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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88 年，2010 年深圳 A 股上市（股票代
码 002335），29 年来专注电力电子技术研发与设备制造，是行业首批“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项目”承担单位、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和全国首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企业。公司拥有能基、
云基、新能源三大业务体系，产品方案广泛应用于工业、交通、金融、通信、政府、
国防、军工、核电、教育、医疗、电力、新能源、云计算中心、电动汽车充电等行业，
服务于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致力于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

科华恒盛始终坚持“自主创新，自有品牌”的发展理念，自主培养的 3 名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领衔 700 多人的研发团队。科华恒盛专注电源技术，致力于动力
创新，先后承担国家级与省部级火炬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863 计划等项目
30 余项，参与了 60 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获得国家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
识产权 300 多项。

在工业电源领域，科华恒盛集自主专利的核心技术研发工业电源的产品及解
决方案，研发并推出了工业级电源 FR-UK PG 系列 UPS、FR-UK31 DL 系列 UPS、
KR33 系列 UPS、核岛 E1 级 UPS、海工类 UPS 电源、应急电源 EPS、工业级直流
电源 DC-BANK 系统，直流屏 KHGZDW 系列，工业能源管理等电源解决方案。工
业系统解决方案广泛适用于电子、石油及化工、新材料、玻璃、食品、汽车、制药、
有色金属等工业制造行业，持续为国内外大中型工业项目提供优质高效解决方案。

作为科华恒盛工业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旗下康必达 拥有 19 年专业
的综合监控，自动化控制及能源管理等系统集成经验，并自主研发多款工业监控管
理软件，工业级智能网络通讯及智能仪表等产品，加强了公司在工业整体解决方案
方面的能力，我们将持续为工业客户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提供专业的服务，
助力客户工业 4.0 升级。并购前，康必达同样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国家专
利 39 项，计算机著作版权 66 项。

科华恒盛在全国建立 16 个技术服务中心、50 多个厂家技术服务网点。新型的
3A 服务，从传统的应急维修转变为以预防为主的维护和主动服务模式，厂商级服
务模式给科华恒盛带来了“用户满意方案 / 品牌奖”" 中国高效能数据中心优秀品
牌奖 "“最佳服务承诺兑现奖”“UPS 服务满意金奖”“中国光伏行业最佳服务商”
等殊荣。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股票代码       002335

www.kehua.com.cn01



通过认证

◉ 公司生产管理和产品体系通过 ISO9001、ISO14001、CE、TUV、TLC、
UL、CCC、CQC、金太阳认证等国内外机构认证

◉ 率先通过国家标准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保障员工生命安全
与健康

◉ 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贰级

◉ 获中标认证中心“中国节能产品认证”称号

◉ 获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绿色之星产品”证书

◉ 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鉴定证书

◉ 获中国船级社型式认可证书

◉ 获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光伏并网逆变器获得中国效率认证

◉ 连续多年入选“中国政府绿色采购首选品牌”

◉ 中广核核电设备国产化联合研发中心成员单位

◉ 自主研发“核电厂 1E 级 K3 类 UPS（包括充电器、逆变器）设备”通过行
业专家鉴定

◉ 自建自营云计算中心获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CQC 颁发的 A 级机房等级证书

◉ 获国家核安全局“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和制造许可证”

Certifications

荣誉证书
Certif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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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顾问发布的《2016-2017年中国UPS市场研究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科华恒
盛主营业务居国产品牌首位。

科华恒盛主营业务连续 19 年位居国产品牌首位

漳州生产基地

角美生产基地

厦门生产基地

佛山生产基地 深圳生产基地

市场地位 科华恒盛售后服务体系

3A 服务
● 科华恒盛始终坚持“主动服务、用户至上”的服务理念

● 在全国建立 16 个技术服务中心、50 多个厂家技术服务网点

● 主动式三级服务体系：以直属网点、区域技术服务中心、用服中心与总部研发为支撑，将传统被动式服务转变为主动式服务模式，

从传统的应急维修支持转变为以预防为主的维修和服务

● 独具特色的 3A 服务解决方案拥有 4 大系列产品可提供数百套基础服务项目，最大程度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 荣获“UPS 服务满意金奖”、“最佳服务满意奖”和“最佳服务承诺兑现奖”等殊荣。

增值型服务

工程应急型服务

预防型服务

资源型服务

初级维护培训

安装督导

高级维护培训

维修保障

应用案例优化

拆机服务

续保服务

安装服务

设备巡检

操作培训

应急换机

设备清洁

设备调测 移机服务

原理培训

设备租凭

备件供应

备件检测

备件代购

备件代管

备件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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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解决方案
概述
安全工厂解决方案
11/  动力系统保护方案
12/  控制系统保护方案
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15/  电力监控保护 ( PSCADA ) 方案
16/  能源管理系统 ( EMS ) 方案
17/  厂务监控系统 ( FMCS ) 方案
绿色工厂解决方案
19/  智慧微网综合方案
20/  岸电电源系统方案 
透明工厂解决方案
22/  数据中心建设方案
23/  数据中心运维方案

概述

工业 4.0 及中国制造 2025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才是保持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这是

世界各国的共识。特别是在经历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被各国政府重新认知，美国、德国、
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相继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以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

在此背景下，中国及时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战略规划，加速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实现从制造
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力的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工业 4.0 战略，中国制造 2025 战略基于工业 4.0
主线，强化创新驱动和质量品牌建设，补课自动化，信息化并深化两化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实现智能制造和绿色
制造，以实现企业主体对内提升效率降低整体运营成本，对外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及个性化需求。

“中国制造 2025”的基本方针和战略举措

创新驱动 质量为先 绿色发展 结构优化 人才为本

基
本
方
针

战
略
举
措

智能制造工程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工程 工业强基工程

高端装备创新工程

服务型制造行动计划 现代企业建设行动计划

绿色制造工程质量与品牌提升行动计划

01

06

07

02

05

08

03

04

主线 主要动力 主攻方向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创新驱动 推进智能制造

德国工业 4.0 战略的要点 德国工业 4.0 九大技术支柱
“1”个网络一信息物理系统网络 CPS

“4”大主题

“8”项计划

“3”项集成

智能生产

标准化和参考架构

工业的组织和设计

工业宽带基础

监管框架

管理复杂系统

培训与再教育

安全和保障

资源利用效率

纵向集成

智能工厂

横向集成

智能物流

端到端集成

智能服务

人工
智能虚拟

现实 工业
互联网

工业
云计算

工业
大数据

工业
机器人

3D
打印

知识工作
自动化

工业网络
安全

工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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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为您提供独特价值
中国制造业在迈向工业 4.0 的道路上，可以基于企业自身现状逐步实施，大体可分为三步：第一步完善

