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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是国有资产参股的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占地 300 亩，注册资本 3.8 亿元，现有员工 1700 多人，主
要生产中低压配电电器、工业控制电器、中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光伏发电
应用产品及智能配电系统等产品。

常熟开关秉持“客户至上”的宗旨，致力于研发、制造精品电器，
为客户和社会创造更高价值。

常熟开关专注科技创新，建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江苏省智能电网配用电关键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电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检测中心获中国合格
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公司拥有近 400 人的创新团队，各类创新成
果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其中“低压保护电器关键技术的研究应用”
项目和“开关电器大容量开断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常熟开关坚持质量第一，追求卓越管理，拥有行业领先的制造、检测、
试验设备；通过信息化、网络化与自动化融合，推动智能制造新模式；建
立了完善的管理体系，确保准时为客户提供性能优异、质量可靠的产品。
公司各类产品深受用户好评，已广泛应用于电力、机械、交通、矿山、冶金、
石化、建筑、船舶、核电和新能源等领域，多次获得省部级质量奖。

面向未来，常熟开关将一如既往与各界朋友携手共进，共创民族低
压电器工业的辉煌未来。

企业简介



Common say
The sun and moon alternate in 
sequence and the stars follow the 
track.

常  言
日 月 有 常   星 辰 有 行

使 命
提供精品开关电器
追求绿色环保安全
引领行业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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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程 探    索 征    程
1974-1998 2001-2010 2011-2022

历史变迁
Historical vicissitude

话说“时势造英雄”, 上世纪三十年代

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期间，铸就了沙家浜的

“十八棵青松”，到九十年代还是在革命圣

地——沙家浜畔，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伴

随着小平同志的南巡，“常开”品牌横空出世，

CM、CW 系列断路器独领风骚 30 年，在国产

电气低压断路器品牌中一枝独秀。

“常开”品牌以科研为先导，低压断路

器综合技术性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完

全可以替代各种场合国外进口产品。获得多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低压保护电器关键

技术的研究应用”项目和“开关电器大容量

开断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务院颁发

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基本实现全过

程的数字化建设，产品生产过程的全透明化、

全可视化，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控断路

器及断路器内部主要部件的生产信息，真正

实现了每一件成品的质量可控。

智能智造服务先行，“常开”品牌在全

国建立了成熟完善的营销技术服务网络，公

司从 1994 年起参加的产品质量责任保险，至

今无一理赔，我们仍一以贯之，坚持技术服

务的最快响应速度，以质量树品牌，以服务

求口碑。

精心摆开八仙桌，诚意招待十六方；远

近来的都是客，全凭“常开”高质量；今日

相逢开口笑，过后照应更周详。

 

1974年公司成立
国营股权 100%，年产值 168 万元

1991年改革创新
公司转折年，员工 500 人，年产值 1000 万元
唐春潮出任厂长

1994年 CM1 系列塑壳断路器发布
自主研发了 CM1 系列塑壳断路器

1998年股权试点
国营股权 20%，1250 人，年产值 1 亿元
自主研发了 CW1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2001年成立合资公司
• 企业与日本富士电机株式会社合资成立常熟
  富士电机有限公司

2002年成立博士后站
• 企业成立了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003年厂房搬迁
• 公司搬迁至虞山高新园区，打造现代化工厂，
  1450 人，年产值 5 亿元

2005年 CM2 系列塑壳断路器发布
• 自主研发了 CM2 系列塑壳断路器，获中国机械
   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6年企业获得“中国名牌”称号
•CM 系列塑壳断路器和 CW 系列智能型万能式
 断路器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2007年 CW3 系列万能式断路器发布
• 自主研发了 CW3 系列产品
• 企业获得“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全国
  五一劳动奖”

2008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 企业成立“江苏省电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低压保护电器关键技术的研究应用”项目荣
  获国务院颁发“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 员工 1500 人，年产值 10 亿元

2009年 CM5 系列塑壳断路器发布
 • CM5 系列塑壳断路器问世
 • 企业获得“中国电器工业影响力品牌称号”

2011年总理考察公司
•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常熟公司
• 王春华出任公司董事长
• 企业获“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2012年再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开关电器大容量开断关键技术“荣获国务院
    颁发“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 企业获得“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一等奖”

