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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雷格公司是专业从事高新科技产品代理销售、制造、设计的高科技企业。雷格公司主要业务分贸易和制造设计两部分。 

贸易业务：（上海雷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欧美电力高新科技产品代理销售和自主开发电力创新科技产品的出口贸易，专为世界电力系统和其它工业领域

提供国际一流的仪器、仪表等机电产品，并已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和销售服务网络，当前公司主要经营国际上先进、新颖

的高压输变电设备的测试仪器设备，包括SF6 系列监测仪器和维护保养装置、输配电线路与电力线缆的测量仪器、变电设备

的在线监测仪器以及一些工业特种仪器等。销售世界一流的SF6 湿度仪和SF6 检漏仪已经占有国内市场主场主要份额，深受

用户的青睐。

　　公司被国外多家公司指定为中国总代理。

　　我们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地区独家代理国际一流品牌的瑞士MBW公司全系列湿度仪器、英国ION公司SF6 定量检漏

仪、美国Sensorlink公司高压电流、电压、电能测量仪表，爱尔兰SupaRule公司电力架空线高度测量仪、电力测量仪器。我

们拥有世界一流湿度校准中心【配备世界一流高低湿度校准系统——高湿度发生器G1 HX型、低湿度发生器3900型、高精密

露点仪373LX型和373LXHX型（校准范围：-95℃～+95℃；精度：±0.1℃)】。我们是一家拥有雄厚技术支持能力与优质服务

水平的公司，2007年9月26日英国ION公司授权全球第三家SF6 产品维修中心在雷格国际成立；2009年4月28日瑞士MBW公司

授权全球第三家湿度产品校准中心在雷格国际成立，校准中心提供瑞士MBW公司全部产品校准服务和电力系统使用最广泛瑞

士MBW公司SF6 露点仪DP19-SH-III型维修服务。

制造设计： （上海雷格仪器有限公司）

　　雷格公司长期跟踪国际上电力创新科技的发展和国际最新电力科技领域研究动态。我们联合国内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科技人员，研发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获14项国家专利；获2项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的高新科技产品

并已进入国内和国际电力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06年初雷格公司经过欧美领先、法国最大的权威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机构——AFAQ法国贝尔国际验证机构叁个多月的严格审核通过了ISO9001:2008质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AFAQ法国贝尔

国际验证机构颁发的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雷格公司制造部门配备世界高端生产检测设备，保证制造产品始终处于领先水平；拥有一批专业知识、工作经验非常丰

富的技术人员和高科技产品开发团队，竭诚为国内外新老用户提供一流产品、一流服务。雷格公司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将为您

选购电力测量仪器设备和电力维护检修设备提供周到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和可靠的技术支持，公司真诚地欢迎各界新老

朋友垂询、惠顾、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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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腔体体积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订制

性    能

检测范围

最小检测灵敏度

检测时间

测试室容积*

自 诊 断

监    测

压缩空气

接    口

保护等级

大气模式                                       真空模式

1 ppb～3 ppm，1 x 10-10～1 x 10-5  mbar l/s

0.3 ppb，1 x 10-11  mbar l/s

15～20 s 

约至40m3                                         50～10,000L

自动，连续

压力、大泄漏检测（可选流量）

5～8 bar 干燥、干净、无油

RS232 或 Profibus DP现场总线控制

I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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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模式检测系统
真空模式检测系统





iSF6系列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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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SF6气体纯度测量
iSF6-1000型SF6气体纯度仪

测量范围：0～100%

测量精度：≤0.5% FS

灵 敏 度：0.01%

测量时间：≤120s

样气流量：≤200mL/min

样气压力：≤10bar

用于SF6气体水分含量、气压检测
iSF6-1100型微水测试仪

测量范围：-60℃～+30℃

测量精度：±1℃

灵 敏 度：0.01

测量时间：≤300s

样气流量：≤400mL/min SF6

样气压力：≤10bar

样气精细过滤

7寸液晶触摸屏

U盘数据下载

流量自整定技术

温度补偿, 压力补偿技术

单位切换功能, 数值自动计算

流量自整定技术

测量对象动态测量切换

样气精细过滤

7寸液晶触摸屏

U盘数据下载

露点探头自保护技术

露点快速测量技术

露点 / 湿度 / 20℃湿度直读动态切换

温度补偿, 压力补偿技术

单位切换功能, 数值自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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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SF6气体分解物及气压检测

