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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 Company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是行业首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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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智慧电能、云
服务、新能源三大业务体系，产品方案广泛应用于金融、工业、交通、通信、政府、国防、军工、核电、教育、
医疗等行业，服务全球 100+ 国家和地区的用户。
目前，科华恒盛新能源业务涉及光伏、微网、储能、风电等，为全球提供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监控系统等
产品解决方案及项目投资、开发、建设、运维等服务，致力为全球提供一流的光储能源解决方案。

KEHUA is one of the industry's first "State-Accredited Enterprise Technology Centers", undertaker of 
"Key National Torch Project", "National Key High-Tech Enterprise" and "Nation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and one of the first enterprises with accredited "integrated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ith three business systems of critical power, renewable energy and 
cloud service, Kehua's produc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industry of finance, industry, traffic, telecom, 
public, military, nuclear, education, medical etc., installed in over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Now, Kehua renewable energy business (PV, energy storage, Micro-grid and wind power)provides the 
product of solar inverter, energy storage converter, monitoring system and the service including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and o&m, devoting in the global first-rate solar energy and energy storage solution.

专注电力电子技术 30 年
30 years' power conversion experience

累计装机容量数值超过 10GW+
10GW+ accumulated solar installations

worldwide

研发人员 900+，占员工比 25%+
Over 900 R&D engineers, 25% of all employees

研发投入逾 2 亿，占营收近 9%
More than 200 million of R & D investment,

accounting for nearly 9% of revenue

连续三年入选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
Awarded as the world's top 500 new energy

companies for 3 years

服务于全球 100+ 国家和地区
Applied in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600+ 项国家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600+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including software

patents, copyright and etc

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 60 余项
Participat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more than 60 

national and industry standards
菲律宾

Philippines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印度
India

泰国
Thailand

美国
United States

日本
Japan

澳大利亚
Australia

合作伙伴（部分）｜ Partners (part)

重点推广国家｜ Key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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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储能变流器（隔离型）
BCS50~500K-A

单相光伏离网逆变器（非隔离型）
DJN1000~5000-SPO

单相光伏储能逆变器  
SPH3000~5000-B/BL

单相离网控制逆变一体机
SPO1000~12000-M060~400

三相储能变流器（非隔离型）
BCS250~630K-B

储能升压一体系统 
BCS1000K~1260K-T

电池 磷酸铁理电储能柜
单相离网控制逆变一体机
SPO3320~50-M075~150

集装箱储能变流器 
BCS1000K~1260K-B EMS 能量管理系统

三相离网控制逆变一体机
SPO3310~50-M075~225

并网系列产品 离网系列产品

系统配件产品

2 产品
Products

储能 / 微网产品手册

箱式储能系统 
BCS1000K~1260K-B

三相光伏离网逆变器（隔离型）FR-
UK10K~600K-SPO-A

光伏 MPPT 控制 
SPC048100~SPC048200-M

光伏 MPPT 控制器
 SPC220300~ SPC384300-M

离并网切换柜系列
 STS-100K~1000K

EMS 能量管理柜

防逆流控制器
SPA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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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储能变流器（隔离型）

产品特点

2-1

BCS50~500K-A
型号

指标 BCS50K-A BCS100K-A BCS250K-A BCS500K-A

直流特性
最大直流功率 56.5kW 113kW 278kW 555kW
直流电压范围 200Vdc -600Vdc 450Vdc ~900Vdc 500Vdc -900Vdc 500Vdc -900Vdc

充放电电流可设范围 10A-250A 10A-222A 10A-500A 10A-1000A
直流侧缓冲 具备自动缓冲功能

并网输出特性
额定功率 50kW 100kW 250kW 500kW

额定并网电压 380Vac 380Vac 380Vac 380Vac
额定并网频率 50Hz /60Hz 50Hz /60Hz 50Hz /60Hz 50Hz /60Hz
额定交流电流 76A 152A 380A 760A

功率因数 >0.99(+0.9~-0.9)
最大输出无功功率 ±50kvar ±100kvar ±250kvar ±500kvar

并网电流谐波 <3%
过载能力 100% 长期运行；110% 10min 保护；大于 110%10S 保护

离网输出特性
额定输出电压 380Vac
输出电压精度 1%
额定交流电流 76A 152A 380A 760A

电压失真度 <1%( 线性负载 );  <5%( 非线性负载）
额定输出频率 50Hz /60Hz

过载能力 100% 长期运行；110% 10min 保护；大于 110%10S 保护
输出功率因数 >0.99

动态电压稳定度及恢复时间 5%&40ms
波峰因数 >3:1

其他特性
最大效率 95.5% 96.4% 97.2% 98.5%
防护等级 IP20

允许环境温度 -25~+55℃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 风机可调速 )
环境温度 0~95%

