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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测试

公司拥有先进的实验平台，具备户外一体化柜的成套测试验证条件与能力，产品高质量保障。

防尘测试 盐雾测试

EMC 测试

兆瓦级实验平台

高低温测试

防水测试

UL 认可实验室

公司简介

实验平台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创立于 1988 年，2010 年深圳 A 股上市（股票代码 0023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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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高端电源、云计算基础服务、新能
源三大业务体系，产品方案广泛应用于交通、金融、工业、通信、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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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华恒盛本着“自主创新、自有品牌”的发展理念，自主培养 4 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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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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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00 项。

大功率生产车间自有钣金加工厂

生产能力

厦门生产基地 漳州生产基地

佛山生产基地角美生产基地

售后服务能力

服务工程师

300+

直属服务网点

50+

技术服务中心

16大

营运中心

3大

公司具备覆盖全国的售后服务网络，快速响应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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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一体化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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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配电模块

输入（220Vac）
输出（220Vac、48/24/12Vdc）
含输入输出防雷、电能检测

监控模块

可接入电源、配电、空调、电池、
温湿度、水浸、安防等设备

逆变器

典型容量：3kVA/5kVA
高度：3U
可并机冗余

整流器

1U*2.5U
单模块3kW@48V/50A
效率高达96%
最大兼容4模块N+1冗余

PDU

具有分路电能计量、远程开关控
制、告警和监测等功能

户外防盗机柜

IP55防护等级，集成动环等传感
器，柜体外表无裸露可拆卸件

预留空间

预留给客户的设备安装空间

电池柜

可选配48V磷酸铁锂电池或铅
酸/胶体电池

* 本图机柜外尺寸：750mm*75mm*1400mm*2

* 图示柜内设备配置仅供参考，实际依用户需求配置

* 整流器 + 逆变器可替换为 UPS 方案

* 标配智能门锁、摄像头、烟感、水浸等安防及动环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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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模块

输入（220Vac）
输出（220Vac、48/24/12Vdc）
含输入输出防雷、电能检测

监控模块

可接入电源、配电、空调、电池、
温湿度、水浸、安防等设备

一体化空调&应急风扇

嵌入柜门安装，不占用柜内空
间，可选双空调方案互为备份

预留安装空间

预留给客户的设备安装空间

产品介绍

PDU

具有分路电能计量、远程开关控
制、告警和监测等功能

户外防盗机柜

IP55防护等级，集成动环等传感
器，柜体外表无裸露可拆卸件

UPS

典型容量：3kVA/6kVA
可选配并机冗余

电池仓

可选配磷酸铁锂电池或铅酸/
胶体电池

* 本图机柜外尺寸：900mm*900mm*2100mm

* 图示柜内设备配置仅供参考，实际依用户需求配置

*UPS 可替换为整流器 + 逆变器方案

* 标配智能门锁、摄像头、烟感、水浸等安防及动环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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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配电模块（可定制）

充足的交直流输出支路，3U/6U 高度可选；

市电和油机两路输入，油机输入配置工业接口；

输入 / 输出防雷设计。

可根据项目需求选配输出路数。

空调
工业级空调；

精准控温，能效比高；

可选配低温加热组件，低温运行无虞；

可选配双空调主备冗余，高可靠温度保障。

空调故障时，启动应急风机保证设备运行。

兼具高可靠性与高可用性的供配电设计

电池
可选配磷酸铁锂电池或铅酸 \ 胶体电池，电池配置方案灵活；

系统额定电池电压 48V，适配常规、可靠、通用的 48V 锂电池，

系统可靠性高，安全性好。

* 电气回路可根据用户实际需求定制

户外柜电气原理图

● 市电与油机两路输入，油机输入配置工业接口。两路输入开关设置互锁装置，防止误操作；

● 交流输入配置 B 级防雷，配置智能电能表 ，监测输入电能参数。

● 交流输出配置 C 级防雷。交流输出多支路 +PDU（每个 PDU 有 8 路）； 

● 直流输出配置 C 级防雷。预留直流输出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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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UPS
高频在线式 UPS，3U 高度；

输出功率因数高，转换效率高，节能效益显著；

典型容量：3kVA/6kVA；

48V 直流供电安全性高；

锂电模组采用并联设计，可靠性高。

逆变器
典型容量 3kVA/5kVA，3U 高度；

可选旁路 ECO 经济模式；

抗冲击能力强，允许直接带空调启动；

48V 直流系统安全、稳定。

“整流模块 + 逆变器”可用 UPS 替换。

整流模块
85~300Vac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

1U*2.5U，3kW@48V/50A；

效率高达 96%；

N+1 冗余备份，支持热插拔。

监控模块
对柜内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可接入 UPS、配电、空调、电池、温湿度、水浸、安防等设备； 

权限分级管理； 

支持远程在线升级，支持二次开发； 

快速定位设备故障点，获取故障信息 

丰富的报表分析，远程运维，减少下站人员频次。

供电设备

配电 空调

支持 RS232、RS485、SNMP、DI/DO 等通讯接口

门禁

UPS 温湿度 烟感

消防模块
电池 水浸

环境设备 安防设备

监控模块

ETC 户外一体化柜

监控中心

声光告警 邮件告警 声音播报 短信告警 电话语音告警 GPS 日志管理 统计分析 远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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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系统
ETC 门架系统集中监控

