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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致⼒于提供专业配⽹装备及综合解决⽅案
以科技⻅未来

公司简介

企业荣誉

发展历程

企业⽂化



Shenzhen� huiche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securities� code:� 002168,� securities� referred� to� as� "huicheng� technology")� was� established� in� 1999�with�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801,929,568� yuan.� The� company� has� introduced� advanced� precision� production� equipment� from� Germany,�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with� CNC�

punching�machine,� laser�cutting,�robot�welding,�helium�leak�detection,�automatic� injection�molding�and�other�advanced�production�equipment�and�automatic�assembly�

lines.

Huicheng� technology� is� specialized�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i n sta l l a t ion � and � d i st r ibu t ion � network�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of� high� reliability,� full�

airtight,� full� insulation,� miniaturization� and�

intelligent� electrical� equipment.� Products�

involved�in�low�and�medium�voltage�equipment,�

new�power�products�and�smart�grid�products.�By�

2019,� the� company� had� obtained� 8� invention�

patents,� 9� appearance� patents,� 98� utility�model�

patents,� 1� extra� copyright� and� 378� test� reports.�

Company� with� new� type� macromolecule�

electrical � insulation� technology� for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re� advantage,� with� the�

municipal� new� electrical� produc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center�and�engineering�laboratory,�

products� are� widely� applied� to� its,� south� net�

distribution�projects�and�major�projects�at�home�

and� abroad,� are� exported� to� Spain,� Norway,�

Peru,� Australia,� Indonesia� and� so� on� nearly� 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products� run� the� high�

reliability�of�highly�recognized�by�our�clients.

The� company� fully� implements� the�
I SO9001 � qua l i t y � management � system,�
GB/T2400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GB/T28001�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always� actively�
perform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ively� donates�
power� materials� in� various� disaster� resistance�
and� circuit� rush� repair,� dispatching� installation�
team� to� the� front� line� for� rush� repair� and�
installation,�making�due�contributions� to�power�
repair.

In� the� future,� huicheng� technology� will�
maintai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high-
end� intell igent� manufacturing� business,�
continuously� expand� products� and� services,�
deepen�industrial�upgrading�to�smart�grid,�smart�
transmission�and�distribution�system,�intelligent�
new�energy�charging�system,�photovoltaic�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new� energy� system�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direction.� By�
continuously�optimizing�the�industrial�structure,�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strategic�
upgrading,� seeking�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realizing� the� steady� growth� of�
enterprise� value,� and� rewarding� employees,�
shareholders�and�the�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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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COMPANY

� � � � � � �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168，证劵简称：惠程科技）成⽴
于1999年，注册资⾦80192.9568万元。公司先后从德国、⽇本等国家引进先进的精密⽣
产设备，拥有数控冲床、激光切割、机器⼈焊接、氦⽓检漏、⾃动机注塑等先进⽣产设备及
⾃动化装配流⽔线。
�� � � � � � �惠程科技专业从事⾼可靠、全密闭、全绝缘、⼩型化、智能化电⽓装备的研发、⽣产、
销售、安装及配⽹综合解决⽅案。产品涉及中低压成套设备、电⼒新材产品及智能电⽹产
品。截⾄2019年，公司⼯取得8项发明专利，9项外观专利，98项实⽤新型专利，1项外著作
权和378项检测报告。公司以新型⾼分⼦电⽓绝缘材料技术为特⾊核⼼优势，拥有市级新
型电⽓产品研发中⼼和⼯程实验室，产品⼴泛应⽤于国⽹、南⽹及国内外重⼤⼯程配电
项⽬，远销西班⽛、挪威、秘鲁、澳⼤利亚、印度尼西亚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产品运⾏的
⾼可靠度得到客⼾的⾼度认可。
� � � � 公司全⾯贯彻执⾏ I SO 9 0 0 1质量管理体系、GB / T 2 4 0 0 1环境管理体系和
GB/T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并始终积极履⾏社会责任，在各类抗灾、电路抢修
中积极捐赠电⼒物资，派遣安装队伍奔赴⼀线进⾏抢修安装，为电⼒修复做出应有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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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产业
升级向智能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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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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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历程