允许最高海拔 海拔 5000m 以下；3000m 以上需降额运行
尺寸（宽 x 深 x 高） 800x800x1800mm 800x800x1800mm 1000x800x2000mm 1400x1000x2000mm

重量 630kg 730kg 1600kg 2200kg
BMS 通讯方式 RS485、CAN
调度通讯方式 RS232/RS485( 标配 )、以太网、GPRS( 可选 )

技术指标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电池管理

• 具备双向变流，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
• 充电具备预充电、恒流充电、均充、浮充模式
• 放电具备恒功率放电、恒流放电模式

电网适应性

• 满足智能电网设计规范，接受电网调度
• 先进的孤岛效应检测技术
• 低电压穿越、无功补偿等功能
• 微网系统的独立逆变功能

系统特性

• 蓄电池与电网完全隔离
• 完善的显示和通讯
• 16 段充放电时间段设置，更好应用于客户现场
• 并 离 网 切 换 时 间：一 般 条 件 <200ms，在 特 定 条 件（ 外 接

SCR）下可实现零切换
• 四段时间（峰、平、谷、尖时间段）电价设置，灵活计算用户盈利

产品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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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技术指标
三相储能变流器（非隔离型）
BCS250~630K-B

产品
Products

产品特点

电池管理

• 具备双向变流，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
• 充电具备预充电、恒流充电、均充、浮充模式
• 可以实时接受 BMS 指令，通讯方式有 RS485、CAN

电网适应性

• 先进的孤岛效应检测技术
• 低电压穿越、无功补偿等功能
• 微网系统的独立逆变功能

系统特性

• 正面维护，可靠墙安装，节省设备占地空间
• 宽的直流电压工作范围
• 完善的显示和通讯
• 体积小，重量轻，极易现场安装
• 支持多机并联功能，可以扩容至 MW 功率等级
• 单机系统无需 EMS 系统，能够自己独立管理消峰填谷运行

型号
指标 BCS250K-B BCS500K-B BCS630K-B

直流特性
最大直流功率 278kW 555kW 700kW
直流电压范围 500-900Vdc 535-900Vdc

充放电电流可设范围 10-500A 10-1000A 10-1177A
直流侧缓冲 具备自动缓冲功能

并网输出特性
额定功率 250kW 500kW 630kW

额定并网电压 315Vac 360Vac
额定并网频率 50Hz/60Hz
最大交流电流 593A 1186A 1200A

功率因数 >0.99(+0.9~-0.9)
最大输出无功功率 ±250kvar ±500kvar ±630kvar

并网电流谐波（THDi） <3%
过载能力 100% 长期运行；110% 10min 保护

离网输出特性
额定输出电压 315Vac 360Vac
输出电压精度 1%
最大交流电流 593A 1186A 1200A

电压失真度（THDv） <1%( 线性负载 ); <5%( 非线性负载）
额定输出频率 50Hz/60Hz

过载能力 101~110%: 10min
输出功率因数 ≥ 0.99

动态电压稳定度及恢复时间 5%&40ms
波峰因数 >3:1

其他特性
最大效率 98.85% 98.9% 99.03%
防护等级 IP20

允许环境温度 -25℃ ~+55℃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 风机智能调速 )
环境温度 0~95%

允许最高海拔 海拔 5000m 以下；3000m 以上需降额运行
尺寸（宽  x 深 x 高） 1000x800x2000mm 1100x800x2000mm 1100x800x2000mm

重量 900kg 1000kg 1000kg
BMS 通讯方式 RS485、CAN
调度通讯方式 RS232/RS485( 标配 )、以太网、GPRS( 可选 )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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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集装箱储能变流器
BCS1000K~1260K-B

产品
Products

产品特点

• 标准集装箱设计，集成消防，照明，散热等
• 防护等级达 IP54，适用户外恶劣环境
• 变流器前端维护，安装运维便捷
• 多机并联技术，扩容便捷
• 并离网切换运行功能
• 低电压穿越，全功率无功补偿
• 接受电网调度
• 满足智能电网设计规范，接受电网调

型号
指标 BCS1000K-B BCS1260K-B

最大直流功率 1100kW 1400kW
推荐直流电压 672Vdc 672Vdc
最大直流电流 1000A*2 1117A*2

充放电电流可设范围 20A~2000A 20A~2000A
直流电压范围 500Vdc ～ 900Vdc 535Vdc ～ 900Vdc
直流电压纹波 2% 2%
额定交流电压 315Vac 360Vac

