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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于1999年，于200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企业板挂牌上市，证券代码:�002168。经过20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形成⾼端

智能制造和互联⽹综合服务两⼤业务板块双主业运营，双轮业绩驱动的发展态势。

⾼端智能制造领域，惠程以新型⾼分⼦电⽓绝缘材料技术为特⾊核⼼优势，

致⼒于提供专业配⽹装备及综合解决⽅案，专业从事⾼可靠、全密闭、全绝缘、⼩

型化新⼀代电⽓装备的研发、⽣产、销售、安装及配⽹综合解决⽅案。产品包括成

套开关设备、全密闭绝缘中低压电缆分接箱、电缆对接箱、硅橡胶电缆附件、可分

离连接器、外置⺟线连接器、避雷器、电⽓接点防护罩等硅橡胶绝缘制品、APG环

氧树脂产品、管型⺟线、SMC电⽓设备箱体等。2001年公司被深圳市科学技术局认

定为“深圳市⾼新技术企业”；2008年被认定为深圳市⾸批“国家级⾼新技术企

业”。公司与众多国内科研院所、国际知名企业保持着⻓期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在

⾼端智能制造和绝缘材料技术⽅⾯始终保持着业内领先地位。

未来，惠程科技将保持⾼端智能制造业务持续发展，不断拓展产品和服务，紧

跟国家泛在电⼒物联⽹发展⽅向，向智能电⽹、智能输配电系统，新能源智能化充

电系统、光伏发电设备、新能源系统运营管理⽅向发展；积极创新发展互联⽹新兴

业务，开发流量⼊⼝，扩⼤流量导⼊渠道,围绕客⼾提供综合性互联⽹服务，最终

发展成为线上线下⼀体的互联⽹综合服务商。惠程科技将通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全⾯推进战略升级，寻求可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企业价值稳健增⻓，回报员⼯、股

东和社会。



硅橡胶设备终端

产品检测报告

企业资质



���������惠程科技拥有⼀⽀学历⾼、技术能⼒强、科研知识丰富的研发团队，公司研发⼈员

占公司总⼈数的�13.54%，�核⼼技术研发⼈员均来⾃中国科学院，�其中有两名为享受国

务院政府颁发特殊津贴的研究员，研发的项⽬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等奖。公司⼗

分注重专业技术⼈员的培养和引进，在⾼分⼦绝缘材料、复合绝缘、产品结构设计等⽅

⾯具有明显的⼈才优势。

���������公司拥有市级新型电⽓绝缘材料，产品研究开发中⼼以及市级⼯程实验室,可对绝缘

材料的⼒学、电学、耐候性等性能进⾏全⾯测试。公司积极与国内科研院所、国际⼤型

企业进⾏技术交流与合作。与中国科学院⻓春应⽤化学研究所、西安⾼压电器研究所、

国⽹武汉⾼压研究院、西安交通⼤学、德国⽡克化学、美国道康宁等保持着⻓期友好的

合作关系，确保公司技术研发能⼒始终处于业界领先⽔平。

���������多年以来公司在引进外部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主创新。⽬前公司已获得各类国

家专利总计61项。此外，公司依据强⼤的技术研发能⼒和完善的⽣产测试条件，能够为

客⼾优质、⾼效地开发个性化电⽓绝缘产品。

200kV�⼯频耐压实验设备

关键监测设备——局部放电检测 理化实验室

400kV�雷电冲击试验设备

研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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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程科技拥有从产品设计、模具开发到产品实现的完整⽣产能⼒。

���������模具⻋间占地1000余平⽅⽶，各类⼤型模具加⼯设备30余台。其中CNC，数控⽕花机

�、数控切割机等⾼精度、⾃动化机床18台。具备⼤型硅橡胶模具加⼯能⼒，能够针对客⼾

需求，及时开发出产品模具，缩短供货周期。

����������惠程科技在电缆附件的⽣产设备和场地建设上投⼊⼤量的资⾦，将硅橡胶成型⻋间建

设为⽆尘空调⻋间；并完整引进德国硅橡胶⽣产设备，包括DESMA橡胶注射成型机，2KM

双组份硅橡胶混料系统，2KM硅橡胶成型机等进⼝加⼯设备。从⽣产第⼀步开始保证产品

质量。公司仅硅橡胶成型设备有40余台，硅橡胶电缆附件年产值可达5亿元。

���������公司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建设有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惠程科技产品每⼀

