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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配电箱 .柜
STAINLESS STEEL 
ELECTRIC SWITCH BOX

专注配电箱柜 15 年…



是一家集制造、销售于一体的输配电企业。公司位于中国电器之都——温州柳市。

公司自创建以来，一直努力不懈地致力于输配电领域的生产制造和研发创新，密切注视和随时追踪国际和国内

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创业，积累了丰富的制造经验，组建了一

支具有专业、精湛生产队伍和管理队伍。公司凭着先进管理的工艺流程，精良的生产检测设备和完善的售后服

务体系赢得广大客户的好评。 

公司主营：不锈钢配电箱系列，动力配电箱系列，JXF 基业箱系列，高低压动力柜，九折威图柜系列，照明箱系列，

新能源汽车充电箱系列及各种特殊要求的配电系列产品。 

公司引进多套数控全自动生产设备，为使产业方式的全面升级，坚持“以高新科技发展企业，以名优产品拓展

市场”的企业方针。把质量意识和创新意识融于一体，贯穿生产全过程，本着以“为用户创造价值”的服务宗

旨，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产品。联谷人以天天超越自己的全新理念，自强不息，努力打造一流品牌。

以人为本，诚信立业。以管理求效益，以创新求发展。 

联谷公司竭诚欢迎海内外新老顾客莅临指导 , 携手合作，共创辉煌 ! 

温州联谷电气有限公司

关于我们

Introduction



企业荣誉

Company honor

厚积薄发，凝练锋芒

只有经历风雨，才能邂逅彩虹

数载的激情汗水

迎来今日的璀灿光芒

这里不仅仅是荣誉和掌声

还有客户对我们的支持和认可

更有直面未来的梦想和希望



铰链采用三联铰链，美观大
方，拆装灵活，更加结实坚固。

全新箱体底板结构，
实现更大承重，更加
符合电器安装需求。



数控全自动生产线成型
CNC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Processing

边缘折边采用 180°反边工艺，光滑防割。
密封条采用聚氨酯发泡材料，密封性能更
好。

底板采用穿透式结构安装，法兰
螺母连接，拆装灵活，结实坚固。

安装螺丝采用全新结构，螺杆螺帽连接
处加套橡皮圈，防水防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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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凡的制造质量；
◆ 任意选择的尺寸和结构。

不锈钢户外防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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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锈钢户外防护箱适用于企业工矿、高层建筑、生活小区、机场港口等场合，交流 50HZ，额定工作电压为交流 380V
的低压电网系统中，作为动力、照明配电及电动机控制之用，适合室内挂墙、户外落地安装的配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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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 JXF 挂墙式基业控制箱，美观耐用。可做透视门窗，箱门上贴有密封橡胶条，防止灰尘、雨水渗入，箱体上下
备有进出线方孔并加盖密封，箱内配有安装板，门开始转动灵活。

产品概述

外形及安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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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JXF基业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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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锈钢挂墙式基业箱，采用数控全自动化生产工艺，一体式箱体结构，大大提高了产品抗压强度，强壮坚固。门板防水
胶条一次浇注成型，与传统粘贴的密封条相比具有防雨强度大、外型美观等优点。防护等级可达 IP65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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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A级户外动力柜

MS830 连杆天地锁 大型可拆卸式三联铰链 门板双层发泡加固

工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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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B级户外动力柜

◆ 户外动力柜系列分为单向开门与前后开门式，适用于工矿企业，交流频率 50Hz，电压 500V 以下的三相三线、三相四
线电力系统，作动力、照明配电用。打开门后全部电器敞露，便于检修维护。进出线采用电缆接线，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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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内外门箱

◆ 不锈钢内外门户外箱采用内外双层门结构，内门上可装仪表、按钮、信号灯等，外门对电气操作端起防水保护作用，可
根据用户需求配透视观察窗，对电器的运行况状一目了然。具有美观大方，安全可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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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单相电表箱

◆ 单相电表箱是一种安装单相电度表的配电箱，门上开有抄表窗口，坚固耐用，主要用于民用建筑，商业网配电系统。

单开门 左右开门

三开门上下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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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三相电表箱

◆ 三相动力电表箱，广泛应用于住宅建筑，民用电改造，可安装预付费电子表，同时能在表箱内安装二级保护，单户开关，
接线端子，箱外控制开关等多项功能。可直接安装在墙上或电线杆上，适应装配任何规格的机械表或电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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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式

◆ 户外综合 JP 柜系列适用于交流 50Hz，额定电压 0.4KV 以下输配电系统。该系列产品融自动补偿和配电为一体，集
漏电保护、电能计量、过流、过压缺相保护等多功能的新型户内外低压配电柜，是理想的电网改造首选产品。

不锈钢户外综合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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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

