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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态录波型故障指示器                          
汇集单元（太阳能取电型）

高可靠主备电源、高精度同步对时、远程维护和升级

  智能配电⽹网作为智能电⽹网建设的重要环节，⾯面临着在发⽣生线路路故障特别是⼩小电
流接地故障时，如何快速、准确地定位故障区段的巨⼤大难题。现有配⽹网⾃自动化、

馈线⾃自动化和传统故障定位技术存在投资⼤大、需要停电施⼯工、准确率低等⼀一系列列

问题。北北京映翰通推出的智能化配电⽹网线路路状态监测系统，通过对线路路电流的精

确测量量及⾼高速录波，可精准检测线路路故障类型，并快速定位故障区段，从⽽而缩短

线路路故障的响应和处理理时间，提⾼高供电可靠性。

   智能化配电⽹网线路路状态监测系统是创新的配电线路路智能监测产品，汇集单元是
该系统核⼼心传感单元与系统主站交互的桥梁梁，借助短距⽆无线和远程⽆无线混合组⽹网

技术，使该系统具备通道监视、切换及故障报警能⼒力力，⽀支持系统诊断、⾃自愈以及

通信中断恢复后数据续传功能。通过采⽤用太阳能和免维护蓄电池主备供电的⾼高可

靠电源系统，保证系统稳定可靠，电⼒力力⼯工作⼈人员可对线路路⼯工况信息和故障信息实

时监测。借助基于⼤大数据的配⽹网线路路综合分析技术，智能化配电⽹网线路路状态监测

系统可以对包括线路路故障、负荷电流、电能质量量等线路路状态进⾏行行分析，为优化配

电⽹网结构提供全⾯面可靠的数据⽀支撑。

应⽤用⽅方案

关键特性：

智能制造业⾼高可靠电源系统，太阳能和免维护蓄电

池主备供电 

短距⽆无线和远程⽆无线混合组⽹网，实现主站与汇集单

元间的实时双向交互

⾼高精度(20μs)三相⽆无线时间同步

三相合成获取暂态零序电流、电场信号，实现接地

故障就地精准检测、定位

GPS⾼高精度(1us)授时，获得精确绝对时标

具备通道监视、故障报警，系统诊断和⾃自愈功能

⼯工业级设计，IP55防护等级，可远程⽆无线维护和升

级，⽀支持短信管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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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网⽅方式灵活，数据传输安全 

汇集单元与汇集单元建⽴立短距⽆无线⽹网络，⽀支持星形拓拓扑结构；借助基于2.5G/3G/4G⽆无线⽹网络的电⼒力力VPN专⽹网与主站监测平台建⽴立通信，将数据上

传⾄至主站，实现对配电⽹网络的故障信息和运⾏行行⼯工况的监测。 

GPS⾼高精度授时获得精确绝对时标 

汇集单元内置GPS授时模块，安装⾼高增益有源天线，授时精度可达1us，通过使⽤用短距⽆无线进⾏行行⽆无线授时，可以使采集单元获得20us精度的精确绝

对时标。

三相合成零序电流、电场信号，接地故障就地精准检测、定位

通过三相合成获取暂态零序电流、电场信号，可实现接地故障就地精准检测、定位，同时可将故障时刻采集单元录波波形上传⾄至主站系统，⽤用于线

路路故障分析、反演及溯源。 
通信稳定可靠 

可靠的⼯工业级设计，通讯模块采⽤用国际主流⼚厂商⼯工业级⽆无线通信芯⽚片，具备通道监视、通道切换和故障报警功能，⽀支持系统诊断和⾃自愈功能；⽀支持

通信中断恢复后数据续传，防⽌止数据丢失。

超低功耗 

汇集单元主板采⽤用低功耗CPU和⼯工业级⽆无线通讯模块，采⽤用特殊的编程技术，实现了了汇集单元与监测平台软件之间，汇集单元与采集单元之间，以

极低功耗实时双向通信。

⾼高可靠电源系统 

采⽤用太阳能电源板作为主电源，同时采⽤用免维护⻓长寿命可充电蓄电池作为备⽤用电源。在有太阳能供电的情况下，优先使⽤用太阳能电源板供电；在没

有太阳能的情况下，使⽤用备⽤用电源供电，备⽤用电源可以⽀支持汇集单元连续⼯工作15天（与选择的备⽤用电池容量量相关）。内置的⾼高性能处理理器器根据对太

阳能电源板和蓄电池的实时监测结果，在主电源和备⽤用电源之间进⾏行行切换。

可远程维护与升级 

具备远程维护与升级功能，⽀支持对多个终端批量量、逐个的⾃自动维护或升级，操作安全简便便。⽀支持短信管理理功能。

防尘防⽔水防锈的坚固机箱 

机箱坚固防锈，配合密封圈、防⽔水接头，实现IP55防尘防⽔水等级，确保在户外⻓长时间安全稳定运⾏行行。

特性和优势

暂态录波型故障指示器器-汇集单元 规格书

产品尺⼨寸(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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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态录波型故障指示器器-汇集单元 规格书

产品规格

智能电⼒力力事业部 
程先⽣生 
电话：18669871219 
邮箱：chengpu@inhand.com.cn 
智慧商业事业部 
王先⽣生  

电话：18616595455 
邮箱：wangrd@inhand.com.cn 
智能制造事业部 
谭先⽣生 
电话： 13917609138 
邮箱：tanzm@inhand.com.cn
智能楼宇&智慧农业&智慧⽔水利利事业部 
⽯石先⽣生 
电话：139*2950*8981  
邮箱：shiyc@inhand.com.cn