最大效率 98.71% 98.82%

并网模式
相电压范围 90%UN ≤ U ≤ 110%UN（可设） 90%UN ≤ U ≤ 110%UN（可设）

频率范围 49.5Hz ～ 50.2Hz（可设） 49.5Hz ～ 50.2Hz（可设）
功率因数 >0.99（额定功率）；0.9 超前～ 0.9 滞后可调 >0.99（额定功率）；0.9 超前～ 0.9 滞后可调

最大输出无功功率 ±1000kVar ±1000kVar
电流 THDi <3%（额定功率） <3%（额定功率）

离网模式
电压精度 ±1% ±1%
额定频率 50Hz 50Hz

波峰因数比 ≥ 3:1 ≥ 3:1

阻性负载过载能力 100%( 长时间运行 )；负载为额定负载
101%~110% 时， 10min 保护；

100%( 长时间运行 )；负载为额定负载
101%~110% 时， 10min 保护；

功率因数 0.99 0.99
输出电压不平衡度 ±2％ ±2％

输出动态电压稳定度 ±5% ±5%

额定参数
额定交流功率 1000kW 1260kW
最大交流功率 1000kVA 1260kVA
额定交流电流 1833A 2021A

机械部分
尺寸（宽 × 深 × 高） 2438*1990*2591mm 2438*1990*2591mm

重量 4600kg 4600kg

环境条件和安全
防护等级 IP54 IP54

冷却 风冷 风冷
环境温度 -25℃～ 55℃ -25℃～ 55℃

噪音 ＜ 75dB ＜ 75dB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12 13

2-1

技术指标
单相光伏储能逆变器
SPH3000~5000-B/BL

产品
Products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产品特点

• 安装便捷 , 适合户外使用（BL 机型）
• 超静音设计，噪音 <25dB
• 最高效率达 97.8％
• 超宽 MPPT 范围：125Vdc - 580Vdc
• 全自动控制，日常操作简便
• APP 可实时掌控系统状态
• 智能电池管理功能 , 灵活兼容匹配多类型储能电池
• 壁挂式和机架安装可选

逆变器型号 SPH3600-BL SPH5000-BL SPH2000-B SPH3000-B SPH3600-B SPH5000-B

直流输入
最大光伏阵列功率 4000W 5500W 4000W 4000W 4000W 5400W

最大光伏阵列开路电压 600Vdc 500Vdc
MPPT 电压范围 125-580Vdc 160~480Vdc

最大输入电流 11×2Adc
MPPT 路数 / 输入路数 2/2（可并联）

并网输出
额定功率 3600W 5000W 2000W 3000W 3600W 4600W

额定输出电压 220/230/240Vac
并网电压范围 184~265Vac
并网频率范围 47.5Hz~52.5Hz/ 57.5Hz~62.5Hz
额定输出电流 15.7A 21.7A 9.1A 13.6A 16.3A 20.0A

功率因数 > 0.99（±0.8 可调）
最大效率 97.80%
欧洲效率 97.20%

THDi <1.5%（额定功率） <2%（额定功率）

电池逆变器（紧急模式）
额定输出电压 220/230/240Vac

输出频率 50(60)±0.5Hz
输出功率 2500W/3500VA
切换时间 6ms
电压谐波 <2% ( 阻性 )

充放电特性
额定电压 48Vdc 192Vdc

最大充电功率 2500W（可设置） 1800W（可设置）
最大充电电流 52 A（可设置） 20A（可设置）
最大放电功率 2500W 3600W
最大放电电流 52A 20A
电池配置类型 磷酸铁理 / 三元锂 / 铅酸 / 铅碳

系统
安装方式 壁挂
防护等级 IP65 IP20

隔离方式 ( 光伏 ) 无隔离变压器
隔离方式 ( 电池 ) HF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 强制风冷
噪音 <25dB <50dB

人机界面 LED/ 云监控手机 APP 3.5 寸 LCD 彩屏＋按键 / 云监控手机，APP
相对湿度 0~90% ， 无凝露
工作温度 -25° C~+60° C -20° C~ +50° C

安装海拔高度 0~3000m 0~2000m
并网标准 VDE0126-1-1, VDE-AR-N4105,G83/2, G59/3, AS4777.2/.3, ERDF, CEI 0-21

安规 IEC62109-1, IEC62109-2, AS62040-1-1
EMC EN61000-6-3,  EN61000-6-2

通讯接口 RS485（标配， Modbus 协议） RS485（标配，Modbus 协议）/WiFi（选配）/GPRS（选配）
选配件 直流开关、CT、电表 CT、电表

尺寸 ( 宽 × 高 × 深 ) 480×420×185mm 440×480×144mm
重量 25kg 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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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升压一体系统
BCS1000K~1260K-T

