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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100S-3B1

一．北越工业简介

北越工业株式会社创业于1938年，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压缩机专业生产厂家之一，同时也是日本第二大建

设机械用发电机的生产厂家。公司主要产品有移动式空气压缩机，固定式空气压缩机，柴油发电机组，高空作

业车。在欧洲，美国，东南亚拥有生产及销售子公司，并在上海与台湾复盛合资，成立上海复盛埃尔曼机电有

限公司，主要生产销售移动式空压机。

北越工业的工厂坐落于营业本部设在靠近日本海侧的日本新泻县，拥有两个生产工场（分水工厂和吉田工

厂）。而销售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新宿区。公司拥有资本金34亿日元，员工450名，年销售额约350多亿日元。

1994年，下属2家生产工厂率先取得ISO9001认证，成为日本建设机械行业中取得认证的首家生产型厂家。

2014年度，北越公司生产及销售空压机，发电机，高空作业车共17，000台。产品销售至全球160个国家。

AIRMAN产品在日本，美国，东南亚，俄罗斯等地区拥有广泛的认知度，在中国矿山市场，更是受到用户的广大

好评。

北越工业与1971年开始独立设计与制造柴油发电机组，从13KVA～610KVA，拥有12种型号超低噪音柴油发

电机，广泛用于建筑，市政施工，农林畜牧，政府及银行、通讯等行业的备用电源，受到广大用户的好评



占地24万平方米的吉田工厂

二．AIRMAN 发电机特点介绍

1. 全天候户外使用

不需要设置发电机房，能够根据使用的要求，随意移动、安置在需要的地方。无论刮风下雨都不会影响它

的正常运行，最适用于野外施工、电信中继站以及抢险救灾等。

通风口的特殊设计，能够

在增加吸入风量的同时，

利用机体内的负压，有效

地控制雨水的侵入。机门

结构则采用与汽车车门相

同的嵌入式防雨胶带，将

雨水拒之门外。

2. 超低噪音

独特的风道消音结构和大型消声器的采用，树立了 AIRMAN 发电机在同行中保持最低噪音水准的稳定地位。

AIRMAN 品牌发电机有 SDG 和 SDG-AS

两个系列。

 SDG系列是普通标准型，所有型号

均为低噪音型、超低噪音型发电机。噪音值在56dB(A)～69dB(A)范围内。

 SDG-AS系列产品为极超低噪音型发电机，噪音值减低到51dB(A)～55dB(A)范围内。

两者均将运行声音控制到低于“普通会话”的水准，是日本国土交通部的超低噪音/低噪音型建设机械

指定机型。



3. 卓越的发电性能

具有电压波动率在±0.5%以内、转速变动率在5%

以内的高性能发电机。装备了足够的阻尼线圈，

电压波动变形极小，可以直接作为变频负载、

可控硅整流器、计算机以及精密机械、精密检测

仪器的电源安心使用。

4. 性能可靠的日本原装引擎

 引擎性能可靠，低故障率，低燃耗。

 采用即热式预热栓，提高了冬季以及寒冷

地区的启动性能。

5. 充实的安全保护装置

所有机型均标准装备了漏电继电器。只要负载一侧产生 30mA 的漏电电流，漏电继电器就会在瞬间动作切

断电源，将触电事故防范于未然。同时，为了防止再启动时触电事故的发生，在断路器中设置了紧急停机

时的断流回路。

6. 操作面板重视可视性，实用性

 各仪表独立配置，各数据实时一目了然，省却了切换等繁琐作业。各仪表的故障不影响其他仪表的继

续工作及检测数据。

 发电机的控制系统组合件和引擎的电气部件集中配置安装在控制盘内，提高了发电机的整体性能。

操作面板一目了然控制板

7. 可简单的进行 200V/400V 的电压转换

一台机器能够实现 50HZ/60HZ，200V/400V 的自由切换，基本上能够对应全世界各国电压。引擎启动后，

操作面板上的三相输出电压表示灯亮灯，可立刻判明发电机的三相输出电压，防止错误操作。



8. 充实的装备

 外部供油装置

可以容易地连接外部燃料罐，进行

长时间的连续运行。采用了新型单

把式三向转换阀，可以实现一次切

换而不必担心误操作。

9. 方便日常点检，维护保养

 单侧点检

只需要打开机器的一侧门，就

可以方便地进行引擎润滑油、

冷却水的确认等日常点检项目。

 平板式底盘

机器下部的底盘采用了平板式结

构设计，方便了机器内部的清扫作业。

 自动抽空装置

按下操作面板上的燃料抽空开

关，抽空电磁泵自动排出燃料回

路中的空气，消除了操作手动泵

的繁琐作业。

 散热器以及燃料箱的清洗

端板与两侧的侧板采用了装拆方

便的结构设计,拆下端板就可以方

便地点检和清扫散热器。

燃料箱下部的平板设计,使燃料箱

能够方便地拆装,便于将燃料箱拆

下来清扫。



三．尺寸图

四．产品技术参数

1.一般事项

1.1构造概要

本机由无电刷型发电机与柴油发动机直接联接，与散热器、燃料箱、控制盘一起收纳在钢板制的机壳内。

在机器的两侧设置有大型门，构造上便于日常检查整备。

本机装备有大型进气、排气通道，内贴有吸音材料，并装备了大型排气消音器，提高防音效果。

此外，所有的控制装置、操作开关、仪表类均配置在同一控制板上，便于操作。

1.2依据标准

JIS 日本工业标准

JEM （社）日本电机工业会标准规格

JEC 电气协会电气规范调查会标准

NEGA （社）日本内燃力发电设备协会标准

1.3周围条件（以不影响本机的工作运行为基准）

温度 -15℃～+40℃

湿度 85%以下

高度 1000m以下

1.4噪音

日本国土交通部指定 取得超低噪音型建设机械认定

1.5废气限制

日本国土交通部指定 取得第三次尾气对策型建设机械认定

1.6质量保证

ISO9001质量保证体系。保证期限为交货后一年或者开始使用后累计达到1,000小时。

2.各规范参数



2.1 概要

名称 SDG100S-3B1

全长 约2,460mm

全宽 约1,180mm

全高 约1,380mm

干燥重量 约1,700kg

运行整备重量 约1,930kg

耗油量 无负荷时 3.0L/Hr(50Hz)