1999年-2004年
深圳市惠程电⽓股份有限公司成⽴
被深圳市科技局认定为“� 深圳市⾼新技术企业”
公司硅橡胶电缆连接器产品在国内率先通过
国际权威检测机构-荷兰KEMA实验室检测

2005年-2006年
深圳惠程坪⼭科技园正式开⼯建设

HFK-V-KF51⼾外环⽹柜率先通过⼴东省新产品新技术鉴定

电⽓绝缘产品、SMC制品被认定为深圳市⾼新技术项⽬。

2007年-2012年
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002168”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新型电⽓绝缘材料及产品研究开发中⼼”
被确定为市级企业研发中⼼(⼯程中⼼类)
被国家认定为“⾸批国家级⾼新技术企业”
⼊选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直通⻋服务企业名单

2013年-2015年
通过“深圳市⾼新技术企业”复审
再次被认定为“国家级⾼新技术企业”
通过2013年度⼴东省“守合同重信⽤”企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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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017年
信中利资本集团控股“惠程科技”�助⼒强势崛起
荣获深圳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登记证书-授予三星级(最⾼级)
进军新能源汽⻋充电企业
通过收购哆可梦顺利实现转型,实现从传统电⼒配⽹
装备制造企业向互联⽹⼤数据的布局

2018年-2020年
公司将成为真机智能研发和设计的⽆⼈配送机器⼈及其他智能机器⼈的
唯⼀⽣产制造商，为公司转型⾼端智能制造创造机遇。

公司再次⼊选“深圳市直通⻋服务企业”名单

2019年2⽉公司正式更名为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惠程科技”，
证券代码仍为�002168

2019年4⽉30⽇获得“深圳市五⼀劳动奖状”





资质荣誉
Honor of qualification

国家⾼新技术企业证书

深圳市⾼新技术企业证书

⼴东省守合同重信⽤企业

深圳市重合同守信⽤企业

深圳市⼤企业直通⻋服务证

深圳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等级证书-三星级

实施卓越绩效管理先进单位

深圳市安全⽂化建设⽰范企业

承装（修、试）电⼒设施许可证-四级

安全⽣产标准化证书

安全⽣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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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区科技孵化企业

深圳市⺠营科技企业证书

优秀⺠营企业

第⼆届深圳进出⼝诚信企业推选诚信AAA企业

第三届进出⼝企业AAA诚信企业

第三届中⼩企业诚信榜“诚信中⼩企业”诚信榜证书

第四届“中⼩企业诚信榜”上榜证书

第四届“中⼩企业诚信榜”AAA级担保授信书

��



Technology of honor

技术认定

“建我国防、固我⻓城”优秀企业荣誉称号证书
深圳市科技创新奖证书（电⽓绝缘特种纤维复合材料SMC及制品项⽬）
深圳市⾃主创新产品认定证书（SMC电⽓设备）
质量可信产品推介证书（玻璃纤维增强不饱和聚酯模塑料产品HI-SMC型号）
采⽤国际标准产品标志证书-新型复合绝缘管型⺟线
⼴东省采⽤国际标准产品认可证书-新型复合绝缘管型⺟线
合格供应商认可备案证书（2009年度/开关柜/分⽀箱）
合格供应商认可备案证书（2010年度/电缆附件）
2014年度优秀供应商
ABB质量改进突破奖
国⽹⼭西电⼒招标采购2012年度供应商资质业绩信息核实证书
……



⾏业证书
Business certificate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互联⽹专委会普通会员单位