现有自动化和信息化；第二步实现两化深度融合及实现管控一体化，这样基本实现了企业内部产品 (PLM），
生产管理 (FA,FMCS,EMS,MES)，企业管理 ERP 的纵向集成；第三步，横向集成客户端（CRM) 和供应链（SCM),
这样就基本实现了 4.0 转型升级。

科华恒盛基于近 30 年来在工业等多行业不同领域内的精耕细作和深厚积累，可以在高效生产，智能制造，
节能增效，数字化信息化等方面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我们称之为“安全工厂”，“智能工厂”，“绿色工
厂”，“透明工厂”。这些整体解决方案将为客户实现智慧制造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制造 2025 战略贡
献民族高新技术企业的智慧。

安全工厂解决方案

提供工业生产、办公等连续供电
安全保障，大大降低非计划断线、停
工现象概率；

提供专业的抗晃电解决方案，确
保关键用设备在电网电压瞬时跌落时
能正常工作；

提供稳定、高质量的电能输出，保
护设备安全，满足精密设备用电需求。

引言

www.kehua.com.cn09

绿色工厂

安全工厂

智能工厂

透明工厂

科华工业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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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保护电源方案
安全工厂解决方案

方案简介

方案特点

工业生产过程中，生产效率及安全性要求高，需要动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科华恒盛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动力系统保护方案，实现电网质量分析、电能质量治理，为生产动力装置、变频器电源防
晃电和控制系统电气电源提供交流电源或直流电源解决方案，全面保障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行。

◉ 稳定可靠
◉ 定制化整体电源解决方案
◉ 安装灵活，简洁美观
◉ 多级保护，冗余设计，分立控制

电网

变频器

变频器变频控制

变频控制

DC-BANK

防晃电接触器

EPS
电能质量监测装置

电能质量监测 高端电源系统 用电负荷

交流配电系统

谐波处理

电机

电机

电机

配电柜

有源滤波器

无源滤波器

交
流
抗
晃
电
系
统

直
流
抗
晃
电
系
统

控制系统保护方案
安全工厂解决方案

方案简介

方案特点

工业应用环境相对信息机房环境有着很大的差异性，电网环境差、生产现场环境复杂、生产设备的干扰等。工业生产
中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其控制系统也越来越复杂，DCS、PLC、FCS 等控制系统是工业生产中常见的控制管理设备，对
电源的质量要求高，越来越多的 DCS、PLC、FCS 厂家已经采用双电源输入。

科华恒盛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工业控制系统保护方案，实现工业环境下控制系统电源的高保障，完全适应工业恶劣的电
网环境和使用环境，全面解决市电异常、电网波动、内部配电异常等电源问题，保护工厂安全稳定影响。

◉ 方案灵活，适应性强
◉ 多重保障，可靠性高
◉ 工业级器件，设计寿命长
◉ 工业标准接口，智能化管理

防雷系统

ATS

U1

G1

电池系统

UPS系统

1#子配电柜

外置维修旁路

DCS系统

动力负载

照明负载

机房空调

服务器

ESD控制系统

PLC系统

仪表控制电源

关键机组现场
控制系统电源

2#子配电柜

3#子配电柜

UPS系统

输出配电柜

电池系统
发电机

电网

交流配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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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引言
实现全厂电力系统的自动化，包括监测、控制、保护等功能，确保全厂供配电安全可靠，稳定智能；
实现全厂级甚至企业级的全能源 ( 水，电，天然气，蒸汽，压缩空气等）的能效管理信息化和智能化，助力企业节能增效；
实现全厂各公用动力子系统和厂房环境的综合监控控制管理；
帮助客户完善自动化，信息化，加强管控一体化，助力客户实现智能工厂的纵向集成。

服务互联网
PLM SCM CRM QMS ERP

物联网
传感器 执行器 控制器 移动设备

智能物料

应用程序
平台

应用程序
平台

智能产品

应用程序
平台

智能工厂

信息物理系统

04
05

06 07

09

10

11

08

12

01
02

03

01 0402 03全局生产管控 调度与生产任务（APS)厂务监控系统（FMCS) 能源管理系统（EMS)

09 10 11 12生产执行（工业机器人） 质量管控 物料准时配送（RFID &AGV） 产品及时发运（RFID）

05 06 07 08生产统计 设备状态 作业指导（数据分析）生产防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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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监控保护 (PSCADA) 方案
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方案简介

方案特点

根据工业电力监控系统特点，结合公司多年在电气行业的生产研发经验，科华恒盛推出电力监控保护（PSCADA）方案。
利用计算机、通讯及自动控制等领域的新技术，将电力系统在线 / 离线数据、用户数据、系统结构进行信息集成整合，构
建完整的电力自动化系统，以保证在正常情况及事故情况下，对电力系统的监测、控制、保护以及用电、电气管理的现场
控制。

◉ 分层分布式结构：间隔层、通讯层及端控层，分级管理，更高效率
◉ 易于维护：采用专用的维护软件 PCS3000，对控制器进行工程文件配置并生成对应类型文件
◉ 强大的通讯处理能力：采用电力专用的通讯管理机，具备全面的电力规约库，可定制开发，系统接入能力及兼容性强
◉ 灵活多样的系统结构及解决方案：单机模式、单服务器 + 客户端模式、冗余服务器 + 多客户端模式
◉ 安全可靠：方案考虑多种冗余结构，包含数据服务器冗余、网络结构冗余等，有效保障系统运行的安全稳定

系统
集成

硬件软件POWERSCADA 3000
IEMS 3000

能源管理系统 (EMS) 方案
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方案简介

方案特点
◉ 大大提高能效统计管理效率，节省时间及人力成本
◉ 建立能效管理系统，使能源消耗过程可视化、信息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 配电管控智能化、信息化，为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 提高企业现有用能设备的效率，实现高效生产作业，增加工厂的经济效益
◉ 进一步挖掘企业节能潜力

IEMS3000 能源管理系统充运用现代电子、计算机、通信等最新技术，自动实现对远方能耗量的准确、可靠、快速、
完整的采集和计量，同时对采集数据进行分析、汇总、计算、存储，进而形成各种报表，实现对用户能耗量的随时准确监控。
此外，系统还能及时发现用户计量装置存在的问题，监控人员可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避免因计量装置的问题导致损失。

