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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及低压元器件   ■ 线缆管理   ■ 工业连接器   ■ 智能感应开关   ■ 不间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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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格朗成立于1 8 6 5年，总部设在法国

的利摩日，是全球电气与智能建筑系统

专家，致力于为各类型建筑提供完整电气

解决方案。

罗格朗产品适用于多个领域。在住宅、

商业、公共建设、工业和能源电力等

领域，罗格朗都有完整的配套方案，以

满足不同环境和功能要求。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Factory Energy

在工业领域，罗格朗多年来一直为工业

厂房及生产线提供包括线缆管理、工业

连接器、感应开关、不间断电源和低压

配电等产品的一站式解决方案。项目涵盖

重工业及轻工业在内的多种工业行业。

随时为广大客户提供
完整、细致、快速的服务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一站式工业解决方案 您身边值得

信赖的电气
专家。

作为工业领域长期可靠的合作
伙伴，客户从罗格朗的工业
解决方案中获益显著。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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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变配电解决方案采用双回路供电方式，可双电源供电，又可

两个回路互为备用，大大提高了用电的稳定性。空气断路器最大

电流可达7500A，塑壳断路器最大电流可达1600A，可满足大功率

负载的供电需求。工业变配电解决方案可提供完整的成套解决

方案，保证复杂系统的安全有效运行。

线缆管理解决方案采用卡博菲卡接式梯架和网格式桥架。

卡接式梯架，承载力高，可承载高低压输电电缆和大电流

的动力电缆等重型负载。主体采用卡接方式安装，拥有丰富

的安 装附件 ，可 满足复 杂环境 的安装 应用。网格式桥架

走向灵活，可承载低负载设备动力线缆、设备控制线缆和

通讯线缆等。网格式桥架采用无螺丝安装，附件多样，

安装灵活，有效提高安装效率。

设备控制解决方案提供了动力设备的直起、正反转和星三角

等启动方式，以满足不同设备的启动需求，可实现远程控制

及信号反馈。

末端配电可为厂房辅助设备和生产设备提供电源，并可为检修

设备提供专用的检修电源，最大电流可达125A。

照 明 系 统 采 用 红 外 和 超 声 波 感 应 开 关 ， 可 实 现 厂 房 基 础 设 施

一体化智能照明。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一站式工业解决方案

工业变配电解决方案 线缆管理解决方案 厂房基础设施解决方案设备控制解决方案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工业连接器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为了确保工业用户生产环境及设备的

稳 定 性 ， 制 造 工 厂 在 运 行 复 杂 工 艺

时，需要稳定、高性能的产品及解决

方案以确保设备在安全、高效的服务

状态下良好运作。

罗格朗提供的一站式工业解决方案，

能够稳定且有效地满足用户在不同工业

环境下的使用需求。

www.legrand.com.cn 0807

HIGH
PERFORMANCE

SOLUTION
高性能解决方案

高效、稳定

EFFICIENT
AND STABLE

不间断电源线缆管理 低压断路器 低压开关设备智能感应开关工业连接器

智能感应开关

线缆管理

不间断电源

低压元器件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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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和运营成本在任何工厂

都非常关键。罗格朗解决方案中

的产品可以帮助节约能源，实现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节约能源

操作灵活
解决方案中的每一项产品都拥有良好

的操作体验。实际运行过程中，能够

灵活切换，节省时间。

工业生产过程中员工的安全永远

排在第一位，罗格朗提供的工业

解决方案中的产品能够有效保护

人员的安全。

安全有效

性能优异
罗格朗工业解决方案提供优异的产品， 

确保各系统的正常运行，避免由于

故障而导致的停工；高效的生产能力

降低了维护成本。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一站式工业解决方案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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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哈哈

