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解读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原中国水电十三局华星电器厂.早成立于1989年）

                    多年来企业热心服务于社会，得到市场的厚爱和支持,发展到现在拥有集科研

、电力安装、设备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服务团队。注册资本金5千万人民币。

公司董事长自主研发创新新产品，并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4项，“节能型高压路灯

电源自动控制柜”，专利号：ZL  2012 2 041077.5产品,2013年6月通过德州市科学技术局

组织的专家鉴定，2012年7月公司被德州市科学技术局认定为“科技型企业”，2012年12月
被德州市科学技术局批准成立为“德州隆贵电力设备自动化技术研究所”。2015年通过了90
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董事长2014年带领他的研发团队与山东大学、德州学院合作，最新研发的电力设备智能

控制与管理服务器，以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申请和实质审查。专利号：201410842793.1.
     董事长1990年研发的专利项目“磁锁接触器”项目，曾荣获能源部颁发的电力行业新技

术新产品银奖，1995年代表电力部参加有国家经贸委组织的全国第二届工业企业技术进步

成就展览会并获奖，同年获德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企业的产品有：

1、电力安装（经国家电网机构培训、颁发质资证：16000592008）
2、箱式变电站（质资证：Y0508343）及建筑式变电室.
3、户内金属铠装抽出式高压开关柜（KYN28A）

4、电力自动化、高、低压开关（箱）柜（质资证：MNS、GGD 、GGJ 、XL 、XLMRX）
等电力设备.
5、建筑工地配电箱（质资证：JSP）、各种电缆桥架等电力设施的其它产品.

       企业位于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百得路1550号）,距“京福高速公路”出入口不足3Km,
交通便捷,环境宜人。公司现有员工58人，科技人员23人、营销人员13人。企业占地15687
平方米。公司本着内抓质量，外抓市场，不断开拓新品，以至善至美的产品服务于社会。



董事会

企业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诚信：以诚对诚，以信对信，诚信是我们迈向成功的发展基石.

服务：全方位服务是我们立而不败的生命，是我们与客户双赢的途径.

责任：理智而清晰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的责任是
什么，深知安全质量重如泰山，责无旁贷。

勤奋：攻克产品新技术，孜孜不倦，用功勤劳，勇敢进取.

人才：人才是事业发展最宝贵财富，良好的发展条件和环境是培育人

才的家园.

管理：与时俱进的思维进行组织管理，充分挖掘人的主观能动性，现
代化的智能化、模板化管理，责任明晰、高效、脚踏实地的发挥和勤
奋带领团队，确保客户的满意度。

创新：着眼国家发展发展方向、科技发展的新技术，选取适应企业自
身能力和条件的项目，下大力气投入人才培育，务实的开发新产品，
服务于市场和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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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箱、柜生产技术要求

1. 严格遵照设计图纸的要求和给出的设备型号生产，不能随

意更改。 

2. 控制箱、双电源箱盖板应设置功能性信号灯，显示工作状

态，并具有远程操作和就地控制功能，其端子馈出应足以满足

其它系统接口数量。

3. 配电箱、柜主开关下返及双电源下口均应以铜排相连，并

制作三层铜排后，依据塑壳断路器用铜排接引，微断用BV导线

接引，其导线截面严格按图纸馈出回路截面平方数进行连接。 

4. 配电箱、柜主开关上端接线应保证图纸所示线、缆的正常

接入。

5. 低压配电、柜等所有电气设备均按国家强制3c认证标准和

IEC标准制造。  

6. 低压配电柜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以保证在操作一次设备

时，二次设备不会产生误动作或损坏，抽屉抽出式机构应抽拉

灵活，无卡阻和碰撞现象；机构的动静触头的中心线一致，触

头接触及插入深度应符合要求，相同规格的抽屉应能方便严格。 

7. 配电柜是优质薄钢板结构，厚度不小于2mm，型钢支架，以

铆钉、螺钉拼合成坚固的一体。的互换，互换后应能满足各项

技术指标的要求。

8. 柜内每个装置能连续运行，其防护等级应符合IEC529的要

求IP30。  

9. 装置中的金属结构件，除箱体外其于都应经过镀锌处理。

金属零件镀层应牢固，无变质脱落及生锈等现象。

  10. 配电柜外涂层应先进行除油、除锈或磷化处理，钢板的

内外表面应至少喷一层防蚀底漆，再采用静电环氧粉末喷涂，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生误动作或损坏，抽屉

现象；机构的动静触头

符合要求，相同规格的

钢板结构，厚度不小于2

固的一体。的互换，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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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光、驼灰色。

