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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平高电气”) 是国家电网公司全资子公司——平高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

于 2001 年 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股票代码 :600312)。公司业务范围涵盖输配电设备及其核心零部件的研发、设计、

制造、销售、安装、检测、检修、服务及相关设备成套；核心业务为中压、高压、超高压、特高压交直流开关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安

装、检修服务。公司是国家电工行业重大技术装备支柱企业，我国高压、超高压、特高压开关及电站成套设备研发、制造基地。

环保科技事业部隶属于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从事 SF6 气体回收、抽真空及净化处理装置、中央供气站、SF6 气体

检（监）测仪器仪表以及 SF6/N2 混合气体灌充、分离装置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服务业涵盖 SF6 气体在电工设备中的应用

技术研究、SF6 气体净化处理、应用技术咨询、GIL 安装环境控制装备、气体处理综合机具设计及试验等服务。

自 1998 年至今，事业部研发完成了 SF6 气体回收装置、抽真空装置、中央供气站、净化处理中心、检（监）测仪器仪表等五

大系列四十多种产品，其中多个产品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1 项，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技

进步奖 1 项，国家专利 9 项，其它省部级及地市级科技进步奖多项，荣获国家电网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先进集体。成功建设国内 14 个

省级 SF6 气体净化回收处理中心，完成苏通 GIL 综合管廊工程等国家重点项目的安装环境控制装备、气体处理综合机具设计及试验

等技术研发服务。

01公司简介 02荣誉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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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自动喷涂生产线

03生产能力

东芝自动焊缝平滑机

进口数控加工设备
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 SF6 气体应用行业有着知名的品牌效应和社

会影响力，具备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生产的 SF6 系列产品

遍布全国 31 个省 ( 市、自治区 )，远销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 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平高集团以其优质的产品质量、良好的商业信誉，赢得了

国内外广大客户的高度赞誉。

SF6系列产品遍布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

远销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研发人员

28 人 4
硕士

人 3
大专

人 3
高级工程师

人 9
工程师

人 14
助理工程师

人21
学士

人

环保科技事业部隶属于平高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SF6 气体回收、抽真空、净化处理系列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与服务，

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并设计研发的产品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及地市级科技进步奖和专利等成果多项。且可实现每年 500 台回收

装置、5 套 SF6 气站设备和 20 套 SF6 净化处理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平高集团环保科技事业部研发人员 28 人，其中硕士 4 人，学士 21 人，大专 3 人 ; 高级工程师 3 人，工程师 9 人，助理工程

师 14 人。2006 年，我公司引进瑞士 HAUG 公司 SF6 气体专用无油压缩机，自主研发，生产出国内一流、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高压液化式 SF6 回收装置。目前我公司自主研制的 SF6 中央供气站设备设备已成功运行 8 套。SF6 气体回收净化处理中心成功

运行 13 套。

更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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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产品介绍

