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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歌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市场需求和技术研发为核心驱动的科技型公司，依托苏州和
杭州两大研发中心、温州生产基地，致力于为用户端提供能源管理和用电安全的系统解决方案。

高歌智能物联管理系统包括智能物联网云平台、智能物联塑壳断路器、智能物联测控器、智能物联
测控开关等。产品生产过程中依托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质量检测标准保证了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产品基于现场应用场景的研发，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体系，让用户有更好的产品体验感。

公司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赋能电力物联网，提供优质的产
品解决方案。全面提升分配电和智慧消防的感知能力、互动水平、运行效率和自愈能力，提供能源
数据服务，帮助用户实现能源的可视化管理，为用户高效和安全用电保驾护航。

Zhejiang Gaog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Co., Ltd. is a technology-based company driven by market demand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lying on two R & D centers in Suzhou and Hangzhou and Wenzhou 
production base, it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users with system solutions for energy management and power safety. 
 
Gaoge intelligent IOT management system includes intelligent IOT cloud platform, intelligent IOT molded case 
circuit breaker, intelligent IOT measurement controller, intelligent IOT measurement control switch, etc. 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products are ensured b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quality inspection standar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product is based on the field application scenari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perfect pre-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system, so that users have a better sense of product experience. 
 
The company empowers the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5g, and provides high-quality product solutions.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perception ability, interaction level,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self-healing ability of power distribution and intelligent 
fire protection, provide energy data services, help users realize the visualized management of energy, and guarantee 
the efficient and safe use of electricity for users.

高歌 ● 智能物联



电气火灾成为最重要火灾成因

国家部委，权威发布

近6年全国火灾成因统计 近6年全国重特大火灾成因统计

ELECTRICAL FIRE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 OF FIRE

AUTHORITATIVE RLELASE

近 6 年来，我国电气火灾占到了全国火灾总量
的 30% , 造成的伤亡数占全国火灾伤亡总数的
33%。

近 6 年来共 24 起重特大火灾中，有 17 起为电气
火灾 , 占比高达 71%。

数据来源：原公安部消防局统计字，截止时间 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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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安全用电
BENEFITS OF SMART AND SAFE ELECTRICITY USE

安装智慧安全用电的好处
INTELLIGENT IOT PLASTIC SHELL

传统配电
面临的难题
TRADITIONAL DISTRIBUTION
CHALLENGES

解决方案
八大功能优势
EIGHT FUNC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SOLUTION

VS

针对“营、配、调 " 三个部门的需求，高歌物联智能断路器结合智能终端的解决方案，解决电气配电
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实现了以下八大功能 :

高歌智慧能配电物联网解决方案，使配电侧实现了“营、配、调”的融合贯通 , 提高了电网运营质效、
提升了客户用电满意度。



Comprehensive web management
全面的 WEB 端管理：

单位或公司用户可以在电脑 WEB 端 , 对系统平台进行集中管理 , 用户端可以在 WEB 端查看设备的运行情况、实时处理
告警信息分析历史数据以及后台管理等各项工作。

设备分布界面可以显示所有设备的运行情况，包括告警、正常、故障及离线等
设备状态，用户可以在地图中查看各个设备的具体安装位置 , 并可以观察设备
告警或故障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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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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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distribution
设备分布

全国设备 4512

当前区域总设备量 716

告警设备 20

正常设备 617

故障设备 12

离线设备 13

在实时告警界面，系统将根据设备告警时间顺序 , 轮转显示正处于告警状态的
设备 , 用户及时进行处理 , 并可以查看报警与处理详情。

Real-time Alarm
实时告警

根据检测数据 , 电网管理部门可进行调度切换 , 针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各种模型分
析，为客户消除安全隐患。