卡夫

雀巢

伊利牛奶

李锦记

徐福记

百乐嘉利宝巧克力

上好佳

贵州茅台

古井贡酒

AO史密斯

达能

宝洁

拉法基铝盐酸

徐州中能硅业

振华油脂

长春一汽

大众

汤臣倍健

中粮集团

南方黑芝麻糊

三全食品

通力电梯

布勒

英飞凌科技

博世

ABB

通用机械

唐纳森

烟台来福士船厂

阿里斯顿

美的

金佰利

广州南海油田

中原油田

中石化科研基地

胜利油田

中石油青海基地

广州南海油田

（唐山）冀东石油

天津海工石油钻井平台

吉化众鑫化工

华润集团

洛阳浮法玻璃集团

中石油

西门子风电

攀钢冶金

苍南烟草

TCL集团

厦门卷烟

中国石化

大航集团

顺风光电

吉林市新北污水处理厂

郑州煤矿机械

南通卷烟

旬阳卷烟

玉溪烟草

大理烟厂

福建龙岩卷烟

上海卷烟

青岛卷烟

徐州卷烟

甘肃烟草

渭南烟草

武汉烟草

宝钢集团

吉林钢铁

济南钢铁

山东钢铁

酒泉钢铁

广东韶关钢铁

拉萨水泥

陶氏化学

曼奈柯斯

DHL

3M

贝尔阿尔卡特

成都印钞公司

哈尔滨博实

酒泉钢铁

山东华宇航天城

上海博世

中石化

中远船运

华晨宝马

铜陵有色金属

太原重型机械

礼来制药

阿斯利康

拜耳医疗

罗氏制药

江苏扬子江药业

中海油曹妃甸采油平台

中国电子科技

广西水利电业

宁德新能源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

平煤神马尼龙科技

中国船舶

沈飞集团

本溪钢铁

中国铝业

中信重工

华电通用

华能国际

山西大同电厂

青铜峡水电站

大唐集团

中国石油

成功案例
SUCCESS CASES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以上为罗格朗工业部分应用案例，欲了解更多精彩项目及相关内容满清详询销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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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维护简便3框架强度高2方案丰富灵活1

POWER DISTRIBUTION SWITCHGEAR 
低压抽屉式开关设备

XL3 DO
LOW VOLTAGE DRAW-OUT

产品概况
PRODUCT OVERVIEW

■ 柜体框架采用G型材制作，

使用覆铝锌板折叠式两通及

三通连接。
■ 柜体强度好，具有更高的

承载能力，不易发生变形。

■ 运行维护指数满足IS-333的要求，

功能单元的连接方式满足WWW要求。
■ 底盖、底板、垂直母线室盖板采取

可拆卸式设计，便于检修安装。
■ 主母线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现场

安装，提高安装效率。

XL3 DO低压抽屉式开关设备是罗格朗低压电器（无锡）有限公司

推出的一款高性能产品，由罗格朗无锡公司和罗格朗集团总部

共同研发。基于罗格朗集团在开关设备领域多年经验的同时，

吸收了国内市场上主流开关柜的特点，更加注重国内用户的

安装使用习惯及市场需求，为用户提供稳定、灵活、安全的

运行体验。

匠心设计·灵动组合

■ 外形尺寸更小，柜体最小

宽度374mm。
■ 抽屉种类丰富，满足不同

方案的需求。

*数据源自“罗格朗低压电器（无锡）有限公司·试验站”。

■ 外部防护等级至IP40* ■ 断电后内部防护等级可达IP20*■ 内部分隔形式可达4b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产品遵守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

GB 7251.1-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符合标准： 安全认证：

生产工厂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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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况
PRODUCT OVERVIEW

有效的保护和控制 优化性能 应用广泛

DEX 
 AIR CIRCUIT BREAKER

空气断路器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产品遵守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

IEC 60947-2 断路器

GB/T 14048.2-2008 断路器

符合标准： 安全认证：

生产工厂符合：

DEX 2000DEX 1600 DEX 4000 DEX 7500DEX 2500

DEX空气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60Hz、额定电流

400A~7500A、额定绝缘电压1000V、额定工作

电压415V~690V的配电网络中，用来分配电能和

保护线路及电源设备免受过载、欠电压、短路和

单相接地等故障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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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 AIR CIRCUIT BREAKER