2014年获得“市长质量奖”
• 企业成立“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 
• 获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国家级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称号”；
• 获苏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苏州市市长质量奖称号”  
• 王春华董事长获“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

2017年获得“卓越品牌”称号
• 企业获“中国电器工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和
“中国电器工业卓越品牌”称号
•1700 人，年产值 20 亿元。

2018年单项冠军产品
•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获“工信部制造业单项
   冠军产品”称号。
• CW3 系列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被授予“改革
  开放 40 周年机械工业杰出产品”称号。
•“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新模式专项”圆满完成
  项目验收

2010年智能配电系统发布
• 在北京钓鱼台举行常熟开关智能配电产品新
  闻发布会。
• 企业获科技部颁发“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称号” 

2020年全新一代 6 系列产品发布
• 企业发布全新一代 CW6 系列万能式断路器与
CM6 系列塑壳断路器

2022年全新一代 CGZ1 6.0 成套开关设备发布
• 企业发布全新一代集 6 系列数字化元件、配电系统的
CGZ1 6.0 数字化智能型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由此开启
全新 6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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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荣誉
Honors

企业类 专利及标准产品类 智造类

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获两次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中国低压电器行业影响力品牌

影响中国·智能建筑电气行业十大优秀品牌

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奖

申请专利 2200多项，其中发明

专利为 352项

60项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的起
草与制定

30多个国际先进产品，部分指
标国际领先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获“工信部制造
业单项冠军产品”称号

CW3 系列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被授予
“改革开放40周年机械工业杰出产品”
称号

CM5 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被授予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

CW 系列万能式断路器、CM 系列塑料
外壳式断路器被授予“全国机械工业
用户满意产品”

“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新模式专项”圆满

完成项目验收

被国家科技部评为“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

程应用示范企业”

公司万能式断路器智能生产车间与塑壳断

路器智能生产车间被省经信委评为“江苏

省示范智能车间”

被江苏省人民政府评为“江苏制造突出贡

献奖智能制造先进企业”



Familiar 
Extreme 
enquirying mind
High end win 
 

熟  悉
精 品 立 企   高 端 制 胜

愿  景
创世界知名电气品牌
做基业常青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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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3 系列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全面 极致
品种规格丰富全面
功能性能极致突破

CW3 系列 2007 年开始研发，2009 年
底推出，该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首次提出额定短时耐受能力 Icw= 额定
运行短路分断能力 Ics= 额定极限短路
分断能力 Icu，实现全电流范围选择性
保护，附件智能化维护管理、电能监
视测量管理及全电量多功能保护等概
念，改变我国低压电器产品跟随性研
发局面，技术指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994 年 1998 年 2003 年 2005 年 2007 年 2009 年 2020 年

CM1 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经典 领航
高分断小体积经典力作
领航成套设计标准应用

1994 年，企业自主研发成功新一
代塑壳断路器 CM1 系列，它在上
世纪末完全打破了我国低压电器
行业传统的联合设计模式，开创了
电器产品自主开发、制造的新时
代，被行业专家誉为是“为民族争
光的产品”，这在我国低压电器行
业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CM2 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优化 突破
热磁可调优化应用
智能可视化技术新突破

2005 年公司自主研发 CM2 系列塑
壳断路器，产品被列入国家火炬计
划、江苏省科技攻关计划、江苏省
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并获得中国电
工技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和中
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

CM3 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传承 完善
传承 CM1 高可靠设计
完善各类应用解决方案

CM1 系列塑壳断路器已销售二十
多年，2007 年研发生产 CM1 的替
代升级产品CM3系列塑壳断路器，
CM3 系列塑壳断路器其优越的性
能和人性化的设计在上市后得到
了用户们的广泛青睐和好评，几
年来销量逐年递增，年均销售 110
万台。

CM5 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超越 引领
高性能设计全面超越
引领行业技术新发展

CM5 系列断路器作为企业率先开
发完成的国内第四代塑壳断路器，
实现了高端替代，使产品完全可以
在不同场合，尤其是高端应用场合
实现对国外产品的替代。其综合技
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指
标国际领先。

CM6 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品质匠心 全新演绎
全新打造的
新一代塑壳断路器