名称 单位 技术参数

型号 / LH-10Y/30WG/200-I

机型 / 手推式

工作环境温度 ℃ ﹣ 10 ～ 40

回收压力

初压力（20℃） MPa ≤ 0.8

终压力（20℃） Pa ≤ 500

最大回收速度 m3/h 10

最大排气压力 MPa 4

真空压缩机抽速 m3/h 无

充气
充气压力 MPa 0 ～ 0.8

平均充气速度 m3/h ≥ 5

抽真空

抽真空速度 L/s 30

真空泵极限真空度 Pa ＜ 6×10-2

装置极限真空度 Pa ≤ 10

年泄漏率
回收装置本体 / ≤ 1%

储气罐本体 / ≤ 0.5%

回收后 SF6 气体纯度

水分 ppm ≤ 80

油分 ppm ≤ 3

尘埃粒径 μm ≤ 1

储存容器

储存方式 / 液态

储存压力（20℃） MPa 4

最大储气量 kg 200

液化方式 / 高压液化

控制方式 / 手动控制

噪声 dB ≤ 75

名称 单位 技术参数

型号 / LH-10Y/30WG/200

机型 / 手推式

工作环境温度 ℃ ﹣ 10 ～ 40

回收压力

初压力（20℃） MPa ≤ 0.8

终压力（20℃） Pa ≤ 1330

最大回收速度 m3/h 10

最大排气压力 MPa 4

真空压缩机抽速 m3/h 7.2

充气
充气压力 MPa 0 ～ 0.8

平均充气速度 m3/h ≥ 5

抽真空

抽真空速度 L/s 30

真空泵极限真空度 Pa ＜ 6×10-2

装置极限真空度 Pa ≤ 10

年泄漏率
回收装置本体 / ≤ 1%

储气罐本体 / ≤ 0.5%

回收后 SF6 气体纯度

水分 ppm ≤ 80

油分 ppm 无

尘埃粒径 μm ≤ 3

储存容器

储存方式 / 液态

储存压力（20℃） MPa 4

最大储气量 kg 200

液化方式 / 高压液化

控制方式 / 手动控制

噪声 dB ≤ 75

LH-10Y/30WG/200-I 型 SF6 气体回收装置

LH-10Y/30G/200 型 SF6 气体回收装置SF6回收及抽真空装置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技术参数

更换内容

性能稳定，运行可靠；

经济实用，价格低廉；

手动操作、系统简洁直观；

适用于开关安装现场，气室检漏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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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单位 技术参数

机型 / 手推式

工作环境温度 ℃ ﹣ 10 ～ 40

回收压力

初压力（20℃） MPa ≤ 0.8

终压力（20℃） Pa ≤ 1330

最大回收速度 m3/h 20

最大排气压力 MPa 5

真空压缩机抽速 m3/h 15

充气
充气压力 MPa 0 ～ 0.8

平均充气速度 m3/h ≥ 5

抽真空

抽真空速度 L/s 18

真空泵极限真空度 Pa ＜ 4×10-2

装置极限真空度 Pa ≤ 10

年泄漏率
回收装置本体 / ≤ 1%

储气罐本体 / ≤ 0.5%

回收后 SF6 气体纯度

水分 ppm ≤ 40

油分 ppm 无

尘埃粒径 μm ≤ 1

储存容器 储存方式 / 外置储液罐

液化方式 / 高压液化

气化方式 / 电加热（温度自动控制）

控制方式 / 触摸屏 +PLC 控制

噪声 dB ≤ 75

名称 单位 技术参数

机型 / 手推式

工作环境温度 ℃ ﹣ 10 ～ 40

回收压力

初压力（20℃） MPa ≤ 0.8

终压力（20℃） Pa ≤ 1330

最大回收速度 m3/h 20

最大排气压力 MPa 5

真空压缩机抽速 m3/h 15

充气
充气压力 MPa 0 ～ 0.8

平均充气速度 m3/h ≥ 5

抽真空

抽真空速度 L/s 18

真空泵极限真空度 Pa ＜ 6×10-2

装置极限真空度 Pa ≤ 10

年泄漏率
回收装置本体 / ≤ 1%

储气罐本体 / ≤ 0.5%

回收后 SF6 气体纯度

水分 ppm ≤ 40

油分 ppm 无

尘埃粒径 μm ≤ 1

储存容器 储存方式 / 外置储液罐

液化方式 / 高压液化

气化方式 / 电加热（温度自动控制）

控制方式 / 电动按钮控制

噪声 dB ≤ 75

LH-20Y/18WG-I 型 SF6 气体回收装置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技术参数

LH-20Y/18WG-II 型 SF6 气体回收装置

0101

0202

0303

0404

0505

0606

全无油快速回收；

负压回收可达 1330Pa；

可高压灌瓶；

电动操作，系统直观；

外形小巧美观；

可与多种型号储气罐配合使用，性价比高。

全无油快速回收；

负压回收可达 1330Pa；

可高压灌瓶；

电动操作，系统直观；

外形小巧美观；

可与多种型号储气罐配合使用，性价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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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单位 技术参数

