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套控制柜
T Y C系列



上海天逸电器有限公司以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在行业内享有盛誉，是中国主令电器领

域的领军企业。

天逸电器成套，依托公司多年从事低压电器设计、制造、销售、服务方面的雄厚基础，通

过不断的技术发展创新，已具备优秀的系统产品设计开发能力，可完成各种自动化系统设

计、硬件配套到现场安装调试。先后承接了轨道交通、航天、冶金、化工、船舶及输配电的

成套项目。目前产品已拥有几十项专利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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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S型 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本装置的基本柜架为组合式结构，柜架的全部结构件都经过镀锌处理，外部结构

采用磷化处理，然后采用静电环氧粉末喷涂。柜架采用成型钢材以及角板定位连

接、螺栓连接的组装式结构。通过螺钉紧固互相连接成基本柜架，再按需要加上

门、挡板、抽屉安装支架以及母线和电器组件等零件，组装成完整的抽出式开关

柜。装置隔室主要有功能单元、母线室、电缆室等三个相互隔离的区间，可防止事

故的扩散，便于带电维修。

 本型号为抽出式，以抽屉为主体。功能主要有馈电单元、电动机单元、公用电源单
元。功能单元的隔室用金属隔板隔开。抽屉功能单元与门由主开关操作机构进行

机械联锁，主开关在合闸时门打不开。隔室中的活门随抽屉的推进和拉出自动打

开和封闭，使之在隔室中不能触及垂直母线。抽屉具有良好的互换性，且具有工作

位置、试验位置和分离位置。

 母线系统采用三相五线制。水平母线装于柜顶，N线、PE线既可装于柜顶，也可装
于柜下部。三相母线采用铜母排。机械强度高，散热性好。

结构特点

 使用类别分为：进线柜、母联柜、馈电柜、电动机控制中心和无功功率补偿柜。
 根据系统容量和开关大小，宽度有600mm、700mm、800mm、900mm、

1000mm五种。
 水平母排额定短时耐受电流能力：65kA
 馈电柜及控制柜垂直母排短时耐受电流能力：50kA。
 进线柜及母联柜中主开关的分断能力：65kA。
 馈电柜及控制柜中保护开关的分断能力：50kA。

系列说明

主要技术参数

 过电压类别：IV类
 主母线：65kA     配电母线50kA
 外壳防护等级：IP30
 触电保护类别：I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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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L1型 电能计量柜

 PMLl型电能计量柜、低压供用电柜适用于实行力率考核及不实行力率考核的低压

供电或高供低计用户的电能计量。

 使用类别分：包括受电、母联、馈电、计量、总力率考核、照明等。

 根据系统容量和开关的大小，宽度有400mm、500mm、600mm、800mm、

1000mm等规格。

 水平母线为柜顶布置，本系列额定电流有：200A、250A、315A、400A、500A、

600A。

 水平母线额定短时耐受电流能力：15kA。

 计量柜和蚀电柜垂直母线短时耐受电流能力：15kA。

 进线柜及母联柜中主开关的分断能力：15kA。

系列说明

结构特点

 柜体采用优质冷轧钢板弯成的型材，经焊接与封板、安装板、门等组合成一体，框架与

外壳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刚度，能承受所安装的元件与短路时产生的机械应力和热应

力，属通用型的柜体。柜体完工后外部采用磷化处理，然后采用静电环氧粉末喷涂。

 母线系统采用三相五线制。水平母线装于柜顶，N线、PE线即可装于柜顶，也可装于
柜下部。

主要技术参数

 测过电压类别：IV类

 主开关的分断能力：15kA

 外壳防护等级：IP30

 触电保护类别：I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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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D型 交流低压开关柜

 本装置的柜体采用通用柜形式，构架用8MF冷弯型钢局部焊接组装而成。零部件

按模块原理设计，主构架安装模数E=20mm。在柜体上下端均有不同数量的散热
槽孔。母线用三相五线制，水平母线装于柜顶，N线、PE线即可装于柜顶，也可装
于柜下部。

结构特点

 主要组成部件：基本骨架、主母线系统、垂直母线系统、进线单元、馈电单元等。
 操作方式：就地电动或手动操作（柜面操作）。
 安装方式：离墙安装。装置下设电缆沟，在电缆沟沿安装基础槽钢，装置用螺栓固
定在基础槽钢上。

 接续方式：一次回路柜后接线，二次回路柜前接线。
 进出线方式：架空进线或电缆进线，可以任意从柜顶或柜底进出线。
 内部隔离：主母线室和功能单元室等。

结构概要说明

 GGD型交流低压开关柜适用于发电厂、变电站、厂矿企业等电力用户的交流
50HZ，额定工作电压380V，做为动力、照明及配电设备的电能转换、分配和控制
之用。

 按使用类别分：有受电、母联、馈电、电动机控制、电容自动补偿、照明等功能柜。
 GGD系列低压柜高为2200mm。根据系统容量和开关大小，深度有600、800mm
两种，宽度有600、800、1000、1200mm四种。  

