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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简 介
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高低压成套设备厂，始建于1994年，位于滇中腹地的通海县桑园工业区，距省城

130公里，与“云烟之乡”的玉溪市毗邻，商贸繁盛、交通发达。拥有职工200多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40余

人，中专学历160多人。

我厂是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全资子公司之一，专业从事35kV及以下各型高、

低压成套设备和相关配套产品的生产厂。主要产品有：35kV 级KYN61-40.5、GBC-35型手车式高压开关

柜、KGN-40.5型固定式高压开关柜和HXGN2-35型环网型高压开关柜；10kV级KYN28A-12、XGN2-12、

XGN15-12系列金属封闭开关柜；0.4kV级MNS、GCS、YDS、GGD系列低压配电屏、TBJ户内和JP型户外无功

功率补偿装置、PK继电保护屏、GZD（W）直流屏、XL-21动力配电柜、XM照明配电箱、DFW低压电缆分

线箱等系列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及20000A以下的晶闸管整流装置；XGW系列40.5kV或12kV智能型箱式开关站、

ZBW4型组合式变电站；各型变压器、发电厂、变电站、工业用电、综合自动化的设计、生产、安装、调试。

拥有数控激光切割设备、数控板料折弯机、数控剪板机、型钢机组、多台液压母线折弯机等先进设备，配

有工频试验设备、互感器校验仪、直流高压发生器、大电流发生器、高压开关特性综合测试仪、示波器、继

电保护校验仪、回路电阻测试仪等试验设备。

我厂重质量、守信誉，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应标准，于1998年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2003年在云南率先通过国家

强制性产品（CCC）认证。

我厂以跻身行业前列、迈步

国际市场为目标，产品主要销往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西藏

等国内市场和越南、缅甸、老

挝等国际市场；远销南美、非洲

等国家和地区。广泛运用于发电

厂、变电站、工厂配电及冶金、

化工、高速公路、城乡改造等配

电行业。

建厂以来，企业以科学的管

理、以承担电器制造业为己任

的战略，以卓越的服务和优异

的产品质量开拓市场，并为用

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优质的服

务；以先进的生产设备，雄厚

的技术力量，完善的管理和品

牌经营理念，为中国电网的现

代化服务。

欢迎各界人士莅临我厂参

观、指导！

公司管理方针：

科技创新造精品

诚实守信服务优

持续发展重环境

安全健康人为本

公司科技大楼



YUNNAN TONGBIAN ELECTRIC APPARATUX  CO.,LTD

HIGH&LOW VOLTAGE SET OF EQUIPMENTS  FACTORY
Introduction of High&Low voltage set of equipments factory

The factory was built in 1994.It is in Sangyuan area and far from Kunming about 130km, next 

to Yuxi which is famous for the hometown of yunnan cigarettees,with flourishing business and 

convenient traffic.The company has more than 200 employees, including college education for more 

than 40,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degree more than 160.

Our factory is Yunnan Tongbian electric appliance Limited company scale is the largest,,most 

powerful wholly-owned subsidary.The factory which is a branch of TongBian Electric Apparatus 

Co.Ltd works professional as the manufacture of 35KV and blow all high and low voltage set of 

equipments and concerning products.The main products are:35KV KYN61-40.5,GBC-35 and fix high 

voltage swithgear.KGN-40.5 fixed high-voltage swithgear and HXGN2-35 ring type high voltage 

swithgear:metal closed swithgear with voltage 10KV KYN28A-12,XGN2-12,XGN15-12;series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screen about 0.4KV of MNS,GCS,YDS,GGD,.Reacitice Power compencation cabinet of 

indoor TBJ,outdoor JP,PK relay protection cabinet , GZD(W) DC screen,power cabinet with dynamics 

XL-21,light box XM and low voltage set switchgear and thyristor sets blow 20000A;intelligence 

box switch station of XGW series with 40.5KV or 12KV,ZBW4 assembly transforming power 

station;The factory can provide designation, manufacture, installation and adjustment for all 

kinds of transfromers,power plants,transforming power stations,electricity for industry and 

comprehensive automation

The company has CNC laser cutting machine, CNC bending machine,CNC shearing machine, steel 

unit,a pluralitiy of hydraulic busbar bending machine and other advanced equipment.Our factory 

is equipped with a power generator,transformer calibrator,DC high voltage generator,big current 

generator,high voltage switch characteristic tester, relay protection tester and other testing 

equipment.