中国电器⼯业协会绝缘材料分会-会员单位

⼴东省能源协会会员单位证书

⼴东省电⽓⾏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单位）

⼴东省机械⾏业协会单位会员证书

⼴东省电机⼯程学会电缆专业委员会单位会员证

深圳市新材料产学研创新联盟副理事⻓单位证书

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第⼆届会员单位

深圳市电⼒⾏业协会会员单位

电⼒云平台会员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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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荣誉
Other honors

深圳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深圳市⼯会财务⼯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2018年度⽀持治安义⼯⼯作先进单位
坪⼭新区治安义⼯队惠程电⽓分队
热⼼⽀持治安义⼯先进单位
雅安地震捐助证书
坪⼭慈善捐助荣誉证书（
南⼭区2004年度分散按⽐例安排残疾⼈就业先进企业
物资捐赠接受牌
坪⼭新区第⼀届职业技能竞赛优秀组织奖
……



未来已来
The�future�has�arrived

梦想在前⽅，未来也在前⽅。放⻜梦想！展望未来！
Dream is ahead, and so is the future. Fly your dreams! 
Looking to the future!

01/0209/10



致⼒于提供电⼒配⽹装备及综合解决⽅案

以科技⻅未来

职责承诺
为客⼾保障品质
为员⼯谋求福利
为社会分担就业
为股东创造利润

核⼼价值观
以技术创新引领市场，为客⼾持续创造价值；
惠程造=德国造，匠⼼精神；
⾔必⾏，⾏必果；
信任，尊重，担当
安全，节能，环保
为员⼯，社会，�股东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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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化
CORPORAT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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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优势
LEADING
SUPERIORITY

致⼒于提供电⼒配⽹装备及综合解决⽅案
以科技⻅未来

解决⽅案

⽣产体系

科研实⼒

品控体系



变电站

电缆附件

带开关电缆分⽀箱

柱上开关 跌落式熔断器

环⽹柜 箱变

普通分⽀箱
普通对接箱 KYN28铠装移开式开关柜

XGN15 HXGN15

XGN15、HXGN15固定式开关柜、
固体绝缘开关柜

固体绝缘

6~10kV
中压配电系统

解决⽅案
Electric all series



工矿负荷

化工负荷

居民负荷

工厂负荷

380/220V
低压配电系统

降压变压器

硅橡胶电⽓接点防护罩

应⽤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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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实⼒
Scientific research strength

Scientific
 research 
strength

Scientific
 research 
strength

8项 378
项

9
项

98 项

1
项



综合型⾃动化机加中⼼

数控钣⾦加⼯中⼼

SMC模压加⼯中⼼

硅橡胶制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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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研发中⼼

市级⼯程实验室。

绝缘材料的⼒学、电学、耐候性等性能测试平台。

220kV⾼压屏蔽实验室

硬件优势

国内最早的硅橡胶电缆连接器⽣产⼚家

固体绝缘注射⼯艺，通过KEMA认证

国内最早的20kV外置式开关柜并柜⺟线产品

国际上最早的三层共挤式绝缘管型⺟线⽣产⼚商

技术成果



⽣产体系
Production system

Specialized production system

质量�� 环境�� 安全严格�� 严管�� 严谨专⼼ ��专注 专业

惠程电⽓拥有从产品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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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专业模具加⼯能⼒，能够针对客⼾需求，及时开发出产品模具，缩短供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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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程电⽓产品每⼀件都值得信赖。

专业�品质�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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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控体系
Quality system

坚持专业��保证品质
公司建⽴完整的科研、⽣产基地，引进先进的设备，

全⾯的检测⼿段，保障公司⽣产有序⾼效的进⾏。

ADHERE TO 
PROFESSIONAL 
QUALITY ASSURANCE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a complet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base, introduced advanced 

equipment and comprehensivetesting means to ensure

 the orderly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the company.

