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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组成

直流电源

交流电源

通信电源

UPS 电源

逆变电源

馈线

一组直流电源、一组交流电源、一组通信电源、一组 UPS 电源、一组逆变电源

单电单充系统，一组蓄电池、一组充电装置、一段直流母线

电池类型：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电压等级：2V、  12V。额定容量：10-1500Ah

充电装置 : 高频开关型整流模块； 电压等级：110V、220V。   可配置数量：0-16 个 

直流母线：一段，可配硅链降压装置

2 进线 1 母线

电压等级：48V； 可配置数量：0-8 个

电压等级：220V；可配置数量：0-2 个

电压等级：220V；可配置数量：0-1 个

馈线总数最大可达 256 条

DY01 一体化电源

DY01 一体化电源主接线图

DY01 一体化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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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01 一体化电源主要核心部件

DY01 一体化电源主要核心部件

DY01 一体化电源典型方案

名称

监控主机

交流测控模块

支路检测模块

电池巡检模块

交流测量模块

ATS 控制模块

通信管理模块

充电电源模块

通信电源模块

UPS 电源模块

INV 电源模块

型号

THJK070G-ZK

JLCK

ZLJC-64

DCXJ-18 

DCXJ-55-3

JLCL-2  

JLCL-3

ATSKZQ

THDGY61850A

TH 电力用充电电源模块系列

TH 电力用通信电源模块系列

TH 电力用 UPS 电源模块系列

TH 电力用 INV 电源模块系列

备注

集中式监控装置主机

双电源切换，扩展开入、开出

采集开关状态，告警及漏电流数据

采集 12V 电池单体电压，及环境温度

采集 2V 电池单体电压，及环境温度

采集交流数据

采集交流数据，带数码管显示

ATS 控制

IEC61850 通信 管理模块

直流 220V/110V 等级

直流 48V 等级

--

--

DY01 电力用直流和交流一体化不间断电源 ( 简称 DY01 一体化电源 ) 采用单电单充的典型配置方案：一组蓄电池、一组

充电装置、一段直流母线，非常适合用于 11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变 ( 配 ) 电站及其它电力工程。



THJK070G-ZK 监控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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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JK070G-ZK 监控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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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JK070G-ZK 是通合科技推出的全新一代集中式监控装置主

机，对一体化电源系统中的直流电源、UPS 电源、INV 电源、

通信用 DC/DC 电源、蓄电池组和配电状态进行监控。适用于各

种中小型一体化电源系统，广泛应用于变电站、电厂、石油石化、

钢铁冶金、工厂企业等领域。

THJK070G-ZK 采用国产高可靠 MCU 系统设计，单机即可实

现电源系统中的交流母线电压、直流母线电压采样，母线绝缘检

测、交流窜入检测等功能；自带监控装置自身故障开关量输出接

口；自带 IRIG-B 硬对时接口。自带 8 个高速开关量输入端口。

技术指标描述

 

自带模拟量采样

自带开关量输入

自带开关量输出

后台对时

通信接口

工作电源

1 路电池电流测量范围：0~±400A；需要配合霍尔电流传感器

 1 路电池组电压； 1 路合母电压；1 路母线电压；ETH 为测量母线绝缘时接大地点

 1 组交流电压采样接口；3 相 4 线 

8 路开关量输入信号

 3 个通用输出，1 个自身故障输出

1 路 IRIG-B 硬对时接口

1 路后台 RS485 接口，3 路底层模块、电源模块通信 RS485 接口，1 路馈线检测通信 CAN 接口

供电范围 DC88V-DC286V；额定输入 DC220V；最大功耗 <25W

显示功能

监控装置采用 7 寸彩色触摸屏，汉字菜单显示 , 可方便设置参数和查询信息。
监控装置实时检测一体化电源设备运行状态和数据，并以模拟图的方式显示一体化电源设备的电气主接线图和子系统的
接线图，动态显示实时数据，文字显示为中文。显示界面由主界面和交流电源子界面、直流电源子界面、通信电源子界
面、逆变电源子界面组成。
主界面实时显示交流输入电压、直流母线电压、电池组电压电流、充电机输出电压电流、UPS 输出电压电流、通信电
源输出电压电流。
动态实时显示接线图中的主要开关的分合状态。

·

·

·

·

开关量输入

监控装置自带 8 个高速开关量输入端口 , 用户可自定义接入方式、显示方式，名称可通过后台软件编辑。
系统配置交流测控单元时，交流测控单元提供 8 个开关量输入端口。用户可自定义接入方式、显示方式，可通过后台
软件编辑名称。
可将监控装置自带的 8 个高速开关量输入端口、交流测控单元提供的 8 个开关量输入端口关联到开关量输出。

