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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宏科技
是电源供应器世界级领导厂商，拥有近45年专业丰富的制造经验和坚强的研发设计能力。飞宏在美国加州、

纽约、荷兰、中国、日本和台湾均设有研发实验室和业务销售服务据点。顺应全球节能减碳与环境保护需求，

飞宏凭借享誉全球的电能转换技术，成功开发一系列电动车充电解决方案，正式跨足电动车大瓦特数的快速充

电领域。飞宏在东莞清溪已建立超过十万平方米的高质量、高产能，一站式垂直整合自动化生产制造和实验测

试基地；此外所有产品皆通过新国标GB/T检验，能协助合作伙伴以代工方式，快速进入电动车充电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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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充电系列产品 :
类别 产品项目 照片 对照项目

20/40kW 充电桩 -单枪

60/80/100/120kW 充电桩 -单枪
80/100/120kW 充电桩 -双枪

60kW 充电桩 -双枪

20kW 直流充电桩

40kW 直流充电桩

60kW 直流充电桩

储能式电动自走车

10kW 道路救援直流充电车 (充电宝 )

道路救援直流充电模块

15kW/20kW/30kW 电动车直流充电模块

15kW 三合一电动车直流电充电模块

15kW 壁挂式电动车直流充电器

三相63A 交流广告推播充电桩

13A/16A/32A 壁挂交流充电桩

32A 壁挂/落地 两用交流充电桩

16A 便携式交流充电缆线



20kW~160kW 电动车直流充电系列 (立柱式)

20kW/40kW/60kW 电动车直流充电系列 (移动式)

60kWF20kWD 40kWE

符合新国标GB/T充电界面

７”HMI或10.4"IPC触控屏及容易操作的用户界面

具备以太网络连机功能，可记录充电数据并抛接后

台，从云端后台同步了解充电桩的状态

配备智能无线射频辨识系统(RFID)       
充电枪头具有电子锁功能，确保充电过程安全性

电动车道路救援专用

手動搖杆控制移动

20kW直流快速充电

储能系统功能提供3.5kW AC输出备用电力

支持PIN码验证，支持远程监控及更新

功率限制软件

高安全性充电过程温度监控直流输出线绝缘检测

预充功能，系统软启动

防止电池反接及电流倒灌功能

电池状态监控

储能式电动自走车

20/40kW-单枪A 60kW-双枪(内含2组
30kW直流充电模块)

CB 60/80/100/120kW-单枪
80/100/120kW-双枪

高充电电压及高充电电流，为电动乘用车和电动巴士

提供最理想的快速充电解决方案

宽范围充电电压(200V~750V)，可随车子需求进行

自动智能电压变换

型號包含單/雙槍分離式與整合式

单/双枪充電 :自有專利智能分配充电

符合新国标GB/T充电界面

宽范围充电电压(200V~750V)，可随车子需求进行自动

智能电压变换；也提供窄范围充电电压 (200-500V)及

低电压(30~100V)版本供选择

高充电电压(最高750Vdc)及高充电电流(最高200A)，为

电动乘用车和电动巴士提供最理想的快速充电解决方案

具备以太网络连机功能，可记录充电数据并抛接后台，

从云端后台同步了解充电桩的状态

充电枪头具有电子锁功能，确保充电过程安全性

可选配智能无线射频辨识系统(RFID)

储能式电动自走车G



10kW 道路救援充电车 (充电宝)