电阻测试抽检

理化实验室

220kV�⼯频耐压
试验设备

DESMA液态硅橡胶

PROFES

试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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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AL

出货抽检

试验室

氦⽓⽓体检验设备
&SF���充⽓机

完整的科研、⽣产基地

先进的设备

全⾯的检测⼿段

35kV�及以下
屏蔽实验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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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领域
PRODUCT 
DOMAIN

10kV智能成套设备�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致⼒于提供电⼒配⽹装备及综合解决⽅案
以科技⻅未来



PRODUCT  DOMAIN



10kV智能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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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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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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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智能成套设备

⼀⼆次融合开关柜/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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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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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简述： FZW28-12/630-20⼾外分界智能开关（看⻔狗）是我公司结合国内外先进技术并按照国内

城、农⽹改造之要求⽽⾃⾏设计、研制的新⼀代⾼压电⽓产品。经严格的型式试验和⻓期运

⾏考核，该装置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全部达到相关国家标准和⾏业标准。

FZW28-12/630-20⼾外分界智能开关（看⻔狗）适⽤于交流50HZ，6-10kV三相电⼒系统，

利⽤⽬前⽐较先进的计算机控制技术，具备线路故障快速查找、故障点快速隔离和智能短信

报警等功能，是实现配⽹⾃动化、坚强智能电⽹的优选产品。

本装置由FZW28-12⼾外真空负荷开关、⼾外⼲式电源PT、控制箱构成，设备之间通过专⽤

电缆连接。

智能型柱上产品

FZW28-12/630-20
⼾外分界智能开关(看⻔狗)

先进技术：FZW28-12⼾外智能分界开关是⼀款新型配电⽹⾃动化产品。该产品内部可加装零序电压传感

器和零序电流互感器，具有⾃动检测界内与界外的毫安级零序故障，通过⾼精度ZCT和ZPD来

测量计算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之间的相位即可判断事故是在⽤⼾侧或是在电源侧，通过对ZPD

的V0和ZCT的I0的相位差进⾏检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判断出接地电流的⽅向，并作出相应动

作，⽐只判断零序电流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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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

⾃动切除单相接地故障
⽤⼾⽀线发⽣单相接地故障时，分界开关⾃动分闸，变电站及馈

线上的其他分⽀⽤⼾感受不到故障的发⽣；

⾃动隔离相间短路故障

快速定位故障点

⽤⼾⽀线发⽣相间短路故障时，变电站跳闸，分界开关⽴即分

闸，变电站重合，不影响变电站及其他分⽀⽤⼾正常⽤电；

⽤⼾⽀线故障造成分界开关保护动作后，仅责任⽤⼾停电，由其

主动报送故障信息，电⼒公司可迅速派员到场排除，分界开关⾃

动将信息报送到电⼒管理中⼼或以短信形式通知相关⼈员。

使⽤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45℃—＋40℃；

海拔⾼度：根据国标修正，符合⾼原型要求；

⻛速不⼤于35m/s；

相对温度：⽇平均不⼤于95％，⽉平均不⼤于90％；

地震裂度不超过8度；

⽆⽕灾、爆炸、严重污秽、化学腐蚀及剧烈振动的场所。

产品型号：

安装普通⽀线开关时由⽀线故障引起的结果

变电站出线

安装分界负荷开关时由⽀线故障引起的结果

变电站出线



产品特点： 采⽤真空灭弧室，SF6⽓体绝缘，与真空灭弧室相串联的隔离断⼝，使灭弧性能和耐压性能

更佳。隔离断⼝和灭弧室⼆者间由机构保证动作顺序：真空灭弧室先断开，后断开隔离断⼝；

隔离断⼝先合，后合灭弧室。

⾼安全性能：灭弧和绝缘介质均为⽆油介质，在箱体顶部安装有防爆装置。即使内部发⽣意

外故障，也不会有⾼温⽓体或⻜溅物溢出。

免维护：开关的主回路采⽤电缆套管或复合拐⻆套管引出，开关的主回路和操动机构均密封

在SF6⽓箱内，所以不受环境条件的影响，实现免维护。

可电动，⼿动操作，使开关操作更灵活。其电磁操动机构，有电可合闸，电保持耗电省。失

电分闸，结构简单可靠。

安装⽅式灵活：可采⽤柱上吊装或坐装的安装⽅式。

具有⾃动化配电接⼝：可配置各种变⽐的电流互感器，⽤于测量、保护及计量，并配备远动

接⼝。

⾼可靠性：以我公司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为保证，产品具有⾼度的可靠性。SF6⽓体充⽓压