系列说明

主要技术参数

 过电压类别：IV类
 主开关的分断能力：30kA
 外壳防护等级：IP30
 触电保护类别：I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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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L型 低压配电箱

 XGL系列低压配电箱适用于户内交流频率50HZ，额定电压380V/220V，额定电

流100~500A，电力系统中，作动力、照明、电动机控制之用，配置额定电流可达

500A、400A、300A、200A、100A/20kA等五种规格，其中额定电流为400A、

300A、200A、100A的配电箱的框架及内部结构与额定电流500A的配电箱基本相

同 (XGL系列产品与XL-2l配电箱和XF一10配电箱基本性能相同，根据用户需要可

替代。)

系列说明

结构特点

	 柜体采用优质冷轧钢板折弯成的型材，经焊接与封板、安装板、门组合成一体。保护

电路由单独的保护导体和导电结构共同组成，设置独特的保护导体PE线，在柜内底部

有主接地点和接地标志，保护导体与柜内所装组元件金属外壳和金属部件、柜体连接

一体，并可靠接地。

主要技术参数

 主开关的分断能力：20kA

 过电压类别：III

 外壳防护等级：IP30

 触电保护类别：II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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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C-X 控制箱系列

额定工作电压 AC400V 额定工作电流 ≤400A
额定绝缘电压 660V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6KA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主要技术参数

环境温度 -5˚C-40˚C 相对湿度 ≤90%（20˚C时）≤50%（40˚C时）
海拔高度 ≤2000m 防护等级 IP55、IP54

 结构设计紧凑，外形美观，方便安装各种附件及支承轨。

 箱体材质有聚碳酸脂 (PC)、聚丙烯腈 (ABS)、不锈钢、冷轧钢，可满足不同行业、不
同环境的需求。

 可采用型材、铆接、焊接等组装方式。
 塑料箱体可用铰链或箱盖螺钉铅封，箱体可带预开孔，适用于公制螺钉，箱体有3种固
定方式：

1、可采用螺钉直接将箱体固定于墙面。
2、可选用挂钩将箱体挂置于墙面。
3、可根据箱体尺寸特殊定制法兰支撑架。

 箱门采用高弹性发泡PU密封装置，保证了良好的密封性能。
 冷轧钢箱体采用电泳浸涂底漆以及粉末涂层，通过均匀涂层，实现了表面的可靠保护，
有效提高了产品的防护等级。

 箱体可安装各种元器件，分别可组成保护、操作、转换、控制、调节、测定等功能，实
现多种智能化控制。

 铰链

 锁扣

 安装板

 电缆防水接头（自选件）

标准配置

订货须知（用户应提供以下资料）

1. 主电路方案单线系统图；
2. 原理图或原理接线图；
3. 每柜所装电器设备的详细规格及数量，并填写订货单（如P17）；
4. 开关柜的排列及组合图、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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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C-GK 耐高温箱系列

法兰式电缆接头标配（接头大小型号根据客户需要订购）

标准配置

产品特点

 箱体可在280˚C的高温环境下正常工作1小时，在55˚C的高温环境下可连续工作5

天。

 外箱材质为优质冷轧钢板，产品外壳采用环保金属漆喷制，有效的防止老化。

 箱体采用先进设备制作，业内领先工艺制造流程，线条流畅，美观大方。

 工作室与外箱之间的保温材料为优质超细玻璃纤维板，保温层厚度：大于50mm, 

 隔温效果好，是国内首创的高性能绝缘结构。从里到外有内腔、内壳、超细玻璃纤

维、胶木板、空气夹层，内胆热量损失少。内胆外箱及门胆结构独特，极大减少了

内腔热量的外传。

 门与门框之间采用高性能密封材料及独特的橡胶密封结构，密封性、耐高温性、

抗老化性极强。

 产品通过国家灭火系统和耐火构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试验。

主要技术参数

极限温度 280˚C 相对湿度 90%（20˚C时）≤50%（40˚C时）

海拔高度 2000m 防护等级 IP 55

技术参数

额定工作电压 AC400V 额定工作电流 ≤400A

额定绝缘电压 660V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6KA

订货须知（用户应提供以下资料）

1. 主电路方案单线系统图；
2. 原理图或原理接线图；
3. 每柜所装电器设备的详细规格及数量，并填写订货单（如P17）；
4. 开关柜的排列及组合图、平面布置图。



8

TYC-QT 琴式控制台系列

产品特点

 采用优质冷轧钢板结构，造型流畅，如一台优雅别致的钢琴。 

 控制台结构灵活，有一体式和分体式两种。分体式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台面板、

立面板都可根据客户需要安装有气弹簧支撑，可向上开启60°，方便安装和维修。 

 槽型箱边能完好地与密封圈配合，形成对箱内的防护，有效地增加了箱体的密封性。

 控制台顶部和侧面均可配装防尘网，有效改善了通风散热效果，还可避免因非操作

引起的故障。

 控制台设计为拼装结构，可单个使用，还可去掉上部做平台使用，也可多个拼装，

底部可按要求配作底座，运输方便，强度可靠。 

 控制台内各单元互相贯通，方便维护。 

标准配置

 安装板一块 

 前双（单）开门

主要技术指标

环境温度 -5˚C-40˚C 相对湿度 ≤90%（20˚C时）≤50%（40˚C时）

海拔高度 ≤2000m 防护等级 IP54

技术参数

额定工作电压 AC400V 额定工作电流 ≤400A

额定绝缘电压 660V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36KA

订货须知（用户应提供以下资料）

1. 主电路方案单线系统图；
2. 原理图或原理接线图；
3. 每柜所装电器设备的详细规格及数量，并填写订货单（如P17）；
4. 开关柜的排列及组合图、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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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C-DS 框架式通用控制柜系列