Quality first and keeping credit are on the first in the factory.The factory carries on 

national concerning law and regulations and concerning standards strictly.In 2003,the factory 

took the lead through national mandatory product certification (CCC) in Yunnan province ,In 1998 

,the factory passed the ISO9001 internation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Our factory move among the industry forefront,move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s for 

the target.Our products are mainly sold to Yunnan,Guizhou,Guangxi,Tibet domestic 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of Vietnam,Burma,Laos.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power 

plants,substations,power distribution and metallurgy,chemical engineering,expressway,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istribution industry.

Since the plant,our enterprise with scientific management to undertake electrical 

manufacturing mission strategy, excellent service and excellent product quality to open up the 

market,and provide users with first-class products and quality service.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strong technical force,improve the management and the concept of brand management 

service the Chinese gird.

Welcome people in all fields to visit our factory!

Company management principle is: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de product

Honest and trustworthy service qua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people-oriented of safety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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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万变·有我通变

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高低压成套设备厂
YUNNAN TONGBIAN ELECTRIC APPARATUS CO.，LTD　 HIGH&LOW VOLTAGE SET OF EQUIPMENTS FACTORY

ZBW4系列组合式变电站是将高压

电器设备、变压器、低压电器设备等组

合成紧凑型成套装置，用于城市高层建

筑、城乡建筑、广场、居民小区、中小

型电厂、高速公路、矿山及临时施工用

电等人员易于接近的场所，作为接受和

分配电能之用。

组合式变电站具有成套性强、体积

小、结构紧凑、安装简捷、易于与环境

协调、运行安全可靠、以及可移动等特

点。与常规的土建式变电站相比，同容

量的组合式变电站占地面积通常仅为常

规变电站的五分之一左右，大大减少了

施工量，减小了建筑费用的投资。在配

电系统中，可用于环网配电系统，也可

用于双电源或放射终端配电系统。

本产品符合GB/T17467《高压/低压预装式变电站》、DL/T537《高压/低压预装式变电站选用导则》。

主 导 产 品

KYN61-40.5型　铠装移开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柜

ZBW4系列　组合式变电站

KYN61-40.5型铠装移开式交流金属封

闭开关柜系三相交流50HZ、额定电压40.5kV

的户内成套配电装置。作为发电厂、变电

站及工矿企业接受和分配电能之用，对电路

起到控制、保护和检测等功能，还可用于频

繁操作的场所。本开关柜符合GB/T11022、

GB3906-2006及GB1984-2003等标准。

主要特点

 1、柜体结构采用组装式，断路器采用

手车落地式结构；2、配用全新型复合绝缘真

空断路器，并具有互换性好、更换简单之特

点；3、手车车架中装有丝杠螺母推进机构，可轻松移动手车，并防止误操作而损坏推进机构；4、所有的操作

均可在柜门关闭状态下进行；5、主开关、手车、开关柜门之间的联锁均采用强制性机械闭锁方式，满足“五

防”功能；6、电缆室空间充裕，可连接多根电缆7、快速接地开关用于接地和回路短路。



主 导 产 品

XGN2-12型　箱型固定式金属封闭开关柜

XGN2-12型箱型固定式金属封闭开关

柜，适用于3-12kV三相交流50Hz，单母线

或单母线带旁路以及双母线系统中作为接受

和分配电能之用。可满足各类型发电厂、变

电站（所）及工矿企业的使用要求。

本产品符合IEC298、GB3906-2006、

GB/T11022、DL/T404等标准。本产品结构

合理，安全可靠性高，操作维护简便；具有

“五防”功能，防护等级达到IP3X。

主要特点

XGN2-12型开关柜为金属封闭箱式结

构，柜体骨架由C型钢组焊而成，柜内用钢

板分隔成断路器室、母线室、电缆室、继电

器室，并可通过门面上的观察窗和照明灯观察柜内各主要元件的运行情况。

KYN28A—12型户内金属铠装中置式开

关柜系三相交流50HZ、额定电压12kV、工作

电流至4000A的户内成套配电装置，用于发电

厂、变电站、工矿企业作为接受和分配电能之

用。该型开关柜满足IEC298、GB3906-2006、

GB/T11022、DL/T404等标准，具有可靠的

“五防”功能，结构强度高，元件布置合理，

方案齐全，可扩展性强，是一种理想的新型配

电装置。

主要特点

 1、所有金属结构均可靠接地，主回路系

统的各隔室均设有独立的压力释放通道；2、

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3、防止带负荷推来

断路器手车；4、防止接地开关处于闭合位置时关和断路器；5、防止带电运行时误合接地开关；6、防止误入

带电间隔；7、断路器室和电缆室分别加装加热器，防止凝露与腐蚀的发生。

KYN28A—12型　户内金属铠装中置式开关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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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万变·有我通变