闭合“    ”与
断开“    ”指示

I

抽屉座

闭合按钮

“储能”与“释能”指示

摇柄插孔

断开按钮

控制保护单元

二次回路
接线端子

位置指示：
- 连接   - 测试   - 分离

充分优化了产品的尺寸和重量，
可适用于多种场合的安装条件，
适用性强，应用灵活高效。

优化的产品尺寸和重量3附件齐全方便快捷2
电气附件，连接附件，绝缘
防护附件等满足客户多种
需求。

1 精确且方便用户的控制保护单元

多种控制保护单元，提供全方面的保护和测量。

LCD显示屏可以实时显示相关数据，记录故障
信息和维护信息。

空气断路器

产品特点
PRODUCT FEATURES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 DEX 空气断路器有五个壳架等级。

■ 最大分断能力Icu=Ics=Icw(1s)=120kA。

■ 在400A~7500A之间，范围涵盖15个额定电流。

■ DEX空气断路器的所有规格都有固定式和抽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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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更佳 选择更多

DRX塑壳断路器为用户提供稳定有效的保护，

同时为低压配电成套设备提供优质性能的配置

方案，额定电流从16A到800A，分断能力可达

70kA。该产品提供热磁固定、热磁可调及电子式

脱扣器，且具备漏电保护功能。附件丰富，满足

不同场合的保护需求。

DRX热磁式
DRX单磁式
DRX电子式

DRX热磁式带漏电保护
DRX电子式带漏电保护

PRODUCT OVERVIEW

CIRCUIT BREAKER
MOULDED CASEDRX 

产品概况

塑壳断路器

壳架等级：125HP /250HP / 400 / 800

分断能力：36kA ~ 70kA

电流等级：16A ~ 800A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产品遵守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

IEC 60947-2 断路器

GB/T 14048.1-2012 总则   

GB/T 14048.2-2020 断路器

符合标准： 安全认证：

生产工厂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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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PRODUCT FEATURES

二次盖可打开，用于内部附件安装。

附件安装简便2

-25℃
+70℃

     
■ 可在-25℃与+70℃之间使用。

■ 温度超过40℃时须降容使用。

■ 储存温度为-40℃至85℃。

■ 海拔超过2000米需降容使用。

3 适用环境

新一代标准型的塑壳断路器具有

多种分断能力可供选择，满足客户

更大范围的选择需求。

多个壳架，多种分断能力4

■ DRX 125HP/250HP具有相同的深度，同时

满足导轨安装（需要配置导轨附件）。

■ DRX 400/800具有相同的深度，适应

不同场合安装需求。

通用性佳1

CIRCUIT BREAKER
MOULDED CASEDRX 

塑壳断路器

DRX塑壳断路器从概念设计时，就从额定电流、

分断能力、极数、脱扣曲线和回路识别等各方面

进行了探究，从而能够满足多种类型的配电需求。

为多种类型应用提供全面、

综合的配置方案。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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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断能力：6000A/10000A/15000A
限流等级：等级  3

TX3K仅有1模数，普通

1P+N MCB的宽度为

2模数。

TX3K尺寸更加紧凑，

节约空间。

TX3K MCB
TX3RN仅有1模数，且N极

可开闭，普通1P+N RCBO
宽度3模数。

TX3RN RCBO尺寸更加紧凑，

性能安全稳定。

TX3RN有A型漏电可选。

TX3RN RCBO

TX3模数化断路器主要适用于交流50/60Hz，额定

电压230V/400V，额定电流至125A的电力回路，具有

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漏电保护及控制等多种保护

和控制功能，为用户提供全面的终端电器解决方案。

全面高效的保护

TX3RK仅有2模数，且N极

可开闭，普通1P+N RCBO
宽度3模数。

TX3RK RCBO尺寸更加紧凑，

性能安全稳定。

TX3RK有A型漏电可选。

TX3RK RCBO

产品概况
PRODUCT OVERVIEW

TX3 
模数化断路器

               MODULAR CIRCUIT BREAKER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GB/T 10963.1-2020 小型断路器