工作环境温度 ℃ -10 ～ 40

回收压力

初压力（20℃） MPa ≤ 0.8

终压力（20℃） Pa ≤ 1330

最大回收速度 m3/h 20

最大排气压力 MPa 5

真空压缩机抽速 m3/h 15

充气
充气压力 MPa 0 ～ 0.8

平均充气速度 m3/h ≥ 5

抽真空

抽真空速度 L/s 18

真空泵极限真空度 Pa ＜ 6×10-2

装置极限真空度 Pa ≤ 10

年泄漏率
回收装置本体 / ≤ 1%

储气罐本体 / ≤ 0.5%

回收后 SF6 气体纯度

水分 ppm ≤ 40

油分 ppm 无

尘埃粒径 μm ≤ 1

储存容器

储存方式 / 液态

储存压力（20℃） MPa 5

最大储气量 kg 400

液化方式 / 高压液化

气化方式 / 电加热（温度自动控制）

控制方式 / 电动按钮控制

噪声 dB ≤ 75

名称 单位 技术参数

工作环境温度 ℃ -10 ～ 40

回收压力

初压力（20℃） MPa ≤ 0.8

终压力（20℃） Pa ≤ 1330

最大回收速度 m3/h 20

最大排气压力 MPa 5

真空压缩机抽速 m3/h 15

充气
充气压力 MPa 0 ～ 0.8

平均充气速度 m3/h ≥ 5

抽真空

抽真空速度 L/s 18

真空泵极限真空度 Pa ＜ 4×10-2

装置极限真空度 Pa ≤ 10

年泄漏率
回收装置本体 / ≤ 1%

储气罐本体 / ≤ 0.5%

回收后 SF6 气体纯度

水分 ppm ≤ 40

油分 ppm 无

尘埃粒径 μm ≤ 1

储存容器

储存方式 / 液态

储存压力（20℃） MPa 5

最大储气量 kg 600

液化方式 / 高压液化

气化方式 / 电加热（温度自动控制）

控制方式 / 触摸屏 +PLC

噪声 dB ≤ 75

LH2-20Y/18WG/400 型 SF6 气体回收装置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产品特点

LH4-20Y/18WG/400 型 SF6 气体回收装置

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技术参数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05 05

06 06

07 07

全无油回收；

负压回收率高；

可高压灌瓶；

充气稳态，智能控制；

电动操作，系统直观；

性价比高；

适用于气体循环频率高、气室中小场合，适用范围广。

无油快速回收；

负压回收可达 1330Pa；

可高压灌瓶；

充气稳态，智能控制；

PLC 与触摸屏实现自动操作；

专用进口滤芯，气体净化指标优越；

适用于气室大、安装检修时间紧、生产频率高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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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单位 技术参数