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高低压成套设备厂
YUNNAN TONGBIAN ELECTRIC APPARATUS CO.，LTD　 HIGH&LOW VOLTAGE SET OF EQUIPMENTS FACTORY

主 导 产 品

XGN15-12型单元式、模块化环网柜是新一

代以真空断路器或SF6负荷开关作为主开关而整柜

采用空气绝缘、适用于配电自动化的、既紧凑又

可扩充的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具有结构简单、操

作灵活、联锁可靠、安装方便等特点，对各种不

同的应用场合、不同的用户要求均能提供令人满

意的技术方案。

XG N 1 5 - 1 2型单元式环网柜适用于交流

50Hz、12kV电力系统，广泛应用于工业及民用电

缆环网及供电末端。适用于以下场所：城市居民区配电、小型二次变电站、开闭所、工矿企业、商场、机场、

地铁、风力发电、医院、体育场、图书馆、铁路、隧道等。

符合标准：GB3906、GB/T11022。

主要特点

1、开关柜壳体采用敷铝锌板、镀锌板或冷轧钢板经数控机械加工成型，面板喷塑处理；

2、开关柜由母线室、开关本体、电缆室、操作机构及控制室四个部份组成；

3、柜后设置泄压通道，柜体结构合理，紧凑适用，体积小，具有操作方便灵活，五防联锁完善可靠，安

装简单方便，可扩展等特点。

MNS型低压成套开关设备适用于交流50（60）

Hz额定工作电压660V及以下的系统，用于发电、输

电、配电、电能转换和电能消耗设备的控制。符合国

家标准GB7251.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JB/T9661 《低压抽出式成套开关设备》及国际标准

IEC439。

结构

装置基本柜架为C型材组合式结构，柜架的全

部结构件都经过镀锌处理或敷铝锌板制作。通过自

攻锁紧螺钉8.8级六角螺钉紧固互相连接成基本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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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内部零件尺寸、隔室尺

寸，实行模数化（模数单位E=25mm）。柜体防护

等级IP30。

抽屉类型

分四种标准尺寸，都是以8E（200mm）高度为

基准，它们分别为8E/4,8E/2,8E,16E,24E。

XGN15-12型　单元式、模块化环网柜

MNS型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GCS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是由国家电力工业部、机械工业

部根据行业主管部门、广大电力用户及设计单位的要求设计

研制出的符合国情、具有较高技术性能指标、能适应电力市

场发展需要并可与现有引进产品竞争的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受到生产制造单位和电力使用部门的重视和肯定。

装置适用于发电厂、石油、化工、冶金、纺织、高层

建筑等自动化程度高，要求与计算机接口的场所，作为三

相交流频率为50（60）Hz、额定工作电压为380V（400）、

（660），额定电流为4000A及以下的发、供电系统中的配

电、电动机集中控制、无功功率补偿。

符合标准GB7251.1-2005《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

备》、JB/T9661《低压抽出式成套开关设备》、IEC439《低

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功能单元　抽屉层高的模数为160mm，分为1/2单元、1单元、1又1/2单元、2单元、3单元五个尺寸系列，

单元回路额定电流400A及以下，抽屉改变仅在高度尺寸上变化，其宽度、深度尺寸不变。相同功能单元的抽屉

具有良好的互换性。每台MCC柜最多能安装11个1单元的抽屉或22个1/2单元的抽屉。抽屉单元设有机械连锁

装置，面板具有分、合、试验、抽出等位置的明显标志。

GCS型　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适用于发

电厂、变电站、厂矿企业等电力用户

的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660V及以

下，额定工作电流至3150A的配电系

统，做为动力、照明及配电设备的电能

转换、分配与控制之用。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是能源部

以促进我国低压配电行业技术进步，加

速低压配电成套开关设备的更新换代为

宗旨而设计的低压配电屏。产品具有分

断能力高、动热稳定性好、电气方案灵

活、组合方便、实用性强等特点。

符合标准GB7251.1-2005《低压成

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IEC439《低

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结构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的柜体采用通用柜的形式，柜架采用8MF冷弯型钢局部焊接组装而成，并有