件都值得信赖。

模具加⼯中⼼ 2KM�液态硅橡胶混料系统

DESMA�固态硅橡胶成型设备 DESMA�液态硅橡胶成型设备 固态硅橡胶⽣产机组

先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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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说明
采⽤全进⼝硅橡胶材料加⼯成型，具有优异的绝缘性、耐热性、耐寒性、介电性、耐臭氧、
耐腐蚀和耐⼤⽓⽼化等性能，能够满⾜各种⼯况条件下的运⾏,⼴泛应⽤于电缆分⽀箱、环
⽹柜、箱式变电站等
每批次原料都经过⼒学、电学性能指标检测，从源头保证了产品质量
所有成品100%经过出⼚性能试验（⼯频耐压、局部放电）
引进德国DESMA固体注射⽣产系统，结合⽆尘空调制造⻋间，常年恒温恒湿，保证了制造
产品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确保产品质量稳定
产品结构设计符合EN50180、EN50181标准套管尺⼨要求，满⾜IEC60502、GB12706.4标
准性能要求，并通过国家权威机构的型式试验认证，⻓期运⾏安全可靠
多年现场安装运⾏经验，专业的⼯程安装队伍，可提供产品的现场安装及指导安装，保证
出⼚产品安装质量
屏蔽型可分离连接器产品，内外屏蔽设计，⻓期运⾏⽆局部放电，电⽓性能稳定，实现了
设备的全绝缘、全封闭等性能

欧式可分离连接器系列

26/35kV
最⾼运⾏电压���������������� 40.5kV

额定电压�

铜、铜铝

-40℃⾄95℃
250℃，持续时间不超过5s

交流耐压或直流耐压
117kV,5min

或104kV,�15min�
不闪络、不击穿

局部放电

冲击电压试验

恒压负荷循环

短路热稳定（导体）

短路动稳定

45kV，PD≤5pC

200kV，±10次

25kA,2s两次，
⽆可⻅损坏

88kA,不少于10ms，
⽆可⻅损坏

导体施加电压1.25U ��，并加热⾄（90-95）℃其中加热5h，冷却3h，共3次循环0

8.7/15kV 12/20kV 18/30kV

17.5kV 24kV 36kV

39kV，5min
或35kV，�15min�
不闪络、不击穿

54kV,5min
或48kV,�15min�
不闪络、不击穿

81kV,5min
或72kV,�15min�
不闪络、不击穿

15kV，PD≤5pC 20kV，PD≤5pC 30kV，PD≤5pC

95kV，±10次 125kV，±10次 170kV，±10次

24kA,2s两次，
⽆可⻅损坏

25kA,2s两次，
⽆可⻅损坏

23kA,2s两次，
⽆可⻅损坏

83kA,不少于10ms，
⽆可⻅损坏

63kA,不少于10ms，
⽆可⻅损坏

83kA,不少于10ms，
⽆可⻅损坏

电缆附件导体材料

⻓期运⾏温度

短路时温度

屏蔽泄露电流
屏蔽电阻试验 ⽼化前后屏蔽电阻不⼤于5000Ω

在设备最⾼电压下，泄漏电流不⼤于0.5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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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型后插头⾮屏蔽型前插头屏蔽型前插头 屏蔽型后插头

