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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输出特性曲线

效率曲线

产品简介

SER10010K1B模块是盛弘专为低压需求车辆研发的10kW直流充电模

块，电压输出范围35-120Vdc，输出电流最大可达100A，通过按键设

置模块参数，支持热插拔，具有高可靠性，高效率，高功率因数，低噪

声等优点。

产品特点

低电压大电流输出 恒功率输出范围100-120Vdc 耐用高质量，超低故障率支持在线热插拔 高效率，低功耗

型号 SER10010K1B

设备尺寸 405mm*218mm*86mm

设备重量 10kg

散热方式 强制风冷

输入电压 304-456Vac

电压制式 三相四线制 U,V,W,PE

输入电流 ≤22A

输入频率 45-65Hz

功率因数 ≥0.98

谐波电流 THDi<5%

最大输出功率 10kW

输出电压 35-120Vdc

输出恒功率范围 100-120Vdc

最大输出电流 100A

效率 94%

海拔高度 ≤2000m

噪声 ≤60dB

工作温度
－40℃～＋65℃，环境温度高于 50℃可
降功率运行，环境温度高于 68℃保护关
机。

基本指标

输入特性

输出特征

环境指标

工作湿度
日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95%，月平均相对
湿度不大于90%，无凝露。



盛弘电气国网版80kW单枪直流一体式充电桩，满足国家电网直流充电设备标准化设计方案，
全新国网定制外观，使用20kW大功率直流充电模块，宽电压输出适配各种充电车型。

根据国家电网充电设备标准化设计方案研发，
满足国家电网企业标准

国家电网标准化设计



产品特点

满足国家电网充电设备标准
化设计方案，全新国网定制
机型

安全可靠

具备完善的保护功能，满足
最新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满足国家电网标准

便捷支付

支持刷卡、VIN码、移动支
付等多种支付方式

高效充电

电压范围宽，充电电流大，
减少充电排队时间，提高运
营效率，客户资金回笼快

支持云端管理，为客户提供更
便捷、更贴心的充电运营管理
解决方案

产品参数

国网标准

云端管理

安全防护 保护功能
输入过欠压保护、输入过电流保护、防浪涌保
护、输出短路保护、过温保护、防反灌保护、
电池主动保护、紧急停机等保护功能

输入参数 输入电压 323～437Vac

输入功率 45～65Hz

最大输入电流 160A

输入功率因数 ≥0.99

输出参考 输出电压范围 200～750Vdc

输出电流范围 0～242A

整机频率 峰值效率≥95%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20～65℃,50℃以上降额输出

工作湿度 ≤95%

海拔高度 ≤2000m

基本参数 外观尺寸 W700*D400*H1800mm









数







可配置双枪、四枪，满足多车位同时充电，提高
充电车位利用率

采用盛弘第五代功率模块，大电流输出，支持双
枪并充，电压输出范围宽，适配各种类型充电车
辆

提供快慢充、并充、均充、轮充与柔性充电等多
种充电方式可供选择，满足各种使用场景充电需
求

盛弘股份240kW户外型直流一体式充电桩采用新一代15kw智能充电模块，双枪、四枪可根据用
户需求灵活配置，柔性充电提高电能利用率，减少充电时间，能够满足多种车型的充电需求。

应用场景

大功率充电

一机多枪

充电方式多样性

产品概述

大巴车 物流车 网约车 城市综合 公交集团出租车 汽车租赁企业



产品特点

支持两台设备同时对一辆车
并充，大幅度提升充电速度

一机四枪

四枪配置，一机同时兼顾四
个车位，满足四辆车同时充
电需求

便捷支付

支持刷卡、VIN码、扫码支
付等多种结算方式、操作简
单

功率配置

180kW—240kW功率配置方
式，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

高效充电

采用高效率模块，整机效率
峰值达95%

产品参数

应用案例

双枪并充

深圳石岩诚光充电站
（公共充电场站）

西安子午大道充电站
（公共充电场站）

广州白云三东大道充电站
（公共充电场站）

安全防护 保护功能
输入过欠压保护、输入过电流保护、防浪涌保
护、输出短路保护、过温保护、防反灌保护、
电池主动保护、紧急停机等保护功能

输入参数 输入电压 323～437Vac

输入功率 45～65Hz

最大输入电流 480A

输入功率因数 ≥0.99

输出参考 输出电压范围 200～750Vdc

输出电流范围 0-720A(系统)

整机效率 峰值效率≥95%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20～65℃,50℃以上降额输出

工作湿度 ≤95%

海拔高度 ≤2000m

基本参数 外观尺寸 W800*D800*H2200mm



盛弘股份V6版本60-160kW户外型直流一体式充电机采用盛弘20kW直流充电模块，灵活配置
单双枪，功率智能分配，人机交互界面更舒适，满足出租车、物流车、大巴车等大容量、高
续航电动汽车的快速充电需求。

