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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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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GB/T24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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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科技⻅未来 Technology�creates�the�future
致⼒于提供专业配⽹装备及综合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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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Hi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securities� code:� 002168,� securities� abbreviation:�
huicheng� technology)� was� established� in� 1999� with�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801.929568�million� yuan.� The�
company� has� introduced� advanced� precision� production� equipment� from� Germany,�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with� CNC� punch,� laser� cutting,� robot� welding,� helium� leak� detection,� automatic� injection�
molding�and�other�advanced�production�equipment�and�automated�assembly�lines.

Hifuture� electric� specialize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instal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highly� reliable,� fully� closed,� fully� insulated,� miniaturized� and� intelligent� electrical�
equipment.� The� products� include� medium� and� low� voltage� complete� sets� of� equipment,� new� material�
products�and�smart�grid�products.�As�of�2019,�the�company�has�obtained�8�invention�patents,�9�appearance�
patents,� 98� utility� model� patents,� 1�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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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GB/T2400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GB/T28001�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always�
actively� performs�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ll� kinds� of� disaster� resistance,� circuit� repair� actively� donated�
power�supplies,�send�installation�team�to�the�front�line�for�repair�and�installation,�make�due�contributions�
to�power�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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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质
荣誉

Honor�of�

Qualification



0 9 / 1 0

www.hifu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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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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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
认定

Technology�

Honor

以科技⻅未来 Technology�creates�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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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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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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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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
荣誉

Company�

Profile

以科技⻅未来 Technology�creates�the�future
致⼒于提供专业配⽹装备及综合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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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梦想在前⽅，未来也在前⽅。

Dream�is�ahead,�and�so�is�the�future.�Fly�your�dreams!�Looking�to�the�future!

Fly your dream! 
Look to the future!

放⻜梦想！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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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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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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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发展
历Development�

History

以科技⻅未来 Technology�creates�the�future
致⼒于提供专业配⽹装备及综合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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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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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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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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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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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化

Corporat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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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科技⻅未来 Technology�creates�the�future
致⼒于提供专业配⽹装备及综合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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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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案

⽣产体系

科研实⼒

品控体系

Leading�

Superiority势领先
优

以科技⻅未来 Technology�creates�the�future
致⼒于提供专业配⽹装备及综合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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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EADINGSU



PERIOROITY

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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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解决
⽅Electric�

All�Series

以科技⻅未来 Technology�creates�the�future
致⼒于提供专业配⽹装备及综合解决⽅案



⼯矿负荷

化⼯负荷

居⺠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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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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未来 Technology�creates�the�future
致⼒于提供专业配⽹装备及综合解决⽅案

发明专利
8项

外观专利
9项

实⽤新型专利
98项

原著作权
1项

检测报告
378项

Scientific�Research�

Strength⼒科研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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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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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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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科技⻅未来 Technology�creates�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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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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品质�信誉

系⽣产
体Produ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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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焊接机械⼿⾃动焊接机械⼿⾃动焊接机械⼿

DESMA�固态硅橡胶成型设备DESMA�固态硅橡胶成型设备DESMA�固态硅橡胶成型设备

固态硅橡胶⽣产机组固态硅橡胶⽣产机组固态硅橡胶⽣产机组

2KM�液态硅2KM�液态硅
橡胶混料系统橡胶混料系统
2KM�液态硅
橡胶混料系统

综合型⾃动化机加中⼼综合型⾃动化机加中⼼综合型⾃动化机加中⼼

硅橡胶制品中⼼硅橡胶制品中⼼硅橡胶制品中⼼

220kV�⼯频耐压试验设备220kV�⼯频耐压试验设备220kV�⼯频耐压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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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rehensive testing means to ensure the orderly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the company.