型号

型号编号: JYL-IH-HD-<L/E/U/A>-<A/B/C/D/E>-<2/3>-<S/V/H/Z/N>-<C/U/M>-<A/E>

<L/E/U/A>：⽹网络 <A/B/C/D/E>：电池 <2/3>：太阳能 <S/V/H/Z/N>：加密芯⽚片 <C/U/M>： 线路路/短距 频率 <A/E>：配采集单元

JYL-IH-HD-<L/E/U/A>-<A/B/C/D/E>-
<2/3>-<S/V/H/Z/N>-<C/U/M>-<A/E>

L-中国
E-欧洲、东南亚
U-北北美
A-澳洲

A-7.2Ah 铅酸
B-12Ah 铅酸
C-40Ah 磷酸铁锂
D-40Ah 胶体
E-12Ah 磷酸铁锂

2：20W
3：30W  

S-国⽹网标准版
V-南⽹网VPN版
H-湖南
Z-浙江
N-⽆无加密芯⽚片

C-50Hz/470MHz（中国）
U-60Hz/915MHz（北北美）
M-60Hz/866MHz（中东）

A-AI/LT
E-EF

例例⼦子
JYL-IH-HD-LA2NCE（汇集单元，电杆安装，⽀支持4G，配7.2Ah铅酸电池，20W太阳能板，不不含加密芯⽚片，适⽤用中国 50Hz 的 10KV线路路，短距频
率 470MHz，匹配EF版采集单元）

JYL-IH-HD ⽆无线通信技术指标

短距⽆无线通信指标

⼯工作频率 470~510MHz 通信距离 ≥100m

发射功率 ≤10mW（10dBm） ⽹网络拓拓扑 星形

接收灵敏敏度 ≥ -90dBm ⽅方向性 全向

通信速率 250kbps

⽆无线通信技术指标

⽹网络接⼊入 ⽀支持⽆无线DDN（APN）/VPDN专⽹网

⽹网络认证 ⽀支持CHAP、PAP认证

⽹网络制式

⽀支持FDD LTE：Band 1/3/8
⽀支持TDD LTE：Band 38/39/40/41
⽀支持DC-HSPA+/HSPA+/HSPA/WCDMA：Band 1/5/8/9
⽀支持TD-SCDMA：Band 34/39
⽀支持GSM/GPRS/EDGE：1800 MHz/900 MHz

UIM/SIM卡 3V，翻盖式卡座安装

GPS授时模块

天线增益 26~28dB ⾸首次启动时间 35秒

授时精度 1us 再次启动时间 1秒

规约和协议

电⼒力力规约 ⽀支持DL／T 634.5 101-2002、DL／T 634.5 104-2002

⽹网络安全

设备管理理安全 设备管理理事会⽀支持区分⽤用户类型登录：管理理员，维护员

使⽤用寿命

运⾏行行寿命 > 8年年

JYL-IH-HD 硬件规格

电源及功耗

主电源 太阳能电池板供电

电池 12V免维护⻓长寿命可充电蓄电池

平均休眠功耗（离线，系统休眠） ≤ 1mA @ 12V

平均待机功耗（在线，⽆无通信） ≤ 15mA @ 12V

平均运⾏行行功耗（在线，定期通信*） ≤ 20mA @ 12V

最⼤大运⾏行行功耗（在线，持续通信） ≤ 100mA @ 12V

机械特性

尺⼨寸（WxHxD） 400mm x 420mm x406mm

重量量 ≤ 10kg

防护等级 IP55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40 ~ +70 °C

存储温度 -40 ~ +70 °C

周围环境相对湿度 5%~95% (⽆无凝露露)

EMC特性

静电放电抗扰度 4级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4级

浪涌冲击抗扰度 4级 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4级

⼯工频磁场抗扰度 5级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 5级

脉冲磁场抗扰度 5级

北北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北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设备联⽹网(M2M)的技术与产品开发，为电⼒力力、⼯工业、

⾦金金融、医疗等⾏行行业客户提供安全、可靠、智能、先进的设备联⽹网解决⽅方案。映翰通的⼯工业级⽹网络

产品及设备监控软件平台已经被多家重量量级客户采⽤用，久经规模化现场应⽤用的考验。映翰通希望

通过不不断创新的设备联⽹网解决⽅方案，为中国制造业向⾼高附加值转型的进程贡献⼀一份⼒力力量量。


       众多国内外著名商业机构认可映翰通的业绩与成⻓长。2007年年起连续三年年获得德勤勤（中国）⾼高

科技⾼高成⻓长50强称号，被美国著名商业媒体“红鲱⻥鱼”评为2007年年亚洲创新企业200强、2008年年亚

洲创新企业100强。


北北京总部
地址：北北京市朝阳区利利泽中园101号启明国际⼤大厦11层⻄西南侧

电话：（8610）6439 1099

传真：（8610）8417 0089

⽹网址：www.inhand.com.cn

File no.: IPC Version 1-06 2017  © 2017 InHand Networ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InHand Networks Inc. reserves the right to update or modify this document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安防交通事业部 
张先⽣生 
电话：18538061983  
邮箱：zhangby@inhand.com.cn
智能⻋车载事业部 
张先⽣生 
电话：18611055199  
邮箱：zhangyr@inhand.com.cn
公共事业&智慧油⽥田事业部 
康先⽣生 
电话：029-85576337  18691383150 
邮箱：kangmm@inhand.com.cn 

暂态录波型故障指示器器（汇集单元）的型号代码由类型标识代码和⼚厂商⾃自定义代码2部分组成，其型号代码形式JYL-FF，汇集单元的型号使⽤用JYL-FF-HZ。

订购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