能源管理人员

应用服务器

控制 PLC

过程控制系统 智能开关 电能表 微机保护装置

网关

I/O 连接 I/O 连接

能源数据采集 PLC 能源数据采集 PLC

应用服务器 历史数据库服务器

总经理 生产经理 财务经理

工业以太网

Modbus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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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简介

方案特点

智能工厂是工业 4.0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智能工厂又由升级版的工厂自动化 FA, 制造执行系统 MES, 全局能源管
理系统 EMS，以及综合厂务监控 FMCS 等组成，这些系统融合了一些最新技术如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后，又注重相互融合数据共享，共同推动传统工厂从自动化，信息化逐步走向智能化。

FMCS 集中监控全厂所有公用动力及厂房环境，实现监视，控制，管理一体化，并与 MES,EMS 交互数据。

◉ 实现全厂电力系统监控
◉ 实现全厂公用动力设备、子系统监控，如供水，供热，供气，超纯水，冷却水，特殊制程原料，洁净室控制，厂房空调系统，
制程真空系统，洁净真空系统等等
◉ 一般分为 4 级：工厂级集中监控，子系统 SCADA，子系统控制 , 以及现场设备级
◉ 便于客户掌控公用动力设备及厂房环境运行全局，一些对环境要求苛刻的行业如电子，制药等，直接关系到生产质量和效率

厂务监控系统（ FMCS ）方案
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绿色工厂解决方案
引言

全面帮助客户节约能源，减少能耗，
降低运营成本；

帮助客户积极参与中国制造 2025“绿
色制造工程”，践行中国政府“全面推行
绿色制造，加快构建高效、清洁、低碳、
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的倡导；

科华恒盛整体解决方案涵盖新能源发
电、储能、能馈、充电桩、厂级微电网建设、
能效管理等全能源链，将有力支持客户绿
色工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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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服务器 FMCS 应用服务器

交换机 交换机 交换机 交换机 交换机 交换机交换机

交换机

工业以太网，1000Mbps 光纤环网，可构建双环冗余

交换机交换机 交换机 交换机 交换机

FMCS 工程师站 FMCS 客户端 1 FMCS 客户端 n 网络打印机

CR 洁净
室子系统

PLC I/O

电机启动器 电机启动器

变频器 变频器

现场仪器仪表 现场仪器仪表

PLC I/O

PLC( 可双机冗余 ) PLC

工艺排气
子系统

PCW 工艺冷
却水子系统

PV 工艺真空
子系统

HV 洁净真
空子系统

UPW 超纯水
制备子系统

GAS 特殊气体
供应子系统

CHEMICAL 化学
品配送子系统

WWT 废水处
理子系统

锅炉及热水
子系统

一般给排
水子系统

PSCADA 电力
监控子系统



方案简介

方案特点

高效节能、智能制造是工业发展的方向，科华恒盛立足电源产品基础，结合工业储能、新能源发电、工业微网控
制系统，自主研发工业智慧微网综合方案，为国内外工业客户提供高效安全的绿色能源。

◉ 利用厂房屋顶空间，为工业设备提供绿色电源，减少市电供电成本
◉ 通过数据分析，提升发电效益，优化运行方案，大幅提高能源系统利用效率
◉ 智能管理，从远程监控到现场监控，从集中监控到分散监控的综合智能监控系统，全网络无缝覆盖，提供全方位的监控
保护，同时实现需求侧管理功能
◉ 微网储能系统的加入可提高并网发电稳定性和可计划性，起到削峰填谷、平滑电力曲线的作用，提高用电经济性
◉ 提高电网调度可规划性，减小对电网的冲击，提高和电网的友好性
◉ 作为应急电源提高可靠供电，保证电力供应安全

智慧微网综合方案
绿色工厂解决方案

交直流充电桩
本地负荷

光伏

风机 WPI风能
并网逆变器

SPI系列光伏
并网逆变器

变流器
柴油发电机 

监控及能量
管理平台

储能电池

公共电网
离并网切换柜

交流母线

岸电电源系统方案
绿色工厂解决方案

方案简介

方案特点

船舶停靠码头期间，辅机运行会排放大气污染物，影响岸边码头的空气质量。为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港口码头提
供在港期间的运行电源，利用岸电电源系统，关闭辅机运行，为靠港船舶提供相对低廉、高质量稳压稳频的电源，减少船
舶燃油消耗，降低靠港船舶在港期间运营成本，提高港口码头的竞争力。

科华恒盛岸电电源系统方案专门为港口、码头、造船厂等设计，为船舶提供符合各电压制式、频率制式的电源系统，
并可与船上辅机电源进行切换，由岸电电源进行安全可靠供电。

◉ 系统设计（包含不同负载情况下的压降仿真计算、短路电流分析、短路仿真计算、设备选型）
◉ 成套岸电电源设备的供货及安装调试
◉ 岸电电源监控系统
◉ 绝缘监测（船上为 IT 供电系统）、谐波治理方案

港口高压岸电电源6.6kV
国内船舶50Hz 高压船舶6.6kV

国外船舶60/50Hz 低压船舶440V/38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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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工厂解决方案

数据中心建设方案
透明工厂解决方案

引言 方案简介

方案特点

推进企业两化深度融合，并最终实现智能制造的成
功转型，企业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会产生海量数
据，这对企业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科华恒盛公司作为专业的数据中心建设和运维管理
的专家，可以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包括大中小微型数据中心的交钥匙工程建设，以及运维
托管。此外，依托于科华自营的五大大型云计算中心 ( 北
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我们还可以为工业客户
提供主机托管，资源出租和带宽租用等服务。

这些整体解决方案和服务，将有力支持工业客户的
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升效率和核心业务竞争力，推动
客户工业 4.0 转型升级进程和中国制造 2025 前行。

科华凭借超过 8 年的云计算数据中心规划建设及运维运营，积累了丰富的大型数据中心工程建设管理经验，练就了一
支高水平工程建设管理专家团队，形成一套完善的高效项目管理体系和流程，从而能为用户提供专业实用的云计算数据中
心项目工程建设管理和咨询服务。

◉ 安全可靠性
◉ 整体性
◉ 先进性
◉ 灵活扩展性
◉ 开放兼容性
◉ 节能环保性
◉ 经济合理性
◉ 高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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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运维方案
透明工厂解决方案

方案简介

方案特点

作为业内专业的 IDC 运营商，科华恒盛能够为客户提供最贴近业务发展需求的云计算中心基础服务和云计算中心管理
服务，可充分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