出
货
抽
检

出
货
抽
检

出
货
抽
检

⾼
压
品
质
抽
检

⾼
压
品
质
抽
检

⾼
压
品
质
抽
检

以科技⻅未来 Technology�creates�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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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控
体系

Quality�

System

电阻测试抽检电阻测试抽检电阻测试抽检



DESMA�液态硅橡胶成型设备DESMA�液态硅橡胶成型设备DESMA�液态硅橡胶成型设备

氦⽓⽓体检验设备&SF6充⽓机氦⽓⽓体检验设备&SF6充⽓机氦⽓⽓体检验设备&SF6充⽓机

理化实验室理化实验室理化实验室

试验室试验室试验室

关键检测设备—局部放电检测关键检测设备—局部放电检测关键检测设备—局部放电检测 低压品质抽检低压品质抽检低压品质抽检

220kV�⼯频耐压试验设备220kV�⼯频耐压试验设备220kV�⼯频耐压试验设备 35kV�及以下屏蔽实验室35kV�及以下屏蔽实验室35kV�及以下屏蔽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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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 R O D U C T



D O M A I N

产品领域



域产品
领 Product�

Domain

低压电缆分⽀箱系列���������������

综合配电箱（JP柜）系列��������

10kV跌落式熔断器开关����������

YBW-12/0.4系列预装式箱式变电站

低压成套开关柜系列

10kV开关柜系列

电缆分⽀箱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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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NESS�TECHNOLOGY�
WITH�HEART
CREATE�LEGEND�
ON�CABLE.



电⼒成套系列产品
COMPLETE POWER 
SERIES PRODUCTS



中压系列
MEDIUM VOLTAGE 

SERIES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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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主开关采用具有隔离、接地功能的一体化

真空负荷开关，操作简单可靠，闭锁功能完善，

由于真空负荷开关具有较高的开断能力（额定交

接电3150A）和机械寿命（10000次），可以用

于馈线回路过载保护和频繁操作场合。

柜体采用进口敷铝锌板经数控机床加工成模块化

结构，防护等级达到IP3X，并具有可靠的机械联

锁和防护误操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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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分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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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压

额定频率

额定电流

额定负荷开断电流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4S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项⽬ 单位

kV

HZ

A

kA

kA

kA

kV

kV

kV

kV

次

mm

HF -12

12

50

630

630

20

50

42

48

75

85

2000

IP33

620*896*895

相间及相地

断⼝间

相间及相地

断⼝间

⼯频耐压

（1min）

雷电冲击

耐压

机械寿命

外壳防护等级

外形尺⼨（宽x 深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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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压

额定频率

额定电流

额定负荷开断电流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4S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峰值）

项⽬ 单位

kV

HZ

A

kA

kA

kA

kV

kV

kV

kV

次

mm

HF -12

12

50

630

630

20

50

42

48

75

85

2000

IP33

620*896*895

相间及相地

断⼝间

相间及相地

断⼝间

⼯频耐压

（1min）

雷电冲击

耐压

机械寿命

外壳防护等级

外形尺⼨（宽x 深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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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条件： 1. 海拔⾼度 ≤1000⽶

2. 适应环境温度 -40℃〜+50℃ 

3. 额定频率50Hz

4. ⽆强酸碱腐蚀

5. 风压不超过700Pa（风速34m/s）

6. 对地最⼩爬电距离>300mm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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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1022、GB/T 3906、GB/T 3804、GB/T 12706.4、IEC 60282：2-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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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V跌落式熔断器开关
户外交流⾼压跌落式熔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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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W-12预装箱式变电站