GB/T 14048.2-2020 断路器

GB/T 16917.1-2014 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

JB/T  12762-2015 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

符合标准：
产品遵守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

安全认证：

生产工厂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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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FLOW

客户对质量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工作标准。

产品均在生产线上进行逐个的调试与检验，

守护多一份安全与放心。

灵活的操作与维护

型散热槽
安全舒适的贴心设计

“S”

TX 3系 列 采 用 创 新 型 卡 件

结构设计，可灵活地在导轨

上安装及拆卸，使产品安装

及维护更加便捷高效。

控制 配电保护

快捷简便的接线方式
■ IP2X防护等级。

■ 强大的接线能力。

■ 牢固稳定的接线端子。

■ 可与一字螺丝刀配合使用。

2

4

1

所有的功能模块具有统一的外观和优化的尺寸。

精心设计的尺寸和精良的材料，

保证断路器间空气的流通，限制

相邻断路器之间升温可能性。

产品特点
PRODUCT FEATURES

TX3 
模数化断路器

               MODULAR CIRCUIT BREAKER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提供A型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能够提供更加完善，全面和安全的漏电保护。

3 A型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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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接触器
电流9A~800A，提供不同电压下的交直流线圈。

可逆接触器
电流9A~800A，用于三相鼠笼电动机的可逆转换。

其中9A~95A需客户选择机械连锁自行组装。

安全认证：
产品遵守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

生产工厂符合：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符合标准：
GB/T14048.1
GB/T14048.4

产品概况
PRODUCT OVERVIEW

AC CONTACTOR
交流接触器

丰富的附件
■  顶装和侧装的辅助触点：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方式;

■  浪涌抑制装置：可以有效地保护接触器线圈不被系统涌流所干扰;

■  机械联锁：可以快速方便地将普通接触器组合成可逆接触器。

工作温度：-5°C~40°C

储存温度：-25°C~55°C

海 拔：不超过2000m

污染等级：3级

安装类别：Ⅲ

安装条件：一般垂直于安装面

正常工作及安装条件

适用范围和用途
CTC交流接触器适用于交流50/60Hz，额定绝缘电压最高

1000V，额定工作电压380V/660V，使用类别AC-3，主回

路电流9A~800A条件下的电力系统中。

CTC

可用于接通和分断电路，与RTC系列热继电器可组成电磁

起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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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标准：
GB/T14048.1-2012

GB/T14048.4-2010

安全认证：
产品遵守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

生产工厂符合：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正常工作及安装条件
工作温度：-5°C~40°C

储存温度：-25°C~55°C

海拔：不超过 2000m

污染等级：3 级

安装类别：Ⅲ

安装面与垂直面的倾斜度不超过 ±5°

脱扣等级：10A

即可与 CTC 接触器组合安装，也可

配合相应独立安装底座独立安装。

产品概况
PRODUCT OVERVIEW

RTC
THERMAL OVERLOAD RELAY
热过载继电器 

适用范围和用途
RTC热过载继电器适用于交流50/60Hz，额定工作电压690V的低压

配电系统。

RTC热过载继电器具有过载和缺相保护，可以与CTC交流接触器组

合成电磁起动装置，使电动机免受过载、断相等引起的危害。

RTC-25 RTC-36 RTC-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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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结构
简化线缆的移动、增减和变更；线缆

根根可见，全面管控布线质量，便于

维 护 和 故 障 检 修 ； 线 缆 自 然 通 风 散

热，有效节能。

灵活的安装
过渡连接件无需定制，现场加工，加快

进程；多种FAS（ FAST ASSEMBLING 

SYSTEM）无螺丝快速连接附件，节省

安装时间。

优异的品质
欧洲焊接技术，单个焊点能承受500kg

拉力①；特有的T型边沿设计，避免布线

时划伤电缆；造型美观大方，具有专业

安装形象。

卡博菲网格式桥架

CABLOFIL
WIRE MESH CABLE TRAY

产品概况
PRODUCT OVERVIEW

方便·快捷
CONVENIENT · QUICK 

适合多领域广泛应用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注释：①“单个焊点能承受500kg 拉力”数据来源于罗格朗试验站拉力试验。