25%负荷时 6.1L/Hr(50Hz)

50%负荷时 10.2L/Hr(50Hz)

75%负荷时 13.2L/Hr(50Hz)

100%负荷时 17.2L/Hr(50Hz)

噪音值 音压水准（7m4方向，空载） 61dB(A)

（社）日本建设机械化协会的测定值（超低噪音指定）

不影响工作运行的允许倾斜角度 5°以下

3. 发电机

3.1概要

名称 旋转励磁型,无电刷式交流发电机

额定输出功率 三相80／100kVA（64／80kW）

单相 10／11kVAｘ2

额定电压 200/220V,400/440V

电流 231／262A,115／131A

频率 50/60Hz

相数 3相4线

极数 4

额定功率因数 80%

额定转速 1500/1800min
-1

绝缘等级 F级

额定 连续

驱动方式 发动机直接

接线方法 Y连接



3.2温度上升

周围温度为40℃时交流发电机的允许温度上升值不超过以下温度值∶

转子线圈 105K（105deg）（绝缘等级F）

励磁线圈 110K（110deg） （绝缘等级F）

轴承 40K（40deg）

3.3耐电压试验

在交流发电机线圈以及控制盘与大地之间，加上以下额定频率的电压而无异常。(除AVR以外)

转子线圈－大地之间 AC2,000V（1分钟）

励磁线圈－大地之间 AC1,500V（1分钟）

控制盘－大地之间 AC2,000V（1分钟）

3.4调节电压变动率

从无负荷到额定负荷（额定功率因数），调节电压变动率在±0.5％内。

3.5输出功率端子

(1) 3相4线式的输出功率端子

(2) 单相输出端子板

(3) 辅助插座（1.5／1.65kVAx2口）

※单相输出功率端子、辅助插座与三相输出功率同时使用时，各负荷的合计不得超过额定输出功率，

并且请在各项的负荷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的范围内使用。

3.6保护装置

本机装备了在运转过程中发生各种异常时的对应保护装置。根据不同的异常情况种类，〇表示该机能动作。

引擎

停机
三相/单相断路

器跳闸

指示灯

表示
动作

引擎油压下降 〇 〇 〇
引擎油压下降时动作

动作压力0.1Mpa

引擎水温上升 〇 〇 〇
引擎水温异常上升时动作

动作温度105℃引擎水温上升

引擎转速过快 〇 〇 〇
引擎转速异常上升时动作

动作转速2,070min-1

电流过大·短路 〇 过载荷，短路事故时动作

漏 电 〇 〇 漏电时动作感度电流30mA

蓄 电 池 充 电 〇 蓄电池充电不良时动作

空气过滤器堵塞 〇 空气过滤器堵塞，需要清扫或交换时动作

＊为了漏电保护装置确实起作用请必须实施接地作业。



4.水、油脂的容量

冷却水（包括发动机、散热器） 21.5L

燃料箱 220L

发动机润滑油 20.5L

5.柴油发动机

名称 ISUZUB1-4HK1X

型式 水冷4冲程直接射喷式附有增压器,过给装置

气缸数－气缸直径×行程 4–115mm×125mm

总排气量 5.193L

压缩比 17.5∶1

额定输出功率 113.6kW/1,800min
-1

752kW/1,800min
-1

干燥质量 470kg

充电发电机 12V，110A

启动电动机 12V，2.5kW

蓄电池 95D31R-MF×112V

燃油 柴油（CETANE值45以上）

空气过滤器 干式

6.仪表盘

6.1发电机控制盘

操作控制盘上配置有以下装置∶

(1) 交流电流表(0～200/0～400A)

(2) 交流电压表(0～600V)

(3) 频率表(45～65Hz)

(4) 配线用电闸（三相，单相）(3P660V300A；2P660V100A)

(5) 电流表切换器

(6) 自动电压调节器

(7) 漏电继电器

(8) 200V-400V表示灯

(9) 频率转换开关

6.2引擎控制盘

操作控制盘上配置有以下装置∶

(1) 启动开关

(2) 转速控制器

(3) 预热／异常表示灯

(4) 引擎水温表

(5) 引擎油压表

(6) 燃料表

(7) 计时器

(8) 仪表盘灯



(9) 仪表盘灯开关

(10) 报警指示灯

7.特殊规格

根据用户要求可增加以下项目：

(1)抗盐损保护

(2)机油外部供油装置

(3) ATS自动供电盘

8.涂装颜色

外部涂饰色 Peasfullgreen

前后端板、底盘以及内部涂饰色 Charcoalgray

9.提出资料

发电机使用说明书 (1本)

发电机部件样本 (1本)

引擎使用说明书 (1本)

引擎部件样本 (1本)

接地棒 (1根)

注∶敝公司产品不断改进，上述资料、样本与实物可能会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最新技术参数以及规格等请与

担当者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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