◉ 基础运维：实行 7*24 小时基础设施设备运维服务，可提供基础设施的日常巡检、定期预防性维护和故障抢通抢修服务
◉ 节能改造：采用市电直供 +240V 高压直流供电模式、 freecooling 冷却、冷水主机及泵系统变频运行、高压油机并机发电、 
LED 节能照明器具等智能手段节能增效
◉ 网络运维：设立网络服务站，负责数据中心网络安全、客户接洽、故障投诉受理与跟进、资源管理与监控、运维流程和
质量管理、客户满意度管理等工作
◉ 厂家级服务支撑：公司现有五大现代化生产制造基地、三大运营中心、16 个技术服务中心、50+ 直属服务网点，可提供
数据中心厂家级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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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02
工业级 UPS
25/  FR-UK PG 系列
26/  FR-UK-J 系列
27/  KR33 系列
28/  MR33 系列
工业级 / 海工级 UPS
29/  FR-UK31DL 系列
核级 UPS
30/  FR-UK HD 系列
31/  充放电单元
模块化应急电源（EPS）
32/  KJ-Z 系列
交流一体化屏
33/  DLG 系列
工业级直流电源系统
34/  DC-BANK 系列
模块化数据中心
35/  “慧能”系列
36/  “慧云”系列
监控管理
37/  MMBM 系列
38/  PowerSCADA3000 电力监控系统
39/  CCMS3000 集控系统
40/  IEMS3000 能源管理系统
41/  智能通讯管理单元
42/  C30/C20 系列



FR-UK PG 系列
工业级 UPS (10-600kVA)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 业内最成熟的相控整流技术，内置输出隔离变压器，可靠性高，具有极强的抗冲击、抗短路特性
◉ 强化的组合结构机柜，可选配各类 IP 防护，适用于各种恶劣工业环境
◉ 超宽的电压及频率输入范围，超强带载能力，保障设备安全正常运行
◉ 输出功率因数 0.9，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 为客户提供多种通讯方式，实现计算机对不间断电源的智能监控
◉ 模组化设计，功率密度高，实现所有易损器件前维护，操作更方便
◉ 可选择 12 脉冲产品，获得更优质输入指标

KELONG® FR-UK PG 系列中大功率 UPS，采用业内最成熟的相控整流技术，配以性能优越的功率器件
和逆变模块、智能化多模式电池管理技术和丰富的电源管理软件、强化的组合机柜结构，为负载提供高性能、
高可靠的正弦波不间断电源，具有良好的性价比和用户基础。

FR-UK-J 系列
机架式 UPS (3-15kVA)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 输入与输出实现全隔离，可靠性高，适应各种恶劣工业电网环境，具有极强的抗冲击、抗短路特性
◉ 具有高富余功率的逆变器和输出隔离变压器可长时间承受大过载，保护负载及设备安全
◉ 成熟稳定的整流方式，超宽的电压输入范围，对电网的适应性强
◉ 支持直流冷启动功能，确保在无市电情况下也能紧急启动，保障用电安全
◉ 部件模块化设计，功率密度高、散热好，维护方便
◉ 智能友好的人机界面

FR-UK-J 系列是集科华恒盛多年的研发经验，采用公司一脉相承的自主专利技术，为满足用户需求而设
计的新一代高可靠、高性能的正弦波在线式电源产品。具有功能全、体积小、效率高、操作简便等特点，尤
其适用于恶劣的电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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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33 系列
工业级 UPS (10-600kVA)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 全数字控制技术，数据处理精确迅速，性能更加稳定
◉ 关键部件冗余设计，有效提高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 独立双风道，冷却效率高，延长 UPS 使用寿命，保护用户设备安全
◉ 与发动机的配比低，减少设备资金投入
◉ 整机效率高，输出功率因数 0.9，极大节省能耗，减少运行成本
◉ 内置 CEL 装置，无需租用假负载，减少租赁成本
◉ 与电池性能高度匹配的三阶段充电模式，智能温度补偿，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KELONG®KR33 系列工业级 UPS 机型采用双变换在线技术、IGBT 和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确保为任
何数据处理或工业领域的负载提供高质量的电源保障，尤其适用于保护重大关键负载。

MR33 系列
工业级模块化 UPS (50-480kVA)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 全数字互联技术，数据处理精确迅速，性能更加稳定
◉ 冗余设计整机全覆盖，旁路控制通信均冗余，告别单点故障，可靠性升级
◉ 按需扩容，满足边建设、边投资的客户需求，BSC 功能解决双电源输入不同步困扰
◉ 独特风道设计，散热效率高，可设置定时清灰除尘，下电时强制风冷
◉ 整机效率高达 96%，极大的节能降本；输出功率因数 1.0，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 高功率密度，为客户大幅节省宝贵的机房空间；支持上下进线，满足现场不同需求
◉ 智能录波功能，为设备维护带来巨大便利
◉ 强大的电池调节能力，电池配置更加灵活

KELONG®MR33 系列模块化三进三出 UPS，采用先进的三电平逆变技术，从整机到部件的冗余设计更
加完善可靠，数字化技术全互联，具有高效率、高功率密度、易于扩展、按需扩容和占地面积小等优点，为
负载提供安全、稳定、纯净的绿色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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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K31DL 系列
工业级 / 海工级 UPS (10-160kVA)

设计理念

标准认证

产品特点

＊电气性能指标满足 IEC62040:2013
＊振动指标满足 IEC60068-2-6:2007, GB/T2423.10-2008

◉ 产品通过中国船级社 CCS 认证
◉ 输入与输出实现全隔离，可靠性高，适应各种恶
劣工业电网环境，具有极强的抗冲击、抗短路特性
◉ 具有高富裕功率的逆变器和输出隔离变压器，能够长
时间承受大过载，保护负载及设备安全
◉ 成熟稳定的 12 脉冲整流方式，超宽的电压输入
范围，对电网的适应性强
◉ 可支持直流冷启动功能，确保在无市电情况下也
能紧急启动，保障用电安全
◉ 部件模块化设计，功率密度高、散热好，维护方便；
◉ 大尺寸触摸屏，操作更为人性化
◉ 高防护等级，使用范围广

KELONG® 工业级 FR-UK31DL 系列为三进单出 UPS，
专为石油、石化、化工、电厂、输配电站等环境设计，匹
配用户 220VDC/110VDC 直流电源系统，采用 12 脉冲相控
整流技术 +IGBT 逆变技术，输入、输出完全电气隔离，是
一套高度可靠、性能齐全、高度智能化的不间断供电系统。

