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件人: 渠道共享中心 日期: 2019年 1月 28日 

电话: 027-59373163 编号: QCS045/D045_2019 

传真: 027-59376600 页数: 2 

收件人: 施耐德电气授权分销商 

主题: 关于施耐德电气工业事业部产品列表价格调整的通知 

 

尊敬的施耐德电气授权分销商： 

您好！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施耐德电气业务的关注与支持！ 

因原材料成本上升，为更好地适应市场环境，工业事业部决定于 2019年 3月 25日起对部分

产品进行价格调整，涉及产品系列及列表价调整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系列 调整范围 列表价调整幅度 

伺服类产品 
ICLA & Leixum Mdrive  所有型号 +5% 

Lexium 32  所有型号 +3% 

小型 PLC 

TM2 及附件 所有型号 +20% 

M221 所有型号 +3% 

M241/251 所有型号 +5% 

M258/TM5/TM7 所有型号 +5% 

M100/M200 部分型号 +10% 

触摸屏 GXU 所有型号 +3% 

低压变频器 

ATS48/01/ATS22 所有型号 +3% 

ATV12 所有型号 +3% 

ATV212 所有型号 +3% 

ATV310 所有型号 +3% 

ATV312 所有型号 +3% 

ATV32 所有型号 +3% 

ATV320 所有型号 +3% 

ATV340 所有型号 +3% 

ATV61/71 所有型号 +3% 

ATV610 所有型号 +3% 

ATV61F 所有型号 +3% 

ATV630/650/930/950 所有型号 +3% 

ATV-Lift 所有型号 +3% 

变频器附件 所有型号 +3% 



 

 

 

大型 PLC 

X80 所有型号 +3% 

Quantum 所有型号 +5% 

Micro 所有型号 +20% 

Momentum 所有型号 +5% 

Ethernet 所有型号 +3% 

PLC accessary 所有型号 +3% 

控制与信号产品 

XB2 国产金属按钮/指示灯 所有型号 +3% 

XA2 国产塑料按钮/指示灯 所有型号 +3% 

XAC/XAP/XAL/XPE 按钮盒和安全类产品 所有型号 +3% 

XK 主令控制器 所有型号 +3% 

XAR 起重遥控器 所有型号 +3% 

XVG/XVU/XVB/XVR/XVS 信号报警产品 部分型号 +3% 

XVU/XVB/XVR 信号报警产品 部分型号 +7% 

XB4/XB5/XB6/XV 进口按钮/指示灯 部分型号 +10% 

继电器 
RXMA/RXMG/RXMC/RXML 系列中间继电器 所有型号 +3% 

RXM/RPM 中间继电器附件 部分型号 +15% 

开关电源 ABL 系列开关电源和变压器 所有型号 +3% 

注：个别型号受汇率、成本等因素影响，调整幅度略有不同，请以将于 3月底发布的《工业事业部产品

2019年价格本》为准。 

所有上述产品的新列表价格将于 2019年 3月 25日零时生效，合作伙伴在 2019年 3月 25日

零时之前确认的订单，最晚提货日期为 2019年 4月 24日。如晚于此期限仍未提货，订单将被作

取消处理（施耐德电气缺货原因造成的可申请特殊处理）。 

如您对此调整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施耐德电气当地销售人员。 

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顺祝商祺！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渠道共享中心 

2019年 1月 28日 

 



 

 

 

发件人: 渠道共享中心 日期: 2019年 2月 14日 

电话: 027-59373163 编号: QCS065/D065_2019 

传真: 027-59376600 页数: 2 

收件人: 施耐德电气授权分销商 

主题: 关于传感器及安全产品列表价格调整的通知 

 

尊敬的施耐德电气授权分销商： 

您好！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施耐德电气业务的关注与支持！ 

因欧元及美元汇率不断升高导致产品成本明显增加，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传感器

及安全产品事业部将于 2019年 3月 1日对本部门所有在售型号列表价格进行调整。 

涉及产品系列及列表价调整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系列 调整范围 列表价调整幅度 

限位开关 XC&ZC 

147 个型号 +4% 

901 个型号 +5% 

其他少数型号 +>5% 

接近传感器 XS 

168 个型号 +4% 

1457 个型号 +5% 

其他少数型号 +>5% 

光电及视觉传感器 XU 
1014 个型号 +5% 

其他少数型号 +>5% 

压力传感器 XM 
918 个型号 +5% 

其他少数型号 +>5% 

超声波传感器 XX 
79 个型号 +5% 

其他少数型号 +>5% 

旋转编码器 XCC 
190 个型号 +5% 

其他少数型号 +>5% 

RFID 

无线射频识别系统 
XG&T 

46 个型号 +5% 

其他少数型号 +>5% 

安全光幕 XUS&XU2S 200 个型号 +5% 

安全开关 XCS 
451 个型号 +5% 

其他少数型号 +>5% 

拉绳开关 XY2 
211 个型号 +5% 

其他少数型号 +>5% 

电缆/附件 XZ 
215 个型号 +5% 

其他少数型号 +>5% 

 



 

 

 

新价格将于 2019年 3月 1日零时正式生效。 

调整后的新价格本《传感器及安全产品事业部产品 2019年价格本》电子版将于 2019年 3月

1日发布至合作伙伴专区，请登录后点击“资料获取”-“价格本”处获取。该电子版价格本不包

含所有调价产品型号，如需查询未涉及到的产品价格，请通过 mySE电子商务平台自助查询或客

户关爱中心热线 4008101315-1-2咨询订单员。 

如您对此调整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施耐德电气当地销售人员。 

顺祝商祺！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渠道共享中心 

2019年 2月 14日 



 