10kV�欧式可分离连接器

适⽤范围 产品适⽤于6/10kV、8.7/10kV、8.7/15kV电压等级交联聚⼄烯电缆，主要
起到开关柜、分⽀箱等电⼒设备进出线套管绝缘防护作⽤。

技术特点 产品结构设计紧凑，具有丰富的扩展性能，拆卸灵活，满⾜紧凑型开关柜的多路出

线防护

采⽤螺⺟紧固连接⽅式，运⾏更安全，使⽤更可靠

产品规格型号
屏蔽型前插头 屏蔽型后插头 ⾮屏蔽型前插头 ⾮屏蔽型后插头

可分离连接器前插、后插组装图

硅橡胶设备终端

电压等级

8.7/15kV

25-35
50-70
95-120
150-185
240-400
500-630

屏蔽型规格型号 ⾮屏蔽型规格型号
电缆截⾯（mm²）

前插头

HCPS-Q-1
HCPS-Q-2
HCPS-Q-3
HCPS-Q-4
HCPS-Q-5
HCPS-Q-6

后插头

HCPS-H-1
HCPS-H-2
HCPS-H-3
HCPS-H-4
HCPS-H-5
HCPS-H-6

前插头

HCS-Q-1
HCS-Q-2
HCS-Q-3
HCS-Q-4
HCS-Q-5
HCS-Q-6

后插头

HCS-H-1
HCS-H-2
HCS-H-3
HCS-H-4
HCS-H-5
HCS-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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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技术特点 采⽤⾼性能氧化锌电阻⽚芯体，具有优异的⾮线性伏安特性、陡波响应良

好、通流能⼒强等特点，确保电⽹线路安全运⾏

⾮插⼊式结构，⼀体化注射成型，具有良好的防⽔密封性能

产品结构设计紧凑，拆卸灵活，满⾜紧凑型开关设计需求

外表⾯全屏蔽设计，屏蔽电阻⼩于5kΩ，有效的保证了产品运⾏安全与操

作维护⼯作⼈员的⼈⾝安全，实现了设备的全绝缘、全封闭、全防护、免

维护、抗污秽等性能

⾮屏蔽型避雷器

10kV�欧式T型避雷器

屏蔽型避雷器�

适⽤范围 产品适⽤于6/10kV、8.7/10kV、8.7/15kV电压等级开关设备，防⽌电⼒系
统输变电设备受雷击过电压和操作过电压损坏设备及元器件。

前插、避雷器组装图前插、后插、避雷器组装图

项��⽬
标称电压�
参考电压�

持续运⾏电压
直流1mA下参考电压

标称放电电流
截波电流冲击残压

雷电冲击电流下残压
直流0.75U1mA下泄漏电流

2ms⽅波通流容量
4/10μs⼤电流冲击

屏蔽电阻试验

YH5WS-13/36
10kV
13kV
10.4kV

≥19.3kV
5kA

≤41.3kV
≤36kV
≤20μA

150A
65kA

⽼化前后屏蔽电阻不⼤于5000Ω

YH5WZ-17/45
15kV
17kV
13.6kV
≥24kV
5kA

≤51.8kV
≤45kV
≤20μA

200A
65kA

YH5WS-17/50
15kV
17kV
13.6kV
≥25kV
5kA

≤57.5kV
≤50kV
≤20μA

100A
65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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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kV�欧式防护插头

套管防护插头

技术特点
产品结构设计简洁，安装简单⽅便，可多次拆卸安装使⽤，不受海拔⾼度

影响

优异的内、外屏蔽设计，屏蔽电阻⼩于5kΩ，有效的保证了产品运⾏安全

与操作维护⼯作⼈员的⼈⾝安全，实现了设备的全绝缘、全封闭、全防护、

免维护、抗⽔浸等性能

适⽤范围 产品适⽤于12/20kV电压等级以下的环⽹柜进出线绝缘插座防护，也适⽤

于各种电缆分接箱和箱式变电站装置。

产品规格型号

硅橡胶设备终端

电压等级

8.7/15及以下

产品规格型号 产品描述

HCS-O-10
屏蔽型防护插头
屏蔽型防护插头

⾮屏蔽型防护插头
HCPS-O-20
HCPS-O-2012/2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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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范围 产品适⽤于6/10kV、8.7/10kV、8.7/15kV、12/20kV电压等级交联聚⼄烯