类别 标准名称

国际标准

ISO9001/ISO14001/IEC60146/IEC521/IEC60950

IEC60240-1 General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UPS

IEC62040-2 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s (UPS)-EMC

IEC62040-3 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s (UPS)

船用认证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四编第三章

CCS GD01-2006《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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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Z 系列
模块化应急电源 EPS (25-125kVA)

设计理念
KELONG® KJ-Z 系列应急电源，应急逆变输出采用先进的三电平拓扑和数字化逆变控制，提供高性能高

可靠的正弦波逆变输出，全模块化设计，先进的工业级功率器件、智能化电池管理功能和完善的保护功能为
各类一级和特别重要负荷提供应急电源保障。

产品特点
◉ 机柜结构强化，防护等级可达 IP31，有效减少粉尘、滴水的影响，提升产品可靠性，适用于隧道、广场、户
外等恶劣的环境
◉ 电路板特殊涂覆处理，为关键电路提供双重保护
◉ 全模块化设计，可靠升级，各功率模块自主独立，无需严格匹配，可实现功率模块热拔插
◉ 高功率密度，结构设计优化，散热性能好，体积更小巧，降低用户空间成本
◉ 功率扩展性强，按需扩容，具有更高的适应性、可用性
◉ 采用三电平逆变技术，输出优质电能，整机效率更高
◉ 功率器件余量大，具有超强过载和短路保护能力，主电状态 125% 负载可长期运行
◉ 系统的关键电路通信回路采用冗余备份设计，有效提高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双重保障
◉ 全数字化控制，数据处理精确迅速，提升抗干扰能力，性能更加稳定
◉ 主电状态下效率高达 97%，极大的节省了能量消耗，大幅减少客户运行成本
◉ 大尺寸触摸屏，中 / 英文 LCD 液晶显示，可实时显示应急电源工作状态，参数信息等，方便用户对应急
电源的管理



DLG 系列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 兼容系统现有的 110/220VDC 作为后备电源，
无需另购电池，节省成本
◉ 符合电力系统标准电力机柜设计
◉ 采用工业级功率器件，可靠性高
◉ 功率冗余设计，过载能力、抗干扰能力强
◉ IGBT 功率器件，高功率密度，减少能源的损耗，
节约运行费用
◉ 输入、输出完全电气隔离，确保交直流可靠安全
◉ 配置专业杂波抑制器，直流系统无干扰
◉ 超宽交流输入电压范围，电力环境适应性好

DLG 系列交流一体化屏适应电力环境及工业应用环境，其中直流供电直接匹配电力系统 220VDC（标准）
/110VDC（定制）的直流电源，采用 DSP 控制技术、IGBT 组件，拥有极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可节省成本、
效率高，易于管理，操作简便，能够对整个网络中的硬件设施、运行程序和数据及其传输途径进行全面保护，
是一个高度可靠、性能齐全的智能供电系统。

交流一体化屏（3-15kVA）

◉ 直流冷启动功能，确保在无市电情况下也能紧
急启动
◉ DSP 全数字化控制技术
◉ 自主专利无主从自适应并联技术，可任意在线
并联扩容或 N+1 冗余并联
◉ LCD 液晶显示，操作简单，完善的历史记录功能
◉ 配置 RS232、RS485 通信接口，实时智能监控
◉ 模块化设计，前端操作，方便维护
◉ 维护旁路开关防错设计，杜绝误操作
◉ 完善的告警及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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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BANK 系列
工业级直流电源系统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 采用科华恒盛的高效软谐振技术整流充电模块，
多模块冗余运行
◉ 具有优良的高倍率放电特性和循环寿命，在电
网电压出现跌落或者闪断时，可为变频器提供 30
秒以上支撑时间，具体支撑时间可定制
◉ 具有完善的电池管理功能
◉ 高可靠性设计，所有重要电源模块均采用双备
份设计，并由监控屏幕实时监控，一旦故障马上报
警并记录
◉ 对各输出支路采用大功率余量 SCR，并在直流

市电电压由于雷击、短路或其它原因常会出现电压波动，瞬间跌落的现象（即晃电现象），对变频器等
电气设备的运行带来危害。该电源系统可以保证变频器内部的直流电源不会因为低电压跳闸，保障变频器的
不间断运行。

母线与各支路提供可靠的隔离保护，各支路工作状
态可在监控屏幕显示和记录
◉ 各输出支路高分断率直流专用空开，可对各
支路提供过流 / 短路保护，并可在设备检修时提
供完全隔离，监控屏幕可以监控每路输出支路的
空开状态
◉ 可根据用户需要在各输出支路设置变频器自动故
障隔离，一旦检测到变频器故障，马上自动切断该
回路直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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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系列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慧能”模块化数据中心采用全封闭设计，集成了供配电、制冷、机柜、消防、监控等模块，可用于安
装服务器、KVM、路由器、交换机等，可根据应用场景灵活调整。

尤其适用于工业制造、信息化建设等中小型工业数据中心。

◉ 高集成全封闭设计，无需建设机房
◉ 端到端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占地面积小，机柜空间利用率高
◉ 全封闭设计，防尘、减噪、省空间，可放置办公区
◉ 快速部署，所有设备工厂进行预集成和调试，提升部署速度以支撑业务快速的发展
◉ 安全可靠，全封闭微环境，对周边环境依赖小，具有防尘，减噪特性，降低 IT 设备故障率，延长生命周
期 1 至 2 倍
◉ 内置自动探测消防灭火系统，防止火灾带来的损失
◉ 高能效比，综合能耗降低 30%，降低运营成本

市电模块

综合配电模块

电池模块

机柜 列间空调 服务器机柜服务器机柜

门磁

门磁

声光控制单元
烟感

7寸触摸屏

温湿度检测器

监控单元

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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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数据中心
“慧云”系列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慧云”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以微模块为单位，整合 UPS 电源、配电、机柜、精密空调、监控、
布线、消防等单元系统，实现 IDC 数据中心的完整功能，各个组件可在工厂预制完成，现场安装简单快捷。
适用于工业制造、信息化建设等中大型业务需求。

尤其适用于工业制造、信息化建设等中大型工业数据中心。

◉ 快速部署，数据中心整体设计，整体交付
◉ 组件标准化，工程产品化，可按需快速部署、扩容、改造
◉ 安全可靠，关键设备支持 N+1/2N 设计，保障 IT 设备稳定运行
◉ 微模块与消防系统联动，保障人身与设备安全
◉ 高效节能，封闭冷通道设计，单模块 PUE 低于 1.5
◉ 行级空调制冷，靠近热源配置，精确制冷
◉ 高效模块化不间断电源可弹性配置
◉ 智能管理，集中式监控平台实时监控各模块运行状态，实现 7×24 小时无人值守
◉ 多种数据管理方式，强大的报表功能，对机房进行精细化管理