露    点：测量范围：-60℃～+30℃

          测量精度：±1℃

          灵 敏 度：0.01

纯    度：测量范围：0～100%

          测量精度：≤0.5% FS

          灵 敏 度：0.01%

测量时间：≤300s

样气流量：≤400mL/min 

样气压力：≤10bar

用于SF6水分含量、纯度及气压检测
iSF6-1200型SF6分析仪

iSF6-1600型SF6分解物分析仪

分 解 物：

SO2：测量范围：0～100 μL/L    
      精度：测量值≤10，误差≤±0.3；测量值≥10，误差≤±3%
H2S：测量范围：0～100 μL/L    
      精度：测量值≤10，误差≤±0.3；测量值≥10，误差≤±3%
CO：测量范围：0～1000 μL/L     
     精度：测量值≤50，误差≤±2；测量值≥50，误差≤±4%
HF(选配)：测量范围：0～10 μL/L
           精度：≤±0.3 
测量时间：≤300s
样气流量：≤200mL/min 
样气压力：≤10bar

流量自整定技术

测量对象动态测量切换

样气精细过滤

7寸液晶触摸屏

U盘数据下载

露点探头自保护技术

露点快速测量技术

露点 / 湿度 / 20℃湿度直读动态切换

温度补偿, 压力补偿技术

单位切换功能, 数值自动计算

热敏静音打印（可选）

流量自整定技术

抗交叉干扰设计

残气清洁技术

测量对象动态测量切换

单位切换功能, 数值自动计算

样气精细过滤

7寸液晶触摸屏

U盘数据下载

热敏静音打印（可选）

iSF6系列测量仪器



用于SF6气体水分含量、纯度、分解物及气压检测
iSF6-1602型SF6综合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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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点：测量范围：-60℃～+30℃

          测量精度：±1℃

          灵 敏 度：0.01

纯    度：测量范围：0～100%

          测量精度：≤0.5% FS

          灵 敏 度：0.01%

分 解 物：SO2：测量范围：0～100 μL/L    

                            精度：测量值≤10，误差≤±0.3；测量值≥10，误差≤±3%

          H2S：测量范围：0～100 μL/L    

                            精度：测量值≤10，误差≤±0.3；测量值≥10，误差≤±3%

          CO：测量范围：0～1000 μL/L     

                           精度：测量值≤50，误差≤±2.0；测量值≥50，误差≤±4%

          HF(选配)：测量范围：0～10 μL/L        

                                     精度：≤±0.3          

测量时间：≤300s

样气流量：≤400mL/min

样气压力：≤10bar

流量自整定技术

抗交叉干扰设计

残气清洁技术

测量对象动态测量切换

露点探头自保护技术

露点快速测量技术

露点/湿度/20℃湿度直读动态切换

温度补偿, 压力补偿技术

单位切换功能, 数值自动计算

样气精细过滤

7寸液晶触摸屏

U盘数据下载

热敏静音打印(可选)



iSF6系列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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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F6-1100PRO型SF6微水分析仪
用于SF6气体水分含量、气压检测、样气回收

测量范围：-60℃～+30℃
测量精度：±1℃
灵 敏 度：0.01
测量时间：≤300s
样气流量：≤400mL/min SF6

样气压力：≤10bar
储存压力：10bar

iSF6-1200PRO型SF6分析仪
用于SF6气体水分含量、纯度、气压检测、样气回收

露    点：测量范围：-60℃～+30℃
          测量精度：±1℃
          灵 敏 度：0.01
纯    度：测量范围：0～100%
          测量精度：≤0.5% FS
          灵 敏 度：0.01%
测量时间：≤300s
样气流量：≤400mL/min
样气压力：≤10bar
可选分解物测量范围(一项)：