工作环境温度 ℃ -10 ～ 40

回收压力

初压力（20℃） MPa ≤ 0.8

终压力（20℃） Pa ≤ 1330

最大回收速度 m3/h 57

最大排气压力 MPa 5

真空压缩机抽速 m3/h 30

充气
充气压力 MPa 0 ～ 0.8

平均充气速度 m3/h ≥ 5

抽真空

抽真空速度 L/s 18

真空泵极限真空度 Pa ＜ 4×10-2

装置极限真空度 Pa ≤ 10

年泄漏率
回收装置本体 / ≤ 1%

储气罐本体 / ≤ 0.5%

回收后 SF6 气体纯度

水分 ppm ≤ 40

油分 ppm 无

尘埃粒径 μm ≤ 1

储存容器

储存方式 / 液态

储存压力（20℃） MPa 5

最大储气量 kg 600

液化方式 / 高压液化

气化方式 / 电加热（温度自动控制）

控制方式 / 触摸屏 +PLC

噪声 dB ≤ 75

名   称 单位 参数值

抽真空速度 m3/h 5000

装置极限真空度 Pa ≤ 5

前级泵 / 德国莱宝

一级罗茨泵 / 德国莱宝

二级罗茨泵 / 德国莱宝

电源 / 三相四线制、380V

名称 单位 参数值

抽真空速度 m3/h 1000

装置极限真空度 Pa ≤ 5

整机最大功率 kW 9.5

噪音 dB ≤ 75

前级真空泵

型号 　 SV300，德国莱宝

前级泵抽速 m3/h 300

冷却方式 　 风冷

罗茨真空泵

型号 　 WAU1001，德国莱宝

罗茨泵抽速 m3/h 1000

冷却方式 　 风冷

电源 三相四线制、380V，50Hz

重量 Kg 600

外形尺寸 mm 1350*950*1500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产品特点

LH-57Y/18WG/600 型 SF6 气体回收装置 LZ-1500 型大功率抽真空装置

LZ-300 型 SF6 气体抽真空装置

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技术参数

抽速快 极限真空度高 结构紧凑 连续使用寿命长

0101

0202

0303

0404

0505

05

05

三级泵组结构，抽真空速率高

关键部件全进口，性能质量优秀

电动操作，系统直观

多路拓展接口，可对多气室同时操作

适用于百万伏电站开关安装、检修使用

回收速度快；

负压回收可达 1330Pa；

可高压灌瓶；

充气稳态，智能控制；

PLC 与触摸屏实现自动操作；

专用进口滤芯，气体净化指标优越；

适用于气室大、安装检修时间紧、生产频率高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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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单位 参数值

抽真空速度 m3/h 500
装置极限真空度 Pa ≤ 5
整机最大功率 kW 7

噪音 dB ≤ 75

前级真空泵
型号 　 SV200B，德国莱宝

前级泵抽速 m3/h 200
冷却方式 　 风冷

罗茨真空泵
型号 　 WSU501，德国莱宝

罗茨泵抽速 m3/h 500
冷却方式 　 风冷

电源 　 三相四线制、380V，50Hz
重量 Kg 500

外形尺寸 mm 1200*920*1450

名称 单位 参数值

抽真空速度 m3/h 108
装置极限真空度 Pa ≤ 5
整机最大功率 kW 3

电源 / 380/220V、50Hz
重量 / 410kg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产品特点

LZ-150-I 型 SF6 气体抽真空装置

LJ-30 型抽真空装置

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技术参数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05

双级泵组结构，抽真空速率高

关键部件全进口，性能质量优秀

电动操作，系统直观

多路拓展接口，可对多气室同时操作

适用于 550kV 电站开关安装、检修使用

整机结构稳定紧凑，抗震性强

采用水冷散热方式，耐热性好

轮式结构，移动方向灵活，便于现场移动

适用于 220kV 以下电站开关安装、检修使用

LDC-12/1/1 型 SF6/N2 气体混合灌充装置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名称 技术参数

最大灌充流量 300L/min

混气比例设定范围 5~95%  SF6

压力显示精度 ≤ 0.02MPa

系统最大承受压力 2.0 MPa

纯度检测单元量程 0~100%  V/V

纯度检测单元精度 ≤ 0.5%  V/V

环境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0~85%

01

02

03

04

05

06

采用高精度大流量质量流量控制器，精确控制混合比；

采用进口无油压缩机，保证气体无污染；

压缩机变频控制，灌充流量更稳定；

内置混合比检测单元，实时监测气体比例含量；

内置精细气体过滤器，保证其体洁净；

10.2 吋高清触摸液晶屏，操作简单。

名称 单位 技术参数

极限真空度 Pa ≤ 5

抽真空速度 m3/h 18

功率 kW 2.2

电源 / 380/220V  50Hz

重量 kg 180

设备噪声 dB ≤ 75

外形尺寸 mm 900×550×800

LJ-18TC 型 SF6 气体抽真空装置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01 体积小巧，使用轻便，经济实用，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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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技术参数

