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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SEL 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完美

电力推动我们不断前进。
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是如此，即使是现在的第
三代系列产品，Hensel 确保电能可靠、安全
且尽快地到达所需之处。

我们的客户位于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准
确地说，这就是客户信赖 Hensel 这一强大，
品牌的原因。我们拥有 11 家子公司和 60 多
个贸易伙伴，已经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网络。

我们专注于 ：
电气设备和配电系统制造的专业解决方案。
Hensel 的 850 名员工正在为全球的这一问题
努力工作。

在需要我们的地方，Hensel 可以直接服务
客户。

Philipp C. Hensel 和 Felix G. Hensel

E30/E60/E90
PH120

应用领域
 农业和畜牧业
 汽车工业

高质量与可靠性

 水泥厂

在多尘的潮湿环境条件对电气设备提出高要求时，需要使用符合标准的最高质量产品可靠、
安全地配送低压电能。
高质量标准能够保证我们的客户在未来具有竞争优势。Hensel 的所有生产设施经过认证，

 冷藏设施

符合下列标准要求 ：DIN EN ISO 9001:2008

 医院和诊所

 加油站和管道

 酒店和电影院综合体

内部质量管理

 工业、商业和公司建筑物

先进的测试方法

 休闲和商业中心（商场）
Hensel 产品拥有经过测试的高质量

 金属、木材和造纸加工

塑料材料耐久性测试

 矿业

短路耐受能力测试
电磁敏感性测试（EMC

Hensel 为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专业解决方案 –
与全球客户进行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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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环境

测试）

 光伏电站

阻燃测试

 发电厂

温升测试

 住宅和非住宅建筑物

功能测试

 中小学校和大学

IP

 体育场和运动中心

防护等级（防尘和防水）

耐撞击等级测试

 电信

耐高、低温测试

 交通基础设施建筑

耐腐蚀性测试

 隧道和公路

通过结构光投影检查尺寸规格

 水厂和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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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生产

KV

生产

Mi
商业和办公建筑物

洗车

KF
KV

生产
WP

DK

Mi
K
KG

物流 / 仓储

Mi

WP

FK

用于工业和商业建筑场地的电气装置和配电
系统

DK

电缆接线盒

DK

用于室内和受保护室外安装，参见第 6–9 页
和第 18–21 页

KF

全天候使用，用于室外安装和近海应用，参见
第 10–11 页和第 18–21 页

12–13 页和
WP 树脂密封型防水接线盒，参见第
第 18–21 页

小型配电箱 – 最高 63A

KV

用于室内安装和受保护室外安装，
参见第 22–23 页和第 26–27 页

KV

全天候使用，用于无保护室外安装，
参见第 24–27 页

Mi 配电箱 – 最高 630 A

Mi

参见第 28–33 页

依据 IEC 62208 的定制解决方案和独立应用

K / KG

参见第 36–37 页

Mi 配电箱 – 最高 1000 A
光伏电站产品解决方案

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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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等级 E30–E90 和绝缘完整性 PH120，参
见第 14–21 页

Mi

参见第 34–35 页

PV

参见第 38–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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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 电缆接线盒
电缆接口采用一体式弹性密封孔或公制敲落孔

应用 ：工业和商业建筑物室内安装

配有弹性密封孔，此弹性密封孔可以被取

出以替换格兰接头
配有不同规格电缆格兰接头的多级开孔
防护等级 ：IP

66

材料 ：聚丙烯或聚碳酸酯
燃烧性能 ：

灼热丝试验依据 IEC 60695-2-11：750℃，
阻燃、自熄
颜色 ：灰色，RAL
耐撞击 ：IK

7035

07（2 焦耳）

在要求高、环境恶劣的工业和商业应用中
保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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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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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 电缆接线盒
适用于工业和商业场所多种需求的解决方案
无论要求哪种安装，无论需要什么 – Hensel 均能提供解决方案。
利用电缆接线盒系列产品，内部不同配置的产品解决方案。

