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电话2进8出或1进9出，分合开关控制进线口分合，IN1/IN2为两外线接口，其他为分

配接口，通过红色按钮可灵活管理各个房间的电话。

模块类别：电话

NPX1-28 语音模块

NPX1-4 数据模块

采用4个超五类数据模块，后端点打线设计，前端采用水晶头直连，更加适合线缆在配线箱内的布置。

最大速度可达155MHz。

模块类别：电脑

NPX1-24D 数据/语音模块

数据/语音接口2组1进2出，采用屏蔽口保证通话质量及数据连接的稳定性。

模块类别：电脑/电话

NPX1-408 有线电视信号模块

该模块提供有线电视(CATV)信号1进4出，双向带宽5-1000MHz，全频段衰减不大于8dB，可顺利支持

数字电视和有线通宽带。注：如有多余的输出口，请用阻抗端子端接。

请保证有线电视输入信号平为70±2db(5M-1000M)。

模块类别：电视

NPX1-HUB 5口集线器模块  

该模块可建立4台电脑连网的小型家庭局域网，具备10Mbps的五联速度，可实现打印机、扫描仪和宽带等

资源的共享。另外提供一个UPLink口，实现与其他网络(包括宽带)的连接。采用低压直流(DC7.5V)供电安装

时可在附近设置低电压变送模块，电源模块可装在普通86型盒内。

模块类别：电脑

NPX1-112 弱电监控/安防模块
该模块提供弱电接线柱12路，可用于三表远程抄收、门铃对讲、紧急按钮以及红外线报警等安防系统。

另提供视频1进1出，以支持可视对讲及可视监控。

模块类别：弱电监控

NPX1-508 有线电视信号模块
该模块提供有线电视(CATV)信号1进5出，带宽5-1000MHz，全频段衰减不大于8dB，可顺利支持数字电视

和有线通宽带。注：如有多余的输出口，请用阻抗端子端接。

请保证有线电视输入信号平为70±2db(5M-1000M)。

模块类别：电视

NPX1-150 安防监控模块
拥有15对弱电端子，可用于三表远程抄收信号，可视对讲门铃，紧急按钮等控制系统的连接。

模块类别：弱电监控

NPX1-91 理线架
提供箱体的理线功能，在狭小的空间内良好地管理所有线缆，方便施工。

模块类别：其它

N系列终端电器 N系列终端电器

      订货时应注明：

8.1 型号；

8.2 主电路方案图；

8.3 外形尺寸；

8.4 箱体颜色；

8.5 其它与产品正常使用环境条件不符的特殊要求。

8 订货须知

7.4 消谐滤波型

7.4.1 功能简介

       非线性特性电气设备 (如，变压器、电抗器、电弧炉、整流器、变频器、可控开关设备等) 的

选用，会产生谐波，使电网电压失真，对变压器、输电线路、电力电容器及用电设备产生危害。

抑制和消除谐波的方案较多，现通常选用加装交流滤波装置、加装串联电抗器、加装静止无功补

偿装置及采用有源滤波装置来实现。消谐滤波型装置可广泛用于钢厂、码头、水泥厂及煤矿等场

所。

7.4.2 主电路方案图(见图4)

7.5 扩展功能(四种方式可选配)

      扩展功能如下：数据监测、谐波测量、电量

统计、控制保护参数设置、事件记录、遥控等。

图4 主电路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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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主电路方案图

方案说明：1、此为典型方案，可根据用户要求配置各种测显功能及其它保护功能；

                   2、补偿回路数按容量不同可设置多路；

                   3、主开关可采用塑壳断路器、刀熔开关、隔离开关等。

方案一 分相补偿 方案二 三相平衡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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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 三相平衡补偿同分相补偿结合

7.3.2 主电路方案图（见图3）

箱体为全金属焊接式结构，安装(嵌墙)尺寸：300X180X120(mm)。面板及底壳采用优质冷

轧钢板，表面静电喷涂处理，造形美观大方（箱体尺寸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

配线箱标准安装模块：

NPX1-4       数据模块

NPX1-508   有线电视信号模块

NPX1-28     语音模块

NPX1-112   弱电监控/安防模块

NPX1-24D   数据/语音模块

NPX1-91     理线架

                            

NPX1住宅信息配线箱

模块尺寸图(mm)