采用现代设计方法和可靠性设计
理论，以工匠之心打造的高品质塑
壳断路器产品。产品紧扣时代，面
向未来，申请专利 70 多项，配备
新一代机构、新一代新灭弧系统、
新一代脱扣器，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该产品的诞生续创了常熟开
关高端民族品牌新形象。

CW1 系列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创新 融合
高分断、大容量的创新设计
智能保护与断路器的完美融合

企业自主研发成功 CW1 智能型万能
式断路器，首次提出智能可测量功
能，满足配电系统计算机网络化要
求，实现了与中央控制室通信。被
国家经贸委列入“1998 年技术创新
项目计划”，被国家科技部列为“国
家火炬计划项目，产量居国内同行
高端产品首位，被国家经贸委评为
“国家级新产品”

CW2 系列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提升 发展
运行分断能力全面提升
小型化、多功能的新发展

CW2 系列万能式断路器，首次提出额
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 Ics = 额定极限短
路分断能力 Icu，提高运行可靠性，其
技术性能指标达到 21 世纪初国际同类
产品的先进水平。产品被列入“2005
年国家级火炬计划”，并获得“2005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

CW6 系列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旗舰性能 处处惊喜
高性能，小型化，数字化、
泛在互联智能型产品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申请专利
150 多项。该产品系列全 、性能高 ，
测量精度高，实现能效管理简单化，
创新的健康状态管理，边缘计算，同
时还满足泛在物联要求 ，实现本地远
程智能互联，多项创新功能引领行业
进入新时代。

Ics=Icw

Ics=Icu Icw=Ics=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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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系列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CW1 系列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CW2 系列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CW3 系列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CW6 系列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为用户提供完整的
“三位一体”配电解决方案

新能源应用元件解决方案中压配电

低压配电

工业控制与保护

CPME 智能配电管理软件
CBMC 云平台 平板 APP 运维系统

管
理
层

FNG1 云平台网关CEPA3 智能配电一体机 CPME 单机系统

现场控制

低压配电领域 工业控制领域 终端配电领域

CW 系列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CM 系列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CBMC 智能配电云管理平台

CGZ1 智能低压配电柜

成套设备

云
平
台
解
决
方
案

网

关
CEPA3 智能配电一体机

(网关模式 )

用户

FNG1 系列网关 ( 可选 LAN/4G/NB-Iot) FWF1 WIFI 通信模块

控
制
层

设
备
层

CA 系列
自动转换开关

CD 系列
电动机保护器

CB1 系列
控制与保护
开关电器

CR 系列
软起动保护器

成套开关设备

超长寿命 高限流型 真空灭弧
技术

CW3R 系列
增强型万能式断路器

CW3X-1600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CW3V 系列
真空万能断路器

CM 系列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CM5L/CM5ZL 系列带剩余
电流保护塑壳断路器

CM6 系列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CM5X/CM5XL 系列
小型化塑壳断路器

CM6Z 系列智能型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CM5 系列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CM5Z 系列
智能型塑壳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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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3 系列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CM3Z 系列
智能型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CM3L 系列
带剩余电流保护塑壳断路器

CM3ZL 系列智能型
带剩余电流保护塑壳断路器

CM3E 系列
电子式塑壳断路器

CM3D 系列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CM3DC 系列
直流塑壳断路器

CM5G 系列
隔离开关

隔离开关

CM3G 系列
隔离开关

CW3G 系列
隔离开关

CH3G 系列
隔离开关

CV 系列高压真空断路器

CV1-12 (VS1) 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
CVR1-12 侧装式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

CV2-12 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 
CVR2-12 侧装式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

CV1-40.5 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 ( 绝缘筒式 )
CV2-40.5 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 ( 固封极柱式 )

CV1-24 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 ( 绝缘筒式 )
CV2-24 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 ( 固封极柱式 )

CA 系列自动转换开关

CAP1 系列自动转换开关CAP2 系列自动转换开关CAP3 系列自动转换开关

CA1 /CA1B 系列自动转换开关CA1W 系列电源端大容量自动转换开关

CH 系列小型断路器

CH3 系列 终端电器 CU3 系列 浪涌保护器

零中断型 CTE1H 自动转换开关电器
高速型 CTE1G 自动转换开关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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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J3 剩余电流
动作继电器