配备或不配备用于铜导体的螺丝
型端子
2

0.75 mm 至最高 240 m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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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有用于铝导体和铜导体的端子

接插式技术端子
2

0.75 mm 至最高 4 mm

2

2

1.5 mm 至最高 240 mm

2

安全照明回路
2

0.75 mm 至最高 4 mm

配有用于铜导体的主线分支端子
2

2

6 mm 至最高 35 mm

2

配有用于铝导体和铜导体的接线柱
2

0.75 mm 至最高 4 mm

2

用于电缆槽孔和线槽安装
2

1.5 mm 至最高 2,5 mm

2

通过弹性密封孔的电缆接口
2

1.5 mm 至最高 4 mm

安装系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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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 电缆接线盒
电缆接口采用公制敲落孔

应用 ：全天候使用，用于恶劣环境的无保护室外安装和近海应用

IP 66 / IP 67 / IP 69 可选配电
缆格兰接头作为附件，临时浸水最深 1 米，
最长浸入 15 分钟

防护等级

不含卤素 ：低毒、低烟雾
全天候使用：
耐紫外线、防水、耐高低温、

耐盐水
材料 ：PC-GFS

聚碳酸酯

符合

DIN VDE 0100 第 482 部分（德国标
准）关于结构防火的建筑物要求法规限制。

燃烧性能 ：灼热丝试验依据

IEC 60695-

2-11 ：960℃，阻燃、自熄
颜色 ：灰色

RAL 7035 或黑色 RAL 9011

耐撞击 ：IK

09（10 焦耳）

 通

过 VDE 试 验，DNV GL - 证 书 编 号 ：
TAE00000EE，俄罗斯船级社档案编号 ：
250-A-1180-108795

结实耐用且全天候使用 –
用于近海应用以及最恶劣条件工业和商业应用的室外
全天候使用 – 室外安装（恶劣环境和 / 或室
使用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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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 电缆接线盒
电缆接口采用公制敲落孔

应用 ：防水，密封型

防 护 等 级

IP 68 浸 水 最 深 20 米， 浸 入

168 小时

防水 – 树脂密封型防水接线盒
用于室外安装和存在冷凝水及进水风险的恶劣环境条件使用以及没有
交通负荷的地面安装

配套密封剂 ：

数量始终与产品匹配 – 加注时材料不多也
不少。
检查和后续安装 ：

可以打开盖子进行检查。对于后续安装或
检查，可以方便地去除固体密封剂。
材料 ：PC-GFS 聚碳酸酯
燃 烧 性 能 ： 灼 热 丝 试 验 依 据
IEC 60695-2-11 ：960℃，阻燃、自熄
颜色 ：灰色 RAL 7035 或黑色 RAL 9011
耐撞击 ：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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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 焦耳）

安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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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 电缆接线盒
电缆接口采用公制敲落孔和橡胶接头

应用 ：用于公共建筑物，保证发生火灾时提供紧急电源

防火等级，与

DIN 4102 第 12 部分（德国
标准）一致，与防火电缆配合使用

绝缘完整性 PH120 与 BS

EN 50200 一致，

与防火电缆配合使用
螺丝紧固，包含

E30 至最高 E90 的耐高
温陶瓷端子以及电缆接口作为标准配置

配有用于不同规格电缆格兰接头的多级敲

落孔
材料 ：PC-GFS

聚碳酸酯

灼热丝试验依据

IEC 60695-2-11：960℃，

阻燃、自熄
颜色 ：橙色

RAL 2003

电缆接线盒适合最高

50 mm² 横截面积的

电缆

材料 ：
绝热材料 / 热塑性塑料
防触电保护 ：全绝缘
防护等级 ：IP 66
耐撞击 ：IK 09（10 焦耳）

材料 ：
钢板（喷涂粉末）
防触电保护 ：全接地
防护等级 ：IP 66
耐撞击 ：IK 10（20 焦耳）

通过火灾时的绝缘完整性 PH120 和防火等级
E30/E60/E90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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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火灾时保证安全
Hensel 公司的电缆接线盒经过绝缘完整性 PH120 试验和电缆系统 E30/E60/E90 的防火等级测试

