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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交流高压跌落式熔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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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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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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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回报员工、股

东和社会。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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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HCCRW (HCHRW) 系列户外交流高压跌落式熔断器，是一种过电流保护装置。适

用于户外交流50Hz、额定电压为12/24kV的配电线路及配电变压器的过载、短路
保护以及电源隔离之用途。

跌落式熔断器是配电网当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产品之一，也是配电系统使用量最大
的电力产品之一。由于其结构的直观性和价格的低廉性，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广
大制造行业足够的重视。存在着开断性能不稳定、通流能力低、寿命短等许多缺
点，并且数十年来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供电可靠性
要求的提高，电力系统对该产品的品质要求大幅度提高，为此，深圳惠程对国内
外众多种类的产品进行了详细地研究，并征求了大量用户的意见和建议，研发出
了新一代的 HCCRW (HCHRW) 系列户外交流高压跌落式熔断器。

HCCRW (HCHRW) 系列户外交流高压跌落式熔断器，技术参数达到了IEC2822
标准、DL/T640-97标准、GB15166.3-94标准以及美国标准ANSI/IEEE37.41的要
求。产品通过了国家高压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型式试验。同时，对于关键结
构的设计，公司已经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受理号：200720019400.2。

产品专利点 传统产品中，其熔管下部转动部分（铸铜件）与下端导体的连接均采用铆接弹
簧片压接，这种压接方式，不但接触面积小，由于每次合闸的分散性、金属疲
劳造成的弹力降低等许多原因，非常容易造成其接触电阻增大，接触点发热，
而弹簧片发热后又会进一步失去弹性，造成接触电阻更大，直至烧毁。

本产品创造性地将弹簧片
改造成为U形弹簧，不但
提高了接触面的结合力，
且压接力的大小不会受到
温度的影响。该结构大大
地提高了产品运行的可靠
性，从根本上解决了跌落
式熔断器因接触不良发热
而烧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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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 本公司的 HCCRW 系列跌落式熔断器，已经通过了西安国家高压电器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根据国标IEC282-2（高压熔断器、喷射式熔断器）标准所做的型式试
验。

本公司已经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其中涵盖了熔断器系列产品。
公司技术图纸准确、工艺文件、标准完善，质量控制点分布合理，试验设备齐
全，做到了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公司承诺，产品出厂合格率100%，因产品质
量问题出现运行故障，无条件更换。

生产过程控制 惠程科技严格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控制生产全过程。公司配备了
先进的生产设备，并具有完善的质量检测手段，以求产品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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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条件 ■  额定频率：50Hz

■  环境温度：－40℃ ～ ＋50℃

■  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

■  污秽等级：Ⅲ级、Ⅳ级

■  风    压：不超过700Pa（风速34m/s）

■  对地最小爬电距离：>300mm

■  无强酸碱腐蚀

适用标准 本产品符合： 

■  IEC282-2《高压熔断器 第2部分 喷射式熔断器》

■  GB15166.3《交流高压熔断器喷射式熔断器》

订货须知 订货时，用户须提供如下参数：
■  产品型号          ■  额定电流         ■  是否需要熔丝         ■  熔丝规格

如有特殊要求，请详细说明

出厂试验 ■  外观和尺寸检查

■  1min工频相对地干耐受电压试验

■  接触性能检查

4



户外交流高压跌落式熔断器

5

性能特点

产品型号

上平行沟槽接线端子 

高强度绝缘子

安装钢脚

下平行沟槽接线端子

接地线挂孔

U形弹簧

铸铜耳臼

铸铜耳轴

不锈钢胀力穿芯轴 

铸铜管套

熔管

铸铜拉环

负荷开断拉勾

上导电片

不锈钢弹簧

防冰罩

额定开断电流kA

额定电流A

带灭弧栅型

额定电压kV

户外式

熔断器

瓷绝缘(复合绝缘)

惠程科技

HC     C(H)       R           W        12        F                    10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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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特点

