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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导线分线盒

1.5 至 240 mm2, IP 54-67

内容

KV - 小型配电箱

IP 40-65

3 - 54 位

组合式配电箱/柜

额定电流至 250 A

IP 66

Mi - 组合式配电箱/柜

额定电流至 630 A

IP 65

电缆接头

页 15-136

页 137-206

页 207-272

页 273-336

页 337-362

页 363-382

页 383-392

技术资料

类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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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品质

一个现代的电气设备和配电系统创新计划

使Hensel成为分线、熔断、配电市场的领导

者。 我们通过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

特别是开发适应于本土和国际化应用的产

品来让客户最大程度的受益。

客户的满意度是我们成功的法宝。

通过创新和品质引领世界

为了确保在竞争中保持领先的地位，Hensel

不断地加大研发、生产和员工培训的投入。 

我们满足互联网时代客户不断增长的需要，

并确保持之以恒系统的有效性，包括快速的

反应和更广泛的投资。

我们致力研究国家和国际标准的关键点，这

让我们在研发工作中成为真正的专家。 

同时，它也确保产品品质的高端化，给未来

做出了承诺。

位于Lennestadt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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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平台 

Made in Germany

着眼于一个安全的未来

对于Hensel来说，“可持续性”意味着履行

保护环境和资源，同时避免使用有毒物质

（ROHS）的责任。

由于采用一个风险管理体系会引起联合的

风险，所以一个环境管理体系的活动与管

理、控制公司的活动是相同的。

为了担负起公司管理的社会责任，我们已经

在德国电气电子协会制造协会（ZVEI）的“

行为准则”上签字。

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公开、透明地执行社会

决策的体系。

永远保持重要步伐的领先

Hensel公司开发、制造、销售的电气装置和

配电系统可以被应用到操作设备上以完成

各种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例如：用在商业和

工业大楼中；用在符合标准且室外安装的光

伏设备上。

我们不仅在标准产品上保持与客户沟通、合

作，也在寻找和发现最新的产品应用方案，

例如：造船业；给车辆充电的充电站；中国

的居民电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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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其持之以恒的质量理念，Hensel产品已

经实现了工业产品的多样化。Hensel有适应

于各种类型装置的标准化产品，产品不仅设

计坚实，而且可以被应用在及其苛刻的环境

中。良好的市场反应和客户满意的反馈就是

最好的证明。

高品质的Hensel产品防护等级高，可以有效

避免腐蚀和触电事故的发生。同时，产品耐

紫外线老化，耐撞击，防水、防尘，因此无

论在多么糟糕的空气（高温、低温、水汽、污

浊）中都可以使用。Hensel品牌的产品可以

方便的应用于及其恶劣的环境和严酷的条

件下。

满意的客户是最好的证明

参考

参考

Hensel产品安装在要求的应用区域, 

www.hensel-electric.cn 

 项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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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sel产品在以下行业/场所确保安全使用

 农业和畜牧业

 自动化工业

 银行和保险公司办公室

 水泥厂 

 冷藏设备

 气体站和管道

 医院和诊所

 酒店和电影院

 工业、商业和公司大楼

 休闲和商业中心

 海事环境

 金属、木材和造加工

 矿业 

 光伏电厂 

 电站 

 居民和非居民建筑

 中学和大学

 体育和运动场

 电信

 基础交通设施 

 隧道和公路建设

 水和废水处理厂 

参考



8

最先进的技术, 
信息化的物流

为确保最优的生产环境，Hensel在德国建立

了4个生产场所，每个生产场所都配备了先进

的工艺机器和设备。

包含高性能的注塑机器和最先进的金属加

工设备，表面处理技术设备和组装设备同样

达到了制造高水准产品的要求。

高超的工具设计水平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确保注塑工艺和金属加工工艺达到最先进

的水平。

我们不断提高物流管理水平，确保最优、最

廉价的服务。

产品

Made 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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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定制化的方案 10

研讨班和培训 11

展会和流动展览 12

网络和数字通讯 13

专业化的项目管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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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低压卤素灯。在盒的下方设有5个M12的密
封孔。