BS BS EN 50200
火焰暴露时间

分类

15 分钟

PH15

30 分钟

PH30

60 分钟

PH60

90 分钟

PH90

120 分钟

PH120

安全具有高优先级，特别是在百货商店、机场、医院等具有公共交通的建筑物内以及其他公
共场所，通常要求具有符合地区建筑法规的紧急电源。发生火灾时，必须保证一定时期紧急
电源的功能完整性，这样可确保发生火灾时紧急照明、电梯、排烟机、报警器等电气设备仍
然可以运行 30、60 或 90 分钟，人员可以撤离建筑物，以及可以开展营救行动。除了这些要
求以外，电气安装系统必须特别符合所有元件的电气参数。

通常有两种，但是很多不同的标准以及测试
过程已被创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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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 4102-12 防火等级

分类

30 分钟

E30

60 分钟

E60

90 分钟

E90

绝缘完整性 PH120

防火等级 E30/E60/E90 要求更高

通过用于紧急回路的无保护电缆线路（电缆
和电缆接线盒）耐火试验。该试验方法考虑
单个试验产品而无论其用途。

与绝缘完整性相比，防火等级测试不只用于单一
试验产品，而且用于整个电缆系统，包括所有
元件。

试验后的电缆接线盒和连接电缆

安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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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接线盒 – 系统优点

采用现代端子技术
创新、灵活
从 0.75

2

至最高 25 mm 的所有端子通过 VDE 认证，符合 DIN EN 60998-2-1 标准的所有要求 ：

“端子必须能够容纳两根或更多相同或不同标称横截面积或组合的导体。端子必须能够容纳未准备的刚性和 / 或挠性导体。”

所有端子的每极配有两个夹紧单元，能够方便连接各种横截面积的导体以及不同类型导体。

电缆连接能够防止意外松动。

即使运行期间负载变化，也保证永久连接。

导线保护器防止夹紧螺丝直接作用以及没有橡胶包头时，挠性导体潜在断裂造成导线损坏。

高位端子提供更多接线空间。
端子可以固定在电缆接线盒内匹配接线的不同位置。
即使端子规格不同，一个接线盒内也可以安装两根外

罩规格高达 4 ( ≤ 10 mm²) 的接线柱汇流条。

功能外壳技术

选装件 ：

专业识别盒子底部部
件的回路

各种电缆接口
选装件 ：一次性操作推入弹性密封孔或螺纹式格兰接头

旋转四分之一圈快速关闭，容易看到关闭位置。

通过接线盒壁体的一体式弹性密封孔的电缆接口，用于快速电缆接入，防护等级高达

安装时，固定带防止盖子滑落或丢失。

通过接线盒底部的一体式弹性密封孔的电缆接口。

提供一体式密封选装件。

或者，可以在拆下弹性密封孔后安装电缆格兰接头。

IP 66。

始终包括用于紧固的外部壁挂件，椭圆形孔方便安装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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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接入系统
系统经过试验 –
相关应用始终采用最合适的电缆入口

将电缆引入箱体 / 盒体并提供密封和固定
应用 ：工业和商业建筑物室内或室外安装的解决方案

从橡胶接头至压力补偿元件

– 每种应用采
用最合适的电缆接口解决方案

防护等级

IP 54 至最高 IP 66/IP 67/IP 69

系统经过测试
密封范围从直径
公制敲落孔

3 mm 到最高 72 mm

M12 至最高 M63

室内和室外安装电缆接口
线缆格兰接头配有一体式电缆固定装置
线缆格兰接头始终配有螺母

系统经过测试
所有电缆接口系统经过安装在 Hensel 产品
壳体上进行的测试

系统经过测试
Hensel 仔细检查线
缆格兰接头与电缆
间以及线缆格兰接
头与箱体间的密闭
性

依据标准测试
依据标准进行的测试检
查插入带有电缆格兰接
头的电缆的密闭性

paußen = pi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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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 小型配电箱 – 最高 63 A
接近工作场所。
在建筑物以及商业和工业应用的经济型安全供电