智能控制按需启动功率模块，高转换效率，待机损
耗低

智能识别单枪独立充电与双枪同车并充，插枪即亮
屏,支持远程升级

系统和模块具备风扇精准调速功能，不仅提高了充
电效率，还有效的降低了噪音，用户体验感更好

智能充电

高效充电

低噪设计



数

输入过欠压保护、输入过电流保护、防浪涌保护、输出短路保护、
过温保护、防反灌保护、电池主动保护、紧急停机等保护功能

根据车的接口类型（并充口
或单充口），智能识别单枪
独立充电与双枪同车并充

支持远程升级

搭载盛弘自主研发的TCU，
可以远程诊断故障，支持远
程OTA和USB-OTA

风扇精准调速

系统和模块具备风扇精准调
速功能，能够有效提高充电
效率和降低噪音，满功率输
出不降额

支持定制

60kW-160kW多种功率柔性
配置，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

超低能耗

运行和待机时的电损耗低，
降低运营成本，增加场站收
益

智能识别并充

304～456Vac

45-65Hz

320A

≥0.99

200～750Vdc

0-532.8A(系统)

峰值效率95.9%

-20～+75℃,50℃以上降额输出

5%～95%（无凝露）

≤2000m，2000m以上需降额工作

W800*D450*H1800mm



盛弘股份V6版本200-320kW户外型直流一体式充电机采用盛弘20kW直流充电模块，灵活配
置单双枪，模块化设计，按需布局，易生产，易维护，满足泥头车、工程机械车等大容量、
高续航电动汽车的快速充电需求。

系统自动休眠，效率自动寻优，整机待机功耗小于
40W，降低运营成本

智能识别单枪独立充电与双枪同车并充，支持一桩
一码，即插即充,支持远程升级

G3防尘设计，适用更多场景，IP54防护等级，具备
过温保护，温度升高至保护点可降低输出功率或断
电，保障人身安全

智能充电

高效充电

安全充电

泥头车



数

输入过欠压保护、输出过欠压保护、短路保护、过流保护、
过温保护、防雷保护

根据车的接口类型（并充口
或单充口），智能识别单枪
独立充电与双枪同车并充

超低能耗

运行和待机时的电损耗低，
功耗小于40W，降低运营成
本

稳定性高

TCU+CCU系统架构，稳定
性更高，支持V6生装一键
自动化测试，支持4G模块
选配，成本更优

支持定制

200kW-320kW多种功率配
置方式，满足客户定制化需
求

易于维护

支持运维平台，远程诊断故
障，支持远程OTA和
USB-OTA，防尘网无需额
外工具，可直接拆卸维护

智能识别并充

304-456Vac

45-65Hz

621A（320kW）

≥0.99

200～750Vdc

0-960A（320kW系统）

峰值效率94.6%

-20～+65℃,50℃以上降额输出

5%～95%（无凝露）

≤2000m，2000m以上需降额工作

W800*D750*H1900mm



SEC1000/160Y-CJ-P欧标直流一体式充电机主要应用于快速充电站。该系列采用盛弘股份新一
代20kW直流充电模块，整个充电系统可灵活配置输出，提供欧标与日标双标准可选充电类型，
充电系统可以满足市场上大容量、高续航电动汽车的快速充电需求。

智能控制可按需启动充电模块，转换效率高，待机
损耗低，节能高效，同时降低能耗

使用盛弘的最新一代充电模块，大电流输出可缩短
充电时间，宽电压输出范围可适应各种类型的充电
汽车，并实现汽车的快速充电需求

不锈钢机身设计，IP55等级，具有过热保护功能，
温升至保护点可降低输出功率或关闭电源，保护人
身安全

快速充电

高性能

高防护



数

输入过欠压保护、输入过电流保护、防浪涌保护、输出短路保护、
过温保护、防反灌保护、电池主动保护、紧急停机等保护功能

304～456Vac

50-60Hz

299A

≥0.99

200～1000Vdc

欧标：0～200A；日标：0～125A

峰值效率95%

-25～+65℃（超过45℃降额运行）

5%～95%

≤2000m

W1000*D700*H2000

60kW~160kW多种功率配置
方式，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

超宽输出
电压范围

输出最高电压可达1000V，
既可以满足低电压车型充电
，又满足大巴车及未来豪华
车型的高电压平台充电需求

一机多枪

双枪机型可以按照车辆需求
进行功率自动切换，满足两
台车同时快速充电

 云管理

支持云管理，为客户提供更
便捷，更贴心的充电操作管
理解决方案

便捷支付 超高防护等级

系统具备超高的防护等级，
不锈钢机身，防护等级高达
IP55，可以经受户外各种恶
劣环境的考验，超长的使用
寿命

支持定制

支持visa/master/apple pay/
samsung pay等提高了客户
的运营效率





数



























蔚景云 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