SO2：测量范围：0～100 μL/L    
          精度：测量值≤10，误差≤±0.3；测量值≥10，误差≤±3%
H2S：测量范围：0～100 μL/L    
          精度：测量值≤10，误差≤±0.3；测量值≥10，误差≤±3%
CO：测量范围：0～1000 μL/L     
         精度：测量值≤50，误差≤±2；测量值≥50，误差≤±4%
HF(选配)：测量范围：0～10 μL/L        
                   精度：≤±0.3

流量自整定技术

测量对象动态测量切换

露点探头自保护技术

露点快速测量技术

露点/湿度/20℃湿度直读动态切换

温度补偿, 压力补偿技术

单位切换功能, 数值自动计算

样气精细过滤

7寸液晶触摸屏

自动泵回功能

取样管抽真空技术

U盘数据下载

热敏静音打印(仅iSF6-1200PRO可选)



流量自整定技术

测量对象动态测量切换

露点探头自保护技术

露点快速测量技术

露点/湿度/20℃湿度直读动态切换

温度补偿, 压力补偿技术

单位切换功能, 数值自动计算

抗交叉干扰设计
残气清洁技术
样气精细过滤
7寸液晶触摸屏
自动泵回功能
取样管抽真空技术
U盘数据下载
热敏静音打印(可选)

露    点：测量范围：-60℃～+30℃
          测量精度：±1℃
          灵 敏 度：0.01
纯    度：测量范围：0～100%
          测量精度：≤0.5% FS
          灵 敏 度：0.01%
测量时间：≤300s
样气流量：≤400mL/min
样气压力：≤10bar
电    源：100～240VAC±10%，50/60Hz
工作温度：0°C～+40°C  10～90% @40°C，无凝结

储存温度：-20°C～+50°C 10～90% @40 °C，无凝结

分 解 物：SO2：测量范围：0～100 μL/L    
                            精度：测量值≤10，误差≤±0.3；测量值≥10，误差≤±3%
                  H2S：测量范围：0～100 μL/L    
                            精度：测量值≤10，误差≤±0.3；测量值≥10，误差≤±3%
                  CO： 测量范围：0～1000 μL/L     
                             精度：测量值≤50，误差≤±2.0；测量值≥50，误差≤±4%
                  HF(选配)： 测量范围：0～10 μL/L        
                                       精度：≤±0.3

        iSF6-1602 PRO型SF6综合分析仪具有水分、纯度、分解物测量，并集成样气回收处理功能于一体，满足GIS开关气室

和其它高压设备的高精度测量需求。同时实现测量样气收集，并自动无油泵回，达到零排放的目的。系统采用一系列高性能

传感器，独特的气路结构设计，以及先进的流量和压力控制技术，使得整个测量过程快速，简便，准确。仪器集实时测量、

电源管理、时间管理、文件系统、数据管理等众多功能于一体，融合了国际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和信息技术，触摸屏操作以及

友好的人机交互触控界面，是SF6 气体测量的理想设备。

       《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和《巴黎协议》的推进，以及欧盟和IEEE等国际组织都已禁止SF6等温室气体的排放。SF6样气

的回收再利用具有非常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环境保护及操作人员的安全也十分重要。iSF6-1602 PRO整个装置

安装在一个坚固防水的ABS拉杆箱内，便于用户在现场的操作和使用。

电力系统，高压开关SF6气体的水分、纯度、分解物测量、样气回收
iSF6-1602PRO型SF6综合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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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SF6气体零排放  服务电力减排工作  保护未来环境

SF6环保收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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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F6-516型SF6测试仪排放气体收集装置
1 m3/h 压缩机，50bar
数字式压力表，颗粒过滤器