■ 整体结构严谨合理

熔断器的整体结构设计严谨合理、用料考究、装配工艺严格，各部件之间
配合稳定可靠、动作灵活。不但保证了产品运行的可靠性，也保证了操作
人员可以非常方便轻松地作业。

■ 防紫外线耐水熔管

用环氧玻璃纤维缠绕管及灭弧介质材料组成的熔管，外层加防紫外线户外
漆，机械强度高、有效使用寿命长，适当的几何尺寸，单端排气方式，加
快了气流速度，提高了吹弧能力，可同时满足开断大、小电流的要求。

■ 超强的机械性能和故障开断能力

合闸操作时，熔管精确到位，不会出现晃动、反弹、或者脱扣现象；脱扣
动作绝对可靠，并与故障电流的大小无关；具有最大16kA短路故障的开断
能力（每根熔管一次）。

■ 高品质的材料

所有配件不但设计合理，而且均采用了高品质的材料，采用先进的加工工
艺，产品精度高、互换性好，确保了产品整体的高品质。

■ 不锈钢胀力穿芯轴

用不锈钢卷制而成的胀力穿芯轴，保证了熔管与铸铜耳轴连接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确保熔断器动作时熔管能够准确地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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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镀银上下触头

熔断器上下两端的导电触头，均为银对银结构，减少接触电阻，确保导电
可靠性。

■ 高强度镀银铸铜耳轴及铸铜耳臼

精铸镀银耳轴及铸铜耳臼的设计，强度高、配合严密而自如，动作灵活且
避免了合闸时熔管左右晃动。

■ 镀锌防冰罩

防冰罩的设计可以防止雨水流到不锈钢弹簧及上触点上，从而防止熔断器
上端因结冰而无法动作。

■ 无断开上下导流片

熔断器上下两端的导电部分，均采用整体镀银铜片，中间无断开点，大大
提高了产品的导电能力和产品的可靠性。

■ 平行沟槽接线端子

精铸并镀银的平行沟槽接线端子，提供了两个压线道沟，使接线非常简单
可靠。

7

性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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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户外交流高压跌落式熔断器

HCCRW12-100/12.5 型
HCCRW12-200/12.5 型

■ 安装尺寸

           型 号
  

 

HCCRW12-100/12.5           12                       100               12.5               125           50     42          320         7.2       

HCCRW12-200/12.5              12               200             12.5              125              50      42            320          7.3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开断电流    冲击电压                         爬电距离     重  量            体  积           机械寿命
（kV）         （A）        （kA）       （kV）                              （MM)           (KG)          (CM)            （次）     

工频耐压

干 湿
（kV）

52X42X1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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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HRW12-100/12.5 型
HCHRW12-200/12.5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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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尺寸

           型 号
  

 

HCHRW12-100/12.5         12                          100               12.5             150          65    50         >630          4.8       

HCHRW12-200/12.5            12                 200             12.5             150             65      50          >630          4.9 

■ 技术参数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开断电流   冲击电压                         爬电距离      重  量            体  积           机械寿命
（kV）         （A）         （kA）      （kV）                              （MM)            (KG)          (CM)           （次）     

工频耐压

干 湿
（kV）

53X44X1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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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RW12F-100/12.5 型
HCCRW12F-200/12.5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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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HRW12F-100/12.5 型
HCHRW12F-200/12.5 型

           型 号
  

  

HCCRW12-100/12.5         12                           100              12.5              125            50    42           320          7.6   

HCCRW12-200/12.5            12                  200            12.5             125            50     42            320          7.7              

HCHRW12-100/12.5         12                           100              12.5              150           65    50          >630          5.2

HCHRW12-200/12.5            12                 200            12.5             150             65     50           >630          5.3 

■ 技术参数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开断电流    冲击电压                         爬电距离      重  量            体  积           机械寿命
（kV）         （A）        （kA）       （kV）                              （MM)            (KG)          (CM)          （次）     

工频耐压

干 湿
（kV）

56X44X12        500

58X44X1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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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