11. 配电柜内母排的截面应能承受连续的负载电流，母排的接

点应确保有效的导电和牢固的连接，母排的排列应便于电缆连

接、观察和维修。 

12. 配电柜（箱）内所有的一次及二次元件，必须是符合有关

国家技术标准的合格产品。二次线标记要求：所有导线编号中

文—数字编写，编号用异形管或白塑料管打印而成，或使用标

准套号，其字迹必须清楚正确，柜内的线号严禁手写或喷涂。 

13. 柜（箱）体应设专用接地导体，设备非带电金属裸露部分

均应可靠接地。 

14. 控制柜（箱）的控制原理图由投标方设计，需满足功能要

求，费用包括在投标报价中。 

15. 当由于需方要求发生变化等而进行电气设计变更时，投标

人应根据电气设计变更对开关柜进行相应的变更 

16. 计量表箱应符合当地电业局的标准，并保证电业局验收挂

表。 

17. 住宅环网柜应符合电业局验收标准。 

18.前必须经过试验，合格后供货方方可发货，并提供合格证。 

19. 供方在设备出厂时向甲方提供正式资料，一式三份。

1）电气系统原理图。 

2）电气系统设备布置图 

3）电气系统的技术参数及功能说明书 

4）检查项目清单及目录表格 

5）设备安装注意事项  

6）装箱单、设备合格证、安装使用说明书等资料。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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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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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S开关柜 KYN28A-12/630-31.5高压开关柜

高压开关柜组装 高压成套设备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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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信号屏

XL-21系列动力控制柜

动力配电箱

室外配电箱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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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名称：八路分箱
型号：JSP-F/1
额定电流：630A空开
主要配置：225A透明空开2只
             63A透明开关3只
             32A透明开关3只
             照明一路

名称：六路楼层箱
型号：JSP-F/L
额定电流：63A空开
主要配置：32A透明三相漏电2只
          32A透明三相漏电2只

名称：分配电箱
型号：JSP-F/7
额定电流：100A空开
主要配置：32A透明空开4只
          照明一路

名称：开关箱
型号：JSP-K/1
额定电流：32A空开
主要配置：40A透明漏电1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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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名称：四路总箱
型号：JSP-Z/6
额定电流：400A四相漏电
主要配置：225A透明空开1只
          100A透明开关3只
          照明一路，电表

名称：三路总箱
型号：JSP-Z/7
额定电流：630A空开
主要配置：225A透明漏电3只
          照明一路，电表

名称：二路总箱
型号：JSP-Z/2
额定电流：630A空开
主要配置：400A透明漏电2只
          照明一路，电表

名称：七路分箱
型号：JSP-F/2
额定电流：400A空开
主要配置：225A透明空开1只
             63A透明开关3只
             32A透明开关3只
             照明一路



做诚信企业 1 树百年品牌

做诚信企业         树百年品牌62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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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KN闸门启闭机控制柜

谐波补偿电容柜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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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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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做诚信企业 1 树百年品牌

做诚信企业         树百年品牌66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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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卷帘门控制箱

排烟风机箱

正压送风机箱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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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电梯箱

稳压泵控制箱

消防电梯箱

应急电源控制箱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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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LG-1B型路灯电源智能高压控制设备

1、产品概述：
  《JNLG-1B型路灯电源智能高压控制设备》是我公司
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的号召，自主研发，
拥有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号：ZL 2012 2 041077.5）的
产品，该产品专门针对路灯变压器进行节能控制的设
备，应用它可以使路灯变压器白天的空载消耗明显降
低，节能效果达90%以上，2013年6月经山东省德州
市科学技术局组织的专家鉴定。产品经过客户应用，
质量稳定，可靠。产品设计符合GB/T11022-1999《高
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共用技术要求》，并经过山
东电科院的鉴定，计量原件经过有确认资格部门鉴定
，产品完全符合相关标准和企业标准，技术方案是国
内路灯高压控制技术的领先水平。

2、设备特点：
2.1：产品应用模拟日照控制器（产品可以应用各种自
动化控制装置），自动实现路灯变压器高压一次侧电
源的投入或切除，从而使路灯变压器白天停止运行，
傍晚自动投入的全过程。从根本上实现路灯电源不经
济的问题。
2.2：实现自动控制设备（弱电信号）与强电的安全隔
离问题，达到应用弱电自动控制强电设备的目的。

3、正常使用条件：
3.1、设备周围适应环境温度：-15～+40℃。

2.3：该产品为了方便客户的应用，分类有《JNLG-1B
型路灯电源智能高压控制设备》控制柜，为原有路灯
设备直接低成本改造；以及《JNLG-1B型路灯电源智能
高压控制设备》的箱式变电站，为客户新装提供完整
的一次性设备，产品体积小，操作灵活便捷，稳定可
靠，造型美观，易于环境绿化融入一体。

3.2、海拔高度:1000m及以下。
3.3、环境湿度：
     水蒸气压力：日平均值≤2.kpa；
3.4、地震烈度：＜8度；
3.5、没有腐蚀性或可燃气体等明显污染环境的场所。

注：有特殊要求可与本公司协商解决。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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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W-1000/12/0.4
箱式变电站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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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LG-1B型路灯电源智能箱式变电站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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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端子箱
电话箱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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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箱

电话箱 电视箱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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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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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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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一角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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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为开发区供电公司设计制作的电工实训室2014年
3月8日接受山东省电力公司领导和专家的观摩和验收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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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实验室

低压电气测试台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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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实验室