电缆，主要起到开关柜、分⽀箱等电⼒设备进出线套管绝缘防护作⽤。

30kV�欧式可分离连接器

技术特点 产品结构设计紧凑，具有丰富的扩展性，拆卸简便，满⾜紧凑型开关柜的
多路出线防护
优异的内、外屏蔽设计，表⾯屏蔽电阻⼩于5kΩ，有效的保证了产品运⾏
安全与操作维护⼈员的⼈⾝安全
实现了设备的全绝缘、全封闭、全防护、免维护、抗污秽等性能

可分离连接器组装图

注射屏蔽型前插头 注射屏蔽型后插头

屏蔽型前插头 屏蔽型后插头

产品规格型号

25
35-50
70-95 35-50

120-150 70-95
185-300 120-185
400-630 240-500

电缆截⾯（mm²）型号

HCPS-Q-30-1 HCPS-H-30-1
前插头 后插头

HCPS-Q-30-2 HCPS-H-30-2
HCPS-Q-30-3 HCPS-H-30-3
HCPS-Q-30-4 HCPS-H-30-4
HCPS-Q-30-5 HCPS-H-30-5
HCPS-Q-30-6 HCPS-H-30-6

12/20kV 18/(20)3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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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型绝缘⺟线

欧式外置⺟线连接器

技术特点 产品设计有⾮屏蔽型、喷涂屏蔽型与注射（模压）屏蔽型三种⽅式，适⽤
于开关设备的各种形式并柜
外置绝缘⺟线包含⾮屏蔽型与喷涂屏蔽型两种产品，可根据开关间距任意
调整产品⻓度，具有安装⽅便、设计灵活、价格低廉等优点
外置绝缘软⺟线产品，可任意调整⺟线⻓度、产品韧性好、弯曲⻆度⼤，
对开关设备的并柜间距要求低，可提供半绝缘柜与全绝缘柜并柜解决⽅案、
开关不同⽔平⾯并柜解决⽅案等
特殊结构异型⺟线产品，可提供半绝缘柜与全绝缘柜并柜解决⽅案、开关
错位柜解决⽅案

异型⺟线 软⺟线

产品规格型号

适⽤范围 产品适⽤于8.7/15�kV、12/20kV、18/20kV、18/30kV电压等级开关设备并
柜，额定电流630A/1250A，主要实现开关相领单元之间的顶部扩展功能，
起到扩展套管的绝缘防护与电流传送作⽤。

屏蔽型T型连接器 屏蔽型⼗型连接器

硅橡胶设备终端

外置⺟线连接器

外置绝缘⺟线

电压等级

电压等级

T型连接器

连接器绝缘⺟线

⼗型连接器

规格

产品描述

产品描述

8.7/15kV及以下

8.7/15kV及以下

HCS-T-10

HCS-MX-10

HCPS-LR-MX-30

HCS-十-10

套管中⼼距-18mm

⾮屏蔽型外置⺟线连接器

⾮屏蔽型外置绝缘⺟线

12/20kV及以下

12/20kV及以下

18/(20)30kV

18/(20)30kV

HCPS-T-20

HCPS-MX-20

HCPS-YX-MX-30

HCPS-LR-T-30

HCPS-RMX-20

HCPS-LR-T-30

HCPS-LR-MX-30

HCPS -十-20

套管中⼼距-18mm

HCPS –LR-十-30

套管中⼼距-18mm

HCPS –LR-十-30

226、364、412.5、416、492.5、

439、486、512、554、576、689、

826���(根据客户需要开发对应规格)
屏蔽型异型⺟线根据客⼾需要开发对应规格

喷涂式屏蔽型外置⺟线连接器

喷涂式屏蔽型外置绝缘⺟线
屏蔽型外置绝缘软⺟线

模压式屏蔽型外置⺟线连接器

模压式屏蔽型外置绝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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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型号

