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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北京思达兴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在北京市大兴经济开发区，

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力设备、保护监测、工业自动化控制，并集设计、开发、委托加工、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拥有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与管理人才，有着丰富的电力设备、保护监测产品设

计经验和先进的设计理念，多数技术人员担任过大型课题的研究工作，具有很强的开

发实力；整个公司的团队气氛积极向上，充满活力。 

公司目前产品 30 余种，有电能质量类，指示器类，柱上开关类，直流屏类，选

线消谐类： 

电能质量类：电能质量监测仪；高压 SVG；SD-1108 配变不平衡补偿装置；   

Sll-M.ZT 系列智能型调容配电变压器； SVR 线路调压器；D(S)ZT 自动调压器系列产

品；柱上电容器智能补偿装置；换相开关型三相负荷自动调节装置； 

指示器类：架空二遥型故障指示器；架空外施信号发生装置；架空外施信号型远

传故障指示器；架空线路故障在线监测系统；暂态录波故障指示器； 

柱上开关类： JDZW3-10R 电压互感器；ZW20-12 断路器；ZW32-12 户外高压真空

断路器（永磁、弹操）；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ZW20-12一二次融合成套断路器；低压

电流互感；配网自动馈线终端 (蓄电池 24V)（三遥罩式） ； 

直流系统类：直流屏；微机直流系统绝缘在线监测装置； 

选线消谐类：微机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零序电流互感器；微机消谐录波装置；

LXQ 系列一次消谐器； 

以上产品广泛用于发电厂、电力、钢铁、石化、煤炭及铁路交通行业，遍布全国

数千个现场，部分产品配套出口国外。 

公司以客户为尊、信守承诺，高效完善的服务，已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和顾客

的信赖。今后，公司仍遵守制定的质量方针，用安全、可靠、优质的产品为我国的电

力电网发展做出贡献！ 

公司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开发区金苑路 2 号奥宇大厦 1 号楼 315 室 

传真号码：010-51184788        联系电话：010-51184788         

公司主页： www.bjsdxy.cn      电子邮箱：13910858119@139.com 

 

http://www.bjsdx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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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ZT、SZT 单、三相自动调压器 
 

随着国家推进建设新农村工作的不断深入，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家用电器得

到极大普及，各类生产性用电设备也不断增加。在山区及农村一些偏远地区，电网发展规划相对

滞后，不能及时满足用电负荷增长迅速的需求，普遍存在“点多面广”的低电压问题，不同程度

地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用电。 

 

农电网的特点是“负荷变化随机性大、波动性大、季节性变化大”，所以终端电压普遍偏低，

若采用常规手段，新增配电变压器、缩短低压供电半径，或改造低压线路等方法来解决,则因“投

资大、周期长”而无法全面启动。若采用“无载调压”或“有载调压”对电网电压进行调节，无

载调压需要人工干预，断电调压；有载调压变压器，也因其容量大、价格贵、分接头结构复杂、

故障率高等原因，无法应用于农电网终端。 

 

针对上述情况，为彻底解决农电网末端低电压问题，我公司特为农电网研发生产，DZT、SZT

农电网单、三相无触点自动调压器系列产品，供选择使用。以“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方

式，彻底解决农电网低压用户端的“低电压”问题。单、三相无触点带载自动调压，响应速度极

快，补偿范围极宽，简单可靠，带有旁路直通功能,永不断电.超载能力强，超负载电网直通互转

功能。雷电浪涌防护功能。功率因数自动提高功能。安装方便，长期免维护运行。可与电网智能

配变监测系统连网，（也可装无线监测控制器）实时监测调压器的运行状况。调压器箱体采用优质

冷轧钢板制造（也可采用不锈钢板）。坚固牢靠，内外喷塑，防水、防尘、防日晒，对使用环境无

特别要求。 

DZT 单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 

专为山区、农村、终端用户低电压、低功率而设计生产的， 

长期免维护的，单相无触点调压的、自动调压器。 

SZT 三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 

专为解决配变台区电压、功率过低及波动频繁而设计 

生产的，长期免维护的，三相分调的、无触点自动调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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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T 单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 

DZT 单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的结构简单、可靠，无触点自动调压，体积轻巧，安装方

便，长期免维护，适用于山区和农村偏远地区，电网终端单相负荷分散的场所，可在电网末端多

处安装，彻底解决农电网末端的低电压问题。 

DZT 单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为单相产品，其主电路为自耦变压器的形式，采用继电器

或交流接触器切换抽头达到无触点自动调压，输出电压可保持在额定值的±8％范围内。 

DZT 单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由控制电路、自耦式调压电路、输出电路和直通电路组成。