20模的安装孔，通用系数高。

主 导 产 品

GGD型　交流低压配电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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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万变·有我通变

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高低压成套设备厂
YUNNAN TONGBIAN ELECTRIC APPARATUS CO.，LTD　 HIGH&LOW VOLTAGE SET OF EQUIPMENTS FACTORY

JP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是一种本着安全、经济、合理、可靠

的原则而设计的新型户外综合低压配电柜。适用于城网改造、

农网改造、工矿企业、路灯照明、住宅小区等作交流50Hz，额

定电压380V的配电系统中。集无功功率补偿、电能计量、电能

的分配与控制为一体。产品具有分断能力高，方案灵活、安装

方便、实用性强、结构新颖、防护等级高等特点。

符合标准GB7251.1-2005《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

备》、GB/T15576-2008《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结构及性能特点

箱体可采用不锈钢板、敷铝锌板加木条外饰、冷板喷塑制

作，外壳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能够承受使用时、搬迁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机构力。具有防水、防雨雪、防盗、防小动物入

侵、良好通风等功能，是理想的户外配电设备。

防护等级达到IP44。

JP型　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DFW型多功能户外低压电缆分线箱适用于额定电压380V，

电流400A及以下的配电系统中，作为电缆终端负荷的现场电能

分配和控制设备，将电力电缆与箱变、负荷开关柜、环网供电单

元等连结起来，起到分接、分支、中继或转换作用。广泛应用于

各工矿企业、街道、城网电缆化改造、住宅区等户外、户内配

电场所。符合标准GB7251.5-2008《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

备》。

结构特点

DFW型多功能户外低压电缆分线箱按安装方式可分为地

面安装式、悬挂安装式、柱上安装式，能适应多种使用场合

的需要。

DFW箱体采用优质亚光不锈钢板或冷轧钢板经精密加

工、焊接而成，外形美观；箱体设计合理，充分考虑了户外

环境可能对设备产生的影响，实现了“三防一通”（即防雨

雪、防腐、防止小飞虫进入、通风散热）的功能；箱内大部

分安装也可采用不锈钢材料或敷铝锌板制成，有很好的防腐

蚀性能。

DFW型　多功能户外低压电缆分线箱

主 导 产 品



企业基本资信

通变电器总公司

通变电器全资子公司 高低压成套设备厂

8/9



电能万变·有我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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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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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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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资信



企 业 荣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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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荣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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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荣 誉



技 术 资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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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技 术 资 质



“CCC”产品认证证书

产 品 资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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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资 质

“CCC”产品认证证书



产 品 资 质

“CCC”产品试验报告

20/21



电能万变·有我通变

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高低压成套设备厂
YUNNAN TONGBIAN ELECTRIC APPARATUS CO.，LTD　 HIGH&LOW VOLTAGE SET OF EQUIPMENTS FACTORY

组合式变电站检验/试验报告

产 品 资 质



高压类产品检验/试验报告

产 品 资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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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验台 工频耐压试验设备

雷电冲击控制台

互感器校验仪 耐压测试仪

直流电阻测试装置

检测及工装设备



检测及工装设备

回路电阻测试仪 电力谐波测试仪

三工位母排加工设备 数控折弯设备

数控冲孔设备 数控激光切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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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承 诺