·

·

·

电池管理

定时进行自动完成蓄电池组的均衡充电和浮充电控制。
当蓄电池的放电时间或充电电流达到设定值时，自动启动对蓄电池的均衡充电。
可设置温度补偿系数，自动实现蓄电池组浮充电压的温度补偿。
能根据设定的条件自动完成对蓄电池组的放电核容控制 ( 在线放电 )，并记录蓄电池的放电容量等数据。
能通过通信遥控方式启动或停止蓄电池组放电核容测试。
配置电池巡检模块检测单体电池电压，最大可检测 108 节电池电压。

·

·

·

·

·

·

开关量输出

监控装置自带 1 个监控装置故障开关量输出端口，3 个可根据需要选择开关量输出定义的端口。
系统配置交流测控单元时，交流测控单元提供 8 个开关量输出端口，可根据需要选择开关量输出的定义。
通过开关量输出配置，可为紧急报警信号提供无源接点。包含不限于以下紧急报警信号：母线电压异常、电池
脱离母线、绝缘故障、充电模块故障、交流故障、UPS 故障、通信模块故障、监控装置故障 , 系统综合故障等

·

·

·

馈线监测

最大可监测 256 条馈线绝缘，可自定义馈线名称。
最大可监测 256 条馈线开关分合状态，可自定义馈线开关名称、开关状态点常开或常闭。
最大可监测 256 条馈线开关跳闸告警，可自定义馈线开关名称、开关告警点常开或常闭。
能在监控装置上察看馈线绝缘、馈线漏电流、馈线开关分合状态和馈线开关跳闸告警

·

·

·

·

故障报警

故障发生时机箱内置蜂鸣器发出告警声音，前面板红灯闪烁。
报警信息汉字显示，直观、定位清晰，当前故障最大可显示 100 条。
最大可存储 4096 条历史故障记录。
监测母线电压，发生欠压、过压故障时能发出报警信号，能提供无源接点输出。
监测蓄电池充电电流，超过充电过流设定值且持续时间超过设定值时，能发出报警信号。
监测蓄电池浮充电流，超过预警设定值且持续时间超过设定值时，能发出报警信号。
监测 UPS 的负载电流，超过预警设定值且持续时间超过设定值时，能发出报警信号。
监测通信电源的负载电流，超过预警设定值且持续时间超过设定值时，能发出报警信号。

·

·

· 

·

·

·

·

·

通信功能

可选配 61850 通信单元 ( 双网口 ) 与站控层通过以太网进行数据交换。
串行通信接口为单通道 RS485，通信规约 MODBUS。
能采集并通过通信接口向远方发送遥测信息和遥信信息。
能通过通信接口接收并执行远方的控制信号，控制充电装置的均衡充电、浮充充电、电池核容。

·

·

· 

·

事件记录

最大可存储 2048 条运行记录，每 10 分钟记录运行参数，断电数据不丢失。
最大可存储 4096 条历史故障记录，断电数据不丢失。
最大可存储 128 条电池核容记录，断电数据不丢失。

·

·

· 

对时功能

具有 IRIG-B 硬对时接口，能通过变电站内对时装置的授时信号实现装置的时钟同步功能。
能通过软件报文与后台对时。

·

·

绝缘监测

具有交流窜电监测及报警功能，当直流母线发生有效值 10V 及以上的交流窜电故障时，能发出报警信号，并显示窜入
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当直流母线绝缘水平低于设定值或负母线对地电压超出设定值时，能发出报警信号。
能实时显示正母线对地电阻值、负母线对地电阻值、正母线对地电压值、负母线对地电压值和窜入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当设置有馈线支路绝缘功能时，能显示馈线支路的名称、对地电阻、漏电流。
具有绝缘预警功能，对地电阻小于预警值时，监控装置自行启动支路选线功能。

·

·

·

·

·



 交流测控模块

支路检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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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巡检模块

