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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专注于高端智能电气领域，旗下低压电气高端品牌“天e电气”，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更安全、更高效、

更智慧的智能电气产品、解决方案及服务；立志成为高端专业化智能电气解决方案服务商。

公司生产中低压配电、终端、工控电气等系列产品，依托遍布全国的营销服务网点，加强与新能源、新基

建、电力、智慧建筑、智慧园区等行业客户深度合作，以专业化、数字化赋能客户及合作伙伴实现共赢。

创新发展，借助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构建天智“TenEdge”系统架构，打造一站式数字

化能源解决方案；公司采用行业领先精益化生产管理体系，打造卓越产品品质，开启高端制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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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互联设备

箱式变电站 中压配电柜

运维场景02

应用场景

应用行业

智能配电箱

变压器 物联网智能电表真空断路器 框架断路器

低压配电柜

监控摄像头 无线测温套件 兼容第三方设备环境感知传感器

中小型用电场景

智慧工厂 商业综合体智慧园区

离散型用电场景 关键用电场景

应用痛点01

03 04

日常检修较被动，检修时隐患已经存在

电气设备分散，排查故障消耗时间长

维护记录丢失，故障原因不清晰

运维成本高，至少8人组维持运转

人员流动频繁，维护记录随人员流动而消失

能源使用不透明，用电结构不清楚，无法追溯

运维人员

集团领导

管理者

需要科学的故障预警机制，降低故障发生率

建立数字化运维，给企业降本增效

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减少碳排放，体现企业社会责任

SMART SYSTEM SOLUTION



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SYSTEM 03 04

经济价值

人力成本降低&节约电能 20%

集约化管理
运行值班自动化

实现设备最优运行模式；
备品备件管理避免无序、重复采购，降低成本

建筑能耗分项计量体系与统计分析功能
优化运营、维护全周期的效率及能源使用效率

02

安全价值

降低事故发生率 40%

多级与报警机制，实时研判与告警推送
科学有效减少事故损失

设备状态自检，主动式发掘问题

云端24小时监测
电缆温度、母排温度、漏电、环境温湿度、
烟感、水浸、门禁等全面实时感知

01

管理价值

提升运维效率 30%

可实现远程、移动运维工作
提高电力运维实时性及可靠性

资产、用能等信息透明化，指导资产管
理、用能优化

整体的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助力
企业转型

03

用户价值03

天易维平台天易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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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8SMART SYSTEM SOLUTION

建筑用能、工厂用能、电气火灾、分布式能源、优化用电等

定制化功能

电力运行概览、断路器等关键设备监控、故障总览等
运行监控

值班管理、缺陷管理、抢修故障、设备巡检等运维工具
运维管理

用电结构分析、用电数据分析、运维工作报告、历史数据查询等
分析报告

日用量、月用量、小时用量、单设备用量、电费报表等
报表管理

可实现

方案功能04

“天易维”是上海天毅行智能电气有限公司专门为有远程运维服务及能效管理需求的企业定制打造的远程综合管理平台。

它集实时监控、设备运维、资产管理、故障抢修、智慧报警推送、用电安全、能效管理、报表及分析报告等功能为一体，用户

可通过网页及手机APP随时随地轻松查看所属电力设备设施运行情况，接收上级指派的运维任务，扫描二维码查看资产信

息及运维记录，设备异常短信预警，变传统被动维护为主动预防。全方位改善配电系统运营效率，提高用电安全性，降低运

营成本。



方案功能 SOLUTION FUCTIONS

运行监控

配电资产运行数据实时监控

异常数据动态着色告警

用电用户整体的设备规模显示

用户电量情况、电费构成

用户负荷分析、关键负荷管理

运维管理

运维工单，工单提醒 预制维护计划，维护计划提醒

APP实现巡视、消缺、抢修管理支持用户报修 日常运维过程管控

设备全生命周期管控

值班排班 巡视任务派单

电力运行概览

断路器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块 变压器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块

科学抢修管理 设备缺陷管理

09 10SMART SYSTEM SOLUTION



方案功能 SOLUTION FUCTIONS
11 12SMART SYSTEM SOLUTION

分析报告

安全用电报告 设备资产报告

能效管理报告 电能质量报告

日用量报表 小时用量报表

配电报表 低压出线记录表

报表管理

用电建议报告电量对比分析

用电数据分析用电结构分析

用电量报表电费报表

运行报表月用电量报表



APP应用

运行概览
手机单线图

设备监控
报警管理

工单管理

运行分析

设备管理

运行监控

方案功能 SOLUTION F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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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开