CD4 系列
电动机保护器

CB1 系列
控制与保护电器

CR1 系列
电动机软起动器

CR2 系列
电动机软起动器

新能源应用元件解决方案

成套开关设备

CGZ1 6.0 数字化智能型低压成套开关柜

工业控制与保护

CK3 系列交流接触器
CJR3 系列热过载继电器

CJD3 系列
电子过载继电器

CD3 系列
电动机保护器

CPME 智能配电管理软件
CBMC 云平台 平板 APP 运维系统

管
理
层

FNG1 云平台网关CEPA3 智能配电一体机 CPME 单机系统

现场控制

低压配电领域 工业控制领域 终端配电领域

CW 系列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CM 系列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CBMC 智能配电云管理平台

CGZ1 智能低压配电柜

成套设备

云
平
台
解
决
方
案

网

关
CEPA3 智能配电一体机

(网关模式 )

用户

FNG1 系列网关 ( 可选 LAN/4G/NB-Iot) FWF1 WIFI 通信模块

控
制
层

设
备
层

CA 系列
自动转换开关

CD 系列
电动机保护器

CB1 系列
控制与保护
开关电器

CR 系列
软起动保护器

管
理
层

控
制
层

设
备
层

网
关

云
平
台
解
决
方
案

用
户

AD128 系列信号灯
LA168 系列按钮

CM3DC 系列
直流塑壳断路器

带光伏专用欠电压脱扣器的
CM3 系列塑壳断路器

CW3DC 直流
万能式断路器

CW3-HU系列
高电压等级万能式断路器

CM3-HU 系列
高电压等级塑壳断路器

CM5-HU 系列
高电压等级塑壳断路器

CBMC云平台 局域网 CPME软件

英特网

交换机 以太网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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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工厂
Digital factory

公司通过数字化技术、信息化技术与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导入，以覆盖厂区的工业互联网为基础，开展
了用户端电器智能制造系统的解决方案研究和建设。

实现车间总体设计、工艺流程及布局数字化建模，产品数字化三维设计与工艺仿真；

实现数字化车间底层智能制造设备与 MES 制造执行系统、PLM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和 ERP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的互联

互通；

实现设计、工艺、订单、生产、质量、仓储、设备、物流和售后管理的信息互动及管理优化； 打造用户端电器产品制造

的响应快、效率高、质量好、能耗低的智能制造新模式。

2018 年“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新模式专项”项目完成验收，通过智能制造新模
式的应用，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总体运行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在电力装备智
能制造领域起到了示范作用，带动了我国整个用户端电器制造水平的快速提升。

自主研制了诸多自动化、
信息化生产设备，综合技
术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水平，部分设备
填补了国内同行业的空白。

国内同行中率先打造出订
单拉动式生产新模式，适
应万能式断路器的多品种、
小批量生产，实现对用户
需求的快速反应。

自主开发完成我国低压电
器行业内首条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采用高度自动化
装配、全自动检测和信息
化集成的塑壳断路器自动
化生产线。

“智能 1+1”战略，产品
智能化与制造智能化，打
造国产高端电器，打破合
资品牌在高端电器领域的
垄断地位，实现高端替代。

模具加工中心 SMT 贴片中心 零部件加工中心 装配检测中心 钣金加工中心

全行业领先的万能式断路器柔性装配全自动检测生产线

全行业领先的塑壳断路器智能制造生产线

订单拉动式生产；

快速反应；

条形码线扫技术，装配前的质量预警；

人机协作机器人和视觉检测技术，全方位检测；

三维工艺可视化柔性装配。

自动化装配、可视化自动检测、柔性化；

机器人技术与塑壳断路器装配工艺融合；

全过程关键点视觉检测技术；

大电流自反馈决策技术；

Iwms 智能物流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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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Application area

新能源工控

公共事业 数据中心

new energy

Public utilities Data center

阳光电源
华为技术
上能电气
深圳禾望
瑞能电气
海得新能源

大兴国际机场
成都市双流机场
上海地铁
苏州地铁
赣深高铁
蒙华铁路
佛莞城际

建筑
Architecture

龙湖集团

碧桂园

中南集团

保利地产

禹洲集团

新城控股

红星美凯龙

宝龙集团

康桥集团

......