卡博菲网格式桥架
WIRE MESH CABLE T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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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顶安装方式 地面安装方式墙面安装方式综合安装方式

连接件

KITASSTR FASLOCK AUTOED275

PA CEFASEDRN

CABLOFIL

多种安装方式

产品系列

CF54 CF105CF30 CF150

1 2 3 4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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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快捷
CONVENIENT · QUICK 

适用广
材质为镀铝锌，优良的耐腐蚀性，防腐能力比同等厚度镀锌

材质高；耐热性好，高温而不发生氧化，变色或变形；耐腐蚀

性能好，适用环境范围广，使用寿命长。

承载佳
可满足水平或垂直方向安装的线缆敷设需求；可满足大跨距

情况下的线缆敷设载荷。

安装易
配套附件无螺钉快速卡接；根据现场情况，随时进行角度调

节；有效地减少施工时间，方便施工作业；在确保安全工作载

荷的情况下，梯架自重相对于传统桥架以及走线架较轻。

容量大
现有60/100/150mm三种规格侧板高度；开放式的结构和侧板

利于通风散热；有效地提高线缆的敷设容量；比传统线槽或走

线架能更加提高线缆敷设填充率。

产品概况
PRODUCT OVERVIEW

卡博菲卡接式梯架

CABLOFIL
CLAMPING TYPE
CABLE LADDER

适用户外多变环境应用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卡博菲
卡接式梯架CLAMPING TYPE

CABLE LADDER
H60/H100 
梯架平面解决方案

能够实现电缆平面各个方向走向
能够实现转角平滑过渡，充分考虑电缆的转弯半径

 能够实现多种变径，提高了电缆的承载量

平面90°转接

平面快速连接板

直线段

变宽度转接板

L型分线隔板

端面保护套

平面固定角度连接板

管道支撑件

通用安装板

www.legrand.com.cn 3837

CABLOFIL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四通转接

T型转接



■ 多附件配套
■ 多角度调节■ 卡接式安装
■ 自身重量轻

立面可调连接板

立面分支连接板

下线板

立面连接板

立面转接

www.legrand.com.cn 4039

卡博菲
卡接式梯架CLAMPING TYPE

CABLE LADDER
H60/H100/H150
梯架立面解决方案

能够实现电缆立面各个方向走向
能够实现电缆平面和立面之间的平滑过渡

CABLOFIL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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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标准

◇ IEC 60309-1和EN 60309-1

◇ IEC 60309-2和EN 60309-2   

◇ IEC 60529和NF EN 60529（IP）

◇ IEC 62262和NF EN 62262（IK）  

◇ GB/T 11918.1-2014 

◇ GB/T 11918.2-2014 

产品种类

◇ 直插头

◇ 移动式插座

◇ 暗装式插座

◇ 明装式插座

IP44 IP66/67
◇  电流：16A、32A
◇  电压：100V~500V
◇  极数：2P+E、3P+N+E
◇  频率：50/60Hz
◇  连接：螺钉连接