⼒为零，不会发⽣泄露。可靠的密封技术，使开关内的⽓体可保证正常⼯作20年。

⾼标准的外壳表⾯处理⼯艺：外壳焊接完成后，经过电解、电泳动、电沉积以及电渗透等⼯

艺，配合电泳漆涂装，使电泳漆渗透于钢板内部，该处理⼯艺具有涂膜均⼀、密着⼒强、⾼

耐候性、防腐能⼒强等优点，保证设备在⼾外严酷的使⽤条件下20年⽆锈蚀，⽆褪⾊；

绝缘轴
（驱动隔离端⼝）

挂钩
（易于安装）

电缆引出线

隔离断⼝

零序电压传感器

真空灭弧室

箱体

⽤于负荷开断和短路接通

绝缘轴
(驱动灭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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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开关技术参数：

社会及经济效益： 利⽤微机保护实现各种保护功能，⽐软件实现更加可靠；

通讯后台实现四遥功能，⼤⼤⽅便了系统的维护，和提⾼系统的稳定性；

利⽤故障短信通知功能，提⾼故障处理速度；

利⽤历史数据查阅功能，为供电线路的优化设计提供了⽀持：

⽆线通讯，⼤⼤减少了系统的实施费⽤和实施难度；

⽅便快捷查找故障点，避免了事故进⼀步扩⼤；

极⼤减轻了⼯作⼈员的劳动强度，节省了⼤量⼈⼒、物⼒；

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电损失；

提⾼了供电可靠性；

在线实时监测线路运⾏各种状态和参数，为线路正常运⾏提供了有⼒保障。



故障处理过程：

单相接地的故障处理过程（中性点不接地或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

线路正常供电时，变电站出线开关CB和分界开关K1、K2、K3

均处于合位。

⽤⼾2界内发⽣单相接地故障时，K2检出零序电流趋近全⽹的

零序电流，经延时判定故障性质为永久性后，令K2⾃动分闸，

⽴即隔离故障。

对K2⽽⾔，其它相邻⽤⼾的单相接地故障均属界外故障，K2

检出的零序电流⽐全⽹的零序电流⼩得多，K2不会分闸。

图⽰

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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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接地的故障处理过程（中性点不接地或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