NPX住宅信息配线箱



NPX2-7 安防监控模块

弱电接口10路，可用于三表远程抄收信号，对讲门铃，紧急按钮控制系统的连接，另外同时提供视频监

控端口。

模块类别：弱电监控

NPX2-6 数据模块

数据/语音接口4组1进1出，采用屏蔽口保证通话质量及数据连接的稳定性。

模块类型：电脑

NPX2-610 有线电视信号模块

NPX2-9 理线架

NPX2系列模块属于背后打线的模块，为了方便理线，该理线架提供了线缆管理功能，极大的方便了用户

的线缆管理。

模块类型：理线

NPX2-SPWR 开关电源模块

该模块是专为有源的NPX2系列模块而设计，输入为220V/50Hz，输出为DC7.5V/1100mA。可支持NPX2

-HUB、NPX2-SWT及NPX2-1115A模块。

模块类型：电源

该模块提供有线电视(CATV)信号1进6出，双向带宽5-1000MHz，全频段衰减不大于10dB，可顺利支持数

字电视和有线通宽带。注：如有多余的输出口，请用阻抗端子端接。

请保证有线电视输入信号平为70±2db(5M-1000M)。

模块类型：电视

NPX2-1115A 有线电视放大器模块条

级
间

衰
减

器

输 入 输 出

+ 6 V稳 压 电 源

电 源 指 示

DC9~12V

频率范围20～1000(MHz)、标称增益15±0.5(dB)、平坦度±0.75(dB)输入电平≤80(dBμV)、噪声系统8

(dB)、最大功耗1(W)供电说明：未稳压直流供电9-12V，80(mA)

模块类别：电视

NPX2-28 语音模块

该模块全部采用RJ11接口，IN1和IN2为两个进线，其右边的1～4为它们的4个分机。

模块类型：电话

N系列终端电器 N系列终端电器

箱体为全金属焊接式结构，安装(嵌墙)尺寸：300X250X100(mm)。面板及底壳采用冷轧钢

板，表面静电喷涂处理，造形美观大方。

配线箱标准安装模块：

NPX2-HUB  5口集线器模块

NPX2-3  数据/语音模块       

NPX2-6  数据模块

NPX2-7  安防监控模块                

NPX2-9  理线架

NPX2-408  有线电视信号模块

NPX2-L 住宅信息配线箱

模块尺寸图(mm)

NPX2-HUB 5口集线器模块

该模块可建立4台电脑连网的小型家庭局域网，具备10Mbps的互联速度，可实现打印机、扫描仪和

宽带等资源的共享。另外提供一个UPLink口，实现与其他网络(包括宽带)的连接。

模块类别：电脑

该模块提供1~2部外线电话输入，最多5部内线电话输出，利用拨码开关控制各房间的语音连接。端口1

为输入，端口2~6为输出。端口7和8为1进1出的数据接口。

模块类型：电脑/电话

NPX2-3 数据/语音模块

NPX2-5 音视频模块

1路视频、2路音频的接入，3路视频、6路音频输出。L为左声道接口，R为右声道接口，V为视频接口。

IN为音视频信号的接入口，接入家庭影院等的信号源。OUT1、2、3为音频的输出口，把信号引

入所需要的房间。“+”“-”标识信号的正负极。

模块类型：音视频

NPX2-S 住宅信息配线箱
箱体为塑料面板，金属底壳结构，安装(嵌墙)尺寸：270X180X80(mm)。面板材料采用工程塑料(ABS)或

聚炭酸脂(PC)。底壳采用优质冷轧钢板，表面静电喷涂处理。

配线箱标准安装模块：

NPX2-3 数据/语音模块    NPX2-7 安防监控模块    NPX2-9 理线架    NPX2-408 有线电视信号模块

填空板

在用户所选择的模块未装满箱体时，可选择该填空板安装在未安装模块的位置，保持箱体内美观、整洁。

模块类别：其它



NPX2-7 安防监控模块

弱电接口10路，可用于三表远程抄收信号，对讲门铃，紧急按钮控制系统的连接，另外同时提供视频监

控端口。

模块类别：弱电监控

NPX2-6 数据模块

数据/语音接口4组1进1出，采用屏蔽口保证通话质量及数据连接的稳定性。

模块类型：电脑

NPX2-610 有线电视信号模块

NPX2-9 理线架

NPX2系列模块属于背后打线的模块，为了方便理线，该理线架提供了线缆管理功能，极大的方便了用户

的线缆管理。

模块类型：理线

NPX2-SPWR 开关电源模块

该模块是专为有源的NPX2系列模块而设计，输入为220V/50Hz，输出为DC7.5V/1100mA。可支持NPX2

-HUB、NPX2-SWT及NPX2-1115A模块。

模块类型：电源

该模块提供有线电视(CATV)信号1进6出，双向带宽5-1000MHz，全频段衰减不大于10dB，可顺利支持数

字电视和有线通宽带。注：如有多余的输出口，请用阻抗端子端接。

请保证有线电视输入信号平为70±2db(5M-1000M)。

模块类型：电视

NPX2-1115A 有线电视放大器模块条

级
间

衰
减

器

输 入 输 出

+ 6 V稳 压 电 源

电 源 指 示

DC9~12V

频率范围20～1000(MHz)、标称增益15±0.5(dB)、平坦度±0.75(dB)输入电平≤80(dBμV)、噪声系统8

(dB)、最大功耗1(W)供电说明：未稳压直流供电9-12V，80(mA)

模块类别：电视

NPX2-28 语音模块

该模块全部采用RJ11接口，IN1和IN2为两个进线，其右边的1～4为它们的4个分机。

模块类型：电话

N系列终端电器 N系列终端电器

箱体为全金属焊接式结构，安装(嵌墙)尺寸：300X250X100(mm)。面板及底壳采用冷轧钢

板，表面静电喷涂处理，造形美观大方。

配线箱标准安装模块：

NPX2-HUB  5口集线器模块

NPX2-3  数据/语音模块       

NPX2-6  数据模块

NPX2-7  安防监控模块                

NPX2-9  理线架

NPX2-408  有线电视信号模块

NPX2-L 住宅信息配线箱

模块尺寸图(mm)