Device list
设备列表

在报表统计界面 , 用户可以按照时间、数据、设备或记录类别等多维度查看设
备运行记录，并可以将报表导出分析，为系统设备运行趋势提供参考依据。

Report statistics
报表统计

高歌可视化智能云平台架构

智能移动终端
INTELLIGENT RECLOSING MOLDED CASE 
CIRCUIT BREAKER



System overview
云端监控系统概述：

高歌物联网技术研发团队建设的智慧安全用电、消防物联网安全监控系统，将用电管理和安防监控
实现云端化、可视化，提前安全隐患的报警管理 , 将分散的设备数据转换成云端大数据 , 变被动或管
理为主动式管理，实现对电气设备使用统一智慧化管理，切实保障用电设备运行安全 , 可控高效 , 着
力打造智慧安全用电的管理平台，使移动互联网 , 大数据 , 云计算技术 , 通过创新的各种传感器 , 把电
气安全数据实时传送至云平台数据库，并提供远程实时监控和手机 APP 应用，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
提前消除电路中的安全隐患，保证电路设备的正常供电。



Product overview

Communication mode

产品概述：

通讯方式：

GGIOT-M8L 系列智能物联塑壳断路器是一种一体式多功能、负荷电流、剩余电流等可设定的高分段
型电子式重合闸断路器，适应于额定工作电压 400V、交流 50HZ、额定电流 800A 及以下的电源中
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中，具备对电压、电流、剩余电流、线缆温度、电量能耗、功率及功率因素
等多方位检测与保护能力，用于对人身触电危险提供间接接触保护，防止因设备绝缘损坏，产生接地
故障电流而引起的火灾危险，同时此款智能断路器还具备分配电能、提供过载与短路保护功能，断路
器本身具备 GPRS 无线通讯，将数据传送至云端，实现手机 APP 互联及远程操控。

● 无需网线；
● 内置 GPRS 通讯模组、支持 4G、NB、电力载波（HPLC）、以太网等；
● 无需控制线，无线连接云端；
● 无需 WIFI、路由器、网关、设备自带通讯模组；
● 无需电脑、手机 APP 远程监控监管。

配电物联网解决方案

智能重合闸塑壳断路器
INTELLIGENT RECLOSING MOLDED CASE 
CIRCUIT BREAKER



INTELLIGENT RECLOSING MOLDED CASE 
CIRCUIT BREAKER



Product features
产品功能特点：

● 液晶中文显示，操作直观方便；
● 具有高分断能力，保证线路短路保护的可靠性；
● 长延时、短延时和瞬时三段保护，采用电子式脱扣；
● 内置电动操作机构，实现远程分合闸；
● 具有通讯功能，可实现用电线路的电压、电流、负载、短路、
    漏电等故障的报警信息推送；
● 保护功能及安全阈值参数可在线设定；
● 具有一次重合闸功能；
● 大电流瞬时脱扣功能；
● 线路电流、电压、剩余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电量实
    时显示，有功无功可实时查看；
● 一次开关与二次终端设备高度融合，产品功能国内领先；
● 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剩余电流档位在线调整，具有
    重合闸功能；
● 环境温度 -55℃ ~80℃；
● 剩余电流闭锁、过载、欠压、过压、温升、缺相、识别、
    显示，并可存储、查询、删除；
● 四遥功能：支持远程遥控、遥信、遥测、遥调；
● 24 小时在线检测，发生异常时系统自动识别问题线
    路，精确排查安全隐患。

配电物联网解决方案

智能重合闸塑壳断路器
INTELLIGENT RECLOSING MOLDED CASE 
CIRCUIT BREAKER



INTELLIGENT RECLOSING MOLDED CASE 
CIRCUIT BREAKER

Main performance indexes

Specification size

主要性能指标：

规格尺寸 (mm)：

额定工作电压（V） AC400V 通讯方式 NB/2G/4G

额定绝缘电压（V） AC800V 重合闸时间（s） 20-60s

额定电流（A） 100-800A 运行短路分断能力 ICS（KA） 35-65KA

过压保护值（V） 设置值（250-300V）±5% 极限短路分断能力 ICU（KA） 50-85KA

欠压保护值（V） 设置值（145-200V）±5%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KV） 8KV

额定频率（HZ） 50HZ 额定短路耐受电流 5KA/0.5s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mA） 50-800mA 剩余电流动作特性 AC 型