最大排气压力 < 800ppm  SF6

回收混气比例范围 0~100%  SF6

压力显示精度 ≤ 0.02MPa

系统最大承受压力 4.0 MPa

总功率 12kW

电源 380V

频率 50Hz

环境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0~85%

分离回收速度 15m3/h

回收极限 -0.05 MPa

LDH-15Y 型 SF6/N2 混合气体分离回收装置 JHCLZX-50/60 型 SF6 气体净化处理中心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采用高精度进口分子量及分离膜组；

采用进口压缩机，减少对气体污染；

采用智能调节阀，分离系统流量、压力更均匀、更稳定；

内置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实时监测系统平衡状态；

内置恒温控制系统，防止模组气体液化；

内置精细气体过滤器，保证气体清洁；

安装电接点压力表，给分离回收系统提供更安全的压力保证；

采用自封气体接口，防止内部气路污染；

10.1 吋高清触摸液晶屏，操作流程一目了然。 项目 单位 参数值

最高排气压力 Mpa 4

净化纯度 % ≥ 99.95

处理速度 Kg/h ≥ 80

处理回收率 % ≥ 98

电源

电压 V 380

频率 Hz 50

功率 kW 25

外形尺寸 mm 3875×1790×1960

安装方式 户内固定式

SF6 气体回收净化处理装置是集 SF6 气体回收、净化

处理、灌瓶、检测等功能与一体的 SF6 气体处理系统 ,

可实现某一区域内 SF6 气体的“分散回收、集中处理、

统一检测、合理利用”，是我公司推出的新一代 SF6

处理系统。整套设备采用集成化控制，实现自动化、远

程化控制和网络化管理。设备采用模块化组合安装，交

互更方便、使用更简单、操作更安全。该项技术及产品

填补国内外 SF6 气体小型集中化净化处理技术的空白，

技术水平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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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技术参数
机型 集中供气站