YBW□-12/0.4高压/低压预装式变电站是

在现有箱变运行情况分析和充分考虑城网改造

对配电网络自动化要求情况下，研制的具有国

内先进水平的智能型环保箱式变电站。产品吸

收了美式箱变、欧式箱变和国产箱变的优点，

采用新材料、新工艺及先进的元器件和高低压

配电自动化技术：其中高压（12kV）能满足电

力部门对于配电网自动化的要求，低压

（0.4kV）能满足小区物业管理智能化的要求，

可以通过中心站或物业管理处的上位机对箱式

变电站进行“四遥”（遥测、遥信、遥调、遥

控）配电管理。当智能箱变接入成“手拉手”供电网时，在自主软件配合下，能完成故障区

段自动定位、故障切除、负荷转带、网络重构等功能，从而保证在一分钟内恢复送电。适合

我国的国情特点。

产品适用于城市高层建筑、城乡建筑、居民小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小型发电厂、矿

山油田以及临时用电场所，做配电系统中接受、分配和控制电能之用。它具有成套性强、体

积小、结构紧凑、运行安全可靠、使用维护方便、智能化程度高等优点。

1. 海拔⾼度 ≤1000⽶

2. 适应环境温度 -40℃〜+50℃ 

3. 额定频率50Hz

4. ⽆强酸碱腐蚀

5. 风压不超过700Pa（风速34m/s）

6. 对地最⼩爬电距离>300mm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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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1022、GB/T 3906、GB/T 3804、GB/T 12706.4、IEC 60282：2-1995

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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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额定频率

额定容量

额定短时耐受定电流

额定峰值耐受定电流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

壳体防护等级

噪⾳⽔平

回路数量

项⽬

1min ⼯频耐受电压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单位

kV

A

Hz

kVA

kA

kA

kA

dB

个

kV

kV

⾼压开关设备

10

630

50

20

50

50

对地、相间

断⼝间

对地、相间

断⼝间

42

48

75

85

1

IP33

变压器

10/0.4

50

100〜1600

35/28（5 min）

75

≤65

1

低压开关设备

0.4

100～2500

50

30

63

63

2.0/2 .5

8〜15



低压系列
THE LOW PRESSURESERIES 

OF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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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电缆分⽀箱

HFDF

符合标准: IEC60439-1、GB/T 7251.1

主要特点： ·采⽤SMC材料，在⾼温⾼压下模压成型，具有⾼强度，⾼模量和良好的抗撞击性

·重量⽐同等规格的⾦属箱轻1/3，可替代⾦属箱体，⼤⼤节约⾦属材料

·优异的电绝缘性，可保证户内、户外使⽤的安全

·良好的耐腐蚀，抗⽼化性能，可在多种复杂环境下使⽤，使⽤寿命可达20年

·组合式箱体安装⽅便，灵活的组合⽅式可满⾜多种空间的需求

·采⽤模块化组合，拆装⽅便

·箱门采⽤三点定位门锁，锁芯加保护盖，安全可靠，还可根据需要外加挂锁

·开门⾓度⼤于120度，更换门和活动板⽆需专⽤⼯具

·安装灵活，落地安装、杆上安装、架上安装和挂墙安装均可

·防护等级：IP33-IP44

·可根据设计需要提供可视窗及独⽴操作仓

·箱体尺⼨灵活，可提供深度240、320、480、640、宽度为400、600、800、1000、1200、⾼度

为660、890、1140各类尺⼨箱体

产品简述： HFDF采⽤下进下去，进线不带开关或带塑壳断路器，出线带微断或带塑壳断路器。安装

⽅式为落地式。适⽤于电缆从桥架直接引⼊箱体内。适合在室内安装。如果⽤在户外，上进

线采⽤防⾬端⼦或进线改为侧进或下进线。

使⽤条件： 1. 海拔⾼度 ≤2000⽶

2. 适应环境温度 -25℃〜+55℃ 

3. 空⽓相对湿度 ≤95%（+25℃） 

4. 地⾯倾斜度 ≤5。

5. 安装地点 ⽆⽕灾、爆炸危险、化学

     性腐蚀及剧烈振动

产品图:

低压电缆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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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GCK

符合标准: GB/T 7251、IEC60439-1

产品简述： GCK开关设备是严格依据全国联合设计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同类产品的优点，结合我国实际情