产品
Products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产品特点

• 集成变流器，升压变（10kV/35kV），中压配电，运维便捷。
• 优化变流器与升压变，系统损耗更低
• 集装箱设计，方便运输及安装
• 满足智能电网设计规范，接受电网调度
• 低电压穿越，全功率无功补偿
• 微电网独立逆变功能
• 户外应用设计，防护等级 IP54，环境适应性好

技术指标

型号
指标 BCS1000K-T BCS1260K-T

直流侧
最大直流功率 1100kW 1400
标称直流电压 672Vdc

充放电电流可设范围 20A~2000A 20A~2354A
直流电压范围 500Vdc ～ 900Vdc 535Vdc ～ 900Vdc

直流缓冲 具备直流缓冲功能

电网侧
额定输出功率 1000kW 1260kW

最大输出无功功率 ±1000kVar ±1260kVar
额定电压 10kV/35kV
电压范围 90%UN ≤ U ≤ 110%UN（可设）
频率范围 49.5Hz ～ 50.2Hz（可设）
功率因数 >0.99（额定功率）0.9 超前～ 0.9 滞后可调

总电流波形畸变率（THDi） <3%（额定功率）
变压器 可选油变或干变

效率
最大效率 97.7% 98%

并网放电效率 97.5% 97.8%
并网充电效率 97.5% 97.8%
离网放电效率 97.5% 97.8%

其他
防护等级 IP54
环境温度 -25℃～ 55℃

噪音 ＜ 75dB
外形尺寸 2438x 6095x 2591mm
通信接口 RS485，以太网，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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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式储能系统
BCS1000K~1260K-B

产品
Products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产品特点
• 系统集成度高，集成电池管理系统、PCS、温控系统、消防系统、

门禁系统、数据监控系统，交直流配电，照明系统等。
• 可定制化设计，满足不同需求。
• 三级 BMS 系统架构，安全可靠。
• 充电具备预充电、恒流充电、均充、浮充模式。
• 并离网快速切换运行功能，切换时间小于 15ms。
• 支持本地与远程监控。
• 七氟丙烷自动灭火系统，符合消防安全规范。

技术指标

电池组（LFP）
模组 32V 148Ah（10S4P）

电池柜 736V 148Ah（23S1P）
系统 1.96MWh

系统常规充放电电流 0.5C
系统最大充放电电流 1C

电池系统系统效率 95%
电池寿命 3500 次

储能变流器
额定功率 500kW

交流侧额定电压 380Vac
额定频率 50/60Hz
功率因数 >0.99（额定功率）0.9 超前～ 0.9 滞后可调

电流 THDi <3%（额定功率）

系统
充电过压保护 具备
放电欠压保护 具备

并离网切换运行功能 具备
无功补偿 具备

低电压穿越 具备
自动消防系统 具备

温控系统 具备
门禁系统 具备
监控系统 具备

通风照明系统 具备

空调系统

储能池组 消防系统

EMS 系统门禁系统储能变流器

并离网切换柜 BM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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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离网控制逆变一体机
SPO1000~12000-M060~400

产品
Products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产品特点

• 三合一集成离网系统，光伏 MPPT 控制器 + 交流充电（选配）
+ 逆变器 

• 光伏 MPPT 控制器模块化设计 , 支持热插拔，即插即用，配置
灵活

• 多路 MPPT 设计，效率高达 99.8％，提高系统发电量
• 机架式设计，前操作，后接线
• 部分型号设备支持柴油发电机 / 市电自动旁路，无需另外配置 ATS
• 具备负荷管理功能，主 / 次要负载二次下电
• 支持锂电池和蓄电池接入，与 BMS 采用干接点通信
• 完善的保护功能，具备电池过 / 欠压告警、电池过压 / 欠压保护、

输出过流告警、输出过流保护、光伏输入过流告警

技术指标
型号

指标 SPO1000~12000-M060~400

直流输入特性
组件输入电压范围 50Vdc~150Vdc

MPPT 路数 1/2 4~8
组件输入功率 2.88kW/5.76kW 9.6kW~19.2kW
额定电池电压 48Vdc

电池类型 锂电池或铅酸类电池

交流输出特性
输出功率 1kVA 2kVA 3kVA 5kVA 6kVA 9kVA 12kVA
逆变效率 86% 90%
峰值系数 3:1
功率因数 0.7 
输出电压 220±1%Vac
输出频率 50±0.1%Hz
过载能力 105~125% 持续不小于 60s，126~150% 负载持续不小于 1s

其他特性
通讯方式 97.7%

噪音 97.5%
环境温度 97.5%
环境湿度 97.5%
运行海拔 IP54

尺寸（宽 * 深 * 高） -25℃～ 55℃
防护等级 ＜ 75dB

单相离网控制逆变一体机
SPO3320~50-M075~150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产品特点