强弱电桥架 框架结构 列间空调

机柜活动天窗

电池柜人机界面

UPS自动门

调平底座配电列头柜门禁指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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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数据中心



MMBM 系列
蓄电池智能监控系统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 强大的安装适应性，多级（分布式）的模块化系统设计，易于扩展，可在线维护
◉ 电池监测单元模块之间用网线即可相连，布线简洁，给客户整洁清爽的机房环境
◉ 安全隔离，各蓄电池监测单元全部采用电源隔离、通讯隔离方式，安全性、可靠性程度进一步提高
◉ 灵活配置，支持多种电池组配置模式，可设置两组电池监测，电池数高达 64 节
◉ 检测功能齐全，先进可靠的测量方法，保证测量精度
◉ 数字智能分析，SOC 检测功能，有效判断电池状态，保证电池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 智能电池维护，主动进行电池均衡维护，对电池进行有效的活化维护，提高电池组整体寿命

KELONG® 蓄电池智能监控系统 MMBM 作为新一代蓄电池组监控产品，主要由电池监测单元和集中监控
器组成，通过相互级联实现多组蓄电池组的监测。具有高效率、高功率密度、易于扩展、安装便捷等优点，
为用户提供专业、完善的蓄电池在线监测和维护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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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CADA3000 电力监控系统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PowerSCADA3000 系统是科华恒盛总结近十多年的系统运行经验与最新组态技术和电力专业技术的完
美结晶，适用于变电站、开闭所、配电室、发电厂等电力自动化系统，在电力系统设备正常及故障情况下实
现对其监测、保护和控制，以实现连续、稳定、安全的电力供应和优化的电网管理系统。

◉ 实时监控功能
◉ 保护管理功能、定值管理、故障录波分析
◉ 需量预测功能
◉ 历史趋势曲线功能、报表浏览和打印功能
◉ 历史事件和数据统计分析功能
◉ 完善的用户管理和权限管理功能
◉ 母线带电着色功能
◉ 模拟仿真并自动生成操作票
◉ 实时监控和报警视频联动功能，WEB 发布和 APP 实时浏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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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S3000 集控系统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CCMS3000 电力调度集控系统（简称 CCMS3000 集控系统）是采用 CMMI 软件开发管理体系设计开发
的新一代集控系统。系统采用先进面向对象数据库、跨平台、模块化的技术，符合国际标准 IEC61970、
IEC61968、IEC61850 等，遵从一体化设计原则，专业为电力、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交通、公共建筑等领
域提供一套完整先进的电力调度自动化管理系统。

CCMS3000 集控系统秉承了科华恒盛在电力系统保护、变电站监控、集控站和调度自动化领域的成功
经验，系统主要集成了集中监控、视频监控、保护信息管理、故障录波分析、自动无功控制、信息自动化、
DTS 培训仿真、PAS 高级应用、远程共享、数据安全管理等模块。

◉ 对一个或多个区域内所有变电站进行集中监控和管理的自动化系统
◉ 保护信息管理模块包括保护基本信息、保护事件、保护设置及保护整定等功能
◉ SCADA 系统平台实现遥信、遥测的处理、越限判断、计算等实时监控功能
◉ 历史数据服务模块，实现历史数据的存储、管理功能
◉ PAS 高级应用模块，实现网络建模、网络拓扑、潮流分析、短路计算、状态估算、稳定性分析等功能
◉ 培训模拟应用模块 DTS，实现调度人员的各种操作技能和应用技能的培训
◉ 故障录波分析模块不仅仅是单纯的波形显示，还包括矢量分析功能
◉ 自动无功控制模块按照严格的无功控制策略优化无功补偿，保证无功分区平衡和电压质量
◉ 发电控制 AGC 模块，实现发电机组启停计划、自动发电控制等功能
◉ 信息自动化模块为用户运行、维护、检修、日常管理提供强大的技术保证
◉ 安全 WEB 模块，实现调度集控数据的网络发布及安全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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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MS3000 能源管理系统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IEMS3000 能源管理系统，是科华恒盛结合客户能源管理需求、十多年现场运行丰富经验以及技术研发
实力，成功为用户量身打造的一套能源管理系统。根据每个行业需求不同，IEMS3000 能源管理系统又分为
校园节能监管系统、建筑能源管理系统、汽车能源管理系统、机场能源管理系统、石化能源管理系统、钢铁
能源管理系统、发电站能源管理等。

IEMS3000 能源管理系统核心理念：不仅仅是节能，而是系统性提升企业的整体效益和管理水平；不仅
仅是被动的减少能源损失，而更多的是主动的改善能源运用。

主要实现 SCADA、视频联动、保护管理、DTS 培训模拟仿真、电力高级应用 PAS、数据字典建立与维护、
环境监测与分析、能效对标、能量平衡优化管理、能源计划管理、能源质量管理、能耗统计与分析、能源绩
效 KPI 管理、能源成本管理、能源预测、需量管理、能源审计、GIS 管理、全方位的权限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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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通讯管理单元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R80 系列通讯管理机 / 协议转换器 / 通讯网关 / 串口服务器是科华
恒盛自主研发的基于 PowerPC、ARM 架构的通讯专用嵌入式计算机 , 采
用军工级芯片、无硬盘无风扇设计，稳定可靠性高，低功耗抗干扰能力强，
已通过国家 EMC 实验室四级检测和安规测试。

R80 具 有 工 业 以 太 网 口、 光 口、CAN、Profibus、KNX、MBus、
RS485、RS422、RS232、GPS、USB、Wifi、SD 等丰富接口，内嵌电力、
工业、交通、有色冶金、汽车、建筑、物联网、智能家居等智能设备的
数百种协议库，可根据软件设置，来选择作为通讯管理机、协议转换器、
通讯网关、串口服务器使用，广泛应用于电力自动化、工业自动化、智
能电网、能源管理系统、物联网、智能家居等通讯领域。

C30/C20 系列
电力监控智能仪表

设计理念

产品特点

C30/C20 系列电力监控智能仪表主要针对各电压等级的电力系统、
公共建筑、商业建筑、工矿企业、轨道交通、机场码头、海上平台等能
耗监测需求而设计。

能实时测量各种电力参数，进行能耗监测、能耗分析、复费率计量、
开关量监控、事件记录、越限报警、温度测量、电能脉冲输出、PT 断线
报警、相序接错诊断等功能。C30/C20 系列仪表均已通过国家实验室认证，
CMC 认证，CE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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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应用及案例