内锥插拔式电缆终端系列

技术特点 设计结构紧凑，安装简便，可应⽤于紧凑型GIS设备

安装尾管为⾦属接地，⻓期使⽤安全可靠

触头采⽤螺栓紧固安装⽅式，触指式连接，免去了复杂的安装⼯艺，安装

效率⾼，性能更优越

尺寸表

型号

D

1#

31.5

2#

36

3#

40
内锥终端头

电压等级

36kV以下

40.5kV

52kV

2#

3#

HCPS-NZ-40.5

HCPS-NZ-52

1# HCPS-NZ-36 APGST-NCB-1# HCPS-NM-36

APGST-NCB-2#

APGST-NCB-3#

接⼝
型号 GIS终端 GIS套管 GIS闷头

HCPS-NM-40.5

HCPS-NM-52

内锥闷头3#

适⽤范围 适⽤于40.5kV电压等级以下交联聚⼄烯电缆，主要应⽤在GIS设备，起到

绝缘防护、电场应⼒疏散及防⽔密封作⽤。

内锥闷头2#内锥闷头1#

硅橡胶设备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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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测试棒

技术特点 HCCN-10测试棒产品，安装在电⽓设备可分离连接器堵头位置，设备维护

时⽆需反复拆装可分离连接器，便可对设备及线路进⾏性能检测，⼴泛应

⽤于10kV电⽓设备，配合全进⼝⾼绝缘性能的硅橡胶材质，在提升现场测

试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试验设备及维护⼯作⼈员的安全性

HCCN-27.5测试终端产品，可直接应⽤于符合EN50180、EN50181标准，

2#、3#內锥套管电⽓设备的电⽓性能测试，产品安装、拆卸简单⽅便，产

品可应⽤于27.5kV电压等级铁路系统GIS电⽓设备，也可向下兼容35kV�GI

S电⽓设备产品内、外屏蔽设计，局部放电优于国家标准要求，电⽓性能

优越

适⽤范围 产品分为8.7/15kV电压等级可分离连接器专⽤测试⼯具，与26/35kV电压
等级以下通⽤型开关设备测试⼯具；适⽤于开关设备、分接箱设备等⾼电
压测试时的套管绝缘防护。

HCCN-10�测试棒HCCN-27.5�内锥测试棒

技术参数

硅橡胶设备终端

项��⽬
额定电压

最⾼运⾏电压
⼯频耐压
局部放电

冲击电压试验

HCCN-27.5
27.5 kV
48kV

124kV,5min,�不闪络、不击穿
48kV,≤5pc 

250kV，±15次，
不闪络、不击穿

HCCN-10
8.7/15kV
17.5kV

42kV,5min,不闪络、不击穿
15kV,≤5pc

95kV，±15次，
不闪络、不击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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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侧⾯并柜⺟线连接器系列