热成像测温
设备巡检

指示灯/转换开关状态

现场态势感知

AI智能识别

智慧配电房
AI智能化分析与管理

方案功能 SOLUTION FUCTIONS

枪式摄像机

配电房报警视频联动

柜内开关及母排热成像测温

配电设备自动巡检

OCR文本提取技术

15 16SMART SYSTEM SOLUTION

 可视化巡检、诊断分析

变压器温度



方案架构05 系统架构完整，可满足不同类型项目

新建型智慧配电运维方案可采用智能断路器
内置采集模块，实现全电量监测

框架断路器具备触头磨损监测
主动式发掘设备缺陷，减小故障风险

模块灵活组合及扩展+插拔式开口互感器，可减少80%项目
施工时间及难度
模块或多回路采集器实现电量、温湿度等关键信息的采集

利用工业级网关或LoRA网关实现数据上云、远程运维
LoRa网关可实现快速无线自组网，缩短60%敷设线缆时间

智能塑壳
TeM7E

双电源转换器
TeQ5P

网络型数显表
TeP5

框架断路器
TeW5 无线烟感

Te-WTH200

组合式智能采集模块
Te-IM

ZIGBEE无线采集器
Te-ZM10

智慧微断
TeB7E

电气火灾模块
Te-IF

无线测温设备
Te-WTH100

门磁 摄像头

智能主站屏
SDM-1571

ZIGBEE无线网关Te-ZG10Lora通信模块Te-LCG边缘服务器Te- ECU501

17 18SMART SYSTEM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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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范围

额定电流：200A~6300A
额定运行分断能力高达120kA

短时耐受电流高达100kA/1s，独具3s短时耐受
Icw=Ics=100%Icu

工作及安装条件

智能控制器、APP实时监测、近场蓝牙
通讯

极端环境：耐高低温、盐雾、高原

全温测量：触头、端子排、环境测温

健康管理：触头磨损、剩余寿命

智能框架TeW5

1600 2500 3200 4000 6300

65kA~ 100kA(AC415V)

42kA~85kA(AC690V)

200A~6300A

AC415/690V

50/60Hz

3P/4P

抽屉式/固定式

M/3M/3H

3C/CE/CB

标准: GB/T 14048.2《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2

部分:断路器》EC 60947-2《低压开关设备和

控制设备第2部分:断路器》

按GB/T2423.1-2008低温试验

按GB/T2423.2-2008高温试验

按GBT2423.18-2012《环境试验第2部分》

盐雾试验
电动操作/手动操作

壳架电流

分断能力

额定电流

额定电压

频率

极数

安装方式

智能控制器种类

操作方式

认证

环境温度

海拔高度

大气条件

安装类别

污染等级

防护等级

电磁兼容

安装角度

可适用于-45°C-+ 70°C，24小时的平均值不超过+35°C，高于40°C，按降容要求使用

在环境温度+40°C时相对温度不超过50%，在较低温度下可以允许，有较高的相对湿度，月平均最低温度+25°，
相对湿度达到90%，考虑到因温度变化发生在产品表面上的凝霜

可适用于5000m，超过2000m，请按海拔降容要求使用

断路器主电路及电压脱扣器线圈、电源变压器初级线圈为IV级，辅助电路，控制电路为II级

3级

IP40(安装于柜体小室内且加装门框)

电磁环境A

垂直斜度不超过5°

更丰富的保护功能 用电更安全

电压保护

频率保护

电流保护

特殊保护

过电压、欠电压、电压不平衡

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短路瞬时、过载预报警、电流不平衡、需用电流、

过频、欠频保护

接地故障保护、相序保护、逆功率保护、温度保护

关键产品06



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

IEC 60947-1：总则

IEC 60947-2：断路器

IEC 60947-4：接触器和电机启动器

GB/T 14048.1：总则

GB/T 14048.2：断路器

使用工作环境

安装方式 断路器可以垂直安装 ( 即竖装 )，水平安装 ( 即横装 )，也可以下进线安装。

周围空气温度 :-40℃ ~+70℃ , 且 24h 内平均温度值不超过 +50℃ ;
 注 : 在周围空气温度高于 +70℃或低于 -40℃条件下使用的断路器应与制造厂协商。