◇  电流：63A、125A
◇  电压：100V~500V
◇  极数：2P+E、3P+N+E
◇  频率：50/60Hz
◇  连接：螺钉连接

基本参数

移动式插座

明装插座

直插头

暗装插座

可应用于内部环境及外部环境
防水设计（不可直接喷射）

防水插座
可有效防止雨水等的渗入

◇ 额定电流：16A、32A、63A、125A   

◇ 防护等级：IP44、IP66/67   

◇ 材       料：PA6   

◇ 使用环境温度：-25°C~40°C   

◇ 自熄温度：850°C（导电体支撑塑料）

               650°C（塑料外壳）

◇ 防撞等级：IK09   

◇ 证书类型：CCC、CE

明装插座

直插头

暗装插座

移动式插座

IP44、IP66/67 防护等级，满足专业领域

应用要求。

通过坚固耐用性测试，安全性高。

人体工学设计理念应用。

用电持续性的有效保证

工业连接器
INDUSTRY CONNECTOR
P17 TEMPRA PRO

产品概况

PRODUCT 
OVERVIEW

采用无卤可回收材料
成组包装
PEP产品
Eco passport 环保认证



螺丝刀按压后快速解锁，清晰
标识标示锁片位置，上下部件
逆向旋转后开启。

快速打开/闭合装置1
两部件向相反方向旋转即可打开。

快速打开/闭合装置1
1 6 A 和 3 2 A 产 品 用 相 同 的 P Z 2 
防 脱 螺 钉 固 定 ， 且 每 个 端 子
只用一个螺钉即可固定。

端子仅需一个螺钉固定3
不锈钢防脱螺钉耐腐蚀，安装
省时省力，一字螺丝刀和十字
螺丝刀都可用于拧紧。

安装简便4
明装插座的接线部分可从底座
轻松移开，以方便布线和变换
角度。此功能适用于16A和32A
产品。

接线部分可移动5
明装插座优化了内部空间，使
接线更方便。

布线方便6

16A明装插座的安装中心跟老
产品系列是一样的（70mm），
32A插座标识在产品后面。

维护简便7

明装插座上部和下部各有两个
接线孔，客户可根据实际布线
情况选择。

接线孔8

清晰标识使用户更快速地查看线缆长度并判定需剥线缆位置。
可选择使用电缆套管。

强化保护设计插座板后可拆卸式端子罩设计2

P17 Tempra Pro 工业连接器

释放布线空间，安装简便，

保证快捷连接电缆，提升

工业场合应用效率。

快速连接及安装

移动式插头和插座

1

8

7

6

5

明装插座

3

1

2

4

工业连接器
INDUSTRY CONNECTOR
P17 TEMPRA PRO

产品特点

PRODUCT 
FEATURES

www.legrand.com.cn CATALOGUE   P17 TEMPRA PRO INDUSTRIAL CONNECTOR 4443 www.legrand.com.cn



为了解决安装空间受限制的问题，明装插座提供两种安装角度
（5°或25°）。

两种安装角度1
为了便于插头插座连接，暗装
插座和明装插座的防护盖可以
保持在打开位置。

防护盖保持在打开位置4
IP66/67产品防护盖上的锁状
标识可以让客户轻松辨别产品
是否在锁定位置。

位置标识5
63A和125A铆接的金属连接轴
保证了掀开和关闭动作的稳定性。

金属连接轴铆接固定6
暗装插座有防水护垫，保证防水
性能。

防水护垫7
防脱线缆固定部件具有良好的
抗震动性能，可以将线缆有效
地固定。63A和125A产品还提供
一个锁紧螺钉。

线缆固定2
移动插头和插座有如图所示的
手持防滑设计。

手持方便3

应用便捷·安全高效
P17 Tempra Pro 工业连接器设计之

初即考虑保证用户的使用安全及

便捷。产品能保证用户在狭小空间

下的正常使用及便捷操作。 产品

符合行业标准及规范，采用高质

防腐原材料及零部件以提高产品

性能及使用寿命。为用户提供一套

综合及广泛的工业应用解决方案。

安全
■ 耐化学腐蚀性能高
■ 插头插座均采用 PA6 材料

■ 使用防腐处理螺钉、不锈钢弹簧等零部件
■ 使用环境温度：-25°C~40°C

1

4

2

3

4

6

7

5

工业连接器
INDUSTRY CONNECTOR
P17 TEMPRA PRO

产品特点

PRODUCT 
FEATURES

www.legrand.com.cn CATALOGUE   P17 TEMPRA PRO INDUSTRIAL CONNECTOR 4645 www.legra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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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CA01
莹致·红外
智能感应开关
适用于吸顶式安装 适用于吸顶式安装 适用于面板式安装