连接软管，用来收集测量仪器排出的SF6气体

自密封连接接头，用于：

气体绝缘开关气室

测试仪输入

测试仪输出

外部气瓶

内部储存容器（50bar）
自密封接头

压缩机监控累时计数器

过压保护器

电源模组（带保险）

电源：220-240V AC，50/60Hz

5寸触摸屏

0.8 m3/h 无油压缩机，12bar
连接软管，用来收集测量仪器排出的SF6气体

自密封连接接头，用于：

气体绝缘开关气室

测试仪输入

测试仪输出

外部气瓶

内部储存容器（10bar）
自密封接头

压缩机监控累时计数器

过压保护器

电源模组（带保险）

电源：220-240V AC，50/60Hz

iSF6-516PRO型SF6测试仪排放气体收集和循环利用装置



    在输配电绝缘气体行业，纯净的六氟化硫是一种无色无毒的气体，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但是当高温高压下的SF6气室

中含有少量的水蒸汽遇到设备正常动作而产生拉弧放电或异常局部放电时，SF6 就会分解，其分解物中有剧毒和强腐蚀性物

质，这些物质会腐蚀设备内部金属元件，水蒸汽还会在其表面产生凝结水，并且附着绝缘件表面，造成沿面闪络，SF6 的绝

缘性能随之下降，一旦人体接触到这些物质，会对人的身体、鼻子、嘴巴、眼睛产生刺激和伤害，贵州、上海、台湾等地职

业病医院就发生电力现场测试工作人员因吸入SF6 排放气体而发生中毒事故报道，何况六氟化硫属于温室效应气体，在大气

中可稳定存在达3200年，其温室效应是等量二氧化碳的23900倍，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六氟化硫列为禁止排放到大

气中的六种温室气体之一，对于环境会产生非常重大的负面影响。

    基于保障SF6 现场测试工作人员安全和环境保护要求的考虑，对SF6 测试仪排放气体收集是刻不容缓、非常有必要。欧

盟内部和国际电工委员会以及国家标准GB/T-28534-2012《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六氟化硫的释放对环境变化和健康的

影响》与国家标准GB/T-28537-2012都已制定了无论如何要避免SF6 气体排放到环境中的准则。iSF6-516系列SF6测试仪排

放气体收集装置专为电力现场收集SF6 测试仪排放气体而设计，该收集装置安装在一个坚固ABS防水运输箱里，用于收集并

储存SF6 测试仪器排放出的SF6 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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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规格

SF6测试仪器*

SF6露点仪SF6综合分析仪SF6纯度仪SF6分解物测试仪

适合多种规格SF6测试仪

iSF6-516    型PRO

或

iSF6-516型

一个标准的52kg瓶装的SF6气体排放出，相当于排放

1,243吨CO2对大气造成的影响。因此，减少一个SF6

标准瓶的排放，相当于每年减少240辆私用轿车行驶

或种植约85公顷的森林。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
六氟化硫的使用和处理

国家标准 GB/T28537-2012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
六氟化硫气体的释放对环境

和健康的影响
国家标准 GB/T28534-2012

六氟化硫气体回收装置
技术条件

电力标准 DL/T662-2009



HSC100系列SF6充气及抽真空装置
用于SF6断路器充气和抽真空

过压保护

反回油控制设计

设定真空度自动停机

快速抽气

调压充气

数字式真空表

电磁真空装置

HSC110系列大功率SF6设备组合式抽真空装置
用于GIS、SF6断路器超高速抽真空

型    号：HSC110-B01 *

系统抽速：185 m3/h

真 空 泵：40 m3/h，极限真空≤2×10-3mbar

罗 茨 泵：253 m3/h

真 空 计：5×10-4 ～ 1000 mbar

操作方式：电气自动化

工作电压：380VAC/50Hz

尺    寸：1150mm×700mm×1426mm

重    量：280kg

型    号：HSC100-B01 *

真 空 泵：10 m3/h

极限真空：≤2×10-3mbar

真 空 计：5×10-4～1000mbar

轮    胎：四个充气重型轮胎

工作电压：220VAC/50Hz

尺    寸：850mm×550mm×1100mm

重    量：45kg

SF6充气及抽真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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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参数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修改



用于GIS、SF6断路器SF6气体回收净化、充气和抽真空
       HSC168系列SF6气体维护装置是专为中国电力行业、开关制造企业设计制造的一种系统无油、结构紧凑、低容量、全