分断时间（s） ≤ 0.3s 符合标准 GB/T14048.2

规格 外形尺寸 mm 安装尺寸 mm

A B C H H1 a b 安装孔

100 128 232 168 116 50 62 210 6×Φ4

160 142 240 171 138 50 72 200 6×Φ4

225 142 240 171 138 50 72 200 6×Φ4

400 195 335 245 178 82 98 268 6×Φ6

630 195 335 245 178 82 98 268 6×Φ6

800 280 355 237 186 76 142 248 6×Φ7



INTELLIGENT JOINT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WITCH



配电物联网解决方案

智能物联测控开关
INTELLIGENT JOINT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WITCH
Product overview

产品概述：

GGIOT-K1 系列智能物联测控开关，是一种一体式负荷电流、剩余电流、烟雾检测、燃气检测等多功
能智慧测控开关，本产品适应于小区住宅、学校宿舍、幼儿园、养老院、酒店宾馆、商业综合体、加
油站等人员密集型场所，该系列产品将智慧安全用电与烟雾燃气的结合，可实现对用电的实时监控、
烟雾报警监控、燃气报警监控，具备对电压、电流、剩余电流、线缆温度等多方位检测与保护能力，
检测系统与平台相结合，实现手机远程 APP 在线监控监管。

Communication mode
通讯方式：

● 无需信号线，烟感与探测模块无线互联；
● 内置 GPRS 通讯模组、支持 4G、NB 等；

● 无需控制线，无线连接云端；
● 无需 WIFI、路由器、网关、设备自带通讯模组；

● 无需电脑、手机 APP 远程监控监管；
● 烟感报警器、燃气报警器与探测模块一对一连接；

● 一个探测模块可接 3 个烟感。



Product features
产品功能特点：

● 液晶中文显示，操作直观方便；

● 具有高分断能力，保证线路短路保护的可靠性；

● 内置微断脱扣机构，实现远程分闸；

● 具有通讯功能，可实现用电线路的电压、电流、负载、短路、漏电等故障的报警信息推送；

● 保护功能及安全阈值参数可在线设定；

● 预警自动脱扣；

● 大电流瞬时脱扣功能；

● 烟雾报警实时推送至云平台；

● 燃气报警实时推送至云平台；

● 一体化测控开关，即可对用电进行监控，同时还可以对烟雾报警进行推送，同时具备远程

   分闸功能；

● 专为线路改装而研发，该产品电路安装简单、使用方便，是目前国内改装智慧安全用电理

   想选择。

配电物联网解决方案

智能物联测控开关
INTELLIGENT OBJECT JOINT MEASURING 
CONTROLLER

Specification size
规格尺寸 (mm)：



INTELLIGENT OBJECT JOINT MEASURING 
CONTROLLER

A烟雾报警器

B 燃气报警器

C 烟雾报警器

智能物联测开关 智慧云端

手机 APP
电脑监控软件

Function realization combination diagram
功能实现组合图：

VS
传统设备

传统烟感或 NB 烟感只具备烟雾检测功能，不具备用电

检测监控监管功能。

智能无线断路器，具备对用电进行检测监控，但不能检

测烟雾报警。

组合式智慧用电测开关，既可以实现对烟雾报警的监控，

又可以对用电进行监控监管，功能多样化。

一体化智慧用电测开关，是将智慧安全用电测控与烟感

报警的完美结合，从而实现烟雾报警与用电监测通过测

开关进行远程监测监控监管。

智能物联测控开关
INTELLIGENT OBJECT JOINT MEASURING 
CONTROLLER

智慧物联网设备



配电物联网解决方案

智能物联测控器
INTELLIGENT OBJECT JOINT MEASURING 
CONTROLLER



Product overview

Communication mode

产品概述：

通讯方式：

GGIOT-C6 系列智慧安全用电测控器，是一种一体式对负荷电流、剩余电流、线缆温度等多功能智慧
消防探测设备，本产品适应于工业厂房末端配电箱，小区住宅、学校宿舍、医院、政府机关单位、酒
店宾馆、商业综合体、加油站等人员密集型场所，该系列产品将智慧安全用电与数据采集模块相结合，
可实现对用电的实时监控、具备对电压、电流、剩余电流、线缆温度等多方位检测与保护能力，检测
系统与平台相结合，实现手机远程 APP 在线监控监管。 