关注顾客、服务顾客、持续提高质量保证能力、为社会创造价值是我公司

的经营理念。为向顾客提供满足合同条款和技术协议要求的产品和服务，我们

作如下保证：

1、对产品实现的全过程（包括市场调研、顾客要求的识别、产品的设计

和开发、物资采购、生产制造、监视和测量、交付及售后服务等）按ISO9001

质量管理要求，根据公司的法规性文件《质量手册》进行程序化的管理和控

制，所遵循的原则是：流程管理，闭环管理。

2、我公司提供的产品完全满足国标和IEC 标准以及顾客的特殊要求。

3、我公司保证产品在正确安装、正常操作和维护保养的情况下，终身提

供技术服务。

4、在质量保证期内，只要是属于我公司产品质量的问题或缺陷，我公司

保证免费处理、修复或更换；超过质量保证期或虽在质量保证期内，但不属于

我公司责任范围的，我公司保证先处理故障，解决问题，满足设备投运使用，

再总结分析原因和责任，非我公司责任范围的，我公司也只收取成本费和第三

方的费用。

5、设备在生产过程或出厂试验阶段，顾客可随时派人进行监造和抽查验

证，此情况不解除我公司按合同规定应该承担的责任。

公司服务电话：

部  门 地  址 联系电话

公司售后服务中心 云南省通海县礼乐西路117号
0877-3806577
0877-3803464

驻昆办事处
昆明市官渡区宝海路新和民居

（中玉酒店对面）
0871-7171678
0871-8887188

曲靖办事处 曲靖市麒麟区环东路王家桥电力公司 0874-3210920

文山办事处 文山壮山水泥厂旁 13577680988

“质量保证声明”承诺



为保证我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期望和要求（包

括潜在的需求），在售前和售中过程中，我公司保证：

1、对每个标书项目指派一名主任设计师为技术联络工程师，负责与顾客

进行标书（合同）的技术联络沟通，使产品的性能、结构等方面的要求得到准

确的理解、识别和确认，使顾客信息能进行充分有效的传递，保证公司内部各

相关部门准确、全面的了解顾客信息，确保所提供的产品实物、技术文件完全

符合标书（合同）的要求。

2、在产品运输过程中，我公司派押运人员全程跟车，全面监控运输过

程，保证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潮、不损伤。

3、在产品到货、安装、调试、交接试验以及投运的各个时期，我公司指

派专业技术服务人员到现场，协助顾客和安装方进行工作，确保顾客工期的时

间要求。

4、如顾客需要，我公司可为顾客进行人员培训，帮助顾客方相关人员了

解掌握设备原理、操作、运行、保养和维护等方面的知识，达到用好管好设备

的目的。

为使顾客满意和放心使用我公司产品，我公司对产品交付后的服务作如下

保证：

1、对顾客在使用我公司产品过程中，只要有服务需求，不论是否属于我

公司的责任范围，我公司在接到顾客通知后，保证积极响应，在4小时之内作

出答复，48小时内派人到达现场处理，以最快的速度、最佳的方案解决问题。

2、对产品终身提供技术服务。

3、不定期进行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调查回访，广泛收集顾客的意见和建

议，不断改进和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满足顾客要求。

4、我公司培养了一支经考核合格，专职的、有较高技能和职业素养的技

术服务队伍，配备专用车辆和检测设备，随时为顾客提供高效和优质的服务。

售 后 服 务 承 诺

技术保证承诺

服 务 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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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户 意 见

部份用户意见



用 户 意 见

部份用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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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业绩

ZBW4-12/0.4-□组合式（箱式）变电站

客户名称 数量 客户名称 数量

曲靖茂祥商贸流通有限公司 4台 临沧源鑫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台

楚雄滇中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9台 罗平供电有限公司 2台

楚雄供电局 1台 嵩明恒升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0台

昆明盛士丰机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7台 昆明西辰建材有限公司 3台

上海交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台 曲靖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4台

昆明高新国有资产有限公司 2台
云南省曲靖东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电波观测站】
4台

云南银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保龙路JD5项目
经理部

5台 玉溪市大营街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10台

云南保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1台 通海县建设局 2台

云南东启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13台 云南锦锋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台

云南电网公司昭通供电局 14台 南涧供电有限公司电力工程分公司 1台

红河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3台 曲靖麒麟人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台

蒙自县恒电有限责任公司 3台 临沧汇达实业有限公司 8台

丽江裕安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3台 玉溪恒立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3台

曲靖市公安局 2台
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南方物资配送中心

【国电六郎洞水力发电厂】
1台

曲靖市麒麟区晋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4台 云南电网公司大理供电局 2台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蒙新高速公路） 6台 云南广瑞机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4台

安宁鸿杰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台 红河众志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1台

江苏智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蒙新高速公路) 3台 罗平明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6台

楚雄楚光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7台 广西田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台

云南保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台
云南艺科杰经贸有限公司

【尼日利亚ABUJA ONEX Ⅱ项目】
10台

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多晶硅
项目部

4台 云南丰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5台

昭通昭电实业有限公司 7台 弥勒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台

澄江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台 会泽集能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台

马龙供电有限公司 1台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台

宣威革香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1台 景洪供电有限公司 2台

楚雄市鸿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3台 云南恒泰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5台

曲靖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台 三江半岛旅游开发公司 3台

寻甸凤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台 易门天汇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4台

近年部份销售业绩



楚雄康居小区供水、供电工程 4台
会泽乾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宝靖花园】
4台

普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台 宜良艺力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3台

嵩明恒升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台 曲靖皓丰工贸有限公司【东江花园三期】 2台

云南晨安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1台 云南华电镇雄电厂 1台

个旧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1台 云南鑫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台