况不断总结创新，凝结最新科技成果⽽成。本产品结构先进，外形美观，电⽓性能优良，防护等级

⾼，安全可靠，维护⽅便，是冶⾦、⽯油、化⼯、电⼒、机械、轻纺等⾏业低压供电系统理想的配电装

置，如配以适当的接⼝还可与PLC（程序控制器）或微处理器及通讯组成供配电⾃动控制系统。

使⽤条件： 1. 海拔⾼度 ≤2000⽶

2. 适应环境温度 -25℃〜+55℃ 

3. 空⽓相对湿度 ≤95%（+25℃）

4. 地⾯倾斜度 ≤5。

5. 安装地点 ⽆⽕灾、爆炸危险、化学

   性腐蚀及剧烈振动

低压成套开关柜

产品图:

主要特点： GCK的基本柜架为组合装配式结构，柜架的全部结构件都经过镀锌或喷塑处理，通过螺钉紧固互相

连接成基本柜架，再按需要加上门板、挡板、隔板、抽屉、安装⽀架以及⺟线和电器组件等零件，组装成

⼀台完整的控制中⼼柜。

·本柜结构有以下特点：

柜架采⾃攻锁紧螺钉或8.8级六⾓螺钉紧固互相连接成基本框架

a）零部件的成型尺⼨、开孔尺⼨、设备间隔实⾏模数化（模数E=25mm）；

b）内部结构件采⽤镀锌处理；

c）外部经磷化处理，然后采⽤静电环氧粉末喷涂；

d）柜架由主⺟线单元、抽屉功能单元、电缆间隔单元三个相互独⽴的空间构成，可防⽌事故扩散和

便于带电维修。

·功能单元（抽屉部分）

a）功能单元：馈电单元、进线单元、⺟联单元、电动机单元、公⽤电源单元；

b）隔室的门板由主开关的操作机构与抽屉进⾏机械连锁，主开关在合闸位置时，抽屉单元门板打不

开；

c）主开关的操作机构可⽤三把撬锁锁定在合闸或分闸位置，防⽌误操作；

d）抽屉单元背⾯具有主电路进出线插头、辅助电路⼆次插头及接地插头；

e）接地插头使抽屉在分离试验连接位置时，保证了保护电路的连续性；

f）各功能单元隔室采⽤⾦属隔板隔开。

·⺟线系统

a）GCK⺟线系统采⽤三相五线制，⽔平⺟线装于柜顶，N线、PE线既可以装于柜顶，也可以装于柜

下部；

b）三相⽔平⺟线采⽤铜⺟线或铜覆铝⺟线，机械强度⾼、通流能⼒强、散热性好；

c）垂直⺟线采⽤聚碳酸酯⼯程塑料外壳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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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低压配电柜

GGD

符合标准: IEC60439-1，GB/T 7251.1

产品简述：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适⽤于发电⼚、变电所、⼯业企业等电⼒⽤户作为交流50Hz，额定⼯作电