ESPCA02
莹致·红外超声波
智能感应开关

ESPPA01
莹致·红外超声波
智能感应开关

感应梦想·智慧生活

ESICA01
莹悦·红外
智能感应开关
适用于吸顶式安装

ESIPA01
莹悦·红外
智能感应开关
适用于面板式安装

ESIBA01 
莹悦·红外
智能感应开关
适用于吸顶式/墙壁式安装

ESIWA01 
莹悦·红外
智能感应开关
适用于墙壁式安装

产品概况
PRODUCT OVERVIEW
智能感应开关

SENSOR

YINGYUE
& YINGZHI

待机功耗低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www.legrand.com.cn 5049

模块化不间断电源

UPS
MODULAR UNINTERRUPTIBLE

ARCHIMOD HE

灵活、可扩展、冗余

TRIMOD HE DAKER DK Plus

POWER SUPPLY

单相模块组合成三相系统，提供了较高等级

的冗余性。

通过增加标准结构模块的方式，随时提升

系统的容量和后备时间。

模块化 UPS 具有可扩展性，可以满足客户

随着业务增长而带来的供电需求的增加。

可提供对于各种类型用户设备广泛的电源保护。

模块化设计可使有效的功率得到进一步的优化，系统灵活性
的增加将大幅度减少总投资。

高标准化的单相模块组成结构，提供具灵活性的扩展应用。

单相模块的设计，可以使模块的输入输出配置变得非常灵活。

系统标配独有的三相独立控制技术，可以单相三相同时在线
平衡输出，也可以实现三相完全不平衡工作。

全系标配LCD屏，可显示系统主要参数以及电池容量。

外配电池柜增加后备工作时间。增加充电器，可实现快速安全
的充电。

Daker DK UPS 可配置成塔式和19英寸机架式安装。

产品概况
PRODUCT OVERVIEW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ARCHIMOD HE
三相模块化UPS
240-480KVA

TRIMOD HE
三相模块化UPS
10-80KVA

DAKER DK Plus
单相在线双变换UPS
1-10k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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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orT/KeorTevo Keor HPE Keor HP

传统不间断电源

UPS
TRADITIONAL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安全、高效、创新

为各种 IT 负载、地面应用、照明及建筑提供

高效的保护和电能质量。

新一代组件设计，满足用户和安装程序的

操作需要和性能。

紧凑的尺寸，占地与性能的出色平衡，

易于安装和维护。

三相在线双变换UPS ，配置DSP微处理器和PFC电路。

专业的电源解决方案，最大容量800kVA。

无变压器技术，输出高达96% 转换效率。

紧凑的尺寸，易于安装和维护。

三相在线双变换UPS。

三电平逆变。

无变压器技术，96%转换效率。

紧凑尺寸，易于安装和维护。

三相在线双变换UPS。

IGBT整流，高输入功率因数。

内置隔离变压器。

工业设计，性能稳定。

产品概况
PRODUCT OVERVIEW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Keor HPE
三相在线双变换UPS
60- 500 kVA

Keor HP
三相在线双变换UPS
100- 800 kVA

KeorT/KeorTevo
三相在线双变换UPS
10- 120 k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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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况
PRODUCT OVERVIEW

全系标配 LCD 屏，可显示系统主要参数

以及电池容量。

5-10kVA 输出功率因素 =1，效率可高达

94%。通过外配电池柜增加后备工作时间。

增加充电器，实现更快速安全的充电。

单相在线双变换
不间断电源

DAKER DK PLUS

LCD屏
显示主要参数及电池容量和报警等状态。

管理软件
可控制在故障发生时关闭，允许用户远程测试UPS的各项
功能。

内置SNMP管理卡
通过网络远程访问UPS。同时，在故障等特殊事件发生的
时候，可给用户发送相关信息和警报。

内置的扩展槽
允许安装WEB/SNMP卡或干接点接口，在工业控制和远
程警报设备上提供服务应用。

简约、高效、经济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DAKER DK PLUS

UPS和2U电池柜 UPS和3U电池柜 UPS和4U电池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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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质、专利、认证

ENTERPRISE
QUALIFICATION, PATENT

AND CERTIFICATION

SOLUTION   LEGRAND ONE-STOP SOLUTION FO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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