控制电路从输入电压采样，与基准电压比较后，控制自耦式调压电路的工作状态。当输入电压较

低时，自耦式调压电路进入升压工作状态；当输入电压接近额定电压值时，自耦式调压电路退出

升压工作状态，进入直通工作状态。采用绿、黄、红色指示灯，表示设备运行状态。 

DZT 单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输入端装有全模保护单相 40KA 的雷电浪涌防护器（美

国 JOSLYN技术），可有效的防止沿电力线路侵入的浪涌电压对调压器及后面的负载造损害。 

 

DZT 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原理框图              DZT农电网自动调压器内部结构 

型号含义 

DZT–    –XX 

 

额定容量（kVA） 

I 型； II 型 

无触点自动调压器 

单相 

 

 DZT 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型号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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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升压范围 

（相电压） 

I型：160V～206V 

II型：110V～206V 
输出电压 220V±10% 

效  率 ≥99％ 输出波形 正弦波 

温  升 变压器绕组温升<80K 响应时间 ≤200ms 

绝缘电阻 ≥2MΩ  超载 电网直通互转功能 

适用环境 -20℃～+50℃ 防护等级 IP45 

噪音 ≤45dB 绝缘强度 2000V/1min 

通信协议 Q/GDW376.1 及其扩展通讯协议 使用年限 15年以上 

主要功能 

升压状态 
当电网电压降至 198V 以下时，调压器延时后自动升压，输出 220V±8%的电压，绿色指

示灯亮。 

直通状态 
当电网电压回升到 206V 左右时，调压器延时后自动退出升压，进入直通供电状态。绿

色指示灯灭，黄色指示灯亮。 

欠压状态 
当电网电压低于升压范围的下限值时，调压器仍自动升压，输出电压未能达标，绿色指

示灯亮。（如长期欠压建议选用 II 型调压器） 

过压状态 当电网电压高于升压范围的上限值时，调压器不升压，直通供电，黄色指示灯亮。 

过流状态 用户负载超过额定电流 10%以上时，红色指示灯亮；延时后，调压器自动转入直通供电。

用户负载过流消失后，红色指示灯灭，调压器延时后自动投入调压工作。 

雷电浪涌保护 装有全模保护 40kA 的浪涌防护器，也可增大容量或选用进口浪涌防护器。 

功率因数提高 

（选件） 

可加装无功补偿模块，自动测量相电压与相电流的相位差，实时提高功率因数，减少供

电损耗，提高用户用电质量。 

型号规格 

型号规格 额定容量 

（KVA） 

额定电流 

（A） 

调压范围 

（V） 

输出电压 

（V） 

外形尺寸 

宽*深*高（mm） 

重量 

(kg) 

DZT-I-10 10 45  

160～206 

 
220V±10% 

380*260*650 40 

DZT-I-20 20 91 380*260*650 45 

DZT-I-30 30 136 380*260*650 51 

DZT-Ⅱ-10 10 45  

110～206 

 

400*320*650 55 

DZT-Ⅱ-20 20 91 400*320*650 71 

DZT-Ⅱ-30 30 136 400*340*7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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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ZT 三相无触点农电网自动调压器 

SZT 三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无触点调压，其主电路为补偿变压器的形式，采用可控

硅模块切换抽头调压，对电网电压正补偿范围可达 50％，输出电压可保持在额定值的±5％范围

内；无触点调压无需机械触点的切换，响应速度极快，不会产生电弧，可长期免维护运行，适用

于低压配电变压器的后端，能彻底解决一个配变台区电压过低及波动频繁的问题。 

SZT 三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由控制电路、补偿式调压电路、输出电路和直通电路组

成。“控制电路”从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分别采样，与基准电压比较后，控制“补偿式调压电路”

的状态。当输入电压偏离额定值±5%以上时，调压电路进入“调压状态”；当输入电压在额定电

压值的±5%以内时，调压电路退出“调压状态”。输入电压的补偿范围有±20％、±30％、±40％几

种规格可选，也可为用户生产补偿±50％的特规产品。 

SZT 三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三相全部分调，整机无机械、无碳刷、无噪声、无触点

调压，响应速度极快，调压过程中无波形畸变，无断电现象。其 MTBF 达十万小时以上，从而实

现了快速调压、经久耐用、长期免维护。农电网自动调压器中的可控硅模块并不是工作在移相调

压状态，而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因而不会产生任何谐波。 

SZT 三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输入端装有全模保护三相 40KA 的雷电浪涌防护器（美

国 JOSLYN技术），可有效的防止沿电力线路侵入的浪涌电压对调压器及后面的负载造成损害。 

SZT 三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可加装无功补偿模块，自动测量相电压与相电流的相位差，

实时提高功率因数，减少供电损耗，提高用户用电质量。 

SZT 三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还能接入电网智能配变监测系统，使系统主站能实时监

测自动调压器的工作情况。 

 

SZT 三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原理框图 

 

