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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10kV智能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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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kV智能成套设备

1

10kV智能成套设备

智能成套开关柜/箱解决⽅案

产品简述： IAN型SF6全绝缘智能成套开关柜是公司利⽤多年来深耕配⽹领域的技术积累，结合国内外先

进的分布式就地馈线⾃动化理念开发的⼀款综合型的环⽹开关设备，⾃动化控制系统采⽤公

司⾃主研发设计的DAL保护测控单元和CMU综合通信单元，实现配电⽹正常状态或故障状态

的监测（三遥或⼆遥）、故障就地快速处理并快速恢复供电等功能。环⽹箱适⽤于3~10kV配

电系统，⼴泛适⽤于⼯业、⺠⽤电缆环⽹供电终端、⼆次配电站、开闭所、⼯矿企业、机场、

铁路、商业圈、⾼层建筑、⾼速公司、地铁、隧道等配电领域。使⽤条件满⾜GB/T�11022标

准有关规定，并能满⾜凝露及Ⅱ级污秽场所。

符合标准： GB3906、GB3804、GB16926、DL/T�404、�IEC62271-200I、DL/T�721

使⽤条件： 满⾜GB/T�11022标准有关规定，并能满⾜凝露及Ⅱ级污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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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 主体部分为模块化全绝缘全密封箱型式，充⽓隔室防护等级可达�IP67，⽀持通过专⽤

的连接件，扩展单元，实现多样化组合满⾜不同⼯程需求。

电流互感器类型、数量配置灵活，保护�CT（TA）、测量�CT（TA）可选，相�CT（TA）

、零序CT（TA）可选，CT（TA）变⽐可选；

配套提供国内著名互感器供应商的�PT（TV），满⾜系统测量、供电需求，可跟据⼯程

应⽤配置⼀台三相五柱式的电压互感器；

分布式DTU终端分别安装在各间隔柜内，标准化设计，简化柜间接线，实现即插即⽤；

⺟线PT间隔搭配⼀台CMU综合通讯单元，每个进出线间隔搭配⼀台DAL保护测控单元，

所有间隔单元通过总线连接，相互配合，形成⾯保护。

整套解决⽅案中⼀次设备、⼆次设备实现标准化设计、⽣产，互换性强，且易于扩展，

降低现场安装、施⼯以及维护难度。

⼀次设备性能参数：

机械寿命 次 5000
额定压⼒(SF6) MPa 0.045

年泄漏率 ≦0.02%
燃弧试验 20kA 1s 25kA 1s

防护等级(⽓箱/环⽹柜) IP67/IP4X

设备 项⽬ 单位
参数

负荷开关单元
C

断路器柜单元
V

IAN型SF�6
全绝缘开

关柜

额定电压 kV 12
额定频率 Hz 50/60
额定电流 A 630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kA 20 25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4S kA 20 25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kA 50 63

⼯频耐压
1min）

相间及相地 kV 42

断⼝间 kV 48

雷电冲击耐
压

相间及相地 kV 75

断⼝间 kV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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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项⽬ 单位
参数

DAL保护测控单元

DAL保护
测控单元

环境条件
⼯作温度 ℃ -40~70
相对湿度 % 5~95

⼯作电源 V DC48

测量精度
电压、电流

级
0.5

功率、功率因数 1

通信接⼝
2个⽹⼝，4个 2个

RS485

保护功能

过流保护、过负荷、 护、
遮断电流闭锁、涌

功能、越限 警、安全⾃
化 馈线⾃

智能分布式 FA

SOE 分辩率 ms ≤2

故障电流采集范围 20In

接点容量 不⼩于 DC24V/16A或
DC48A/10A或 AC250V/16A

电磁兼容等级 级 IV

终端性能参数：

零序保
流

告
功能、就地 动化及

设备 项⽬ 单位
参数

综合通信单元

综合
通信单元

环境条件
⼯作温度 ℃ -40~70
相对湿度 % 5~95

⼯作电源 V DC48

测量精度
电压、电流

级
0.5

功率、功率因数 1

通信接⼝
2个⽹⼝，4个 RS232，2个

RS485

保护功能 数据汇总，通讯转发功能，
蓄电池管理功能

SOE 分辩率 ms ≤ 2

故障电流采集范围 20In

接点容量 不⼩于 DC24V/16A或
DC48A/10A或 AC250V/16A

电磁兼容等级 级 IV

重合闸、
闭锁
动

RS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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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融合开关柜/箱