ATS 控制模块

06

JLCK 交流测控模块在系统中是实现直流电源 ( 充电模块 ) 的交

流输入双电源切换功能的底层控制单元。JLCK 监测两路交流输

入电源，并提供 2 个控制接点控制具有电气和机械联锁功能的双

接触器组合。正常运行的 1# 交流输入电源异常时，能自动切换

到备用 2# 交流输入电源供电，1# 交流输入电源恢复正常时，能

自动切换到备用 1# 交流输入电源供电。同时提供 JLCK 额外提

供 8 路开关量输出，8 路开关量输入 , 通过与监控主机通信，可

以扩展系统的开关量输入和输出能力。

电池巡检模块用于在线检测电池单体电压、环境温度，可检测铅

酸电池，也可用于镉镍电池。有 DCXJ-18 和 DCXJ-55-3 两

种型号，DCXJ-18 检测 18 节电池单体电压、内置 1 路环境温

度传感器；DCXJ-55-3 检测 55 节电池单体电压、外置 2 路环

境温度传感器。DCXJ-18 检测 12V 的单体电池，DCXJ-55-3

检测 2V 的单体电池。

ZLJC-64支路检测模块在系统中是实现馈线开关分合位置检测、

开关跳闸故障检测、直流馈线漏电流检测功能的底层控制单元。

ZLJC-64 采用国产高可靠 MCU 系统设计，单机可检测 64 路输

入，可在单台 ZLJC-64 上同时检测开关分合位置、开关跳闸故障、

直流馈线漏电流。通过与主监控配合，能快速定位绝缘故障支路。

具有 CAN 通信接口，与主监控组成控制器局域网，自动上传开

关状态，响应速度快。

ATSKZQ  ATS 控制模块用于控制交流电源 ATS 投切。并且同

时监测交流母线和 1# 进线、2# 进线的电压、电流、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频率、功率因数等参数，母线与进线开关的分合状态、

跳闸告警。通过 RS485 通信将信息传送到监控主机。具有跳闸

闭锁功能，能不依赖于监控主机而独立工作。

技术指标描述 技术指标描述

技术指标描述 技术指标描述

交流电压采样

开关量输出

开关量输入

交流切换控制

交流切换控制

RS485

电源

通信接口

电源 POWER

单体电压

DCXJ-18

DCXJ-55-3

环境温度

CAN

RS485

开关量输入 SI

+12V GND -12V

电源 POWER

交流电压

交流电流

K1—K10,SYS

开关量输入

通信接口

电源 POWER

 2 路 ,3 相 4 线。测量范围：0~300VAC( 相电压 )；170VAC ～ 265VAC 内测量误差 ±1%

 8 路开关量输出；常开触点；容量 AC250V/1A  DC220V/0.1A

 8 路开关量输入信号

K9    1# 交流控制，常闭接点；容量 AC250V/1A DC220V/0.1A

K10    2# 交流控制，常开接点；容量 AC250V/1A DC220V/0.1A

 通信接口

 供电范围 DC88V-DC286V；额定输入 DC220V。最大功耗 <25W

 DCXJ-18   检测 12V 的单体电池；误差 ±0.5%

 DCXJ-55-3 检测 2V 的单体电池 ；误差 ±0.2%

 DCXJ-18   有效范围：-20-75℃ 内置温度传感器  

 DCXJ-55-3 有效范围：-20-75℃ 外置温度传感器

 RS485 通信接口

 供电范围 DC88V-DC286V；额定输入 DC220V

 CAN 通信接口

 RS485 通信接口

 1-64 个信号输入；可以测量传感器的输出或开关状态信号

 输出给传感器的供电电源；最大负载 输出能力 640mA

供电范围 DC88V-DC286V；额定输入 DC220V；最大功耗 <25W

3 路交流电压采样，3 相 4 线；测量范围：0~300VAC( 相电压 )；170VAC ～ 265VAC 内误差 ±1%

交流电压采样，3 相 4 线；测量范围：0~4000A

11 路继电器输出，控制 ATS 进行投切

16 路开关量信号输入

 RS485 通信接口

 供电范围 DC88V-DC286V；额定输入 DC2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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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测量模块

通信管理模块

 充电电源模块

交流测量模块用于在线检测交流电源母线或进线的

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功率因

数等参数。交流测量模块有 JLCL-2 和 JLCL-3

两种型号，JLCL-2 不带显示，JLCL- ３带数码管

显示。

THDGY61850A 通信管模块在系统中实现与后台控系统按照

IEC618550(DLT860) 规约通信的功能。 THDGY61850 通过

RS485 接口连接监控主机，将数据转化为 IEC618550(DLT860)

格式后传输到后台。THDGY61850A 具有 2 个网络接口，具有双

通道热备功能。

TH 系列充电电源模块采用可靠先进的电源技术和工艺进行设计制造，质量可靠，造型美观。广泛用于各种变电站、水电站、

发电厂及其他直流系统。    

TH230D10NZ-D、TH230D20NZ-D 模块采用全数字控制，风冷散热，体积小，重量轻，性价比高，满足多数场合使用。 

TH230D30NZ-3、TH230D40NZ-3 风冷散热，输出功率高，可满足电厂对大功率模块的需求。

TH230D10ZZ-3G、 TH230D20ZZ-3G、TH110D20ZZ-3G、TH110D40ZZ-3G 采用可靠先进的“谐振电压型双环

控制”的电源技术和工艺设计制造，自然冷却散热，长期使用内部不聚集灰尘，噪音小，高可靠性、长寿命。适应多尘、

潮湿的环境，尤其是要求高可靠性、长寿命的轨道交通等直流应用场合。

技术指标描述

技术指标描述

技术指标描述

交流电压采样

交流电流采样

开关量输出

开关量输入

通信接口

电源 POWER

通信接口

网口

电源 POWER

机型名称

TH230D10NZ-D

TH230D20NZ-D

TH230D30NZ-3

TH230D40NZ-3

TH230D10ZZ-3G

TH230D20ZZ-3G

TH110D20ZZ-3G

TH110D40ZZ-3G

输出电压 VDC

176-300

176-300

190-300

190-300

190-300

190-300

95-150

95-150

额定输出电流 A

10A

20A

30A

40A

20A

40A

20A

40A

输入电压 VAC

380(-15%~20%)