◆ 户外综合 JP 柜系列分为卧式与立式两种常见结构，可具有配电 , 补偿 , 计量三种基本功能。响应及时迅速，补偿
效果好，工作可靠 , 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不同方案。适用于城网、农网改造、路灯照明、住宅小区等交流 50hz、
额定电压 380v 的配电系统中，产品具有结构新颖合理、防护等级高、维护及检修方便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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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光伏箱

◆ 光伏并网箱，作为光伏电站的总出口存在于光伏系统中，是连接光伏电站和电网的配电装置，其主要作用是作为光伏发
电系统与电网的分界点。对于低压并网的光伏电站，光伏并网箱中还可以加装计量、保护等功能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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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充电箱

金属锁芯锁扣：耐用美观。 不锈钢绞链：坚固耐用。 注浇密封条：防水防尘。

电动汽车充电箱作为电动汽车的能量补给装置 , 充电箱的输入端与交流电网直接连接，输出端都装有充电插头用于为
电动汽车充电。联谷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箱，可能兼容各种品牌电动汽车充电装置，能实现时控、计量、计金额充电等多
种功能。适用于户外，户内，地下车库等各种环境。

我们致力于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箱充电桩的智能化发展，为环境改善贡献力量。

产品概述

工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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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质接地线：防漏电，更安全。 三联铰链：开关灵活。 金属边缘均保护处理：防伤手。

工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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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PZ30照明箱

PZ30 终端组合电器主要结构部件有透明罩、上
盖、箱体、安装轨道、轨道高低调节螺杆、导电排、
护线罩和电器开关元件等。 内装电器开关元件可根据
需要任意组合 , 安装轨道高低可调节 , 特别对暗装式更
为方便。拆装迅速方便、使用安全可靠。

产品概述

外形尺寸

规  格
外形尺寸 (mm) 箱体尺寸 (mm)

W H E W' H'
6# 220 230 90 190 200
8# 255 230 90 225 200
10# 290 290 90 260 260
12# 330 290 90 300 260
15# 380 290 90 350 260
18# 435 290 90 405 260
20# 470 290 90 440 260
24# 330 490 90 300 460
30# 380 490 90 350 460
36# 435 490 90 405 460
40# 470 490 90 440 460

外形及安装尺寸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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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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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Z30 照明箱采用钢塑结构的形式，箱体采用不锈钢结构，面板采用阻燃工程塑料制成，透明罩使开关电器的工作状态
一目了然。配电箱内的电器元件采用导轨安装，元件宽度均以 9mm 为模数。布置紧凑合理，安装拆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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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端子分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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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不锈钢端子箱适用于交流、直流电路中，采用标准钢板不锈钢台架，加装端子组成成套装置后，作为变压器、
断路器、互感器等电力设备的接线端子箱使用。不锈钢电缆分线可分为户内、户外两种，户内型适用于各种建
筑物中的低压电缆分接支线，户外型适用于城市住宅小区、工业区等，供户外 220/380V 电缆树干式网络分支
接线用。箱内采用铜排安装，并附有断路器作控制及保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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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式 10kV 高压电缆分支箱是根据电力电缆工程实际需要而开发的配电产品，有利于电力电缆的节点连接、安装、施工和定期维护。

◆ 美式电缆分支箱以单向开门、横向多通母排为主要特点。具有宽度小、组合灵活、全绝缘、全密封等显著优点。

美式、欧式高压电缆分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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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箱式变电站

◆ 箱式变电站是一种高压开关设备、配电变压器和低压配电装置，按一定接线方案排成一体的户内、户外紧凑式配电设备，将变压器降压、

低压配电等功能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安装在一个全封闭、可移动的钢结构箱。适用于城网建设，工厂、油气田和风力发电站等。



温州联谷电气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本手册所包含内容，本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更多详细资料敬请垂询

·本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将竭诚为您服务，图片与实物若有出入，请以实物为准

·未经许可，禁止全部或部分复制

·如有变更，届时恕不另行通知，衷心希望本手册能给您带来方便

·产品不断研发、技术持续创新……

·The company reserves the right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all content in the manual,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for more 
details

·Our technical staff shall provide best service to you sincerely, If the pictures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al objects, Please refer to 
real object 

·Unauthorized Use, Prohibited to copy all or paLR of the information
·There's no prior notice if any change, Sincerely hope that this manual can bring convenience to you 
·Produc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珍惜资源，善待环境

(c) WENZHOU ELECCO ELECTRIC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Cherish resources, be kind to the environment 

400 007-0088-

温州联谷电气有限公司
WENZHOU ELECCO ELECTRIC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七里港第一工业区

电话：0577-6262 7595   传真：0577-6262 7596

销售中心：浙江省温州市柳市电工电器城 C32-127 号

销售电话：0577-6275 9059    0577-6275 8975

传真：0577-6175 2225

因为有您
心存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