10kV智能成套设备

产品简述： IAN型SF6全绝缘⼀⼆次融合成套环⽹箱是公司利⽤多年来深耕配⽹领域的技术积累，结合国

内外先进的⼀⼆次融合理念开发的⼀款综合型的环⽹开关设备，⾃动化终端采⽤公司⾃主研

发设计的HF-863系列配电⾃动化终端，实现配电⽹正常状态或故障状态的监测（三遥或⼆遥）

和处理。环⽹箱适⽤于3~10kV配电系统；具有固定式组合型环⽹单元与灵活扩展型单元模块

两种形式，既适合⽹络节点或⽤⼾终端的要求，⼜能满⾜各种⼆次变电站对紧凑型开关柜灵

活使⽤的需要。环⽹箱最多可实现8路标准配置。⼴泛适⽤于⼯业、⺠⽤电缆环⽹供电终端、

⼆次配电站、开闭所、⼯矿企业、机场、铁路、商业圈、⾼层建筑、⾼速公司、地铁、隧道

等配电领域。

符合标准： GB3906、GB3804、GB16926、DL/T�404、�IEC62271-200I、DL/T�721

使⽤条件： 满⾜GB/T�11022标准有关规定，并能满⾜凝露及Ⅱ级污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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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 �主体部分为模块化全绝缘全密封箱型式，充⽓隔室防护等级可达IP67，⽀持通过专⽤的连

接件，扩展单元，实现多样化组合满⾜不同⼯程需求。

电流互感器类型、数量配置灵活，保护CT（TA）、测量CT（TA）可选，相CT（TA）、零

序CT（TA）可选，CT（TA）变⽐可选；

配套提供国内著名互感器供应商的PT（TV），满⾜系统测量、供电需求，可跟据⼯程应⽤

配置⼀台或多台三相五柱式、单相或其他定制类型的电压互感器；

HF-863配电⾃动化终端具备多种采样配置，⽤⼾可根据⾃⾝项⽬需求的不同进⾏灵活配置

每回路采样电流组合⽅式及采样电压组合⽅式。

HF-863配电⾃动化终端可配置线损模块，满⾜⼀⼆次融合⽅案对于线损计量、测量、保护

的要求；

整套解决⽅案中⼀次设备、⼆次设备⼀体化设计、⽣产，解决配电⽹规模化建设改造过程

中增量设备配电⾃动化覆盖需求以及⼀⼆次设备不匹配问题，互换性强，降低现场安装、

施⼯以及维护难度。

⼀次设备性能参数：

设备 项⽬ 单位
参数

负荷开关单元
C

断路器柜单元
V

IAN 型SF�6
全绝缘开

关柜

额定电压 kV 12
额定频率 Hz 50/60
额定电流 A 630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kA 20 25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4S kA 20 25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kA 50 63
⼯频耐压
（1min）

相间及相地 kV 42
断⼝间 kV 48

雷电冲击
�����耐压

相间及相地 kV 75

断⼝间 kV 85

机械寿命 次 5000
额定压⼒(SF6) MPa 0.045

年泄漏率 ≦0.02%
燃弧试验 20kA 1s 25kA 1s

防护等级(⽓箱/环⽹柜) IP67/IP4X

电磁兼容等级 级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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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性能参数：

设备 项⽬ 单位 参数

HF-863型
配电⾃动
化终端

环境条件
⼯作温度 ℃ -40~70
相对湿度 % 5~95

⼯作电源 V AC220

测量精度
电压、电流

级
0.5

功率、功率因数 1

通信接⼝
2个⽹⼝，4个 RS232，4个

RS485

后备电源 蓄电池（容量可选）

保护功能
过流保护、过负荷、零序保护、
重合闸、遮断电流闭锁、越限

告警

SOE 分辩率 ms ≤2

故障电源采集范围 10In

接点容量
不⼩于 DC24V/16A 或

DC48A/10A或AC250V/16A

电磁兼容等级 级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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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深圳市坪⼭区兰景北路惠程科技园���������邮编:�518118
Add:�Hifuture�Sci-tech�Park,�North�Lanjing�Rd.,�Pingshan�New�District,�
Shenzhen�518118,�China �
电话:�0755-89921023、26067258���������传真:�0755-26067245
官⽹:�http://www.hifuture.com�����http://www.hc002168.com/
邮箱:�info@hifuture.com

因产品开发设计随时会更新，同时样本中的参数及其它内容也将相应变化。
本样本仅供参考，不作为订单依据和所供产品对照使⽤，以后任何内容的改进及变更恕不另⾏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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