03
43/  微电子工业
45/  航空航天
47/  石油化工
48/  核工业
49/  海洋工程
50/  港口行业
51/  储能微网



深圳柔宇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第 6 代柔性显示屏生产线电源项目

此项目为类 6 代柔性显示屏生产线，主要产品为 2.2“柔性智能手表屏、
5.5”柔性手机屏、9.7“柔性平板屏，设计产能 15K 片 / 月。采用 KELONG
牌 32 套 100KVA-500KVA UPS 不 间 断 电 源 产 品，UPS 主 要 应 用 于 厂 房
ARRAY、OLED、MOD 等 工 艺 设 备 以 及 厂 务 动 力 站 和 照 明； 采 用 60KW-
528KW 合计 11 套 DC-BANK 直流后备电源产品，DC-BANK 主要应用于工
艺冷却水泵和洁净室排气；

科华恒盛提高供电的可靠性，保护关键生产设备不受外部电网波动影响，
降低设备故障率，保障生产线的稳定运行，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良品率。
为客户打造安全、智能、绿色的工厂。

微电子工业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天马微电子厦门和武汉的两个新建生产基地项目采用 50 多套大功率 UPS、EPS、
DC-BANK、馈线柜、降压柜等一体化配电产品，为其重要生产工艺设备、生产车间排
气系统、PCW 系统、洁净室、生产车间照明等提供高品质电源保护，同时为全厂区提
供微机保护、电力监控等解决方案。完善的设计充分满足液晶面板工业环境运营需要，
保障其产品安全和生产的不间断。

重庆惠科 8.5 代 LTPS 项目是国内第一个由混合所有制企业主导建设的液晶面板生
产线项目，也是巴南区工业史上单笔投资金额最大的工业项目。科华恒盛为项目提供
30 多套 UPS 和前后端配电柜产品。完善的设计充分满足液晶面板工业环境的不间断、
无故障的运营需要，为其提供高可靠的供电系统。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 天津 ) 有限公司采用科华恒盛 10 多套大功率工业 UPS 产
品 , 完善的设计充分满足晶圆制造工业环境的不间断、无故障的运营需要，创建一个高
可靠的供电系统，避免断电、市电不稳定等原因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集成电路制造用 12 寸硅晶圆片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
目是中国第一家 12 寸硅晶圆厂，是半导体关键材料国产化的重点标杆项目，充分满足
我国极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对硅衬底基础材料的迫切要求。科华恒盛为项目提供多套
500kVA UPS 不间断电源产品。为晶圆制造过程保驾护航。

其他案例
福建鑫晶精密刚玉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同方半导体有限公司、江西晶科能源有限

公司、长沙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昀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蚌埠诺德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兆元光电有限公司、镇江宝泓光伏有
限公司、包头山晟新能源、湘煤华磊光电有限责任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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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某院机房项目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企业，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

由中央直接管理。其下属某院生产军用芯片、军用导航及空间应用产品，我
司为其生产基地机房项目提供数据中心整体解决方案，采用高效、高可靠、
高可用性模块化 UPS，机房专用精密空调，机柜、PDU、冷通道及综合管
理系统等产品。系统部署方便，系统产品在使用过程中运行稳定，为其 IT
设备提供高可靠的电源保障。

科华恒盛提供运时而动的 3A 服务，专业、快速、周到的技术支持服务，
有力地保障其数据中心机房的高效运行。为客户打造智能、绿色、透明工厂。

航空航天

西昌发射中心

国家大火箭项目

航天科技一院某所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基于西昌发射场机房应用环境及技术需求，科华恒盛以高集成技术，提供了高端
电源产品方案，为发射场的相关设备提供高可靠电源保障，为其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长征五号是我国最大推力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又称“大火箭”），它是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一院天津大运载火箭基地完成总装。科华恒盛为天津大火箭基地提供了多
套高端 UPS 设备，保障测试车间连续安全稳定运行。

航天科技一院某所自主研制发射系统控制箱产品，产品研发过程对电源系统要求
极高，科华恒盛为该产品配套提供高性能 KR 系列 UPS 系统，保障了产品在性能测试
中的稳定电源供应。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简称“中国航天二院”）作为国家唯一的全空域
防御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二院不仅承担多种类型飞行器系统的总体、控制、制导、探测、
跟踪、动力及地面系统的设计与生产，还承担空间高科技产品的研制。科华恒盛为本
次项目设计并提供了供配电系统、UPS 系统、精密空调系统 、服务器机柜及慧云微模
块系统 、动力环境监控等组成的整体解决方案，以全面的产品线、丰富的实施经验，
为中国航天二院提供安全可靠的信息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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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运

炼化及化工

中石油任丘 IDC 机房

油气开采
科华恒盛是中石化、中石油、中国海油等世界

500 强企业的长期合作供应商，连续多年为各油田系
统的采油厂、钻井平台、智慧油田、勘探分析等打造
高可靠电源保障解决方案。服务客户包括胜利油田、
中原油田、大庆油田、长庆油田、克拉玛依油田、库
尔勒油田、华北油田、辽河油田、天津大港油田等。

科华恒盛在储运系统中，为各输油、输气管道、
油库、地方官网等提供电力保护产品。

现主要使用项目有中石油涩宁兰管网、秦沈管网、
山东管网、陕京三线、两锦支线、独山子 - 乌鲁木齐
西管网、宁夏石化成品油外输管道、中卫 - 贵阳联络
直线、江西天然气管网、山西煤层气管网、辽河油田
朝阳支线、新疆天然气利民工程、中石化湖南管网、
华北油田 13 座油库项目等等。

科华恒盛在炼化及化工系统中，为各炼化单位、
催化及相关辅助项目提供了多年服务，现成熟解决。

现主要使用项目有中石化扬子石化、惠州炼化、
洛阳炼化、福建联合石化、天津石化、齐鲁石化、巴
陵石化、中石油大庆石化、哈尔滨炼化、兰州石化、
独山子石化等等。

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
田分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和生产、集输及
储运、勘探开发工艺研究及规划研究等核心业务。科
华恒盛采用业界领先的整体机房理念及环保节能技术，
以高可靠端到端供配电解决方案、先进的慧云微模块
解决方案、业界领先的 3D 机房动力环境监控方案，
为用户构建了一个高效节能、智能简捷和极具扩展性
的绿色数据中心。