• 光伏 MPPT 控制器 + 逆变器，集成离网系统设计
• 光伏 MPPT 控制模块化设计，支持热插拔，即插即用，配置灵活 
• 宽 MPPT 范围：420 ～ 850V
• 多路 MPPT 设计，效率高达 99.8％，提高系统发电量
• 输出带隔离变压器，具备良好的抗冲击和短路保护能力。 
• LCD 液晶显示屏
• 支持锂电池和蓄电池接入，与 BMS 采用干接点通信
• 支持市电自动旁路，无需另外配置 ATS
• 具备手动维护旁路（油机 / 市电接入）功能及智能防错设计

技术指标
型号

指标 SPO3320~50-M075~150

直流输入特性
组件输入电压范围 420Vdc~850Vdc

MPPT 路数 1/2
组件输入功率 26kW/52kW
额定电池电压 348V

电池类型 锂电池或铅酸类电池

交流输出特性
输出功率 20kVA 30kVA 40kVA 50kVA
峰值系数 3:1
功率因数 0.8
输出电压 220±1%Vac
输出频率 50±0.5%Hz

波形 正弦波，THD<3%( 线性负载 )
过载能力 105~125% 持续不小于 1min

其他特性
重量 303kg 325kg 373kg 404kg

通讯方式 RS485、干接点
噪音 65dB

环境温度 -5℃ ~+40℃
环境湿度 0~95%
运行海拔 3000m

尺寸（宽 * 深 * 高） 1000*800*1180mm
防护等级 I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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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离网控制逆变一体机
SPO3310~50-M075~225

产品
Products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产品特点

• 集成系统，光伏 MPPT 控制器 + 交流充电 ( 选配 )+ 逆变器
• 光伏 MPPT 控制器模块化设计 , 支持热插拔，即插即用，配置

灵活
• 宽 MPPT 范围：420 ～ 850V
• 多路 MPPT 设计，MPPT 效率高达 99.8％，提高系统发电量
• 输出带隔离变压器，抗负载冲击能力强
• 支持三相 100% 不平衡负载
• 具备手动维护旁路功能及智能防错设计
• 多模式风机智能调速，延长风机使用寿命
• • 智能电池充放电管理，可以保障电池的使用寿命
• • 支持柴油发电机 / 市电自动旁路功能，无需另外配置 ATS

技术指标
型号

指标 SPO3310~3360-M075~225

输入特性
组件输入电压范围 420Vdc~850Vdc

MPPT 路数 1/2/3
组件输入功率 26kW/52kW/78kW
额定电池电压 348Vdc

电池类型 锂电池或铅酸类电池

输出特性
输出功率 10kVA 20kVA 30kVA 40kVA 50kVA
峰值系数 3:1
功率因数 0.8 
输出电压 380±1%V
输出频率 50Hz/60Hz±0.1%

波形 正弦波，THD<2%( 线性负载 )
过载能力 105~125% 持续不小于 10min，126~150% 负载持续不小于 1min

其他特性
重量 330kg 360kg 380kg 520kg 570kg

通讯方式 RS485、干接点
噪音 <65dB

环境温度 -5℃ ~+40℃
环境湿度 0~95%
运行海拔 3000m

尺寸（宽 * 深 * 高） 850×800×1600mm
防护等级 IP20

单相光伏离网逆变器（无变压器型）
DJN1000~5000-SPO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产品特点

• 具有 1kVA/2kVA/3kVA/5kVA 等系列规格产品
• 先进的 IGBT 器件，可靠性高
• 基于 DSP 的全数字控制技术实现多种智能化控制功能
• 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系统的可靠性更高
• 可与计算机进行 RS232 或 RS485 数据通讯，实现运行状态监测
• 外型美观，功能完善，人机界面友好
• 可启动空调、冰箱等冲击性负载

技术指标
型号

指标 1000 2000 3000 5000

直流输入
额定直流输入电流 17A 34A 50A 80A

直流电压 48Vdc
直流电压范围 40Vdc ～ 57Vdc

交流输出
额定容量 1000VA 2000VA 3000VA 5000VA
额定功率 700W 1400W 2100W 3500W
输出电压 220±3%Vac

额定输出电流 4.5A 9.0A 13.6A 22.7A
功率因数 0.7

频率 50±1%Hz
波形失真度 (THDi) THD<3%( 线性负载 )

动态响应 ( 负载 0-100%) 10%
过载能力 105~125% 持续不小于 60s，126~150% 负载持续不小于 1s
峰值系数 3:1
逆变效率 86%