内锥并柜⺟线采⽤国际知名品牌硅橡胶材料加⼯成型，具有优异的绝缘性、耐热性、耐寒

性、介电性、耐臭氧、耐腐蚀和耐⼤⽓⽼化等性能，能够满⾜各种⼯况条件下的运⾏

侧⾯并柜⺟线系统分为环氧內锥套管与聚合物套管两种⽅式，产品结构优化，满⾜紧凑型

开关并柜�每批次原料都经过⼒学、电学性能指标检测，从源头保证了产品质量

所有成品100%经过出⼚电⽓性能试验

引进德国DESMA固体注射⽣产系统，结合⽆尘空调制造⻋间，常年恒温恒湿，保证了制造

产品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确保产品质量稳定

产品结构设计符合EN50180、EN50181标准内锥型套管尺⼨要求，满⾜IEC60502、GB127

06.4标准性能要求，⻓期运⾏安全可靠

专业的⼯程安装队伍，多年现场安装运⾏经验，可提供产品的现场安装及指导安装，保证

出⼚产品安装质量

电缆附件导体材料

8.7/15kV 12/20kV 26/35kV

最⾼运⾏电压���������������� 17.5kV 24kV 40.5kV

额定电压�

T2铜

⻓期运⾏温度 -40℃⾄95℃

短路时温度 250℃，持续时间不超过5s

交流耐压或直流耐压
39kV，5min

或35kV，�15min�
不闪络、不击穿

54kV，5min
或48kV，�15min�
不闪络、不击穿

117kV，5min
或104kV，�15min�
不闪络、不击穿

局部放电

冲击电压试验

短路热稳定（导体）

屏蔽泄露电流

短路动稳定

屏蔽电阻试验 ⽼化前后屏蔽电阻不⼤于5000Ω
在设备最⾼电压下，泄漏电流不⼤于0.5mA

15kV，PD≤5pC 20kV，PD≤5pC 45kV，PD≤5pC
95kV，±10次 125kV，±10次 200kV，±10次

24kA,2s�两次，
⽆可⻅损坏

25kA,2s两次，
⽆可⻅损坏

30kA,2s两次，
⽆可⻅损坏

83kA,不少于10ms，
⽆可⻅损坏

63kA,不少于10ms，
⽆可⻅损坏

110kA,不少于10ms，
⽆可⻅损坏



技术特点 产品结构设计简洁，安装简单⽅便，可多次拆卸安装使⽤，不受海拔⾼度
影响
优异的内、外屏蔽设计，屏蔽电阻⼩于5kΩ，有效的保证了产品运⾏安全
与操作维护⼯作⼈员的⼈⾝安全，实现了设备的全绝缘、全封闭、全防护、
免维护、抗⽔浸等性能

适⽤范围 产品适⽤于6/10kV、8.7/10kV、8.7/15kV、12/20kV电压等级交联聚⼄烯
电缆，主要起到开关柜、分⽀箱等电⼒设备进出线套管绝缘防护作⽤。

10kV�內锥式并柜⺟线连接器

产品规格型号

电压等级 产品规格型号

8.7/15及以下

绝缘⺟线

HCPS-L-20

备��注

HCPS-NM-10-Ⅰ
HCPS-NM-10-Ⅱ

HCPS-NT-10-Ⅰ
HCPS-NT-10-Ⅱ�

内锥并柜套管

內锥并柜⺟线连接器Ⅰ�型 內锥并柜⺟线连接器堵头 內锥并柜套管

硅橡胶设备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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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范围

20kV�内锥并柜⺟线连接器

产品适⽤于8.7/15kV、12/20kV电压等级开关设备并柜，额定电流630A，
主要实现开关相隔单元之间的侧⾯扩展功能，起到缘防护与电流传送作⽤。

技术特点 侧⾯并柜⺟线系统套管采⽤新型半结晶性⼯程聚合物加⼯成型，具有韧性
⼤、硬度⾼，以及优越的电⽓性、耐热性、耐化学性及抗开裂性
优异的内锥式套管结构设计，开关套管间距可⼩于<100mm
内锥并柜绝缘⺟线采⽤紫铜棒加⼯成型，表⾯镀银处理，配合⽆磁恒⼒弹
簧固定，保证了良好的⾦具界⾯配合
⺟线连接⾦具与套管⾦具触头呈环形接触，接触⾯积⼤，通流能⼒强

内锥式套管内锥式闷头内锥并柜⺟线

产品规格型号

电压等级
产品规格型号

12/20kV
绝缘⺟线 内锥并柜套管

HCPS-NT-20HCPS-NM-20

硅橡胶设备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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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V�内锥并柜⺟线连接器

适⽤范围 产品适⽤于21/35kV、26/35kV电压等级开关设备并柜，额定电流1250A，
主要实现开关相邻单元之间的侧⾯扩展功能，起到缘防护与电流传送作⽤。

技术特点 35kVⅡ型内锥并柜绝缘⺟线内、外表⾯屏蔽设计，屏蔽层表⾯电阻⼩于5
kΩ，有效的保证了产品运⾏安全与操作维护⼯作⼈员的⼈⾝安全，实现了
设备的全绝缘、全封闭、全防护、免维护、抗污秽等性能

內锥并柜⺟线连接器堵头內锥并柜⺟线连接器內锥并柜⺟线连接器套管

电压等级
产品规格型号

26/35kV
绝缘⺟线 内锥并柜套管

HCPS-NT-35-ⅡHCPS-NM-35-Ⅱ

产品规格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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