● 无需电流互感器，无需剩余电流互感器，无需温度传感器；
● 内置 GPRS 通讯模组、支持 4G、NB、电力载波（HPLC）、以太网等；
● 无需控制线，无线连接云端；
● 无需 WIFI、路由器、网关，设备自带通讯模组；
● 无需电脑、手机 APP 远程监测、监控、监管；
● 设备采用电流数据、漏电数据与采集模块一体化设计，安装简单方便。

INTELLIGENT OBJECT JOINT MEASURING 
CONTROLLER



高歌智慧安全用电接线示意图传统智慧安全用电接线示意图
传统产品接线复杂，人工、产品成本高，

占用空间大。
高歌产品接线简单，人工、产品成本低，

占用空间小。

配电物联网解决方案

智能物联测控器
INTELLIGENT OBJECT JOINT MEASURING 
CONTROLLER

N

N

VS



Main performance indexes
主要性能指标：

工作电源 AC220V 50Hz

工作环境 -20~80℃

工作湿度 ≤ 95%RH, 不结露

使用高度 海拔≤ 2500 米

输出回路 1 路无源继电器触点输出 , 最大触点容量 5A

通讯方式 内置无线 GPRS 上传云平台

远程控制 开闸 / 合闸远程操作 , 测控器端口无源输出

三相电流 0~400A

线缆温度 0~100℃

环境温度 0~100℃

线路漏电 100~2000mA

安装方式 导轨式安装

安装尺寸 155mm×51mm×90mm

Product features
产品功能特点：

● 液晶中文显示，操作直观方便；
● 具有高分断能力，保证线路短路保护的可靠性；
● 具有通讯功能，可实现用电线路的电压、电流、
   负载、短路、漏电等故障的报警信息推送；
● 保护功能及安全阈值参数可在线设定；
● 电流互感器内置，无需接线安装；
● 剩余电流互感器内置；
● 一体化设计，安装操作方便。INTELLIGENT OBJECT JOINT MEASURING 

CONTROLLER

Specification size
规格尺寸(mm)：



配电物联网解决方案
智能物联网应用场景
CASE OF INTELLIGENT INTERNET OF 
THINGS

电缆线路隐蔽，维护不便，需要着重解决温度高和火灾等安全隐患，实现状态可视化和智能运维。

COMMUNAL FACILITIES
配电台区 - 城网 公共设施

地下管廊

COMMUNAL FACILITIES
配电台区 - 城网 公共设施

对于用电稳定性和维护效率要求高，需要着重解决用电实时监控和停复电管理。

医院用户

COMMUNAL FACILITIES
配电台区 - 城网 公共设施

用电分散，用电设备不易管理，需要着重解决用电安全和用电负荷监测。

学校

COMMUNAL FACILITIES
配电台区 - 城网 公共设施

负荷变化大，充电风险高，需要着重解决负荷动态监测，提升用电安全。

充电桩



用户负荷较大，以三相为主，主要负载为三相动力设备和普通单相大规模用电。对于电能质量要求高，电能消耗大，
需要着重解决用电安全和综合能源管理。

INDUSTRY AND COMMERCE
配电台区 - 城网 工商业

工业用户

用电环境复杂，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需要着重解决负荷动态管理以及状态实时监测。

INDUSTRY AND COMMERCE
配电台区 - 城网 工商业

商业综合体

人员密集，安全意识薄弱。 需要着重解決用电安全和状态实时监测以及安全隐患管理。

COMMUNITY
配电台区 - 城网 社区

社区用户

RURAL NETWORK
配电台区 - 农网

以照明为主，用电设备主要为普通家用电器，无明显大功率设备。线路长维护不便，需要着重解
决降低线路线损和智能运维。

农网用户

COMMUNAL FACILITIES
配电台区 - 城网 公共设施

用户负荷较大，以三相为主，主要负载为三相动力设备和普通单相大规模用电。线路隐蔽，用电
设备分散，需要着重解决状态可视化和设备管理。

体育场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