图⽰

线路正常供电时，变电站出线开关CB和分界开关K1、K2、K3

均处于合位。

⽤⼾2界内发⽣单相接地故障时，K2检出零序电流趋近全⽹的

零序电流，K2与变电站保护动作时限配合，先于变电站动作令

K2⾃动分闸，⽴即切断故障电流，使相邻⽤⼾免于停电。

对K2⽽⾔，其它相邻⽤⼾的单相接地故障均属界外故障，K2

检出的零序电流⽐全⽹的零序电流⼩得多，K2不会分闸。

执⾏步骤：

相间短路的故障处理过程

图⽰

线路正常供电时，变电站出线开关CB和分界开关K1、K2、K3

均处于合位。

⽤⼾2发⽣相间短路故障时，变电站出线开关CB跳闸，线路停

电。K1、K2、K3均处于合位。

K2因侦测并记忆故障电流，在线路失电状态下快速分闸。

执⾏步骤：

变电站CB重合后，除事故责任点⽤⼾2外，其他⽤⼾全部恢复

供电。



产品简述： ZW20-12/630-20⼾外分界智能开关（带GPRS负控终端）是我公司结合国内外先进技术并

按照国内城、农⽹改造之要求⽽⾃⾏设计、研制的新⼀代⾼压电⽓产品。经严格的型式试验

和⻓期运⾏考核，该装置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全部达到相关国家标准和⾏业标准。

ZW20-12/630-20⼾外分界智能开关（带GPRS负控终端）适⽤于交流50HZ，6-10kV三相电

⼒系统，利⽤⽬前⽐较先进的计算机控制技术，具备线路故障快速查找、故障点快速隔离、

电能计量和智能短信报警等功能，是实现配⽹⾃动化、坚强智能电⽹的优选产品。

本装置由ZW20-12⼾外真空断路器、⼾外计量箱、控制箱构成，设备之间通过专⽤电缆连接。

智能型柱上产品

ZW20-12/630-20
⼾外分界智能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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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

ZW20-12⼾外智能分界开关是⼀款新型配电⽹⾃动化产品。该产品内部可加装零序电压传感器

和零序电流互感器，具有⾃动检测界内与界外的毫安级零序故障，通过⾼精度ZCT和ZPD来测量

计算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之间的相位即可判断事故是在⽤⼾侧或是在电源侧，通过对ZPD的V0�

和ZCT的I0�的相位差进⾏检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判断出接地电流的⽅向，并作出相应动作，⽐

只判断零序电流更准确。

⾼压计量预付费功能。安装该计量装置后⽤⼾必须先到营业部⻔买卡购电，电量⽤尽后，该装

置⾃动跳闸断电，从⽽解决了⻓期困扰⽤⼾拖⽋电费问题。

⾃动切除单相接地故障
⽤⼾⽀线发⽣单相接地故障时，分界开关⾃动分闸，变电站及馈

线上的其他分⽀⽤⼾感受不到故障的发⽣；

⾃动隔离相间短路故障

快速定位故障点

⽤⼾⽀线发⽣相间短路故障时，分界开关⽴即分闸，不影响变电

站及其他分⽀⽤⼾正常⽤电；

⽤⼾⽀线故障造成分界开关保护动作后，仅责任⽤⼾停电，由其

主动报送故障信息，电⼒公司可迅速派员到场排除，分界开关⾃

动将信息报送到电⼒管理中⼼或以短信形式通知相关⼈员。

使⽤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45℃�-�+40℃；

海拔⾼度：根据国标修正，符合⾼原型要求；

⻛速不⼤于35m/s；

相对温度：⽇平均不⼤于95%，⽉平均不⼤于90%；

地震裂度不超过8度；

⽆⽕灾、爆炸、严重污秽、化学腐蚀及剧烈振动的场所。

产品型号：



产品特点： 独特的进出线⽅式

采⽤硅橡胶套筒，使接线端⼦之间绝缘距离充裕，外绝缘特性优良；

�操作灵活、⽅便

本产品为电动储能、电动分合，同时具有⼿动储能、⼿动分合功能，并能实现遥控操作；

密封性能可靠�

采⽤成熟的密封结构技术，密封性能可靠；

具有免维护特性

断路器主回路及⼆次元器件、操作机构均密封在SF6⽓体(零表压)中，不受外界环境影响；�

使⽤安全

在箱体顶部安装有防爆装置，即使发⽣意外的内部故障，也不会有⾼温⽓体或⻜溅物泄露出

来；

可带485/232通讯接⼝，或通过光纤、⽆线实现远距离监控；

可检测毫安级的线路零序电流及25倍额定值的相间短路电流，测控准确，动作灵敏；

控制器输⼊模拟量通道共有四个，A相电流、C相电流、零序电流、BC相间电压。控制器通

过实时监测上述模拟量的值并与定值⽐较来判定线路故障，从⽽进⾏相应的处理。下表为不

同系统的故障处理结果。

⾼标准的外壳表⾯处理⼯艺：外壳焊接完成后，经过电解、电泳动、电沉积以及电渗透等⼯

艺，配合电泳漆涂装，使电泳漆渗透于钢板内部，该处理⼯艺具有涂膜均⼀、密着⼒强、⾼

耐候性、防腐能⼒强等优点，保证设备在⼾外严酷的使⽤条件下20年⽆锈蚀，⽆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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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数：