楚雄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彝人古镇四期工程】

6台 丽江建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台

玉溪盛安电力物资公司
【州大河景区照明】

1台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厄
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项目】

16台

KYN61-40.5型铠装移开式高压开关柜

客户名称 数量 客户名称 数量

玉溪供电局(小石桥变电站) 5台 云南官房水泥有限公司 5台

云南澄江华荣水泥有限公司 10台 云南省弥勒县乾森建工有限公司 4台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蒙新高速公路) 13台 大理惠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台

江苏智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蒙新高速公路) 15台 通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台

云南壮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4台 贵州福鑫钢铁有限公司 8台

曲靖久安经贸有限公司 3台 云南碧奎天然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3台

KGN-40.5型固定式高压开关柜

客户名称 数量 客户名称 数量

个旧市创源经贸有限公司 5台 永胜县梁官路桥工程处 6台

通海泽盛电力服务公司 6台 个旧市林源有色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4台

个旧成峰矿业加工厂 2台 云南省弥勒县冶金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台

个旧恒瑞工贸有限公司 5台 昆明凡洲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3台

云南铜业胜威化工有限公司 6台 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 4台

云南泽盛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8台 大理电力设计院 2台

红河锰业有限公司 4台 文山市金仪铟业科技有限公司 2台

KYN28A-12型铠装中置式高压开关柜

客户名称 数量 客户名称 数量

宜良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宜良九乡变电站)

20台 开远万达华府 5台

昆明盛士丰机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云南保
龙高速公路)

24台 临沧源鑫电力有限公司 2台

云南耀兴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山磨东电站)

11台 腾冲县腾越镇五金机电经营部 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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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业绩

云南银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保龙高速公路)

8台 昆明特瑞特塑胶有限公司 4台

澄江华荣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3台 富源县竹园镇乐乌煤矿 8台

昆明威晟电力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昆明巫
家坝机场侯机楼)

5台 景洪华信房地产公司 3台

云南文山宏灿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14台 云南圳浩投资有限公司 6台

云南滇能禄劝电磷开发有限公司 2台 大理惠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台

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84台 昆明瑞建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13台

德宏宏宇集团龙潭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9台 富源县华通经贸有限公司 10台

云南红富化肥有限公司 13台 潞西市勐板河二级电站有限责任公司 3台

云南壮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58台
十四冶建设集团云南第四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1台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5台 云南澄江盘虎化工有限公司 13台

昆明博飞特科技有限公司 6台 澜沧依琳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4台

云南金平县红河矿业有限公司 6台
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澄江华荣水泥余热发电)

8台

红河正泰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红河学院)

5台
江川林大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江川金色

抚仙湖九龙国际会议中心)
18台

云南省个旧市大通磷化工厂 4台 云南曲靖华福铸造炉料有限公司 2台

华新水泥（迪庆）有限公司 9台
云南恒泰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景洪项目

部
5台

云南省弥勒县乾森建工有限公司 7台 开远市人民医院 10台

云南省通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台

XGN2-12型固定式高压开关柜

客户名称 数量 客户名称 数量

勐海县电力公司(勐海宾房电站改造) 16台 新平鑫福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6台

思茅供电局(江城变电站) 10台
云南华宁三佳水电有限公司

(华宁三佳水电站)
9台

曲靖华福钢铁有限公司 8台 景东里竹山铁矿有限责任公司 10台

云南曲靖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7台 云南泽盛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13台

云南凯尔电器有限公司
(东川小清河电站)

11台 云南通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9台

潞西市中山硅电有限责任公司 6台 镇康县集能电力生产有限责任公司 5台

贵州省荣丁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贵州册亨电
站)

7台 云南杨广红达食品有限公司 7台

镇沅县小街河发电有限公司 10台
永胜县梁官路桥工程处
(宁蒗泸沽湖机场变电站)

6台

通海大升经贸有限公司 4台 云南恩典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台

个旧市创源经贸有限公司 11台 宣威宣能有限责任公司 52台

玉溪市东方煤业有限公司 11台 玉溪市大营街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25台



部分业绩

玉溪凌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易门县阿姑水电站)

12台 通海永幸工贸有限公司二期工程 4台

云南潞西市龙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9台
云南大唐国际徳钦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迪庆