压380V，额定⼯作电流⾄3150A的配电系统中作为动⼒、照明及配电设备的电能转换、分配与控制之

⽤。该产品具有分断能⼒⾼，额定短时耐受电流达50kA，电⽓⽅案灵活、组合⽅便、实⽤性强、结构

新颖、防护等级⾼等特点。该产品是我国组装式、固定⾯板开关柜的代表产品之⼀。

使⽤条件： 1. 海拔⾼度 ≤2000⽶

2. 适应环境温度 -25℃〜+55℃ 

3. 空⽓相对湿度 ≤95%（+25℃）

4. 地⾯倾斜度 ≤5。

5. 安装地点 ⽆⽕灾、爆炸危险、化学

   性腐蚀及剧烈振动

主要特点： GGD的基本柜架为组合装配式结构，柜架的全部结构件都经过镀锌或喷塑处理，通过螺钉紧固互相

连接成基本柜架，再按需要加上门板、挡板、隔板、安装⽀架以及⺟线和电器组件等零件，组装成⼀台完

整的配电装置。

� GGD柜架采⾃攻锁紧螺钉和8.8级六⾓螺钉紧固互相连接成基本框架

a）零部件的成型尺⼨、开孔尺⼨、设备安装单元实⾏模数化（模数E=25mm）；

b）内部结构件采⽤镀锌处理；

c）外部经磷化处理，然后采⽤静电环氧粉末喷涂；

d）柜架由主⺟线单元、隔离单元、开关出线单元三个空间构成，便于带电维修。

� GGD柜散热性能好。在柜体上下两端均有不同数量的散热槽孔，当柜内电器元件发热时，热量

上升，通过上端槽孔排出，⽽冷风不断由下端槽孔补充进柜，使密封的柜体⾃下⽽上形成⼀个⾃然通风

道，达到散热的⽬的。

� GGD柜按照现代⼯业产品造型设计要求，采⽤⻩⾦分割⽐的⽅法设计柜体外形和各部分的分割

尺⼨，整柜美观⼤⽅。

� 柜体经磷化处理，然后采⽤静电环氧粉末喷涂。均具有附着⼒强，质感好。整柜呈亚光⾊调，

避免了眩光效应，给值班⼈员创造了较舒适的视觉环境。

� ⺟线室的开启式结构便于现场主⺟线的装配和调整，同时可对电流的温升效应起到⼀定的限制

作⽤。

� ⺟线系统

a）GGD⺟线系统采⽤三相五线制，⽔平⺟线装于柜顶，N线、PE线既可以装于柜顶，也可以装于柜

下部；

b）三相⽔平⺟线采⽤铜⺟线或铜覆铝⺟线，机械强度⾼、通流能⼒强、散热性好。

产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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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MNS

符合标准: IEC60439-1、GB/T 7251.1

产品简述： MNS系列低压抽出式开关柜适⽤于发电⼚、变电站、⽯油化⼯、冶⾦轧钢、轻⼯纺织等⼚矿企业

和住宅⼩区、⾼层建筑等场所，作为交流50〜60Hz，额定⼯作电压交流660V及以下电⼒系统的配电设备

的电能转换、分配及控制之⽤。

使⽤条件： 1. 海拔⾼度 ≤2000⽶

2. 适应环境温度 -25℃〜+55℃ 

3. 空⽓相对湿度 ≤95%（+25℃）

4. 地⾯倾斜度 ≤5。

5. 安装地点 ⽆⽕灾、爆炸危险、化学

   性腐蚀及剧烈振动

主要特点： ·MNS的基本框架为组合装配式结构，框架的全部结构件都经过镀锌处理，通过⾃攻锁紧螺钉或

8.8级六⾓螺钉和⾃攻螺钉紧固互相连接成基本框架，再按⽅案变化需要，加上相应的门、封板、隔板、安

装⽀架、以及⺟线、功能单元等零部件，组装成⼀台完整的装置。

·MNS的内零部件尺⼨、隔室尺⼨实⾏模数化（模数单位E=25mm），组成五种基本抽屉单元，见下

表：

五种抽屉单元

抽屉型式 8 E/4 8 E/2 8 E 16 E 24E

最多容纳单元数 36 18 9 4 3

·MNS采⽤的柜架结构具有⾼度灵活性，结构⼀旦组装完毕就不再需要维修。柜体内可安装不同的

标准元件，以满⾜各种使⽤要求。由于整个系统包括电⽓结构均采⽤了组合式的设计，这种优化的结构设

计满⾜了各种元件的要求，并适⽤不同⼯作环境，达到相应的防护等级。

·MNS与传统产品相⽐，具有更多的优越性:

1)结构紧凑，节省柜体的体积

2)柜体能背靠背排列

3)配电回路布置经济

4)全部选⽤标准元件，⽅便⼯程设计⼈员设计

5)全系列标准化

6)柜体可按⼯作和环境的不同要求设计出相应的防护等级

7)在⼀个柜体中可⾃由安装不同型式的功能组件，如: 固定式组件和抽出式组件

8)设备更新改进⽅便

9)设备运⾏连续性和可靠性⾼

10)操作⼈员⼈⾝安全有保障

产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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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低压⽆功补偿箱