产品实验室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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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信息远程采集系统安装 

     我公司有供电信息远程采集管理系统安装队伍，可以帮助电力
管理单位对客户用电信息系统实现自动化管理。系统集成了变电
站抄表、大用户负控、配变监测及小区集抄等功能，可以全面满
足电力企业从技术、管理、客户服务等各角度提高自身竞争能力
的需求。
    供电信息远程采集管理系统数据采集范围覆盖了电力系统输
配电的各个方面，因此用电信息采集管理系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
的电能量管理，解决了全网统一标准时间、统一管理的问题，这
使得全网各环节的线损分析等数据更准确，既解决了对各种类型
变电站、发电厂、大中用户的关口电能量进行采集、处理、分时
计费等，也解决了对供电公司所辖重要用户、工厂、矿山、油田
及小区居民用户的电能量进行采集、处理、统计和用电控制管理；
实现全网统一管理。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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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示范工程（部分）单位明细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序号 单  位  名  称

1 华电广东顺德能源有限公司 2 北京龙电宏泰环保哈发脱销改造工程

3 德州东方红名店街工程 4 济南轻骑大韩摩托车公司

5 禹城金球华地 6 山东诺安肥业有限公司

7 德州十二里庄 8 华电能源哈尔滨第三发电厂

9 德州高铁中学 10 长盛置业办公楼

11 德州曹村小学 12 禹城南郡华府

13 庆云云龙国际 14 外滩1号

15 德州佰利金湖湾 16 武城浩博玫瑰园

17 河北六维智能物流 18 高地世纪城

19 德州市政总公司平原预制厂 20 武城阳光瑞景

21 大业·锦绣阳光城 22 济南新世纪美猴王

23 玖和元小区 24 广川万豪家园

25 德州东建花园 26 中建华府

27 中州御景园 28 振华星城

29 越海集团 30 禹城阳光地中海

31 德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32 德州监狱

33 德州临邑人才服务中心 34 双馨苑

35 乐陵翡翠绿洲 36 联兴·星河湾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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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名  称 序号 单  位  名  称

37 东区北部社区 38 八里庄盛世华园

39 东区南部社区 40 济南轻骑大韩摩托车公司

41 中心城区袁桥安置社区 42 奥特莱斯

43 德州领秀天衢 44 郭家庵小区

45 德州紫御国都 46 禹城御城华庭

47 沙王安置小区 48 禹城南郡华府

49 康博公馆 50 外滩1号

51 德州佰利金湖湾 52 武城浩博玫瑰园

53 明城雅居 54 高地世纪城

55 禹城金辰公馆 56 武城阳光瑞景

57 嘉城东郡 58 济南新世纪美猴王

59 十二里庄安置社区 60 广川万豪家园

61 德州东建花园 62 中建华府

63 陈庄小康社区 64 振华星城

65 牟庄安置社区 66 禹城阳光地中海

67 外海江南水郡 68 德州监狱

69 夏津锦宸上园 70 双馨苑

71 嘉泰置业龙溪香岸 72 联兴·星河湾

73 东区北部社区 74 八里庄盛世华园

75 东区南部社区 76 堤岭泵站工程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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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名  称 序号 单  位  名  称

77 水利局小区 78 德州社会福利院

79 德州泰康小区 80 德州技校

81 德州二中餐厅 82 武警小区

83 上海光明乳业 84 中原输气公司

85 市实验中学实验楼 86 轻钢结构厂

87 八一村（军休所） 88 城隍庙南市场

89 锦绣川小区 90 德达•兴业小区

91 青龙潭小区 92 德州刘集商贸城

93 百货大楼 94 德州皇家食品

95 迪龙电子 96 黄金水岸

97 长河小区 98 德州申大经贸

99 时代花园小区 100 德州三里庄小区

101 金大路变电室工程 102 德州学院商住楼

103 山东公路机械厂补偿 104 晶峰小区

105 人民医院 106 顺通花园

107 二棉小区 108 健康家园

109 市立医院 110 小温庄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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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名  称 序号 单  位  名  称

111 宁津家具城 112 新港花园

113 华泰景园 114 康博置业有限公司

115 欣王嘉园 116 平原安华瓷业

117 和兴公寓 118 金旭小区

119 工商局宿舍 120 河北远征

121 石油化工厂 122 庆云阳光花园

123 陵县外贸局 124 河北鼎盛

125 禹王贵府 126 苗庄工业园

127 小辛庄工业园 128 雅苑小区

129 河北三信 130 石油机械厂

131 十三局工业园 132 元和农业

133 朱庄 134 天成花园

135 天华工贸 136 向阳温泉小区

137 袁桥中学 138 巨嘴鸟工贸

139 桃花源农业生态园 140 宝鼎液压机械公司

141 小庄工程 142 黄河崖小学

143 十三局机电安装分局 144 森力啤酒办公楼

145 天联集团 146 鲁北木材

147 卫生局小区 148 东方明珠

149 华伟特色肉食厂 150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德州隆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DEZHOU LONGGUI ELECTRICAL EQUIP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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