丹达河水电站工程)
11台

通海泽盛电力服务有限公司 42台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8台

建水供电有限公司(李浩寨变电站) 8台 大理电力设计院(大丽高速公路) 5台

曲靖悦钿选矿有限公司 4台 景洪名成矿业有限公司 4台

禄丰云铜锌业冶炼有限公司 4台 易门天汇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9台

昆明裕源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东川田坝电站)

8台
永德县团树响水河普通合伙电站

(云南响水河电站)
7台

新平元信铸造有限公司 6台 宁蒗供电有限公司 2台

潞西上东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8台
江川林大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江川金色

抚仙湖九龙国际会议中心)
16台

个旧超拓有限责任公司 4台 宣威市东山镇田中间煤矿 10台

个旧创源经贸有限公司 8台 宣威市东山安迪煤矿 10台

通海供电有限公司 2台 宣威市东山镇赤那河煤矿 10台

云南文山宏灿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5台

XGN15-12型固定式开关柜

客户名称 数量 客户名称 数量

楚雄滇中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32台 玉溪市大营街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22台

曲靖安厦物业管理公司 12台 云南恒泰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3台

曲靖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45台 云南省曲靖东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3台

曲靖市麒麟区晋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1台 楚雄市楚光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5台

云南省肿瘤医院 11台 开远昊源经贸有限公司 57台

昆明盛士丰机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2台 云南电网公司昭通供电局 5台

云南银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0台 重庆恩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3台

云南保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7台
云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鸿曦房地产公园

尚居】
8台

云南东启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26台 云南广瑞机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20台

蒙自县恒电有限责任公司 9台 普洱市均焱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17台

云胶股份勐捧制胶厂 10台 临沧汇达实业有限公司 24台

云南浩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6台 云南宣威夏显考 12台

云南保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台
普洱兴亚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普洱市人民

医院】
6台

个旧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9台 罗平明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6台

马龙供电有限公司 3台 云南昆钢制管有限公司 3台

昭通昭电实业有限公司 10台 红河俊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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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威晟电力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6台 云南丰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32台

嵩明恒升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1台
澜沧依琳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澜沧拉

祜广场】
8台

安宁鸿杰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台 景洪供电有限公司 5台

富源县后所镇新华煤矿 20台
腾冲县腾越镇人民电器经营部【腾冲县人

民医院】
4台

曲靖市麒麟区巴家沟煤矿 10台
开远市华建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开

远华建凤凰城】
6台

云南民族大学 4台 嵩明恒升电力工程公司 12台

普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7台 普洱兴亚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6台

晋宁阳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1台 红河瑞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台

开远市人民医院 4台
红河众志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瑞函新世界

商住楼开关站】
4台

西双版纳海诚投资有限公司 9台 云南锡业集团广元实业有限公司 7台

云南锦锋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0台 云南华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开关站 4台

云南嘉众和商贸有限公司【弥勒污水处理
厂】

4台
大理大能机电设备安装公司【大理创新工

业园区开关站】
4台

临沧源鑫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7台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厄
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项目箱变】

16台

云南耀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6台

MNS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客户名称 数量 客户名称 数量

昆明延中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7台 临沧源鑫电力有限公司 3台

石林电力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2台 云南圳浩投资有限公司 12台

云南嘉众和商贸有限公司 9台 峨山南宝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台

开远万达华府一期10kV配电工程 7台

GCS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客户名称 数量 客户名称 数量

贵州长征电器销售公司
(楚雄万鹤鸣制药厂)

26台 曲靖众一煤化有限公司 6台

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8万m3中密度纤维板项目)

23台
昆明威晟电力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昆明巫

家坝机场)
14台

保山官房集团 9台
曲靖晋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曲靖福人居房地产福麟尚居)

15台

通海润思雅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16台
云南浩立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功果桥水电站旧州营地)
8台

陆良化工厂 6台 云南红富化肥有限公司 30台

昆明京鹏房地产有限公司
(昆明玫瑰湾小区)

29台 曲靖兴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台

红河南亚智能电器有限公司 5台
玉溪红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楚雄卷烟厂老生活区)

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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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维峰技术开发有限
(云南平锁高速公路)

25台
景谷瑞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景谷机关办公大楼)
5台

曲靖市麒麟区靖胜机电有限公司(曲靖华鑫
煤业有限公司)

22台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文化中心体育场 4台

云南省肿瘤医院 11台
曲靖雄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城佳园A区、金城佳园D区)

26台

陆良和平化工有限公司 9台 澄江磷化工金龙有限责任公司 14台

曲靖市麒麟区华鑫煤业有限公司 10台 云南澄江华荣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22台