 海拔 : 安装地点的海拔不超过 2000m，若海拔超过 2000m, 可按海拔高度降容系数表使用；

大气条件 : 大气的相对湿度在周围最高温度 +55℃时不超过 50%；在较低的温度下可以有较高的温度；在最湿月的
月平均最低温度为 +25℃时，该月的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为 90%，并考虑到因温度变化发生在产品表面上的凝露。
断路器应安装在无爆炸危险、无异电尘埃、无足以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地方；

污染等级 : 污染等级 3, 装于塑壳断路器内的附件污染等级为 2；

安装类别 : 塑壳断路器的主电路应为安装类别 III，辅助电路和控制电路应为安装类别 II。

主要参数

采用国际最先进旋转双断点技术、
触头斥开锁住技术、能量快速脱扣

技术、气吹及磁吹技术 , 分断能力强 , 
限流系数高，全系列分断能力最

更丰富的保护功能 用电更安全

符合标准

高可达 lcs=100%Icu=200kA

短路电流、过载电流整定可调

全系列均为零飞弧、盒式化附件安装

具有隔离功能
环保性高，外壳均为可回收材料

智能塑壳TeM7E

125/250/400/630A

3P/4P

AC380/400/415、500/550、660/690V

800/1000V

8/12kV

L/M/H/S/R（50-200kA）

CCC/CE/CB/高低温/高原/下进线

电流壳架

极数

工作电压

绝缘电压

冲击耐受电压

分断能力

认证

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
短路瞬时、MCR保护

接地故障保护、中性线保护、
电流三相不平衡保护、过压保护

过载预报警、热记忆

基本保护

附加保护

保护辅助功能

关键产品 KEY PRODUCT

工作及安装条件

21 22SMART SYSTEM SOLUTION



智能主站屏，为新一代物联网人机界面，配备15.6寸高精
度显示屏，具有工业级的抗干扰能力及高运算性能，可对
配电设备和场所进行高效易用的资产管理、状态监测、
运维作业、事件记录,一般安装在配电柜进线柜或母联柜
断路器的上方，可搭配边缘智能服务器将数据传至云端，
实现远程管理。

关键产品 KEY PRODUCT

智能主站屏
Te-SDM1571

边缘智能服务器
Te-ECU

性能可靠
支持壁挂式/导轨式安装，方便灵活
10～30 V(DC)供电，-40℃至70℃的严苛环境

多元价值
数据采集、协议转换、边缘计算、数据上云、
远程运维

通讯
支持2/4 个 RS-232/485 隔离串行端口
支 持 2 个 R J 4 5 以 太 网 端 口 ，可 灵 活 扩 展
WIFI/4G/NB-loT等模组