功能SF6 气体维护装置，能够完成一台大型SF6 气体维护装置所有功能，包括气体的过滤和干燥．整个装置装在一个非常坚

固的金属结构架上，并且带有二个充气轮胎，即使在碎石路面也可行走自如。整个装置包括：真空泵、数字式真空表、电磁

真空装置、无油压缩机、驱动装置、制冷冷凝器、再生式过滤干燥器，主要部件全系世界著名公司制造。SF6气体维护装置

气体管路全部用紫铜管联接，采用紧箍压接密封技术，保证管路之间联接可靠和优良的密封性．使用经国家锅炉压力容器

安全监察中心认可的液态储罐来储存液化后的SF6气体。

HSC168系列SF6气体维护装置 (制冷液化)

型    号：HSC168-F01 *

压 缩 机：1.4m3/h，33bar

真 空 泵：103m/h，极限真空 ≤2×10-3mbar

制冷压缩机：25m3/h

真 空 计：5×10-4～1000mbar

颗粒过滤：1微米颗粒过滤器

干 燥 器：再生式滤芯

储罐容积：40L（F02/F03）

操作方式：电气自动化

工作电压：220VAC/50Hz

总 功 率：3KW

轮    胎：充气轮胎

尺    寸：610mm×546mm×1168mm

重    量：140kg

HSC168-F02型

HSC168-F03型

HSC168-F01型

无油压缩机，100%液态回收

快速抽气、调压充气

尺寸小、重量轻

数字式真空表

电磁真空装置

轻型SF6气体维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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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参数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修改



用于GIS、SF6断路器SF6气体回收净化、充气和抽真空
HSC300系列SF6气体维护装置 (制冷液化)

型    号：HSC350-F02 *

无油压缩机：4.9m3/h，50bar
真空压缩机：3.3m3/h，回收终压≤1mbar
真 空 泵：16m3/h，极限真空≤2×10-3 mbar
过 滤 器：颗粒过滤器、干燥过滤器

操作方式：电气自动化

工作电压：220VAC/50Hz
尺    寸：760mm x 780 mm x 1430 mm
可 选 件：电子气瓶称重：0～200kg，± 50g
                  40L标准SF6钢瓶

                  真空泵防冻加热带500W
                  钢瓶加热带500W

可人性化按设定压力稳定

输出，或按气体质量定量

回充，自动停机。

型    号：HSC300-F01 *

无油压缩机：7.5m3/h，26bar
真空压缩机：7.2m3/h，回收终压 ＜33mbar
制冷压缩机：30cm3/h
真 空 泵：43m3，极限真空≤1mbar
储罐容积：80L
过 滤 器：颗粒过滤器、干燥过滤器

工作电压：380VAC/三相/50HZ
尺    寸：950mm×710mm×1720mm

无油快速回收、调压充气

低温快速液化

电磁真空装置

用于GIS、SF6断路器SF6气体回收净化、充气和抽真空
HSC350系列SF6气体维护装置 (高压液化)

轻型SF6气体维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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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参数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修改



用于GIS、SF6断路器SF6气体回收净化、充气和抽真空
HSC-X6系列SF6气体维护装置 (制冷液化)

型    号：HSC-X8-F01 *

无油压缩机：15m3/h，50bar
真空压缩机：4.8m3/h，回收终压≤0.1mbar
真 空 泵：40m3/h，极限真空≤2×10-3 mbar
过 滤 器：颗粒过滤器、干燥过滤器

储罐容积：300L
操作方式：全电气自动化

工作电压：380VAC/三相/50Hz
尺    寸：1850mm×1000mm×1835mm
重    量：950kg

用于GIS、SF6断路器SF6气体回收净化、充气和抽真空

型    号：HSC-X6-F01 *

无油压缩机：15m3/h，26bar
真空压缩机：14.4m3/h，回收终压＜33mbar
制冷压缩机：75m3/h
真 空 泵：64m3/h，极限真空≤2×10-3 mbar
过 滤 器：颗粒过滤器、干燥过滤器