 

 

发件人: 渠道共享中心 日期: 2019年 2月 18日 

电话: 027-59373163 编号: QCS066/D066_2019 

传真: 027-59376600 页数: 1 

收件人: 施耐德电气授权分销商 

主题: 关于 O-smart系列产品列表价格调整的通知 

 

尊敬的施耐德电气授权分销商： 

您好！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施耐德电气业务的关注与支持！ 

因原材料成本上升，为更好地适应市场环境，工业事业部决定于 2019年 3月 25日起对 O-smart

系列产品进行价格调整，具体调整系列及幅度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系列 调整范围 列表价调整幅度 

O-smart断路器 

NSC系列塑壳断路器 所有型号 +3% 

C32N/C65H系列微型断路器 所有型号 +3% 

K系列微型断路器 所有型号 +3% 

注：个别型号受汇率、成本等因素影响，调整幅度略有不同，请以 3月底发布的《工业事业部产品 2019年

价格本》为准。 

所有上述产品的新列表价格将于 2019年 3月 25日零时生效，合作伙伴在 2019年 3月 25日零

时之前确认的订单，最晚提货日期为 2019年 4月 1日。如晚于此期限仍未提货，订单将被作取消处

理（施耐德电气缺货原因造成的可申请特殊处理）。 

如您对此调整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施耐德电气当地销售人员。 

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顺祝商祺！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渠道共享中心 

2019年 2月 18日 

 



 

 

 

发件人: 渠道共享中心 日期: 2019年 2月 18日 

电话: 027-59373163 编号: QCS067/D067_2019 

传真: 027-59376600 页数: 1 

收件人: 施耐德电气授权分销商 

主题: 关于施耐德电气终端配电产品列表价调整的通知 

 

尊敬的施耐德电气授权分销商： 

您好！ 

感谢您对施耐德电气产品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 

因原材料成本的增长，为更好地适应市场环境，零售事业部决定于 2019年 3月 27日起对终端配

电产品的多条产品线进行价格调整，具体产品线及调整幅度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线 列表价调整幅度 

微型断路器 

Acti9 +3% 

Acti9-S +3% 

Easy9 维持不变 

Resi9 维持不变 

Multi9 +3% 

Easy7+ +5% 

LS8 +5% 

户内配电箱 Enclosure/FF +3% 

 调整后价格请见即将于 3 月底发布的相关产品 2019 年价格本 

所有上述产品的新列表价格将于 2019年 3月 27日零时生效。 

2019 年 3 月 27 日零时之后生成的订单，将按调价后的新价格政策执行； 

2019 年 3 月 27 日零时之前生成的订单，将按原价格执行。其中标准订单和库存订单，请于

2019年 4月 1日之前完成提货，如晚于此期限仍未提货，订单将被作取消处理（施耐德电气缺货原

因造成的可申请特殊处理）。 

如您对此调整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施耐德电气当地销售人员。 

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顺祝商祺！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渠道共享中心 

2019 年 2 月 18 日 



 

 

 

发件人: 渠道共享中心 日期: 2019年 2月 18日 

电话: 027-59373163 编号: QCS068/D068_2019 

传真: 027-59376600 页数: 2 

收件人: 施耐德电气合作伙伴 

主题: 关于空气断路器/塑壳断路器/电动机控制与保护产品列表价调整的通知 

 

尊敬的施耐德电气合作伙伴： 

您好！ 

感谢您对施耐德电气产品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 

因市场原材料成本的增长，为更好地适应市场环境，PBC 事业部决定于 2019年 3月 27日起对空

气断路器、塑壳断路器、电动机控制与保护产品的多个产品系列进行价格调整。 

具体产品系列及调整幅度如下：   

产品组 产品系列 调整幅度 

空气断路器 

ACB 

MT/MTZ 系列 上调 3% 

MVS 系列 上调 1% 

EVS 系列 上调 1% 

塑壳断路器 

MCCB 

NSX 系列 上调 2~3% 

CVS 系列 

上调 3% 
EZD 系列 

EZS 系列 

Fupact & Vigirex 系列 

电动机控制与保护产品 

PCP 

TeSys D 全系列 上调 3% 

EasyPact D3N 全系列 上调 3% 

EasyPact TVS 全系列 维持不变 

TeSys F 风电光伏专用 维持不变 

TeSys T 全系列 维持不变 

其他产品线 上调 3% 

 注：个别型号受汇率、成本等因素影响，调整幅度略有不同，请以将于 3 月底发布的相关产品 2019 年

价格本为准。 

所有上述产品的新列表价格将于 2019年 3月 27日零时生效。 

2019 年 3 月 27 日零时之后生成的订单，将按调价后的新价格政策执行； 

2019 年 3 月 27 日零时之前生成的订单，将按原价格执行。其中标准订单和库存订单，请于 2019

年 4月 1日之前完成提货，如晚于此期限仍未提货，订单将被作取消处理（施耐德电气缺货原因造成

的可申请特殊处理）。 



 

 

 

如您对此调整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施耐德电气当地销售人员。 

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顺祝商祺！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渠道共享中心 

2019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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