配电系统单线图、柜面布局图、通讯网
络图、报警及事件记录、远程投屏

配电设备实时状态监测、温度、全电量、
电费、分合闸状态

23 24SMART SYSTEM SOLUTION



支持人体红外感应，节约电能
高级电能质量分析，63次谐波分析、电压电流不平衡
度、谐波畸形率、电压骤升骤降、频率变化波形等

全电量采集：电压、电流、功率、电能等

可支持LCD/LED显示屏

事件报警、历史记录

精度最高可达0.5S级

有功/无功电度

电流-实时值/最大值/预测值

分时电度

最值统计

电能

需量
功率-实时值/最大值/预测值

电参量最大值/最小值标识

物联网智能电表TeP5/7系列

TeP5-i96SLB TeP5-i72SLB TeP5-i72SL TeP5-i96SL TeP7-i96SY

越限报警

报警记录

MODBUS-RTU@RS485

DL/T645,2007@RS485

事件记录

高级电能
质量分析

报警

录波

通讯

相电压/相电流实时波形
及捕捉

数据记录

I/O
脉冲输出
继电器输出

4-20mA模拟量输出

总谐波

63次谐波

不平衡度

电能质量

电压/电流谐波畸变率/含有率

电压波峰系数/电话干扰系数

电流k系数

TeP5-i96SY

选配，最多2路 选配，最多2路
选配，最多2路
继电器输出DO

最多1路
选配，最多4路 标配2路，最多6路选配，最多2路

2 2 2 2，可选配至6 路 4，可选配至8 路开关量输入 2

TeP5-i96SLB TeP5-i72SLB TeP5-i72SL TeP5-i96SL TeP5-i96SY TeP7-i96SY

屏幕类型 LED iLED iLED iLED LCD TFT

外形尺寸：96X96mm 
开孔尺寸：85X85mm

外形尺寸：72X72mm
开孔尺寸：68X68mm

外形尺寸：72X72mm
开孔尺寸：68X68mm

外形尺寸：96X96mm
开孔尺寸：91X91mm

外形尺寸：96X96mm 
开孔尺寸：85X85mm

外形尺寸：96X96mm
开孔尺寸：85X85mm

人体红外感应

电能精度 0.5S 0.5S 0.5S 0.5S 0.5S 0.5S

相/线电压

相电流

有功/无功/视在功率

功率因数/频率

实时测量

工作电压 85-265 V   AC/DC

关键产品 KEY PRODUCT
25 26SMART SYSTEM SOLUTION



AI智能监测摄像机

AI智能监测/无线温湿度Te-WTH系列/烟感装置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无线测温

LORa通讯网关及模块是一款基于低功耗广域网LoRa连
接方式的通讯设备。能够实现智能自组网、节点管理等功
能，安全可靠、抗干扰能力强。可以提供远距离、低功
耗、多设备挂载、安全、双向的数据通信服务。可应用于
商业/公共建筑、工业园区等需要需要多点采集，设备分
布零散且布线成本高的场合。

LoRa通讯网关及模块
Te-LCU10/Te-LCG10

无 线 测 温 产 品 参 数

通过无线方式连接代替有线的组网方
式，降低施工、布线成本、缩减停电时间
及施工周期

适用于用电设备分散且布线难度较高
的场所

采用星形连接组网方式，1个网关可接数
十个采集器

无障碍最大传输距离2km
（误码率≤5%）

适用于新建型、改造型运维方案

无线方案，无需接线、安装方便

摄像头实现配电房AI智能识别

腕带式适用于断路器、电缆头、
母排、变电站无线测温，粘贴式
可用于环境测温

关键产品 KEY PRODUCT

Te-WTH50B Te-WTH10 Te-WTH30B

实物图

产品型号

测量精度

LORA LORA LORA

< 1000m < 1000m < 1000m

电池 感应取电 电池

> 5年 > 10 年 > 5 年

传输距离

供电方式

使用寿命

测温范围 -40℃~+350℃ -40℃~+125℃ -40℃~+125℃

±0.5~±3.5℃ ±0.5℃ ±0.5℃

工作原理 红外非接触式测温 腕带接触式测温 腕带式接触式测温

通讯方式

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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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式物联网采集模块
Te-IM20

遥信遥控
一路开关量输入用于检测开关下接点带电状
态，主模块具有一路分励脱扣器驱动信号可用
于收费控制、安全监控，实现可靠的自动断电

可扩展性
可根据需求灵活搭配随意组合，拓展智慧安全
用电模块、电能质量模块等

便捷部署
通过插拔式RJ12端口接入电流信号，开口互
感器输入缩减改造项目施工时间

全面测量
测量三相UIPQSE全电参数测量，支持双向计
量，支持12个时段的复费率，通过拓展模块
支持电能质量分析

关键产品 KEY PRODUCT
29 30SMART SYSTEM SOLUTION



成功案例07 配电室智能化改造项目

方案孵化08

扫一扫下载 天易维APP

06 实现数字化运维

01 前期咨询

02 现场勘查

05 项目上线
04 项目实施介入

07 能效顾问服务

07 电力顾问服务

07 资产顾问服务

03 定制完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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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需求

配电设备设施年限较长，故障频发，无法预测

用电回路多为电机及阀门等负载，负荷变化快，故障反馈滞后

母排和接头过温现象频发，无法实时监测，严重影响生产安全

无法长时间停电，柜内空间紧张，改造难度大

客户收益

减少故障发生率20%，变被动为主动式运维，提高生产运营可靠性及安全性

节约成本20%，数字化运维有利于人力成本的降低，设备台账和备品备件管

理减少重复和无序采购

助力平台数字化、智能化，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

方案配置

智能框架TeW5：触头磨损、触头温度、母排测温、电参量监测等功能

智能主站屏Te-SDM：柜面配置大屏，配电室情况一目了然

物联网采集模块Te-IM：代替传统指针表，智能采集关键信息，轻松掌握

关键设备电力运行情况



我们的客户09 合作伙伴10

园
区

连
锁
集
团

建
筑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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