储罐容积：300L
操作方式：全电气自动化

工作电压：380VAC/三相/50Hz
尺    寸：1200mm×1820mm×1785mm
重    量：1100kg

轻便 、灵活 、一体化(自带储气罐，液态存储)

集回收 、抽真空、充气 、干燥 、过滤净化、直

接回收到罐或钢瓶 、罐到钢瓶传输六大功能

创新中压冷凝原理设计，安全、快速无油回收SF6

气体，获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

10.4寸彩色液晶触摸屏带自动程序控制电控系统，

实时动态显示系统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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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X8系列SF6气体维护装置 (高压液化)

 * 各参数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修改

重型SF6气体维护装置



HSC-X9系列SF6气体维护装置 (高压液化)
用于GIS、SF6断路器SF6气体回收净化、充气和抽真空

型    号：HSC-X9-F01 *

无油压缩机：20.3m3/h，50bar

真空压缩机：13m3/h，回收终压≤0.01mbar

真空泵：65m3/h，极限真空≤2×10-3 mbar

过 滤 器：颗粒过滤器、干燥过滤器

操作方式：全电气自动化

工作电压：380VAC/三相/50Hz

尺    寸：1850mm×1165mm×950mm

重    量：800kg

重型SF6气体维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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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便 、灵活 、一体化(自带储气罐，液态存储)

集回收 、抽真空、充气 、干燥 、过滤净化、直

接回收到罐或钢瓶 、罐到钢瓶传输六大功能

10.4寸彩色液晶触摸屏带自动程序控制电控系统，

实时动态显示系统运行状态

真空检测：德国原装真空测量装置

管路开断系统：德国原装高耐压电磁阀

正压回收：瑞士百年无油压缩机制造厂

原装进口SF6气体专用无油压缩机

负压回收：德国原装无油回收泵

真 空 泵：德国品牌双极旋片式真空泵

净化系统：美国原装进口干燥/过滤器和

“金”牌过滤器芯

电气控制系统：德国原装PLC编程控制

器、工控机

HSC-X10系列SF6气体维护装置 (高压液化)
用于GIS、SF6断路器SF6气体回收净化、充气和抽真空

型    号：HSC-X10-F01 *

无油压缩机：27.4m3/h，50bar

真空压缩机：30m3/h，回收终压≤0.05mbar

真空泵：65m3/h，极限真空≤2×10-3 mbar

过 滤 器：颗粒过滤器、干燥过滤器

操作方式：全电气自动化

工作电压：380VAC/三相/50Hz

尺    寸：1850mm×1165mm×950mm

重    量：875kg

 * 各参数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修改



C1

C4

C7

C10C2

C5

C8

C11C3

C6

C9

C12

阿尔斯通双S HGF114/1A

沈开LW11-220
西开LW2-220
北开GIS

意大利35kv
施耐德35kv 110kv

西开 
LW25-252 
220KV 
LW14-110 
LW25-126
三菱 
250-SFM-50A/B 
100-SFM32A/B 
220KA 柱式

沈开LW6-220HW LW6-110HW 

阿尔斯通GL107-35

ABB 
LTB 145D1
BEDF SK1-1
LTB245E1

泰开35KV LW8-A LW20A-126
福开35KV
如开35KV

西门子 北开 AEG 日新电机

阿尔斯通 GL312FI
北京ABB HPL245BI
山东彼岸 CT
湖南电瓷 
LVQBT-220W2
江苏精科 
LVQB-110W2
DN20

AEG SI-145F1
西门子3AQIEE AP1FG 3AQ1EG DN8

平开
LW6-110 
LW6-220 
LW6-500 
5-110 
ZF6-110 
LW7-220 
LW10BDHB1

C9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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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SF6断路器及GIS转接头

250-SFM-50A/B 

C13

平开LW6-220
三连箱MG/FA4 FA2 FA1

C14

平开110KV

西开

250-SFMT-40B

三菱电机

120-SFMT-32AFUJI

BAK512LN2

沈开ZF6-22

东芝GSR-500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