电缆接口采用一体式弹性密封孔或公制敲落孔

应用 ：工业和商业建筑物内室内安装或受保护室外安装

防护等级

IP 54-65

箱体全绝缘防护类别 ：二类，带“回”字

标志
用于安装

DIN 导轨设备

允许非专业人员操作设备
®

采 用

FIXCONNECT 接 插 式 端 子 技 术，
用于接地 (PE) 和中线 (N)

在一根汇流条上采用最多四个可断开的

N
端子，允许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RCD)，无
需额外工作或附件

依据

IEC 60 670-24

材料 ：PS

聚苯乙烯

燃烧性能 ：灼热丝试验依据

IEC 60695-

2-11 ：750℃，阻燃、自熄
颜色 ：灰色

RAL 7035

耐撞击 ：IK

08（5 焦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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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 小型配电箱 – 最高 63 A
全天候使用

电缆接口采用一体式弹性密封孔或公制敲落孔

在无保护的室外安装和恶劣环境的经济型安全供电
应用 ：全天候使用，用于无保护的室外安装或恶劣环境室外安装

IP 65

防护等级

防护类别 ：二类，带“回”字标志
用于安装

DIN 导轨设备

允许非专业人员操作
®

采 用

FIXCONNECT 接 插 式 端 子 技 术，
用于接地 (PE) 和中线 (N)

在一根汇流条上采用最多四个可断开的

N
端子，允许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RCD)，无
需额外工作或附件

依据

IEC 60 670-24

材料 ：PC

聚碳酸酯

由塑料研究机构检查材料的防紫外线性

能，因此适合在有紫外线照射的室外安装
已考虑气候因素及其对设备的影响
燃烧性能 ：灼热丝试验依据

IEC 60695-

2-11 ：960℃，阻燃、自熄
颜色 ：灰色

RAL 7035

耐撞击 ：IK

08（5 焦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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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 小型配电箱 – 系统优点
电缆接口实用解决方案
IP

54 至最高 IP 65
电缆接入可通过一体式
弹性密封孔
电缆接入可通过配有电
缆格兰接头的公制敲落
孔
一个门覆盖所有安

紧凑型用户友好解决方案通过电

装排
3-54

缆入口盖子进行视觉美化
模数

采用关闭机构和铅封可靠锁定

DIN

导轨 末 端带有阻 挡结 构器，
用于安装设备的正确定位

较低的侧壁提供更多空间且方便

处理接线
门可锁，配有锁定机构和

/ 或铅封装置

顶部和底部部铅封
门铰链方便快速左右互换

一体式附件盒

– 每个附件都有其
合适的放置位置

KV Extra

®

采用 FIXCONNECT 接插式技术可以快速装配
®

FIXCONNECT

端子技
术用于接地 (PE) 和中
线 (N)

®

选装件 ：FIXCONNECT

NT 端子用于测量，不用
断开 N 导体

电缆罩盖可完美连接电缆槽

在相同箱体内可以同时安装标准的安装设备（规格依据
DIN 43880）和非专业人员操作的设备。

 中 性 线

(N) 通 过 接 插
式跳线独立于各种电
势

新型箱体带有用于安装和接线的更多空间

许多空间可供识别电
端子标签选装件

气回路

多重壳体固定

– 同时位于柱体或狭窄部件上

具有更多接线空间，方便处理接线
通过安装不同平面上的

DIN 导轨，可改变安装深度

包括遮盖条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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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配电箱 – 最高 630 A
依据 IEC 61439-2 的可任意组合拼装的电源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组件 (PSC)

应用 ：适合工业和商业建筑物的室内或室外安装，防止天气因素影响

防护等级

IP 65

单个箱体没有任何法兰和元件安装在盖子

上，防护等级为 IP 66

First aid

防尘和防止进水造成有害影响
防护类别 ：二类，带“回”字标志、完全

- emergency tap
ting system
al production

绝缘
全绝缘封闭
材料 ：PC

Close immediately after use.