工业
Industry

比亚迪汽车
吉利汽车
中芯国际
三安光电
三一重工
新疆天业
宝武钢铁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万国数据
海康威视
云南省公安厅数据中心
长江上游区域宜宾大数据中心
西安浐灞腾讯云大数据中心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数据中心
中科曙光南京数据中心
海南浪潮产业园

油气
Oil and gas

金陵石化
扬子石化
金诚石化
大庆油田热电厂
上海石化机械制造公司
新疆新天（伊犁）天然气
河北浅海石油化工集团
中石化大丝束碳纤维项目
山东日照中石化储油罐基地
中石油格拉输油管道扩建工程

海外项目
Overseas
 projects

沙特国家电网
马来西亚理文造纸厂
斯里兰卡绿能公司
印度德里巴铅冶炼工程
肯尼亚蒙内铁路
伊朗德黑兰地铁
伊朗 ZARAND 钢厂
印尼苏拉威西镍铁厂
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
土耳其 135MW 电站
埃塞俄比亚垃圾发电厂
老挝水电站
缅甸帕科库棉纺织厂
孟加拉污水处理工程
......

首钢集团
宁德时代
中航锂电
理文造纸
太阳纸业
通威股份
隆基股份
......

张吉怀高铁
郑济高铁
梅汕客专
国道 G310 线
太行山高速公路
北京碧水源
......

三大聚焦 • 聚焦工业用户 • 聚焦头部企业 • 聚焦高端替代

电力
Energy 
And 
Electricity

秦山核电站
中电普安电厂
中电大别山电厂
国电廊坊热电厂
国电长冶电厂
华电奉节电厂

北京首创环境投资
上海浦发环保
华西能源
北京高能时代
龙源电力
......

中车国变
远景能源
维缔技术
国电南瑞
金风科技
......

长庆油田
胜利油田
利津石化
京博控股



Lead the race
Never full of words 
always surpass 
 

领  跑 精  神
永不言满  持续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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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优势
Enterprise advantages

五大创新点

研发手段
实现产品全数字化设计生态体系，建立 TCE 和
TCM 相结合的设计与工艺集成化 PLM 平台，创新
模型预试验交互式设计开发方法，打造新的开发
管理流程，形成 NPD 全过程开发管理方法。

科研技术
多学科技术融合，创新开发电弧磁吹气吹综合控制的
分断技术、抗疲劳寿命机构设计技术、面向制造的智
能控制器技术、高电压交直流分断技术以及电力电子
逆变技术与机械开关的混合设计技术。

产品制造
以“创新、品质、优化、智能”为智造工作方针，
实现从关键零部件生产设备到成品装配校验检测
流水线的自主创新研制，打造全行业领先的万能
式断路器柔性装配全自动检测生产线和塑壳断路
器智能制造生产线。

项目应用
完善系列化产品，为用户开发个性化功能，产品可
适 用 于 多 种 场 合， 严 格 的 试 验 要 求， 高 海 拔 可 至 
4500m，环境温度可至 -40° C~ 70° C 运行，产品通过
核工业条件 (1E 级 ) 试验和船用条件的试验、CE 认证
及 CB 试验等各类认证，还可用于光伏风电等新能源
应用。

客户服务
提供项目设计最佳选型，帮助用户优化设计方案；
首创电气行业 4S 服务，28 个服务中心覆盖全国，
无地域限制；及时响应客户需求，提供专业维保
工具和方法，配合用户进行全面检测与保养。

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实验室

为新产品的研发前期对产品的一些数据进行摸底 ; 

验证新品开发过程中设计参数和实际检测数据的相符性 ; 

配合质量检验部门对主要的原材料化学物理性能检测、产品的电 气性能验证、智能控制

器的电磁兼容抗扰度的验证、产品质量稳定性 的验证、产品质量技术指标的跟踪。

产品特性实验室

寿命实验室

安全性能实验室

电磁兼容实验室

环境实验室

理化分析室

一流的创新平台
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CNAS 国家认可实验室和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

优秀的人才团队
拥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168 名，拥有高级职称有 150 人，
占职工总数 22.8%；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 394 人，其中 50%
以上是在本岗位具有 1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技术人才。