故障处理过程：



单相接地故障动作原理

中性点不接地或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

线路正常时，变电站出线开关和分界断路器均处于合闸状态，⼀旦⽤⼾界内发⽣单相接地故障，

分界断路器内置的零序互感器检测到的零序电流接近于全⽹的零序电流，超过事先整定的参数，

经延时，判断为界内永久性单相接地故障，分界断路器⾃动分闸，将故障区隔离开。

中性点经⼩电阻接地系统

在中性点经⼩电阻接地系统中，变电站虽有零序保护，但只要是该⽤⼾界内发⽣单相接地故障，

该⽤⼾的分界断路器与变电站保护依靠动作时限配合，分界断路器先于变电站开关动作，从⽽

切断了单相接地故障。

正常时，变电站出线开关CB和⽤⼾分界断路器FJ1、FJ2、Fj3均

处于合闸状态。

界内K2点发⽣单相接地故障，FJ2检测到的零序电流接近全⽹零

序电流，经延时，判定为永久性单相接地故障，FJ2分闸，切除

故障点。

对FJ2来说，其他⽤⼾和主线路发⽣的单相接地故障属界外故障，

FJ3检测到的零序电流⽐全⽹单相接地时的零序电流⼩得多，FJ2

不分闸。如K3点故障，由FJ3处理，K1点单相接地，则由变电站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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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间故障动作原理：
当⽤⼾界内发⽣相间故障时，分界断路器检测到短路电流，当短路电流超过过流定值时，经过

延时，确认为永久性过电流故障后，断路器分闸。假如短路电流超过速断电流定值时，断路器

⽴即分闸。

正常时，变电站出线开关CB和⽤⼾分界断路器FJ1、FJ2、

Fj3均处于合闸状态。

界内K2点发⽣相间短路故障，FJ2检测到短路电流，当短

路电流超过过流定值时，经过延时，确认为永久性过电流

故障后，断路器FJ2分闸，切除故障点。

社会及经济效益：

�利⽤微机保护实现各种保护功能，⽐软件实现更加可靠；

通讯后台实现四遥功能，⼤⼤⽅便了系统的维护，和提⾼系统的稳定性；

利⽤故障短信通知功能，提⾼故障处理速度；

利⽤历史数据查阅功能，为供电线路的优化设计提供了⽀持：

⽆线通讯，⼤⼤减少了系统的实施费⽤和实施难度；

⽅便快捷查找故障点，避免了事故进⼀步扩⼤；

极⼤减轻了⼯作⼈员的劳动强度，节省了⼤量⼈⼒、物⼒；

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电损失；

提⾼了供电可靠性；

在线实时监测线路运⾏各种状态和参数，为线路正常运⾏提供了有⼒保障。



ZW32-12/630-20
⼾外永磁智能真空断路器

产品简述： ZW32-12型⼾外交流⾼压真空永磁智能开关是我公司研制开发的三相交流50Hz、额定电压

12kV的⼾外开关设备，⼴泛⽤于城乡电⽹12kV电⼒系统，作为分、合负荷电流，过载电流

及开断短路电流之⽤。

该产品采⽤真空灭弧室和单稳态永磁操作机构，具有体积紧凑、重量轻、结构简单、操作可

靠、免维护、使⽤寿命⻓等优点。

先进技术： 单相接地故障保护

定时、反时限保护

过流速断�

加速跳闸保护

⾃动重合功能

使⽤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45℃—＋40℃；

海拔⾼度：根据国标修正，符合⾼原型要求；

⻛速不⼤于35m/s；

相对温度：⽇平均不⼤于95％，⽉平均不⼤于90％；

地震裂度不超过8度；

⽆⽕灾、爆炸、严重污秽、化学腐蚀及剧烈振动的场所。

智能型柱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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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功能特点：