聚碳酸酯

考虑气候因素对设备的影响
防紫外线依据 IEC

61439-1第10.2.4 部分：
检查材料的防紫外线性能

燃烧性能 ：灼热丝试验依据

IEC 60695-

2-11 ：960℃，阻燃、自熄
预装配箱体带有电气功能

颜色 ：灰色

RAL 7035

可以作为单个配电箱使用或者组合为组件

耐撞击 ：IK

08（5 焦耳）

免费提供 ：用于项目工程设计和装配的规

划工具 ENYGUIDE 和指南

&

已在恶劣工业环境、商业建筑物和恶劣环境中证实。可采
用防雨罩等保护措施应对极端恶劣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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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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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箱体系统

预制品方案

组成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PSC)，电流高达630 A，符合IEC 61439-2

适用于特殊应用

主母线配电箱

转换开关箱（I-0-II）能够可靠地切换到

备用电源回路
逆变器汇流箱
发电器连接箱

150

300

600

150

1

组合式方案

2

4

3

6

300

1

适用于独立组装配电箱，电流高达630 A

450

任意方向组合

包含六个规格的箱体，可以单

箱使用，也可以任意方向组合使
用。

8

最新的6号箱（尺寸为
150
600

600×450mm）：由于在壳体内
直接加大了端子室，一些电气功
能可以更经济地实现。
无需额外的接线箱体。
可以简单、快速的完成组合式系

统，电流高达630 A。
每一个箱体都有特定的电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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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可以独立地组装配电箱。

| 31

高品质的材料

组态软件

适用于苛刻环境的应用

支持Mi配电箱的设计和项目工程

阻燃、自熄

在Mi配电板的设计、项目工程和订购过程中，直观易用的3D设计为电工、电气工程师和批发商提供了强大支持。

燃烧特性：960℃灼热丝测试，符合IEC 60 695-2-11
耐紫外线老化
安装布局图可以转换成dxf格式；零件清单可以转换成ASCII或Excel格式。
对包括自动所需的补充件（箱壁和母线连接器等）在内的机械组装进行检查。
通过组件、门和盖板的投影（例如保护盖板下面），进行不同层的展示。

在线使用：www.enyguide.eu
离线使用：获取CD-ROM

坚固耐用，防护等级高：

Mi配电箱防尘防水，能承受最严酷的
条件。

即使在最极端的天气条件室外安装（

例如采用防雨罩）也能确保安全。

通风设备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冷凝水

珠的形成。

锁定系统恰当
适用于可进入区域和可操作区域

.XQGH

方式分为手动型（适用于非专业人员）
和工具型（适用于专业人员）。

对于经常性简单操作的箱体，可

0XVWHUPDQQ
0XVWHUVWUDH
0XVWHUVWDGW
 

(OHNWUR0OOHU
+HUU00HLHU
0XVWHUJDVVH
0XVWHUVWHWWHQ

LQIR#KHQVHOHOHFWULFGH

1U
1DPH
$QVFKULIW
3/=2UW


+90OOHU

'UXFNGDWXP



6WFNOLVWH

以选用带铰链的门。

Ausgewählte Positionen/Verteilungen: Position1/Verteilung1
1U


舒适的三维工程设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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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NWUR0XVWHUPDQQ

3URMHNW

)LUPD
$QVSUHFKSDUWQHU
6WUDH1U
3/=2UW
7HO
)D[

根据箱体内部的电气功能，箱门的启闭

)LUPD
3URMHNWLHUHU
6WUDH1U
3/=2UW
7HO
)D[
(0DLO

生成电工需要的布局图

*HKlXVH
QXPPHU

7\S

 0L

0HQJHLQ
6WFN



%H]HLFKQXQJ

*HZLFKW
LQNJ

1+6LFKHUXQJVODVWWUHQQVFKDOWHUJHKlXVHPLW
6LFKHUXQJVODVWWUHQQVFKDOWHUQQDFK,(&
*U|H1+SROLJ$Q]DKO
6LFKHUXQJHQ%HPHVVXQJVVWURP$
PD[%HPHVVXQJVVWURP6LFKHUXQJVHLQVDW]
3ROLJNHLWSROLJ6DPPHOVFKLHQHQ
%HPHVVXQJVVWURP$6LFKHUXQJVJU|H