 ■ 采用“前端智能集 + 后台大数据集中管理”模式， 7*24 小时 实监控前端一体化机柜运行情况，准确预知
设备、环境运行状态

 ■ 智能化运维，可根据告警等级、告种类自动派单，可根据区域、监控点位、设备种类定派单到不同运维人员
 ■ 开柜报警监测，门打开，具有门人物拍照验证功能，监控中心可实时核开箱人员权限情况

大屏可视化
首页展示系统概况

站点信息可视化

电子地图
支持电子地图展示，用户可快速定位故障点的地理位

置信息

能耗监测
对一体化柜各环节实现能耗监测，知道节能降耗

权限管理
路段、站点、设备分级管理

报表分析
多维度报表分析，包括告警分析、故障统计、恢复等

省联网中心

区域中心 / 路段中心

站点 1 ETC 户外机柜 站 点 n ETC 户 外 机

供电设备

配电 空调 门禁

UPS 温湿度 烟感

电池 水浸

环境设备 安防设备 供电设备

配电 空调 门禁

UPS 温湿度 烟感

电池 水浸

环境设备 安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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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配置

产品型号 KHGE-OIC

系统

尺寸（W*D*H) 900mm ×900mm ×2100mm
重量 ＜400kg 

组柜模式 单柜
制冷模式 可选双空调备份，制冷能力: 1500W

走线维护方式 下进下出，前后维护
噪音水平 ≤55dB
防护等级 IP55

机柜总安装空间 40U
电源方案 UPS方案/整流模块+逆变器方案可选可选

用户安装空间 最大20U（可定制）
备电时间 ≤16h

MTBF ≥100,000 小时（不包括电池）

交流
参数

输入电压 三相：285VAC ～475VAC；单相：165VAC 
～275VAC

输入频率 45~65Hz，额定值: 50Hz/60Hz
防雷 20kA/40kA（8/20μs）

交流输出 3kVA/6kVA可选（N+1备份），8路国标插座
交流支路 标配10路（可选）

直流
配电

输出电压 48V/24V/12V
最大容量 6kW
直流支路 根据需求可选
直流防雷 10kA/20kA（8/20μs ）

监控

监控内容 支持电源、电池、电能、烟雾、水浸、温湿度
和门磁等动力环境监控

I/O口 12路DO、8路DI(可扩展）
通信接口 6路RS485(可扩展）
组网方式 IP、4G（可选）
北向协议 支持SNMP/HTTP/HTTPS协议

环境

工作温度 -35℃~+50℃（+太阳辐射）
储存温度 -40℃~+70℃
工作湿度 5%~95%（无凝露）

海拔高度 0~4000m（2000m以上高温降额，每升高
200m，工作温度降低1℃）

典型配置

产品型号 KHGE-OIC

系统

尺寸（W*D*H) 750mm ×750mm ×1700mm
重量 ＜200kg 

组柜模式 双柜
制冷模式 制冷能力: 600W

走线维护方式 下进下出，前后维护
噪音水平 ≤55dB
防护等级 IP55

机柜总安装空间 32U（单柜）
电源方案 UPS方案/整流模块+逆变器方案可选可选

用户安装空间 最大16U
备电时间 ≤16h

MTBF ≥100,000 小时（不包括电池）

输入电压 三相：285VAC ～475VAC；单相：165VAC 
～275VAC

输入频率 45~65Hz，额定值: 50Hz/60Hz
防雷 20kA/40kA（8/20μs）

交流输出 3kVA/6kVA可选（N+1备份），8路国标插座
交流支路 标配10路（可选）

直流
配电

输出电压 48V/24V/12V
最大容量 6kW
直流支路 根据需求可选
直流防雷 10kA/20kA（8/20μs ）

监控

监控内容 支持电源、电池、电能、烟雾、水浸、温湿度
和门磁等动力环境监控

I/O口 12路DO、8路DI(可扩展）
通信接口 6路RS485(可扩展）
组网方式 IP、4G（可选）
北向协议 支持SNMP/HTTP/HTTPS协议

环境

工作温度 -35℃~+50℃（+太阳辐射）
储存温度 -40℃~+70℃
工作湿度 5%~95%（无凝露）

海拔高度 0~4000m（2000m以上高温降额，每升高
200m，工作温度降低1℃）

龙门架路测单柜 龙门架架上并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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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测集装箱方案 应用案例

2438mm*2991mm*2438mm（根据场景选择其他尺寸）

10~120kVA UPS（根据需求选择）

柜内集成动环、安防、网管监控

* 也可利旧土建机房部署室内设备。

路侧集装箱方案特点
可同时给多个龙门架供电；

可作为远程供电局端机部署点；

可多个龙门架附近部署微模块一体化机房；

防护好，空间大，易布局，室内设备无需较高 IP 防护；

箱内设备厂内装配调试完成，现场吊装快速部署；

可配置消防设备；

可储存备品备件及常规巡检运维工具。

河北省取消省界收费站工程 - 石安管理处

河北省取消省界收费站工程 - 衡大管理处

太行山高速邢台段户外综合柜供电

安阳西北绕城高速公路 ETC 取消省界站工程

江苏省高速公路 ETC 门架系统建设工程（取消省界收费站）电源系统项目

东川格勒至巧家葫芦口高速公路机电工程

上海延安路中运量工具配套系统户外一体化电源

福建长平高速公路 E 合同段项目

福州绕城公路东南段机电工程 E1 合同段

福建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项目南平、宁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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