昆明盛士丰机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云南保
龙高速公路)

36台 云南省通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1台

云南银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保龙高速公路)

44台 普洱兴亚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7台

红河州公安局交警大队 16台 景谷县公安局办公大楼 6台

陆良供电有限公司 3台
曲靖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沾益县人民医院)
14台

通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台
宣威市兴隆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宣威市振兴佳园)
4台

江苏智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蒙新高速公路)

63台
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澄江华荣水泥余热发电)

13台

云南澄江华荣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05台 红河学院 4台

GGD型低压开关柜

客户名称 数量 客户名称 数量

石屏磷酸盐厂 42台 通海泽盛电力服务有限公司 51台

通海秀山水泥有限公司 78台 开远昊源经贸有限公司 90台

安宁永昌钢铁公司 46台 个旧市电力服务公司 11台

华宁珠山水泥有限公司 58台 云南康和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4台

曲靖越州钢铁公司 42台 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台

曲靖煤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9台 玉溪源天生物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4台

峨山天大工贸有限公司 40台 云南泽盛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31台

云南曲靖麒麟焦化有限公司 179台 云南解化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8台

个旧市创源经贸有限公司 12台 昆明博飞特科技有限公司 12台

云南汉光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46台 玉溪市大营街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109台

曲靖市宏翔锌业有限公司 10台 玉溪鸿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0台

曲靖市麒麟区靖胜机电有限公司 49台 云南恩典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1台

弥勒县康达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19台 云南昆钢制管有限供电 14台

曲靖豪迈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11台 云南广瑞机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17台

云南昊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2台 易门天汇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16台

曲靖市宏翔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10台 红河俊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66台

四川攀枝花金马矿业有限公司 11台 重庆恩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9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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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曲靖越钢集团有限公司 55台 红河州凯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台

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89台 云南通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57台

云南文山宏灿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14台 云南澄江盘虎化工有限公司 6台

个旧创源经贸有限公司 17台 资阳星辰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2台

玉溪96201部队工程指挥部 10台 昆明会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10台

昆明船海高峰机械工贸有限公司 20台 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罗次分公司 18台

云南大山饮品有限公司 11台 红河瑞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台

云南杨广红达食品有限公司 11台 江川林大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56台

云南华润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23台 云南曲靖麒麟煤化工有限公司 110台

富源县后所镇新华煤矿 10台 开远市人民医院 21台

玉溪鸿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0台 开远开电实业有限公司 4台

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金华煤业工贸有
限公司

14台 昆明耀龙供用电有限公司 4台

云南壮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57台 凭祥市永河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8台

JP型低压综合配电柜

客户名称 数量 客户名称 数量

孟连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2 云南电网公司昆明供电局 47

普洱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15 云南电网公司玉溪供电局 68

勐腊县供电有限公司 16 宣威宣能有限公司 150

德宏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4 罗平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27

开远供电有限公司 124 建水供电公司 100

曲靖市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25 临沧汇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5

贵阳市市南供电局 10 云南北电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4

昆明科瑞迪公司 137 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 89

个旧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23 云南电网公司楚雄供电局 133

景洪供电有限公司 15 云南电网公司红河供电局 139

马龙供电有限公司 103 云南电网公司昆明供电局 16

云南电网公司普洱供电局 19 南华供电有限公司 20

云南电网公司2009年农网工程第二批采购 一批 云南电网公司玉溪供电局 20

个旧供电有限公司 45 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 48

云南电网公司临沧供电局 20 楚雄供电局局牟定公司 21

临沧源鑫电力有限公司 16 楚雄供电局市公司 30

彝良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20 昆明供电局宜良公司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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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供电有限公司 32 楚雄供电局大姚公司 20

蒙自供电有限公司 51 红河供电局河口公司 43

红河供电有限公司 21 云南电网公司红河供电局 216

石屏供电有限公司 11 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 57

开远供电有限公司 166 绿春县供电有限公司 34

弥勒供电有限公司 85 德宏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20

元阳供电有限公司 17 云南泽盛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250

个旧供电有限公司 12 昆明供电局嵩明公司 9

出口业绩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云南艺科杰经贸有限公司 尼日利亚ABUJA ONEX Ⅱ项目

河口辰成商贸有限公司 越南XX黄磷厂

河口县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越南XX黄磷厂

凭祥市永河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越南德江集团黄磷厂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厄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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