回收初压力 初压力≤ 8bar
回收终压力   终压力≤ 1330Pa

最高排气压力 5.0Mpa
压缩机最大排气量 57 m3/h

抽真空速速 18L/s
装置真空极限 ≤ 10Pa
设备密封性 年泄率≤ 1%

噪声 ≤ 75dB
储液罐 外置式

设备功率 20kW

QZ-XX 型集中供气站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名称 型号 特点

变压器油色谱仪 PGW3500 便携式变压器油气相色谱仪

变压器油色谱仪 PG1004A 便携式变压器油气相色谱仪，7 组分或 9 组分

变压器油色谱仪 PG1004P-G 氦离子话便携式变压器油色谱仪，7 组分或 9 组分

变压器油色谱仪 SP-2100 实验室型变压器油气相色谱仪，7 组分或 9 组分

变压器油色谱仪 PG1004L-HD 实验室型变压器油气相色谱仪，采用先进的三检测器流程，一次进样

变压器油色谱仪 LJL3-1A 红外式定量检漏仪，精度高，功能强大

变压器油色谱仪 PG1004L-G 变压器油氦离子化色谱仪

SF6 气体色谱仪 PG1004L-HG SF6 气体分解产物氦离子化色谱仪

SF6 气体色谱仪 PG1004L-P SF6 气体新气纯度专用色谱仪

名称 型号 特点

SF6 检漏仪 TIF XP-1A 美国进口便携式定性检漏仪，功能齐全，小巧轻便

SF6 检漏仪 LJL2-1A 定性检漏仪，小巧轻便，经久耐用

SF6 检漏仪 LF-ID 定量检漏仪，品质可靠，性价比高

SF6 检漏仪 JLY-D7 定量检漏仪

SF6 检漏仪 PG2001 定量检漏仪

SF6 检漏仪 LJL3-1A 红外式定量检漏仪，精度高，功能强大

SF6 气体色谱仪 FLIR GF306 红外成像检漏仪

仪器仪表

色谱仪

SF6 检漏仪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01

02

03

04

05

06

技术参数根据用户要求量身定做；

单台机组最大回收速度可达 180m3/h；最大充气速度可达 120m3/h；最大抽真空速度可达 2000m3/h，并可实
现多台机组的并联运行；

气体存储量大：可设置多个气态或液体 SF6 储罐；

智能化程度高：实现站房无人操作自动运行；

SF6 气体单次循环利用率高达 99% 以上；

适用范围：开关生产厂家及气体用量大且需要循环使用场合。

01

01

02

02

03

03

04

生产及代理国内外多个知名品牌产品

涵盖变压器油及 SF6 气体两种类型产品

所售产品包含多种检测原理，适应各类使用场所

拥有不同价格梯度产品，满足不同需求

生产及代理国内外多个知名品牌产品

所售产品包含多种检测原理，适应各类使用场所

拥有不同价格梯度产品，满足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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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6 气体综合测试仪

精密智能露点仪

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产品特点

名称 型号 特点

SF6 气体综合测试仪 LF-300S 性价比高

SF6 气体综合测试仪 PG1000 3 分钟内检测 7 个以上指标，高效快捷

SF6 气体综合测试仪 PG1000PRO 3 分钟内检测 7 个以上指标，高效快捷，体积更加小巧

SF6 气体综合测试仪 PG1000HW 能够有效扣除气体组分间交叉干扰

SF6 气体综合测试仪 PG1000PC 能够有效扣除气体组分间交叉干扰，增加尾气回收功能

SF6 气体综合测试仪 PG1000PC+ 检测精度更高

SF6 气体综合测试仪 PG1000Rmini 同步测量 6 个指标，体积小巧，及程度高

名称 型号 特点

精密智能露点仪 QYH1- Ⅲ 扎实耐用，性价比高

精密智能露点仪 WSL1-III 检测速度快，精确度高，量程无盲区

精密智能露点仪 PG1001C/e 适用于恶劣气候，特别适用于高温低湿条件

名称 技术参数

压力校验范围 0~10 MPa

温度测试范围 -10~40℃

精度 0.2 级

压力显示分辨率 0.0001 MPa

温度显示分辨率 0.1℃

全量程校验检测时间 ≤ 5min

压力测试类型 绝对压力和相对压力

显示屏 7吋彩色触摸屏

数据储存 超大储存空间，校验数据可永久储存

数据传输接口 通过 USB 数据传输接口，方便分享数据

打印方式 内置微型热敏打印机，可直接打印数据

工作电源 110~220V   AV   50Hz

MJJ1-1 型密度继电器校验仪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01

01

02

02

03

01

01

01

02

02

02

03

03

03

生产及代理国内外多个知名品牌产品

所售产品包含多种检测原理，适应各类使用场所

拥有不同价格梯度产品，满足不同需求

校验过程无排放，更环保，更安全；

采用双密封设计，无交叉影响，校验数据更准确；

内置清洗补气装置，最大程度降低内部微水和杂质气体含量；

可自动识别密度继电器常开型和常闭型；

可离线校验或现场校验；

7 吋超大彩色触摸屏，操作简单直观；

超大储存空间，校验数据可永久储存；

通过 USB 数据传输接口，方便分享数据；

内置微型打印机，可直接打印数据

代理国内外多个知名品牌产品

拥有不同价格梯度产品，满足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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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500 型混气比检测仪

主要产品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名称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
O2:0~1%