自动生成零件清单和订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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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RQWDJH]HLW
LQPLQ



Mi 1000
非标(定制)的成套配电开关柜和控制柜（PSC)
最大电流至1000A
符合IEC 61439-2标准
适用于工业、商业建筑物及基础设施，如工业厂房、电厂、地铁、机场和火车站等场所的电气设备

IP65级的”盒式“设计系统
防止灰尘和水的进入（灰尘和水对设备

均会产生有害性影响）
二类保护，带”回“字形标记，全绝缘
全封闭绝缘
材料:PC聚碳酸脂
已充分考虑到气候环境对设备的影响作

用
耐紫外线，符合IEC

61439-1，第10.2.4
条款:材料通过紫外线老化测试

燃烧特性:符合IEC

60695-2-11灼热丝测
试:960℃,阻燃，自熄

颜色:灰色
汉森电气中国的Mi

1000低压配电开关柜
及控制柜的设计及生产制造地点在汉森
电气常州工厂

RAL7035

耐撞击:IK08（5焦耳）

使用在特殊环境条件下未来对配电系统
有扩容需求的商业及工业建筑领域
稳定的抗腐蚀性壳体满足来自外界环境

的影响作用，如灰尘或水汽及操作机械
应力的要求
安装在箱体内部装置的开关状态、测量

显示值及主电流走向，均可通过外部透
明壳盖做到立即可视而无需打开壳盖或
柜门，以此实现并保证设备操作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

&

电力能源的连续有效性是保证成功经济的
最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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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箱体依据 IEC 62208
用于定制解决方案和个性化应用

应用 ：适合任何天气状况下工业和商业建筑物的室内或室外安装

防护等级

IP 55 / IP 66

防尘和防止进水造成有害影响
防护类别 ：二类，带“回”字标志、完全

&

绝缘
全绝缘封闭
材料 ：PS

聚苯乙烯和 PC 聚碳酸酯

考虑气候因素和对设备的影响
燃烧性能 ：灼热丝试验依据

IEC 606952-11 ：750℃ /960℃，阻燃、自熄

颜色 ：灰色

RAL 7035

耐撞击 ：IK

08（5 焦耳）

用于必须从外部操作的设备安装，例如插

座、按钮和开关
通过

DIN 导轨或安装板安装电气设备

定制解决方案的箱体和个性化应用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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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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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解决方案
用于各种低压系统的发电连接箱和光伏交流汇流箱适用于电网、并网和离网，符合 IEC 60364-7-712

应用 ：适合室外安装

防护等级

IP 65

防尘和防止进水造成有害影响
防护类别 ：二类，带“回”字标志、完全

绝缘
全绝缘封闭
材料 ：PC

聚碳酸酯

防紫外线
耐雨、冰和雪侵蚀

光伏发电连接箱

光伏交流汇流箱

隔离开关箱

元件完成装配，连接件备

预制和经过试验的光伏交

用于依据

妥，可快速、方便地连接
光伏串和太阳能逆变器

可以现场调整适配套件。

流汇流箱

VDE-AR-N 4105
等应用指南或当地法规连
接发电系统

燃烧性能 ：灼热丝试验依据

IEC 60695-

2-11 ：960℃，阻燃、自熄
颜色 ：灰色

RAL 7035

耐冲击 ：IK

08（5 焦耳）

如有需要可配备电涌保护

器、光伏串过载保护或阻
流二极管
室外应用附件（例如通风

法兰、防雨罩）

需要定制解
决方案吗？
请联系我们！

&

光伏发电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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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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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sel Electric Group
汉森电气集团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西路835号环普国际产业园 3号厂房
电话：+86 0519-6821 7580
邮箱: info@hensel-electric.cn
网站：www.hensel-electr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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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GERMANY
since 1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