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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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核电站

广西防城港核电站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五 O 四厂阳江核电站位于粤西沿海的阳江市，总投资近
700 亿元人民币，是国家确定“积极推进核电建设”
方针后，中国广核集团建设的第四座核电站。科华恒
盛为阳江 3、4 号机组核电项目配套了 FR-UK3160DL-
HD UPS 电源系统，保障核电站设备的正常供电运行。

广西防城港核电站是我国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首个核电项目，由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与广西投资集团共
同投资，规划建设 6 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采用“华
龙一号”技术。由科华恒盛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套核岛级
UPS 设备，被应用在 3-4 号机组 2 台百万千瓦级的压水
堆核电机组，系核电领域核岛直流及不间断电源设备首
次采用国产品牌，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五 0 四厂是隶属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大型国
防骨干企业，建厂 40 多年来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做出
了永载史册的贡献。科华恒盛为五 0 四厂提供 UPS 产
品，有效保障了厂用重要设备的正常供电运行。

◉ 公司满足中核集团对于产品质量、质保能力、技术
能力、商务能力等各方面要求，顺利通过现场评审，
入选“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名录。
◉ 公司核电系列产品顺利通过中广核质量鉴定程序，
入选“中广核合格供应商”名录。
◉ 自主研发的核电厂 1E 级别 K3 类 UPS 设备，填补
国内核电 UPS 技术空白。

核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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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工程

海洋平台和 FPSO 船舶项目 中国海洋大学新型深远海综合科学考察实
习船 H2623 东方红三号

上海海洋大学远洋渔业资源调查船“淞航”号

◉ 涠 洲 12-2 WHPA、12-2WHPB、12-1W、11-2B、
11-4NB
◉ 渤中 BZ34-9 CEPA、WHPB 
◉ 蓬莱 PL19-3 CEPB、WHPV、WHPG 
◉ 文昌 WC9-2 油田群“海洋石油 116”号 FPSO（海
上浮式生产储油船）

海洋环境十分特殊且远离大陆，因此海洋石油平
台上的 DCS 和 PLC 控制系统、通讯、应急逃生系统、
消防照明等设备对电源可靠性的要求极高。KELONG® 
海工类电源系统通过 CCS 船级社认证，可适应海洋性
气候环境，有效避免潮湿、盐雾、油雾、霉菌侵蚀、
晃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该系统已在多个海洋平台、
海洋船舶中成功应用，打破了国外品牌在这一领域的
长期垄断。

科华恒盛提供海工用 UPS 电源系统为海洋科考船
上用实验室科考设备、仪器、服务器、IT 设备、通讯、
导航设备等提供稳定的电源保障。适应远洋科考要求，
能够在海洋航行、地球极地地区稳定工作，保障科考
项目的顺利进行。

科华恒盛提供海工用 UPS 电源系统为远洋渔业资
源调查船上重要装备，如仪器仪表、服务器、IT 设备、
通讯、导航设备等提供稳定的电源保障。为上海海洋
大学在教学、渔业资源调查上提供高可靠电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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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行业

深圳大铲湾码头船舶岸电建设工程项目

赤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船舶岸电系统

深圳妈湾电厂煤码头岸电项目

江苏靖江太和港务码头岸电项目

本项目新建一座集装箱式户外岸电变电站，供电
总容量为 5MW，内部设计两套电源系统，可同时为两
个泊位的集装箱船供电，也可并联为一个泊位供电，
供 电 采 取 6.6KV/60Hz 高 压 上 船。 本 项 目 中 科 华 为
EPC 总包方，承担整个工程的勘察、设计、组织专家
评审、采购、制造、安装施工、调试、竣工验收及试
运行等工作。

本项目新建一座集装箱式户外岸电变电站，供电
总容量为 3MW，内部设计一套电源系统，同时预留一
套 3MW 系统的扩展接口，可同时为四个泊位的集装
箱船供电，供电采取 6.6KV/60Hz 高压上船。本项目
中科华为 EPC 总包方，承担整个工程的勘察、设计、
组织专家评审、采购、制造、安装施工、调试、竣工
验收及试运行等工作。

本项目在厂内煤码头（共 2 个 70000 吨级泊位）
新建两套相互独立的船舶岸电供电设施，将经过变频
后的岸电输送上船，为船舶提供在港期间的运行电源，
船舶停止使用自有燃油发电机，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
放，以保护大气环境。本项目由科华提供两套 800kVA
的低压岸电上船的综合解决方案，并已正式投运，为
靠岸船舶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电源供应。

本项目码头内新建一套 300kVA 船舶岸电供电设
施，将经过变频后的岸电输送上船，为船舶提供在港
期间的运行电源，船舶停止使用自有燃油发电机，减
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以保护大气环境。本项目由科
华提供一套 300kVA 的低压岸电上船的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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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微网

科华厦门火炬园微网系统

普天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光伏储能
充电站项目

海外乌兹别克斯坦光伏储能微网供电系统

澳州海岛油光互补太阳能发电系统

项目位于科华恒盛火炬园园区，是公司的重点
储能微网示范项目。系统配置 250KW 的光伏系统、
500KW/500KWH 铅碳储能电池组、油机系统、微网控
制管理系统，组成完整的微网系统。项目于 2016 年初
投入使用，并完成了 30 余个微网储能实验项目，为后
期储能微网项目研发奠定基础。

项 目 建 设 于 普 天 秀 峰 充 电 站， 系 统 建 设 为
250KW/1MWH 光储充一体的微网系统。项目配置光
伏系统 50KW、充电站、储能系统 250KW/1MWH 及
微网管理和运行平台，能够实现并网运行及离网微网
运行控制，并且实现和电网的调度对接能力，具备强
大的系统管理控制能力，同时具有 20ms 以内的高响
应速度。

项目为乌兹别克斯坦一油田项目微网供电系统，
提供光伏 + 油机 + 储能的供电解决方案。系统配置储
能系统为 1.6MW/1.2MWH 储能系统，其中电池组采用
1000AH/2V 储能电池组，电压为 384V 系统三组并联
达到 3000AH，此系统共配置 1.152MWH 储能电池组，
系统已 2015 年投入运行。

项目为海岛型微网储能项目，给无电区海岛提供
电 力 供 应。 系 统 配 置 160KW/165.6KWH 储 能 系 统 和
52.5KW 的光伏系统，电池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组，系统
设计油机接入功能，具备无缝 0ms 的切换方案，为海
岛关键用电设备和居民提供用电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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