其他特性
环境温度 -20℃～ +40℃
防护等级 IP20
海拔高度 1500m 以上需降额运行

尺寸 ( 宽 × 深 × 高 ) 440×286×43.5mm 440×350×88mm 440×440×132mm
重量 5.0kg 9.5kg 13.5kg

通讯接口 RS232/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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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光伏离网逆变器（隔离型）
FR-UK10K~600K-SPO-A

产品
Products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  200-400kVA  产品机箱高度  1800，50 为顶部风机突出的高度，风机可拆卸

产品特点

• 具备手动维护旁路（油机 / 市电接入）功能及智能防错设计；
• 具备电池极性反接保护功能；
• 双 DSP 数字控制：整机控制精度高，实时性强、集成度高；
• 智能风机调速及故障检测，延长风机使用寿命；
• 完备的电池管理功能：系统设置有完善的电池管理功能，确保

电池使用寿命；
• 结构采用模组化设计，功率密度高。
• 自适应无主从并机技术，提高供电可靠性。

技术指标
型号

指标 10 20 30 40 50 60 80 100 120 160 200 250 300 400 500 600

输入特性
直流电压 348 Vdc 384 Vdc
交流输入 380 Vac

后备输入电源 可接入市电或柴油发电机

输出特性
容量 (kVA) 10kVA 20kVA 30kVA 40kVA 50kVA 60kVA 80kVA 100kVA 120kVA 160kVA 200kVA 250kVA 300kVA 400kVA 500kVA 600kVA

输出功率因数 (PF) 0.9
电压 (Vac) 380/400/415±1%
频率 (Hz) 50Hz/60Hz

波形 正弦波，THD<2%（线性负载）
过载能力 逆变状态：125％满载时维持 10 分钟；150％满载时维持 1 分钟
系统效率 高达 94%

其他特性
通讯功能 支持 RS232、RS485（ModBus 协议）、干接点通讯
告警功能 市电异常、电池欠压、输出过载等
保护功能 电池欠压保护、过载保护、短路保护、过温保护、输入过欠压保护等
工作温度 -5℃ ~40℃
相对湿度 0%~95%（无冷凝）

噪音 ＜ 60dB ＜ 65dB <70dB
尺寸 ( 宽 × 深 × 高 ) 500×600×1180mm 500×800×1600mm 700×800 ×1800mm 1400×1000×

1850mm
 1600×1000×

1850mm
3000×1000×

1800mm
重量（kg） 230 260 300 400 430 450 520 600 650 825 1280 1568 1830 2050 4500 4600

光伏 MPPT 控制器 
SPC048100~SPC048200-M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 MPPT 功率模块和监控模块不能单独销售。

产品特点

• 具有热插拔，方便扩容与维护
• 采用超低功耗设计，夜间损耗为零
• 智能化的电池充电管理系统，防止过充、过放，延长蓄电池使

用寿命
• 完善检测、告警与保护功能
• 共正极控制方式、机架式安装
• 可外置电池温度传感器，进行电池温度补偿控制
• 用户可设定系统工作参数，各项显示参数设置，并且具有掉电

保存功能
• 支持远程监控

技术指标
型号

指标 SPC048100-M SPC048150-M SPC048200-M

太阳能 MPPT 充电模块容量 50A MPPT module×2 50A MPPT module×3 50A MPPT module×4

太阳能输入 ( 空开 ) 2 路（63Ax2） 3 路（63Ax3） 4 路（63Ax4）

太阳能最大输入电流 2x40A 3x40A 4x40A

太阳能输入电压 50Vdc ～ 150Vdc

蓄电池分路 ( 空开 ) 1 路 *200A（只侦测电池总电流）

输出分路 ( 空开 ) 主要负载：4 路（63A+50+32+20） 次要负载：4 路（63A+50+32+20）

输出电压 44.0 Vdc ～ 58.0 Vdc 典型值为 54.0 Vdc

太阳能 MPPT 控制器输出电流 <100A <150A <200A

工作效率 ≥ 95% ≥ 95% ≥ 95%

防护等级 IP20

工作温度 -20℃～ +55℃

环境温度 -40℃～ 70℃

环境湿度 5% ～ 95%

海拔高度 小于 5500m，（超过 3000m 可降额使用，海拔高度超过 3000m，每增加 300m，降低 1℃）

尺寸 ( 宽 * 深 * 高 ) 487x426.3x352.5mm

环境湿度 90%

防护等级 I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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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 MPPT 控制器
SPC220300~ SPC384300-M

产品
Products

产品特点

应用领域

系统参数

MPPT 模块参数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指标 SPC220300-M SPC348300-M SPC384300-M

输入侧参数
PV 输入工作电压 250~550Vdc 420~850Vdc 480~850Vdc
PV 满载工作电压 270~430Vdc 440~700Vdc 500~700Vdc
最大 PV 输入电流 60×4A 60×4A 60×4A
PV 输入额定功率 16.5×4kW 26.5×4kW 29.3×4kW

