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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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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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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型DTU

产品简述： HF-863配电⽹⼀体化站所终端，是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研发的新⼀代⾼性能、⾼可靠性产

品，适⽤于中低压配电⽹环⽹柜、开闭所（站）、电缆分界室（箱）及配电室、低压变电站等场合，

完成馈线监控，识别馈线故障，⽀持RS232、RS485及以太⽹通信，是⼀种集数据采集、保护控制、

通信管理于⼀体的配电⽹⾃动化终端设备。

技术特点： 采⽤测量、控制、保护、通信“四合⼀”⼀体化设计，实现开闭所、环⽹柜、箱变智能解决⽅案。具

有丰富完整的三遥（遥测、遥信、遥控）、线损采集、保护控制、通信管理、故障定位隔离、快速恢

复供电等功能。

核⼼单元采⽤标准机箱，采⽤屏前接线，整机根据安装环境可实现多种结构型式，适合落地、壁挂、

柜体等安装⽅式。

功能插件独⽴设计、总线式结构，功能扩展⽅便，⽀持热插拔。

硬件平台统⼀，基于CPU+CPLD技术，实现成熟保护及测控算法，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快速性。

终端采⽤⼯业品级器件，满⾜IEC6100-4-IV（最严酷等级）电磁兼容要求，适应各种恶劣环境。

软硬件灵活组态配置，产品适⽤性强，最多可⽀持8回路在线监测功能。

实现通信管理机功能，⽀持多种通信⽅式，可配置多种通信规约，并具备数据转发功能。

电源智能监控及管理技术，⾃主判断交流失电、蓄电池⽋压，实现蓄电池的⾃动⽆扰切换、充放电、

活化管理功能。

具备多主站链接及远程维护功能，完善的⾃诊断、远程升级、在线参数整定功能。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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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863集中式DTU故障定位和⾮故障区域恢复供电原理：

集中式DTU⼀般应⽤于集中控制式的故障处理⽅案。此⽅案基于主站、通信系统、终端设备均已建成并运⾏完好的情

况下，由主站通过通信系统来收集所有终端设备的信息，并通过⽹络拓扑分析，确定故障位置，最后下发命令遥控各

开关，实现故障区域的隔离和⾮故障区域的恢复供电。

正常运⾏

1)A站和B站分别有两条10kV出线A线路和B线路

2)A线路带A1、A2环⽹柜，LHK联络环⽹柜运⾏

3)B线路带B1、B2、B3环⽹柜运⾏，两条线路均为电缆线路

……

间隔单元柜 间隔单元柜 DTU终端柜体

三遥信号
(YX/YC/YK)

站所终端
(HF-863)

⾄主站

ONU或⽆线通信模块

⼆次电缆

三遥信号
(YX/YC/YK)

三遥信号
(YX/YC/YK)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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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发⽣故障

1)10kV出线断路器CB1开关检测到故障后跳闸，重合不成功

2)10kV出线断路器CB1开关变位信息以及故障电流流过的A1环⽹柜当中K1开关和K2开关产⽣故障信号并上传⾄主站

3)主站遥控分开A1柜的K2开关和A2柜的K1开关，将故障点隔离

4)隔离成功后，主站⼜遥控合上CB1开关及合上联络柜LHK的K2开关，⾮故障区段恢复供电

F2发⽣故障

1)10kV出线断路器CB1开关检测到故障后跳闸，重合不成功

2)10kV出线断路器CB1开关变位信息以及故障电流流过的A1环⽹柜当中K1开关和K2开关、A2环⽹柜当中K1开关和K

�����2开关产⽣故障信号并上传⾄主站

3)主站遥控分开A2柜的K2开关和联络柜的K1开关，将故障点隔离

4)隔离成功后，主站⼜遥控合上CB1开关及合上联络柜LHK的K2开关，⾮故障区段恢复供电

集中控制式系统的优点：

1）负荷调配合理

2）⾮故障区域转供有更⼤的优势

3）准确率⾼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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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温度 -40℃~70℃（符合 GB2423.1、GB2423.2、GB2423.4相关要求）
存储温度 -40℃~70℃
相对湿度 5%~95%（装置内部⽆凝露、⽆结冰）
⼤⽓压⼒ 86kPa~106kPa
海拔⾼度 <3000m
防护性能 IP20（⼾内型）