环⽹功能 �Y时限延时����������������延时合闸������������两电源闭锁��������������瞬时加压闭锁

速断：⽆延时，整定值最⼤；

限时速断：与下⼀线路⼀段配合；

过流：⼀般按过负荷整定，电流最⼩，但动作时间最⻓。使⽤⼀段、⼆段或三段⽽组成的阶段

式电流保护，其最主要的优点就是简单、可靠，并且在⼀般情况下能满⾜快速切除故障的要求，

因此在电⽹中特别是在35kV及以下的单侧电源辐射形电⽹中得到⼴泛的应⽤。

接地保护功能 控制器通过检测，零序电流，零序电压的⼤⼩，零序电流与零序电压的相⻆差，来判别接地故

障是处于⽤⼾区内或⽤⼾区外；启动零序⽅向保护的条件：

����零序电流需⼤于零序电流定值；�����������������������零序电压需⼤于零序电压定值；

����电流与电压的相⻆差超出设定范围；��������������故障时间⼤于零序延时定值；

⼀次线路因故障发⽣过流或速断故障后，经重合闸间隔时间后，控制器控制开关进⾏⾃动重合

闸；

⾃动重合闸⼀般为避免⼀次线路出现瞬时性故障，⽽造成⼤⾯积停电事故；发⽣瞬时性故障，

如线路恢复正常，重合后，负荷区可⾃动恢复供电。重合闸次数⼀般为0~3次；

重合闸间隔时间：⼀般地，断路器在合闸操作前，需储能；发⽣第⼀次重合闸时，开关已储能，

因此，⼀次重合闸时间⼀般较⼆三次重合闸间隔时间要短；⼀次重合闸间隔时间，最⼩可以设

置为：0.3秒；在发⽣第⼀次重合后，开关需要储能，储能时间⼀般⼤于5秒，所以设置⼆三次

重合间隔时间需⼤于5秒；设0次时，重合闸功能退出；

重合闸后加速：⼀般地，⾃动重合到预伏故障时，经躲涌流延时后（⼀般为200ms~300ms）�

不�经速断或过流延时，⾃动加速跳闸，分闸后如重合次数未到，仍会继续重合；特殊地，⾃动

重合到预伏故障时，不经任何延时，⾃动加速跳闸，分闸后如重合次数未到，仍会继续重合；

三段式保护功能

重合闸功能



主要技术参数：



智能型配电终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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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U

集中式D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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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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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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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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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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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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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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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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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D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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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型DTU

综合通讯单元 DAL保护测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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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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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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B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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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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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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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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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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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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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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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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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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程

综合服务

服务案例
SERVICE
CASE

致⼒于提供电⼒配⽹装备及综合解决⽅案
以科技⻅未来



建国60周年天安⻔⼴场配电⼯程

⼈⺠⼤会堂配电⼯程 ⼤庆油⽥外部配电设备

重⼤⼯程
Majo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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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纪念碑供电设备

粤海铁路配电⼯程 博鳌亚洲论坛会场配电⼯程

北京APEC会议配电⼯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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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保修⼀年，终⾝维护
7×24⼩时不间断服务
技术服务⼈员48⼩时内到达现场。

综合服务
Comprehensive service



服务�尾华美变电� 用户技术�训�实操现场

坚持专业�保证品质

质量是企业的⽣存之根本，质量为企业发展之灵魂；

以质量树企业之信誉，以质量赢全球之宾朋。

Adhere to professional quality assurance

Qual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enterprise survival, quality is the soul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Build the reputation of the enterprise with quality, win the guests and friends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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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变电��后服务 用户设备�期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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