SF6/N2：0~100%

精度
O2: ≤ 0.05%

SF6/N2：≤ 0.5%

重复性
O2: ≤ 0.02%

SF6/N2：≤ 0.2%

灵敏度
O2: ≤ 0.01%

SF6/N2：≤ 0.1%
测量时间 ≤ 3min
样气流量 300ml/min
样气压力 ≤ 1.0MPa

名称 型号 特点

断路器机械特性测试仪 GKC433F 可对断路器机械特性进行检测

回路电阻测试仪 HL-QYH-100LC 用于开关设备接触电阻、回路电阻测量，

热成像仪 FL 美国彼岸

试验接头 PG1024 24 种试验接头可选，满足市面上大多数电力设备气室使用

局放检测仪 PG90T
集特高频（UHF）检测、超声波（AE）检测、暂态地电压（TEV）检测、高频电流（HFCT）
检测四种原理为一体，可满足 GIS、开关柜、变压器、电缆等高压设备的局放巡检及分析

振动冲击检测仪 PG310ZZW 实现高压开关动作部件潜伏性故障的诊断预警功能

其他仪器仪表

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产品特点

01

01

01

04

07

02

02

02

05

03

06

德国进口传感器，自动温度补偿；

多项技术联合运用；

测量精度高，稳定性好；

测量速度快，用气量少；

集成度高；

7 吋彩屏，触摸操作；

内置锂电池，电力持久。

销售多种变电站、实验室实用仪器仪表

拥有不同价格梯度产品，满足不同需求

销售多种变电站、实验室实用仪器仪表

拥有不同价格梯度产品，满足不同需求

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产品特点

名称 型号 特点

互感器测试仪 CTC780B 可在高温、高湿等恶劣环境使用，检测准确度和稳定度高

工频耐压测试仪 WP500/500G

开关特性仪 ACTAS P6 kokos( 德国进口）

开关特性仪 ACTAS P14 kokos( 德国进口）

互感器测试仪 CTC780B

C4F7N/CO2 混气比检测仪 PG1000MIX 可同时检测混合气体中 C4F7N、CO2 体积比及氧气、水份含量

样气浓缩预处理装置 PG0000L 通过低温富集技术获得高浓度样气，适用于大气室 SF6 分解产物检测

SF6 试验用系列标准气体 - 多种类，可定制浓度，可供各类 SF6 仪器设备试验使用

开关特性仪 ACTAS P6 kokos( 德国进口）

开关特性仪 ACTAS P14 kokos( 德国进口）

互感器测试仪 CTC780B

C4F7N/CO2 混气比检测仪 PG1000MIX 可同时检测混合气体中 C4F7N、CO2 体积比及氧气、水份含量

样气浓缩预处理装置 PG0000L 通过低温富集技术获得高浓度样气，适用于大气室 SF6 分解产物检测

SF6 试验用系列标准气体 - 多种类，可定制浓度，可供各类 SF6 仪器设备试验使用

其他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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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菊城变现场气体回收处理服务

04气体回收净化业务介绍

电站现场气体回收、抽真空、充气工作

我公司拥有多年从事气体回收处理业务的专业现场服务队伍。

配备有多台大功率回收装置、抽真空装置、SF6 气体净化处理

中心及相应备件，能够应对国内外各类开关厂家产品，并能够

按照用户要求按时高效完成指定任务。具备完善的现场服务工

艺流程，服务队伍具有丰富的电站现场工作经验，确保安全零

事故。

人员精干 设备完善 准时高效 安全可靠

等备件

重庆铁甲变现场

气体回收处理服务

拥有一套完备的 SF6 气体净化处理设备，能够对电站现场回收的废旧气

体进行净化处理，使之能够达到国网新气标准，净化后的气体纯度可达

99.95% 以上。与洛阳黎明化工研究院等单位签订有 SF6 气体检测委托

协议，能够对净化后的气体进行检测，可逐瓶出具具备效力的第三方检

测报告。拥有净化气体储备库，能够应对净化业务的气体周转问题。

    对客户净化处理中心设备整机状态及使用情况全面分析，提供定制维护保养方案 / 升级改造方案，安排人员定

期对设备维护保养。

废旧气体的净化及检测工作

净化处理中心维护保养

99.95%
净化后的气体纯度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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