产品优势
种类齐全
拥有“三位一体”电气解决方案。

选型便捷
完整的《产品选型手册》，常开 e 选小程序

可靠性高
高可靠的现代设计方法，上市前均经过
严苛试验要求

安装维护便捷
人性化解决方案，支持多种安装方式，
附件模块化，即插即用。

适用范围广
可应用于 1E 级核电工业、船舶、高电压、
新能源、等配电场合，并可实现数字化配电。

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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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服务
Marketing services

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售前、售中、售后技术服务
在稳固国内市场的地位后，常熟开关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目前，已经成功进军多个国家

营 销 网 络

销售精英技术专家 售服专家 一级代理 授权 4S 店

300 位420 位 60 位

售后服务
专业技术工程师 24 小时提供优质、周到的服务，用户可通过电话、邮件、传真、 网络

等多渠道向我们提出需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技术支持及解决方案。

60 多名专业服务工程师驻地一线，随时整装待发，为用户快速解决问题。 以人为本，

无地域限制，让用户更受益于我们的细致周到。 

提供运维方案
产品安装、调试、运行，全过程专业服务

为用户提供定制性升级更换方案

质 量 承 诺
依据本公司《管理手册》和相应程序文件及产品《使用说明》的规定 , 在此对我
公司提交的产品作如下质量保证承诺 :

本公司产品均已参加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产品责任险 ;

从本公司发货之日起不超过 18 个月 , 产品因制造质量问题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使用时 , 本

公司负责无偿修理或更换 , 包括接受用户退货 ;

需要时 , 凡有飞机通航的地方 , 保证 24 小时内到现场 ;

产品售后服务内容包括 :

a. 咨询服务 ( 含 :“4008282528”免费电话咨询和必

     要时的现场调试 );

b. 技术培训 ( 含 : 咨询指导 , 必要时现场指导和来本

     公司学习 );

c. 修理改制 ( 在产品标准和设计规范内有偿服务 )。

     本公司建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 以确保履行上述

     承诺。

哈萨克斯坦

中国

埃及

埃塞俄比亚

伊朗 巴基斯坦

印度

缅甸

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

俄罗斯

西班牙

智利

巴西

沙特
阿拉伯

105 家   38 家



信  赖

Trust 
Excellent 
collection of 
wisdom 
Refinement in 
stability 
 

集 智 精 湛   稳 中 求 精  

核心价值
诚 信 守 法   敬 业 团 队
创 新 高 效   合 作 共 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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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认可
User approval

坚持“精品立企，高端制胜”的理念

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 

携手行业头部企业：阳光、华为，战略定制，为客户创造价值

连续 5 年获得阳光电源卓越质量奖

助力轨交建设，打破合资品牌垄断地位，实现高端替代

首家获得中石化国产品牌易派客 A 级产品认证

2020 年成为沙特电网 SEC 主要供应商，产品通过国际认证，质量
在同行中排名第一

2022 年发布新一代 CGZ1 6.0 授权柜，与成套厂开启合作新模式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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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social responsibi l ity

回馈社会

连续多年获得地方“纳税百强企业”称号，累计向社会各界捐款4000多万元，荣获“中国阳光财富企业榜上榜企业”，“江

苏省民营企业纳税大户”、“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中国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江苏省慈善奖最具爱心慈

善捐赠单位”等称号。

纳税百强企业

累计捐款 4000 万元

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
抗击新冠疫情

火速驰援，助力灾后重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发生严重汛情时，常熟开关将第一时间展开行动，成立抢险

工作小组，开通绿色抢险通道，启动7x24小时紧急响应机制，

从用户需求对接，产品快速交付，现场产品报修，全流程保

证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

2021年 7月
火速驰援河南灾后重建

2020年 6月广西、贵州、湖南、四川、江西等
13省遭遇洪涝灾害，常开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为
灾区开通绿色通道

最具爱心慈善捐赠单位

为员工创造一流福利
知行合一

诚信经营

24

火速支援灾区

双碳背景下的
绿色常开

环保材料
产品设计选用环保材料
符合欧盟“RoHS”指令要求

节能减排
改进工艺，减少污染
降低能源消耗

绿色能源
厂区生产用电
近 50% 来自光伏发电

可循环
使用循环水系统
降低水资源消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