块式逆变器，该系
统开启了一系列旨在优化可用能源之利用
的产品。这些产品既可用作离网逆变器、
电池充电器、并网馈电设备，也可为输入
电网提供能量协助。Xtender 既是一种
高科技设备，又是能源系统管理的关键
参与者。
瑞士制造的力量

Studer 的所有产品均在位于阿尔卑斯
山中部的锡永 (Sion) 工厂中开发、制
造和测试，确保具有瑞士品质。这意味
着，Studer 的每一个产品都能得到全面
控制，无论是开发和制造过程的控制，还
是发货前最终测试过程的控制。
最大可用功率

2014 年，Studer 再次挑战市场，推出首
款高压最大功率点跟踪 (MPPT) 太阳能
充电控制器 Varioring，该产品与同类
产品相比，转换效率更高，调节速度更
快。这些特点大大延长了蓄电池寿命此
外，Studer 凭借其多年来的努力工作赢
得国际太阳能奖，为这一时期画上圆满
句号。
随后，Studer 通过推出全新逆变器技术

以外的其他国家。这个崭新的市场当然就
是太阳能光伏市场。

首款具有模拟显示功能的 200Wp 太阳
能充电控制器问世

仅一年之后，该首款设备便经过改进而达
到了高达 300Wp 的峰值功率，并集成了
数字显示功能。

发展壮大期 

90 年代，Studer 销售额呈现出指数增
长，并开发出其首款正弦波逆变器。

Studer 的创新成果之所以能脱颖而出，
是因为他们并未单纯停留于发明本身，而
是积极地将发明转化为新产品、解决方
案和服务，从而使自身在市场上占有一席
之地。 1989 年在瑞士举办的首次展会。图片版权所有：Studer Inno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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溅射阴极

又向前迈出一步。事实证明，通过该新技
术，Studer 的产品可适应任何环境和情
况。现在，Studer 的所有产品均能与锂电
池、镍铁电池、氧化还原液流电池及盐水
电池兼容，产品通用性得到空前提升。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Studer 的用户不仅
得以使用 Studer 的优质产品，还能受益
于 Studer 可靠的服务网点和售后服务。
作为一家家族企业，Studer Innotec 致
力于确保其产品满足乃至超越未来可持
续市场的需求。

凭借 30 多年的丰富经验，Studer 瞄准最
新设备，实现了整个生产过程的现代化。
所以，Studer 可以很自豪地说，自第一天
起，它就一直秉承着自身的价值观，从未
有丝毫懈怠。

今年晚些时候，Studer 将推出全新的革
命性高级产品线，名为 next3。

该全新解决方案结合了最新技术，可确
保整个系统实现高性能和最大的设计灵
活性。

如欲了解有关 Studer 的更多信息，请阅
读 PES 与已在 Studer 任职 20 多年的销
售主管 Serge Remy 进行的对话。

PES：嗨，Serge，请跟我们谈谈您如何看
待该行业过去三十年来的变化。

SR：嗯，我觉得太阳能行业一直在朝着并
网应用迅速发展，并开始专注于最大限度
提高能源产量。Studer 从创立之初便在
从事储能类系统设备的设计和规划。但
是，该行业直到近几年才开始转向电池存

储，确切地说，直到自发自用和电动车两
种应用出现，这种转变才开始发生。
这种转变为储能技术带来飞跃式发展。尽
管存储对于许多人来说尚且是一个新领
域，但 Studer 其实自成立之初便将存储
作为其设备的核心要素。作为储能类系统
领域的专业公司，我们处于备受关注的有
利地位，而我们的过往业绩和成就也是一
笔宝贵的财富。
PES：自您任职 Studer 以来，客户概况发
生过哪些变化？

SR：我们的首批客户将我们的小型离网
设备用在很特殊的地方：山区小屋和偏僻
家庭。随后，该等设备被证明是离岸移动
应用（如船舶、露营车等）方面的绝佳解
决方案。
再然后，随着自发自用市场的蓬勃发展（
特别是在德国），我们的设备开始用于住
宅领域，并引起了更多领域更多客户的
关注。
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理念从未改
变，正因如此，我们在所有客户中赢得一
致的忠诚度。其中很多客户跟我们的合作
时间都已超过 20 年。
PES：Studer 在瑞士生产其所有产品。那
么，类似产品的再定位趋势对你们有何影
响？

SR：我们的产品在构想上就是拟被安装并
运行，其中，最大限度增加可用能源并确
保电池寿命达到最长所需的终生设备费
用是应考虑的最重要方面。我们的产品旨
在长期发挥作用。
在我们面向的市场中，系统生命周期内节
省的成本将抵消掉前期成本。当然，与此
同时，我们也必须通过创新和为客户提供

next3 Studer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的新设备）的设计概念图。图片版权所有：Studer Innotec

Studer 展会图片 1：欢迎客户参加首次太阳能展会。图片版权所有：Studer Inno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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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服务来实现进一步的差异化。

PES：您觉得 Studer Innotec 的转折点
是什么？

SR：毫无疑问是 Xtender。作为首个智
能储能逆变器-充电器，Xtender 为我们
带来了类似瑞士军刀的概念。就这同一
款设备便已用在了各种不同的用途、背景
和区域，并已随领域的不同而发生了各种
演变。

就拿我们工厂生产的第一款 Xtender 来
说，只需进行简单的软件升级，它便可很
好地应用于带锂电池和 Modbus 通信系
统的现代化设备，包括监测控制和数据采
集 (Scada) 系统。Xtender 改变了系统
中的能源管理方式。

PES：作为一家中小型企业，Studer 是如
何成功跃居国际舞台的？

SR：Studer 通过全球 120 多个合作伙伴
构成的网络进军不同的市场。毫无疑问，

我们是一家企业对企业的公司；因此，我
们依靠我们的本地合作伙伴来销售我们
的产品。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这些合作伙伴当中有
很多都已经跟我们合作了 20 年之久。因
此，他们就犹如我们的眼和手，能帮我们
看到和触及到我们仅凭自身力量无法看
到和触及到的地方。
PES：您总是强调你们的支持团队，那么，
你们的支持团队是如何响应特定需求的？

SR：嗯，我们之所以喜欢强调这种支持，
是因为它首先是个性化的。我们的一个团
队会负责跟踪该等请求，直至请求完成。
然后，当然，我们在该领域的专业知识使
得我们成为解决问题的专家！
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是我们喜欢挑
战！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没有解决方
案，我们就帮您找一个”。

    www.studer-innotec.com

Studer 实验室：Roland Studer 制造第一台设备的实验室。图片版权所有：Studer Innotec

加入 Studer，尝试创新！

亮点：

• 作为一家家族企业，Studer 
Innotec 将瑞士技术与瑞
士卓越和可靠的文化相结
合，旨在提供最优质的产品
和服务

• 全球范围内运行着数十万个
由我们制造的产品单元。我
们的产品适用于任何领域，
并同时旨在用于特殊用途

• 自创立之初，Studer 便致力
于利用其专有技术和创新来
开发和生产储能类系统。这
是我们的专长，也将是我们
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