 采用优质钢板结构，标准模数化安装孔设计，具有较强的通用性。
 承重铰链、柜门安装方便，柜门还可开启130度。
 坚固的长方形框架不但可以加强前门的强度，还可以用来固定安装电器元件（配
合门安装横条使用）。

 顶板、侧板、后板、底板用螺丝固定，便于装卸。
 柜门装有接地螺栓，可形成安全可靠的保护系统。
 箱门采用高弹性发泡PU密封装置，保证了良好的密封性能。
 柜体全框架侧板、前后门和顶板、底板均可取下，能够适应各种要求，方便安装检修。

产品特点

 安装板一块 
 前单开门
 安装纵梁两根 
 无侧板
 安装条若干根（视柜内元器件配别） 
 内灯，方便安装和检测（自选件）
 文件袋，方便现场工作（自选件）
 安装梁，不使用安装板同样可以进行柜内安装（自选件）
 风机及过滤网，保证柜内通风，防护等级IP54（自选件）
 底座有固定式和活动式。拆卸、安装都很方便（自选件）
 双安装板，安装容量大（自选件）

标准配置

技术参数

额定工作电压 AC400V 额定工作电流 ≤400A
额定绝缘电压 660V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36KA

主要技术参数

环境温度 -5˚C-40˚C 相对湿度 ≤90%（20˚C时）≤50%（40˚C时）
海拔高度 ≤2000m 防护等级 IP54

订货须知（用户应提供以下资料）

1. 主电路方案单线系统图；
2. 原理图或原理接线图；
3. 每柜所装电器设备的详细规格及数量，并填写订货单（如P17）；
4. 开关柜的排列及组合图、平面布置图。



10

TYC-HW 户外箱系列

 箱体顶部有防雨帽，可防止积水。

 采用标准模数化安装孔设计，安装方便。

 箱体安装防雨锁，由上、中、下三点锁紧柜门。

 箱体上和门上装有地线连接螺栓，可形成安全可靠的保护系统。

 承重铰链、柜门安装方便，柜门还可开启130度。

 安装板利用塑料滑引器通过导轨，可从柜体正面将安装板推入柜内。

 坚固的长方形框架不但可以加强前门的强度，还可以用来固定安装电器元件（配

合门安装横条使用）。

 顶板、侧板、后板、底板用螺丝固定，便于装卸。

 箱门采用高弹性发泡PU密封装置，保证了良好的密封性能。

 槽型箱边与密封圈配合可以有效的防止水和灰尘落入柜内。

产品特点

 安装梁，不使用安装板同样可以进行柜内安装

 防雨顶棚，防止雨水进入

 门隔热导流板，隔热导流降温

 内灯，方便安装和检测（自选件）

 底座，拆卸、安装都都很方便（自选件）

 根据需要，柜内可以加装15-20mm厚的闭泡橡胶隔热层（自选件）

标准配置

主要技术参数

环境温度 -5˚C-40˚C 相对湿度 ≤90%（20˚C时）≤50%（40˚C时）

海拔高度 ≤2000m 防护等级 IP55

技术参数

额定工作电压 AC400V 额定工作电流 ≤400A

额定绝缘电压 660V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6KA

订货须知（用户应提供以下资料）

1. 主电路方案单线系统图；
2. 原理图或原理接线图；
3. 每柜所装电器设备的详细规格及数量，并填写订货单（如P17）；
4. 开关柜的排列及组合图、平面布置图。



11

订货须知

箱 体 箱体尺寸 □ 箱 体 型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具体长宽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箱体材质 □ PC □ ABS

□ 钢型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 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装方式 □ 标准柜式 □ 挂式                   □ 嵌入式 □ 落地式

接线方式 □ 下进上出 □ 下进下出

□ 上进下出 □ 上进上出

□ 其他方式

□ 接头大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电缆进出线 尺寸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敲落孔 要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标准安装板 要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元件参数说明单

单中应注明：元件参数，电压，电流，保护、防护等级等。
例如：凸轮开关的型号、我公司的货号或接点表；指示灯型号、颜色、电压等级、触

点代号；插座极数、电压、电流

图 纸 我公司标准方案号 □ 我司方案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气图（必须提供） □ 电气图一次原理图

□ 电气图二次原理图

布置图 □ 平面布置图

□ 开孔图

（如不能提供，请提供所有元器件、材料辅件的精确型号及开孔尺寸）

客户内容 客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订货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
客
户
订
货
时
请
沿
虚
线
剪
下
，
并
填
写
订
货
单
，
谢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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