输出侧参数
电池工作电压范围 189~260Vdc 304~420Vdc 336~464Vdc

电池额定电压 220Vdc 348Vdc 384Vdc
额定输出电流 300A 300A 280A

其他参数
环境温度 -20ºC ~+55ºC
海拔高度 3000m，超过 1000m 需降额使用
防护等级 IP20

尺寸 ( 宽 × 深 × 高 ) 600×600×1800mm

型号
指标 SPC220300-M SPC348300-M SPC384300-M

输入侧参数
PV 输入工作电压 25Vdc0~550Vdc 420Vdc~850Vdc 480Vdc~850Vdc
PV 满载工作电压 270Vdc~430Vdc 440Vdc~700Vdc 500Vdc~700Vdc
最大 PV 输入电流 60A 60A 60A
PV 输入额定功率 16.5kW 26.5kW 29.3kW

MPPT 跟踪精度（MAX） ≥ 99.6% ≥ 99.5% ≥ 99.6%
PV 启动电压 210Vdc 350Vdc 390Vdc

输出侧参数
电池工作电压范围 189~260Vdc 304~420Vdc 336~464Vdc

电池额定电压 220Vdc 348Vdc 384Vdc
额定输出电流 75A 75A 70A

模块最大转换效率 ≥ 96.6% ≥ 98.4% ≥ 98.4%
预充电电流 6A

输出纹波电压系数 ≤ ±1.5%

其他参数
待机功耗 < 16W
夜间功耗 0W

夜间反向放电电流 0A
散热方式 风冷

噪音 ≤ 60dB

尺寸 ( 宽 × 深 × 高 ) 440×465×88mm（宽 × 深 × 高）（不带面板的耳朵）
479×465×88mm（宽 × 深 × 高）（带面板的耳朵）

MPPT 模块

• 最大功率点跟踪技术，可显著提高太阳能发电利用率；
• 高可靠、智能化 DSP 全数字控制技术；
• 高效率、小型化、模块化设计，满足高度定制需求；
• 采用高频三相交错技术，超低输出纹波电流，提高蓄电池寿命；
• 采用串行 485 通信方式、方便系统扩容与监控管理；
• 采用超低功耗设计，智能休眠，夜间零损耗。

可广 泛应用于环境恶劣的高原、海岛、偏远无电山区、乡村
及野外作业的太阳能直流供 电系统、太阳能直流路灯系统、
中小型太阳能离网电站系统，也可作为乡村、村 落、边防、
牧区等偏远地区的通讯基站离网供电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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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铁锂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产品
Products

电池系统

BMU BMS MBMS

BMS

• 电池系统采用三级架构：（BMU/BMS/MBMS）

• MBMS：将收集所有电池系统状态及参数，并与 PCS 和 EMS 进行通信调控
• 高倍率应用：普通型系统可以达到 1C 的倍率充放电，高倍率系统可以达到 5C 的倍率充放电
• BMS 系统将实现如下参数管控

铅炭电池

充电速度
提高 8 倍

放电功率提
高了 3 倍

循环寿命提
高到 6 倍传统铅酸电池

VS

使用安全稳定性价比高

循环充电次
数达 3000 

次 60%DOD

名称 单位 数值
额定电压 V 672
电池容量 MWh 1.344

尺寸 尺 40
重量 T 56

运行电压范围 V 604~790
推荐放电电流 A 414

防护等级 IP IP54
放电深度 DOD 70%

推荐工作温度 ℃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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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EMS 能量管理系统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适用系统