型号含义 

 
SZT 三相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型号含义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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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电压范围 380V+20 %、+30%、+40% 输出相电压 380V±5% 

效  率 ≥99％ 输出波形 正弦波 

温  升 变压器绕组温升< 80K  响应时间 ≤200ms 

绝缘电阻 ≥2MΩ  超载 电网直通互转功能 

适用环境 -20℃～+50℃ 防护等级 IP45 

噪音 ≤45dB 绝缘强度 2000V/1min 

通信协议 Q/GDW376.1 及其扩展通讯协议 使用年限 15 年以上 

主要功能 

调压状态 
当电网电压在额定值的±20%(30%,40%)范围内波动时，调压器带载自动调压并输出电

压保持在额定值的±5%范围内，绿色指示灯亮。 

欠压状态 
当电网电压低于补偿范围的下限值时，调压器仍自动调压，但输出电压不能达标，绿

色指示灯亮。（如长期欠压建议选用补偿范围大一级的调压器） 

过压状态 当电网电压高于额定值时，调压器不调压，直通供电，黄色指示灯亮。 

过流状态 

当负载电流超过额定值 10%以上时，3 分钟后调压器自动转入直通供电，红色指示灯

亮。负载过流消失后，调压器延时后自动重新进入调压工作。红色指示灯灭。（如长

期超载建议选用大一档调压器） 

雷电浪涌保护 装有全模保护 40kA 的浪涌防护器，也可增大容量或选用进口浪涌防护器。 

无功补偿模块 

（选件） 

可加装无功补偿模块，自动测量相电压与相电流的相位差，实时提高功率因数，减少

供电损耗，提高用户用电质量。 

远程监测控制器 

（选件） 

与电网智能配变监测系统联网，能实时监测自动调压器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

电流、无功功率、有功功率、功率因数、（也可选装无线监测控制器） 

型号规格 

型号规格 
额定容量 额定电流 外形尺寸 重量 电缆规格 

（KVA） （A） （宽×厚×高 mm） （KG） （mm
2
） 

SZS -20 20 30 
600×500×850 

135 3×4+1×2.5 

SZS -30 30 45 140 3×10+1×6 

SZS -50 50 76 750×500×850 185 3×16+1×6 

SZS- 80 80 121 
750×650×1450 

275 3×35+1×10 

SZS- 100 100 152 320 3×50+1×16 

SZS- 125 125 190 
850×700×1550 

378 3×70+1×25 

SZS- 160 160 243 505 3×95+1×35 

SZS- 200 200 304 
1000×800×1700 

565 3×150+1×50 

SZS- 250 250 380 650 铜排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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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T 单相自动调压器安装点的选型 

针对部分山区和农村偏远地区，电网终端单相电压偏

低，差别很大的情况下，为节约投资成本，DZT 农电网

无触点自动调压器特别设计了 I 型和 II 型两种类型，这

两种类型的选型，以及额定容量的确定可按以下方法： 

用电高峰时段，在调压器安装点测量电网电压与负

载电流，然后根据测量数据选型。 

（1）实测最低电压为 160V 以上，应选 DZT-I 型，

再根据负载电流确定额定容量。 

（2）实测最低电压为 110V 以上，应选 DZT-Ⅱ型, 再

根据负载电流确定额定容量。 

SZT 三相自动调压器安装点的选型 

根据配电变压器后端的负载、波动范围、容量，

选用同级的 SZT 农电网无触点自动调压器即可。（参考单相调压器的选型方法） 

DZT单相自动调压器的安装与接线 

1、电杆上安装 

   先把调压器包装内的专用抱箍固定在电杆合适位

置，在电杆上安装滑轮组，利用滑轮组将调压器吊至

抱箍对应处后，插进抱箍的凸槽即可。 

2、墙壁上安装 

   把调压器左右边的 4个固定耳朵拉开，根据 4个耳

朵孔的位置用冲击钻在墙上打孔，用膨胀螺丝固定 

3、安装地点的高度需保持 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4、把调压器的门打开，根据相应的标志接线并固定。 

SZT 三相自动调压器的安装与接线 

SZT80KVA 以上调压器串接入低压配电变压器与其

负载之间（如下图），调压器的输入接低压配电变压器

的输出，调压器的输出接负载。 

SZT（20~50KVA）调压器可安装在电杆的支架上，

产品内配备现场安装的支架。80KVA 以上的调压器可

在配变旁另砌水泥基座，安放在水泥基座上。 

在砌水泥基座时，应按照“安装尺寸示意图”算出的孔位，预留 4 个边长 15mm深 35mm 的梯

形孔，孔最深处边长不小于 25mm。然后预埋 4枚Φ 12mm的螺杆，露出基座面 50mm。 

 

 

 

  

 

 

 

 

 

安装尺寸示意图（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