380(-15%~20%)

380(-15%~20%)

380(-15%~20%)

380(-15%~20%)

380(-15%~20%)

380(-15%~20%)

380(-15%~20%)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强制风冷

强制风冷

强制风冷

自然冷却

自然冷却

自然冷却

自然冷却

交流电压采样，3 相 4 线；测量范围：0~300VAC( 相电压 )；170VAC ～ 265VAC 内误差 ±1%

交流电路采样，3 相 4 线；测量范围：0~4000A

2 路开关量开出

2 路开关量输入

 RS485 通信接口

 供电范围 DC88V-DC286V；额定输入 DC220V

 1 路 RS485 通信接口

2 路 RJ45 以太网接口

 供电范围 DC9V-DC30V；额定输入 24V

TH230D10NZ-D

TH230D10ZZ-3G

TH230D20NZ-D

TH230D20ZZ-3G

TH230D30NZ-3

TH110D20ZZ-3G

TH230D40NZ-3

TH110D40ZZ-3G

JLCL- ３JLC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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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系列电力通信电源模块采用可靠先进的电源技术和工艺进行设计制造，质量可靠，造型美观。广泛用于各种变电站、

水电站、发电厂及其他直流系统。

TH48D50NZ-S-2 为我司完全自主研发、测试、生产的高功率密度电力用通信电源，符合国家标准，产品体积为市场中

1U 尺寸，具有超高功率密度，峰值效率可达 96%，模块自身具备多种保护功能，可保证模块使用安全可靠性。通讯规约

可使用 Modbus, 搭配有 485 通信，适用性强，可适用于大多数应用场景。搭配监控后可构成整套的通信电源系统、直流

屏系统或一体化电源进行使用。

良好的电磁兼容性，各项技术指标《DLT1074—2007 电力用直流和交流一体化不间断电源设备》标准要求；体积小，转

换效率高，性能稳定。

技术指标描述

机型名称

TH48D50NZ-S-2

TH48D20ZZ-220

TH48D30ZZ-220

输出电压 VDC

40 ～ 58

40 ～ 60

40 ～ 60

额定输出电流 A

50A

20A

30A

输入电压 VDC

176~286

198~286

198~286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自然冷却

自然冷却

技术指标描述

机型名称

TH220ACN5K-220

TH220ACN3K-220

主路输入

187-264VAC

187-264VAC

电池输入

176-286VDC

176-286VDC

旁路输入

187-264VAC

187-264VAC

输出电压

220VAC±2%

220VAC±2%

输出功率

5KVA

3KVA

TH48D20ZZ-220TH48D50NZ-S-2 TH48D30ZZ-220

UPS 电源模块

INV 电源模块

TH220ACN 系列 UPS 电源模块是专为电力、通信一体化

电源系统精心设计研发的全新智能型专用不间断电源，广泛

应用于电力系统远动、通信、载波、监控、继电保护及事故

照明，满足各个应用环境对供电电源高品质和高可靠性的要

求。产品尤其适用于一体化电源及通信电源机柜使用，配套

监控使用可构建整套系统使用，输出稳定，输入输出范围宽，交直流两种输入情况下都可以正常使用，可以配套电池在系

统故障时稳定的提供备用电源，保证系统正常运行使用。满足 GB/T 7260.2-2009 不间断电源设备（UPS）电磁兼容性要求。

技术指标描述

机型名称

TH220ACNB5K-220

TH220ACNB3K-220

主路输入

187-264VAC

187-264VAC

电池输入

176-286VDC

176-286VDC

旁路输入

187-264VAC

187-264VAC

输出电压

220VAC±2%

220VAC±2%

输出功率

5KVA

3KVA

TH220ACNB 系列 INV 电源模块是专为电力、通信一体化

电源系统精心设计研发的全新智能型专用不间断电源，广泛

应用于电力系统远动、通信、载波、监控、继电保护及事故

照明，满足各个应用环境对供电电源高品质和高可靠性的要

求。产品尤其适用于一体化电源及通信电源机柜使用，配套

监控使用可构建整套系统使用，输出稳定，输入输出范围宽，交直流两种输入情况下都可以正常使用，可以配套电池在系

统故障时稳定的提供备用电源，保证系统正常运行使用。满足 GB/T 7260.2-2009 不间断电源设备（UPS）电磁兼容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