15kW/20kW/30kW 电动车直流充电模块

道路救援直流充电车H

符合GB/T 20234.1-2015 & GB/T 20234.3-2015新国标规定

6.3kWh磷酸锂铁(LiFePO4)电池组

配备友好人机交互功能，可透过触摸屏配置充电等参数

触摸屏可显示充电电压、充电电流、车子电池SOC等信息

具储能系统功能，提供3.5kW AC输出备用电力

具有急停、输入/输出过流保护、输入/输出过压/欠压保护、短路保护、

防浪涌保护、防雷击保护

充电低压辅助电源，可兼容提供大车24V和小车12V电源

当接上电动车直流接口后会开始与电动车做通讯，完成通讯后即开始充电

当接上交流市电，会自动对电池做充电让电池维持满电状态，当交流市电

消失时可以由电池放电220Vac的输出

电动车道路救援

與12kWh储能电池使用时，直流快充最大功率可以达到达20kW
输入侧保护过压、过流、过温、欠压、雷击

储能系统功能，提供3.5kW AC输出备用电力

输出侧保护短路、过压、过流

符合GB/T 20234.1-2015 & GB/T 20234.3-2015新国标规定

200V~750V电池充电电压, 可随车

子需求进行智能电压变换

智能数控及高频操作的电源输出控制

含功率因数校正，功率因数可达0.99
具备功率限制软件能降低损害风险

高安全性：充电过程温度监控且强制风冷

系统具备软启动和预充功能

电源输入侧的过压、欠压保护、防雷击浪涌保护功能

直流输出侧的过压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功能

模块化设计且体积小，容易使用和维护

符合最新国标GB/T 18487.1-2015和GB/T 27930-2015要求设计 
内建充电通讯模块(CSU)和400W辅助电源，只需接上交流三相380V五线输入及

充电枪，即可对电动车充电

具有输入/输出过流保护、输入/输出过压/欠压保护、短路保护、防浪涌保护、防雷

击保护、充电机设备系统检测、充电机联网检测、充电机接地检测、充电车辆接

地检测等功能

安装方式 : 只需接上交流三相380V五线输入及充电枪则完成安装

可配置定时间、定电量、自动充满的充电模式

充电机系统参数(充电电压、充电电流)可实现修改和自动保存功能，断电后可实现

记忆保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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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携带与简约的设计

IP54适用于户外环境

LED充电状态指示灯提供充电状态快速辨识

接地保护侦测/突波保护/过电流保护/过电压保护/低电压保护

简单且安全的电动车充电解决方案

配置射频式读卡装置，可通过手机APP进行身份验证

搭配有线以太网络或无线WiFi
充电数据储存功能，保留500条以上事件纪录

充电数据断网续传功能

配置精确度等级1.0级交流电能表

充电电压200V~500V
最大充电电流30A，15kW最大输出功率

7”HMI液晶触控屏

三相供电与充电模式三之Type C连接方式

5”彩色LCD液晶显示屏, 可进行多元的广告活动与讯息推播

支持IC卡刷卡, 可产生二维条形码供手机支付

内建电能表电量计量, 配备状态指示灯

扩充支持后台数据通讯

符合GB/T 20234.2-2015《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2部分交流充电接口》提供安全握手程序 

监控充电过程，提供相对应的全面性保护

紧急停止按钮, 桩体自动切断输出

壁挂交流充电桩N

壁挂/落地 两用交流充电桩 O

三相交流广告推播充电桩M

15kW 壁挂式L

蓝色

白色

客制化颜色

AF-13A
AF-16A
AF-32A

便携式交流充电缆线P

居家用户、小宅区、或商场用户最经济的选择

适用输入范围 : 200Vac~245Vac  
电力保护 : 过欠压保护、过流保护、漏电保护、防雷击

保护、接地失效侦测、过温、浪涌以及充电保护等功能

时尚外型、可客制化机台颜色与图面

符合人体工学之设计，操作轻松不费力

IP54防水等级，适合室内和室外使用

可选配有线/无线网络，连接控制中心达成远程管理，

并自云端下载更新软件

可选配无线射频辨识系统RFID，达成使用者辨识与管理

充电界面 : Mode 3 Type B或Mode 3 Type C

15kW 壁挂式 直流充电桩

电动车便携式交流充电缆线

13A/16A/32A 交流充电桩

三相63A 交流广告推播充电桩

NF-32A

显示看板
广告活动
讯息推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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