HiBC

符合标准: IEC60439-1、GB/T 7251.1

产品简述： MNS系列低压抽出式开关柜适⽤于发电⼚、变电站、⽯油化⼯、冶⾦轧钢、轻⼯纺织等

⼚矿企业和住宅⼩区、⾼层建筑等场所，作为交流50〜60Hz，额定⼯作电压交流660V及以下电

⼒系统的配电设备的电能转换、分配及控制之⽤。

使⽤条件： 1. 海拔⾼度 ≤2000⽶

2. 适应环境温度 -25℃〜+55℃ 

3. 空⽓相对湿度 ≤95%（+25℃）

4. 地⾯倾斜度 ≤5。

5. 安装地点 ⽆⽕灾、爆炸危险、化学

   性腐蚀及剧烈振动

主要特点： ⽆功⾃动补偿，装置根据九区图原理⾃动跟踪⽆功负荷的变化情况，投切电容器组，改善

功率因数，提⾼电能质量。

四遥和通信组⽹功能，装置配置多个RS232或485接⼝，可通过MODBUS等通信协议和其它

电⼒⾃动化装置实现互联，可通过⼿持⽆线抄表器或GPRS模块实现数据传输。

完善的电容器组保护功能，装置具备过压保护、⽋压保护、过压回差、⽋压回差、温度保

护、谐波保护功能。

投切统计功能，可对电容器的投切次数，投切规律进⾏统计，以制定合适的投切策略。

可配置变压器温度监测功能。

可配置变压器防盗窃功能。

专为户外环境设计，防⾬、防潮、防⾼低温设计，可适应南北⽅不同地理⽓候特点。

产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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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综合计量配电箱

HiJP

符合标准: IEC60439-1、GB/T 7251.1

主要特点： � ·外壳结构采⽤焊接、拼装组合形式，其材料可根据⽤户要求选⽤不锈钢板或Q235钢板表

⾯进⾏静电喷涂处理，也可选⽤全绝缘SMC外壳材料。

� ·装置内部的电器元件采⽤固定安装。

� ·各单元回路之间采⽤钢板分隔，有效防⽌短路故障时产⽣的电弧波及相邻回路。

� ·计量单元为独⽴封闭结构，并设置铅封结构，单元门设置观察窗，便于抄读电度数。

� ·元件可双⾯安装，柜体采⽤前后开门，便于维修。

� ·进出线⽅式可满⾜上进下出，下进上出。

� ·装置具有计量、配电、公⽤电、⽆功功率补偿、漏电保护、短路保护功能。

� ·具有“三防⼀通”的功能（即防⾬雪、防腐蚀、防⾍、通风）。

产品简述： JP型户外多功能配电装置适⽤于交流电压400V，额定变压器容量在400kVA以下，作为农

村电⽹改造⽤的⼀种新型装置，该装置具有对变压器低压侧保护、计量、配电、公⽤电及⽆

功率补偿，漏电及短路保护等多功能。

使⽤条件： 1. 海拔⾼度 ≤2000⽶

2. 适应环境温度 -25℃〜+55℃ 

3. 空⽓相对湿度 ≤95%（+25℃） 

4. 地⾯倾斜度 ≤5。

5. 安装地点 ⽆⽕灾、爆炸危险、化学

   性腐蚀及剧烈振动

产品图:

综合配电箱(JP柜)



服务案例
SERVICE CASE

重⼤⼯程

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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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NESS�TECHNOLOGY�
WITH�HEART
CREATE�LEGEND�
ON�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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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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 7 0

�www.hifu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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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
服务

Comprehensiv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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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前
服务

现场测评
客⼾沟通
⽅案制定�

售中
服务

安装指导
现场调试
⼈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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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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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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定期巡检

服务汕尾华美变电站 ⽤⼾技术培训会实操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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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庆变电站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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