技术指标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指标 EMS 能量管理柜

交流输入电源 AC220/50Hz
通讯接口 RS485、RJ45、CAN
调度通讯 Ethernet、光纤

显示 标准：7 寸（触摸屏），可选 10 寸（触摸屏）或液晶显示器
防护等级 IP20
环境湿度 0~95%，无冷凝

海拔 6000（＞ 4000 需降额）
尺寸（宽 × 高 × 深） 800*2000*800mm

• 微网系统能量控制
• 光储充一体系统控制
• 多能互补系统控制

• 标准电力调度接口、支持多种通信规约
• 能够实现对电源系统、负荷系统综合能量管控
• 人性化的人机界面，管理操作易上手

• 小型微网系统的能量管理及控制
• 能量控制灵活，保证系统可靠运行的基础上用户可根据 系统

变化自行调整工作模式
• 实现系统有功、无功、防逆流等控制
• 系统完全自动化运行，无需人员值守

EMS 能量管理柜

离并网切换柜系列
 STS-100K~1000K 

产品特点

适用系统
• 小型微网系统
• 用户侧商业储能系统
• 消峰填谷和应急供电双需求系统

• 能快速将系统与电网脱离（切换时间＜ 10ms)
• 无需另外配置微网系统控制，减少额外投资
• 具备手动控制模式，针对需要多种实验及切换控制故障情况下运

行控制
• 具备两种切换速度方案选择（＜ 10ms 方案和＜ 200ms 方案）
• 具备科华自主专利技术的散热系统，保证系统在各种场合应用的

可靠性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技术指标
型号

指标 STS-100K STS-200K STS-500K STS-1000K

最大交流功率 100kVA 200 kVA 500 kVA 1000 kVA

最大交流电流 144A 289 A 722 A 1444 A

额定电网电压 400 Vac

电网电压范围 300~500Vac

防护等级 快速型 IP20/ 普通型 IP21

工作温度范围 -25~+55℃

环境湿度 0~95%，无冷凝

保护 过温、过流、短路、防雷等

海拔 6000（＞ 3000 需降额）

机械部分 尺寸（宽 × 高 × 深） 800×2000×800mm 1000×2000×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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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逆流控制器
 SPA1000

＊规格指标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技术指标

2-3 产品
Products

产品特点

适用系统
• 小型微网系统
• 用户侧商业储能系统
• 微网无 EMS 系统，需防逆流控制方案

• 防逆流控制响应速度快，ms 级响应
• 减少系统投资，无需 EMS 能量管理系统，实现小型储能并网

防逆流控制
• 根据不同用电的供电需求，可设定相应的控制策略
• 保证储能系统并网安全的情况下，收益最大化

型号
指标 SPA1000

输入数据 ( 逆变器侧 )

可监控逆变器最大数量 32 路

干接点 ( 预留 ) 4 路

输出数据 ( 电网侧 )

额定电压 400Vac

允许电网频率 47-51.5Hz

额定频率 50Hz

逆流保护 具备

通讯接口 RS485

人机界面 OCMJ8x15D 液晶

防护等级 IP20

尺寸 ( 宽 × 深 × 高 ) 440×360×130mm

部分案例

离网系统发电项目

• 海外乌兹别克斯坦 1.2MW 光伏储能离网供电系统
• 喀麦隆配套离网项目
• 中兴能源离网储能配套项目
• 印尼离网储能项目
• 青海玉树达隆寺离网系统 
• 西藏军区边防风光互补离网系统 
• 四川某军分区离网系统
• 四川康定某军队离网系统
• 西部无电地区电力建设项目 
• 浙江丽水隧道照明离网系统 
• 厦门同安商业广场离网系统电站 
• 上海某专利事务所室内照明离网系统 
• 浙江丽水隧道照明离网系统
• 厦门同安商业广场离网系统电站
• ......

储能 / 微网系统项目

• 明阳风电储能项目
• 广州白兔变电站退役电池梯级利用储能示范工程
• 普天新能源（深圳）秀峰公交站光储充项目
• 合肥国轩高科新能源有限公司削峰填谷 1MW/4MWh 项目
• 西部无电村储能 / 微网工程 军用风光互补储能离网系统 
•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50kW/2MWh 储能系 统项目
• 中兴派能 500kW/500kWh 储能项目 
• 北京电科院储能项目
• 漳州古雷风光互补路灯项目 
• 内蒙阿拉善额日布盖峡景区 MW 级储能微网电站 
• 澳大利亚海岛油光互补项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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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网系统发电项目 

海外乌兹别克斯坦 1.2MW 光伏储能离网供电系统01

01

案例
Applications

02

03

04 04

印尼离网储能项目03

中兴能源离网储能配套项目02

青海玉树达隆寺离网系统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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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 / 微网系统项目 

明阳风电储能项目01

01

案例
Applications

02

03

04

普天新能源（深圳）秀峰公交站光储充项目03

广州白兔变电站退役电池梯级利用储能示范工程02

合肥国轩高科新能源有限公司削峰填谷
1MW/4MWh 项目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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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障的 Assured
应时而动 Apropos
主动的 Active

科华恒盛坚持“主动服务，用户至上”的服务理念，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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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预防性主动服务。
目前，科华恒盛在全国建立 16 个技术服务中心、50+ 厂家技术服务网点，可为客
户提供“高保障、应时而动、主动”的 3A 服务。

Kehua Hengsheng insists on the service concept of "active service and 
customer first", and establishes an active three level service system, which is 
supported by direct network, regional technical service center, service center 
and headquarters, and provides preventive active service. At present, Kehua 
Hengsheng has established 16 technical service centers and 50+ technical service 
outle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t can provide customers with "high security, 
active and active" 3A services.

服务
  Service

服务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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