例如: 
天线接线盒。在盒的下方设有3个M12的电
缆接头

只要您将想法和要求告诉我们的专家，我

们就可以确保您的特殊要求会得到一个个

化的解决方案。

您提供的信息越详细（如草图等），我们就

能越快的为您提供可靠、经济的解决方案。

客户要求壳体采用个性化的应用客户要求壳体采用个性化的应用

对于接线盒来说，超出我们标准系列范围

的产品可以满足特殊技术要求。

计划、设计、制造这些个性化方案的产品

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这些定制化的产品符合现行的

标准。

你的优势：

  个性化的裁剪：对盒壁开圆形、菱角形

的孔。 

  盒上可以预装电缆接头。

  盒里面可以安装个性化的端子。

定制化的方案

服务

每次定制特殊产品的最小数量：每次定制特殊产品的最小数量：  

100 件/订单件/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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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举办的研讨班和培训

Hensel和它的代理商会组织当地的培训和

研讨班，在这里我们会展示、解释、讨论主要

的技术数据和亮点，有的时候也会有安装示

范。

实践经验丰富的Hensel员工会讲解来自全世

界的产品展示、应用和参考信息，让您在最短

时间内了解更多先进的技术细节。

永远保持重要步伐的领先

在培训过程中您可以提出问题；有的时候，

您遇到实践问题会在培训中得到解决。

Hensel研讨班和培训对您来说是个很好的

机会，在这里您可以增长知识，因此比竞争

对手领先一步。

更多关于下一个研讨班和培训的消息，请

咨询当地的供应商。



服务

12

在流动展示中，我们会非常荣幸的告诉您

Hensel的系统方案和现场应用的新产品。

立足本土，追求国际化。

买卖交易会买卖交易会

参加交易会和展会是成功业务的一部分，客

户非常关注。

除了法兰克福的灯具+建筑展，其他地区及海

外的电气技术交易会对电气专家和我们来说

都非常重要。

期待您的访问。期待您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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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产品和技术细节 

 服务 

 公司发展史

 参考

 职业生涯 

 联系 

 最新内容

 通知列表

 产品的快速研发

 样本和服务在线报价格式 

 下载

- 价格清单

- 广告文本 

- 一致性声明

- 更深层次的资料

互联网互联网
我们媒体宣传的重要目标是时刻提供最

新的公司信息、产品信息以及员工的销

售业绩、工程师、设计者信息等。

新闻和资料：

www.hensel-electric.cn
www.hensel-electric.de

Hensel-News on Facebook!
facebook.com/henselelectric

Follow us onTwitter!
twitter.com/henselelectric

沟通信息畅通

移动样册移动样册

Hensel为您的手机制作的网页为您的手机制作的网页

现在您可以用手机访问Hensel的网站，通

过Web浏览器，您可以打开Hensel的网站。

移动样册是为手机访问特别制作的，所有的

信息都能在手机上看到，而且与屏幕大小相

称。 

QR码

获取信息、保存和处理只需要点击一下。获取信息、保存和处理只需要点击一下。

QR码可以在样本中找到，例如，我们用手机扫描QR码，然后点击、观看ENYSTAR视频。

Hensel videos on YouTube!

youtube.com/henselelec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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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设计助手都可以通过Hensel官网www.hensel-electric.de的

Service通道进入，也可以跟汉森公司联系获取。

Gustav Hensel GmbH & Co. KG

Industrial Electrical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s

Altenhundem, Gustav-Hensel-Str. 6, D-57368 Lennestadt, Germany

Telefon: +49 - (0) 2723/609-0, Telefax: +49 - (0) 2723/60052

E-Mail: info@hensel-electric.de, www.hensel-electric.de

安装ENUGUIDE软件可以帮助您设计

ENYSTAR和Mi配电箱/柜

- 在线 

- 或者离线 

ENYGUIDE--专业的设计助手，这个软件可

以提供便捷、快速的布局功能，最大程度减

少设计过程中浪费的时间。

专业的项目管理

用这个组态软件，电气专家能够快速、便

捷的实现整体和器件的布局，减少时间的

浪费。

专业的设计软件不仅能够为配电箱/柜做

出精确的三维效果图，而且也能做出客户

最终使用、组装时需要的2维图纸。

ENYGUIDE也解决附件的问题，例如各种

箱壁、密封板等。 

www.enyguide.e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