环境及防护参数：

硬件配置：

模拟量输⼊数量 6 路交流电压、24路交流电流、2 路直流
开关量输⼊数量 最⼤ 60路
开关量输出数量 最⼤ 10路

通讯接⼝ 两路RJ45，2 路 RS485，4 路 RS232
通信媒介 光纤、⽆线、双绞线、载波

额定电⽓参数：
交流电压电流回路：

电压输⼊标称值 220V或 100V（订货注明）
电流输⼊标称值 5A或 1A（订货注明）

频率 50Hz
回路功耗 每相≤0.5VA

过载能⼒ 1.2In连续⼯作；20In允许 1 秒
1.2Un连续⼯作；2Un允许 1 秒

电源及功耗：

交流输⼊电源 AC220V������,允许偏差：±20%
装置电源 DC24V�����,允许偏差：±20%
开⼊电源 同装置电源
后备电源 DC48V

交流掉电⼯作时间 >8⼩时
整机功耗 ≤20VA

交直流采集：

交流电压、电流采集精度 0.5 级
直流电压、电流采集精度 0.5 级
功率、功率因数采集精度 1 级

频率采集精度 ≤±0.01Hz

故障电流输⼊范围为10In，在10In内总误差不⼤于±3%。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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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量输⼊：

信号输⼊⽅式 ⽆源空接点
隔离⽅式 采⽤光电隔离，隔离电压AC 2500V

SOE分辩率 ≤2ms
遥信响应时间 ≤1ms
遥信防抖时间 0~10000ms可设，默认200ms

开关量输出：

输出⽅式 ⽆源常开接点
接点容量 不⼩于DC24V/16A或 DC48V/10A或 AC250V/16A

遥控保持时间 0~10000ms可设，默认200ms

绝缘（安规）性能：
适⽤于电源、电压、电流、开⼊等端⼝与机壳间，以及各端⼝间。

绝缘电阻 ≥100MΩ /DC500V

⼯频耐压
500V/1min(Ui≤60V)

2000V/1min(60V<Ui≤125V)
2500V/1min(125V<Ui≤250V)

电磁兼容性能：

振荡波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静电放电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辐射电磁场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雷击浪涌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频磁场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脉冲磁场抗扰度 严酷等级：V 级

电压突降和电压中断抗
扰度

严酷等级：II 级

其他参数：

通讯规约 ⽀持 IEC60870-5-101/104
接线⽅式 端⼦或航插
时钟误差 ≤10ms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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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述： 配电⾃动化智能分布式站所终端，适⽤于10KV配电室、开闭所、环⽹柜等场所。整套系统由

保护测控单元和综合通信单元组成。整套系统采⽤分布式安装理念设计，柜内安装，就地实

现对线路及设备的保护功能。

保护测控单元具备完善的保护、测量、控制及通信监视等功能，与断路器、负荷开关等开关

配合为线路和馈出线提供保护，快速切除隔离故障区域，缩⼩停电范围，快速恢复供电；

综合通信单元具有丰富的通信接⼝，⽀持多种通信规约，收集保护测控单元的遥信遥测信息

进⾏汇总并上传主站，并转发主站下发的遥控开关命令。

综合通讯单元 DAL保护测控单元

分布式DTU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技术特点：

完善的保护功能：具备三段式过流保护、过负荷及零序保护、⼆次重合闸、后加速、检同

期⽆压、安全⾃动化功能；具备防励磁涌流、低压闭锁、PT断线闭锁和多种⾮电量等保护

；具备电流电压型馈线⾃动化和智能分布式馈线⾃动化功能。

丰富完整的三遥功能（遥测、遥信、遥控），通讯信息点表可灵活配置。

硬件平台统⼀，基于CPU+CPLD技术，实现成熟保护及测控算法，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性