NPX2-HUB 5口集线器模块

该模块可建立4台电脑连网的小型家庭局域网，具备10Mbps的互联速度，可实现打印机、扫描仪和

宽带等资源的共享。另外提供一个UPLink口，实现与其他网络(包括宽带)的连接。

模块类别：电脑

该模块提供1~2部外线电话输入，最多5部内线电话输出，利用拨码开关控制各房间的语音连接。端口1

为输入，端口2~6为输出。端口7和8为1进1出的数据接口。

模块类型：电脑/电话

NPX2-3 数据/语音模块

NPX2-5 音视频模块

1路视频、2路音频的接入，3路视频、6路音频输出。L为左声道接口，R为右声道接口，V为视频接口。

IN为音视频信号的接入口，接入家庭影院等的信号源。OUT1、2、3为音频的输出口，把信号引

入所需要的房间。“+”“-”标识信号的正负极。

模块类型：音视频

NPX2-S 住宅信息配线箱
箱体为塑料面板，金属底壳结构，安装(嵌墙)尺寸：270X180X80(mm)。面板材料采用工程塑料(ABS)或

聚炭酸脂(PC)。底壳采用优质冷轧钢板，表面静电喷涂处理。

配线箱标准安装模块：

NPX2-3 数据/语音模块    NPX2-7 安防监控模块    NPX2-9 理线架    NPX2-408 有线电视信号模块

填空板

在用户所选择的模块未装满箱体时，可选择该填空板安装在未安装模块的位置，保持箱体内美观、整洁。

模块类别：其它



NZQ2网络型

4.1 主回路电气技术参数：

4.1.1 主回路额定绝缘电压Ui：AC660V

4.1.2 主回路额定工作电压：AC400V

4.1.3 额定频率：50Hz

4.1.4 额定电流 (A)：1、2、3、4、6、10、16、20、32、40、50、63、80、100、125、160、180、

        200、225、 250、315、400、500、630...... 6300。

4.2 主回路结构技术参数：

4.2.1 采用两台 NA1、NM1 断路器或 NB1小型断路器为主开关；

4.2.2 采用一套独创的机械联锁机构，实现两台断路器间电气机械联锁的双重保护，以确保两台断

         路器不能同时合闸。

5.1微断型：手动自动转换、自投自复、失压转换。适用于电网-电网转换，额定电流1~63A。

5.2 标准型：手动自动转换、自投自复、失压转换、欠压转换、延时控制、缺相转换、指令(消防)复位。

                     适用于电网-电网、电网-发电机转换，额定电流16~630A。

5.3 智能型：

5.3.1 能准确显示两路三相电压、电流、功率、频率和开关状态量；

4 技术性能

5 各控制类型装置的主要功能

NZQ2
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

H B

A

W

D

N R

自动 手动
电源 N电源

4-   8

R电源

N合R分

N分R分

N分R合

常用 备用

6.1 NZQ2微断型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外形及安装尺寸

型号

NZQ2E-63

极数

4

宽W

340

高H

102

深D

122

安装尺寸A×B

308X72

5.3.2 允许用户在现场或监控中心对其工作状态“自动 / 手动”、“一二路优先供电”、“通讯”、

        “转换延时”等参数进行设定和更改；

5.3.3 具有RS232C/485通讯口；

5.3.4 具有可编程输出口，继电器输出容量达10A；

5.3.5 采用LCD液晶屏幕中文显示(能显示10X2字)；

5.3.6 能循环记忆 40 组参数，设置的参数在断电后十年不会丢失；

5.3.7 具有“遥控、遥测、遥信”等“三遥”功能；

5.3.8 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适用在强电磁干扰的复杂环 境中使用；

5.3.9  额定电流16~630A。

5.4 网络型：具有智能型所有的功能，额定电流可达6300A。

6 装置外形及安装尺寸

N系列终端电器 N系列终端电器

NPX2-SWT 5口交换机模块

可建立4台电脑的10/100Mbps自适应高速局域网，可实现打印机，扫描仪和宽带资源的共享，另外提供

一个UPLink口，实现与其他网络(包括宽带网络)的连接。采用低压直流(DC7.5V)供电，安装时可在附近设置低

电压变送模块，电源模块可装在普通86型盒内或配线箱内。

模块类型：电脑

箱体为塑料或金属面板，金属底壳结构，安装(嵌墙)尺寸：300X400X115(mm)。面板采用

工程塑料(ABS)或聚炭酸脂(PC)，也可采用优质冷轧钢板，表面静电喷涂处理。底壳采用

优质冷轧钢板，表面静电喷涂处理。

配线箱标准安装模块：

NPX2-28         语音模块

NPX2-SWT     交换机模块

NPX2-SPWR  开关电源模块

NPX2-9           理线架

NPX2-408    有线电视信号模块

NPX3 系列住宅信息配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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