和快速性。

终端采⽤⼯业品级器件，满⾜IEC6100-4-IV（最严酷等级）电磁兼容要求，适应各种恶劣

环境。

⽀持IEC61850�GOOSE服务，与电⽹其他间隔组建局域⽹，实现电⽹各节点数据共享。

强⼤的通讯功能：⽀持串⼝和以太⽹通讯，通讯规约⽀持IEC60870-5-101、IEC60870-5-

104，与通讯单元进⾏数据交互。

⼩型化设计，体积⼩，重量轻，安装⽅便。

全中⽂液晶显⽰，结构清晰，操作⽅便。

DAL保护测控单元

……

间隔单元柜 间隔单元柜 间隔单元柜

综合通信单元
(CMU)

保护测控单元
(DAL)

保护测控单元
(DAL)

保护测控单元
(DAL)

⾄主站

ONU或⽆线通信模块

串⼝通信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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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通讯单元

强⼤的通讯功能：具有丰富的通信接⼝，⽀持IEC60870-5-101、IEC60870-5-104和MODB

US等多种通信规约进⾏对上对下通讯。

强⼤的数据处理能⼒：汇总开闭所或环⽹柜内所有保护测控单元的遥信和遥测信息并上传

后台主站；并转上后台下发的开关遥控命令。

硬件平台统⼀，基于CPU+CPLD技术，实现成熟保护及测控算法，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性

和快速性。

终端采⽤⼯业品级器件，满⾜IEC6100-4-IV（最严酷等级）电磁兼容要求，适应各种恶劣

环境。

电源智能监控及管理技术，⾃主判断交流失电、蓄电池⽋压，实现蓄电池的⾃动⽆扰切换、

充放电、活化管理功能。

具备多主站链接及远程维护功能，完善的⾃诊断、远程升级、在线参数整定功能。

⼩型化设计，体积⼩，重量轻，安装⽅便。

全中⽂液晶显⽰，结构清晰，操作⽅便。

分布式系统的优点:

实现配⽹保护的选择性：

通过智能DTU之间的相互通讯和配合，本系统能⾃动精确定位故障点，先于馈线出⼝断路

器保护动作，由分段断路器实现有选择性的切除短路故障，最⼤可能的缩⼩停电范围，⼤

⼤提⾼配电⽹的供电可靠性。

提⾼故障隔离与恢复的速度：

为了保证系统的快速性，监控后台不参与故障处理的决策过程，⽽直接由智能DTU装置间

就地动态决策，快速实现故障的⾃动隔离和恢复，有效减少馈线出⼝开关和分段开关的动

作次数，极⼤的缩短停电时间。

加强系统运⾏的可靠性：

在通讯正常的情况下，主控DTU能够准确定位故障点，并通过预置的控制策略来进⾏故障

的快速隔离及恢复，避免了电压时间型DTU多次尝试性重合，减少了恢复过程中故障对系

统的多次冲击；在通讯异常的情况下，本装置⾃动按传统的电压时间型DTU逻辑运⾏。

通过本系统的I段过流保护和II段近后备保护，并结合馈线出⼝断路器的后备保护、⺟线保

护、变压器保护，实现了电⽹、变电站和馈线各类保护的协同配合，同时系统还具备重合

闸、解列、重构等功能，完善了智能配电⽹的⾃愈体系，提⾼了配电⽹的供电质量。�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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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强⼤的分析能⼒：�

运⾏过程中，系统能将故障处理的过程信息，包括故障类型、故障点、电流、电压、DTU状态、通讯

状态、分段开关状态，上传到后台监控系统或配电⽹⾃动化系统，实现故障处理的全过程监视及事后

分析，便于检修⼈员的故障排除，缩短事故处理时间。

减少系统的维护量：

系统不需要配电⾃动化主站和变电站配⽹⼦站系统参与，就可⾃治实现配⽹的故障隔离及重合、故障

恢复功能，安装实施简单，维护⼯作量⼩，便于推⼴使⽤。

综合通讯单元+DAL保护测控单元智能分布式FA故障定位和⾮故障区域恢复供电原理:

�1）�环⽹⾸端电源线路故障检测（图1）

在未与变电站内控制单元通讯的情况下，负1检测到失压但⽆故障，跳开负1，合负5开关。

图1环⽹⾸端电源线路故障

1）�配电站间的线路故障检测（图2）

负2开关和前端开关均检测到故障，负3和后端开关均未检测到故障，跳开负2和负3开关，

合负5开关。

图2�配电站间的线路故障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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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线路末端故障检测（图3）

负4开关和前端开关均检测到故障，因负5为联络开关，判定⼈线路末端发⽣故障，只跳开负4开关，不

合负5开关。

图3�线路末端故障

4）�配电站⺟线故障检测（图4）

负3开关和前端开关均检测到故障，负4和后端开关均未检测到故障，跳开负3和负4开关，合负5开关。

图4�配电站⺟线故障

5）�配电站出线线路故障检测（图5）

出线开关检测到故障，只跳开负10开关。

图5�配电站出线线路故障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10



异常情况处理包括:

�����被控开关拒动，切除故障区域只扩⼤⼀级

�����与变电站站内控制单元通信中断，采⽤失压保护判断变电站出线故障

�����配电站间DAL通信中断，通信中断的DAL⾃动切换成电压电流型FA

�����配电站内DAL与综合通信单元通信中断，向发出告警信号

�����FA处理过程中通信中断，⾃动切换成电压电流型FA�

环境及防护参数：
⼯作温度 -40℃~70℃（符合GB2423.1、GB2423.2、GB2423.4 相关要求）
存储温度 -40℃~70℃
相对湿度 5%~95%（装置内部⽆凝露、⽆结冰）
⼤⽓压⼒ 86kPa~106kPa
海拔⾼度 <3000m
防护性能 IP20（⼾内型）

硬件配置
模拟量输⼊数量 6路交流电压、7 路交流电流、2路直流
开关量输⼊数量 16路
开关量输出数量 5 路

通讯接⼝ 两路RJ45，2 路 RS485，4 路 RS232
通信媒介 光纤、⽆线、双绞线、载波

额定电⽓参数：
交流电压电流回路：

电压输⼊标称值 100V
电流输⼊标称值 5A或 1A（订货注明）

频率 50Hz
回路功耗 每相≤0.5VA

过载能⼒ 1.2In连续⼯作；20In允许 1 秒
1.2Un连续⼯作；2Un允许 1 秒

电源及功耗：
装置电源 DC48V ，允许偏差：±20%
开⼊电源 DC24V ，允许偏差：±20%
整机功耗 ≤20VA

交直流采集：
交流电压、电流采集精度 0.5 级
直流电压、电流采集精度 0.5 级
功率、功率因数采集精度 1 级

频率采集精度 ≤±0.01Hz

故障电流输⼊范围为20In，在10In内总误差不⼤于±3%，在20In内总误差不⼤于±10%。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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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开关量输⼊：
信号输⼊⽅式 ⽆源空接点

隔离⽅式 采⽤光电隔离，隔离电压 AC 2500V
SOE分辩率 ≤2ms
遥信响应时间 ≤1ms
遥信防抖时间 0~10000ms可设，默认200ms

开关量输出：
输出⽅式 ⽆源常开接点
接点容量 不⼩于DC24V/16A或 DC48V/10A 或AC250V/16A

遥控保持时间 0~10000ms可设，默认200ms

适⽤于电源、电压、电流、开⼊等端⼝与机壳间，以及各端⼝间。
绝缘电阻 ≥100MΩ /DC500V

⼯频耐压
500V/1min(Ui≤60V)

2000V/1min(60V<Ui ≤125V)
2500V/1min(125V<Ui ≤250V)

振荡波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静电放电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辐射电磁场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雷击浪涌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

抗扰度 严酷等级：III 级

⼯频磁场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 严酷等级：IV 级

脉冲磁场抗扰度 严酷等级：V级
电压突降和电压中断抗

扰度
严酷等级：II 级

通讯规约 ⽀持 IEC60870-5-101/104 ，IEC61850GOOSE服务等
接线⽅式 端⼦
时钟误差 ≤1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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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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