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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518）成

立于1993年，于2010年成功登陆A股市场；中国领先的

新能源及数据中心关键基础设施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致

力于电动车充电系统产品线（直流充电桩、交流充电桩、

太阳能辅助电力方案、储能方案、监控等）、数据中心关

键基础设施产品线、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产品线、分布式

储能产品的研发、制造和一体化解决方案应用开发，为全

球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优质产品及全方位服务。

凭借着产品优势和高质量的服务，科士达先后获得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火炬计划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国军标认证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等重大殊荣。

科士达在业内率先建立起以“全国客户服务中心—大区技

术支持中心—省区售后服务中心-地区服务中心”为架构的

覆盖完整、布局合理、贴近用户的多级服务体系，为用户

提供7×24小时可靠服务。

公司概况／战略合作

国家电网 南方电网

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日产汽车 槿天新能源 西晔贸易新奥投资

申沃客车 比亚迪

华住酒店亚星客车

宏远汽车

百成客车 日铁住金

中国铁塔

中国燃气

南京金龙

济南市政府

南京公交 南通公交 中山陵景区 玄武湖景区

公司概况

服务体系

深圳光明高新区科士达工业园深圳观澜福苑工业区科士达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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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恵州市仲恺高新区科士达工业园

客服热线: 400-700-9662

网址：www.kstar.com.cn



行业领先的制造基地
中国动力 驱动未来

Powering The Future

直流充电桩组装车间

激光切割机数控机床线 焊接机器人

SMT生产线 插件生产线 自动光学检测线

模块组装车间交流充电桩组装车间

模块测试线模块老化线整机测试区

EMI实验室（测RE辐射干扰） 防水实验室环境兼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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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变压器   中低压开关柜

有源滤波器   交直流控制电源

整体解决方案

科士达基于新能源行业领先的研发实力及完整产业链制造基础，为用户提供包括充电系统，配电系统，

储能系统，测控系统、安防系统及太阳能产品在内的新能源电动车充电系统一体化解决方案。

数据服务器UPS 空调

交直流电源

0.4KV

数据服务        通信管理

供配电管理    安防管理

测控装置

交流充电机    直流充电机

分箱式充电    充放电管理

充电系统

照明设备     给排水设备

消防设备     其它基础设施

配套设施

计费管理 车辆调度与管理

APP应用 维护保养

运营管理

快换机构

终端采集

控制系统

数据服务

控制中心

充电架

变压器

无功补偿柜

公共电网

电池维护
电力系统

监控工作站

安防系统

监控工作站计费工作站

光伏风能

光伏发电   风能发电

光伏并网   风能并网

储能系统

电能存贮       电能释放

充放电管理   电池配送

配电系统

 交换机

低压开关柜

电池储能站

风力发电站

有源滤波器

中压开关柜

直流充电柜

直流充电柜

交流充电桩

一体式直流充电机（单枪）

一体式直流充电机（双枪）

直流充电终端

KSG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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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充电产品为电动车提供交流充电电源，采用先进的嵌入式控制技术，具有多种计费方式与智能化管理满足

最新国家充电标准。具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漏电保护，紧急停机等功能。人机界面友好，使用简单方便，环境

适用性强，稳定可靠。交流充电桩产品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可靠，占地面积小，主要应用于现有车库、停车场等占

地空间小的场所。

交流充电产品

单相交流充电桩

型号  EVA-07-220 

输入电压 AC220V±15%

交流频率范围 50 / 60Hz±10%

输出电压 AC220V±15%  

输出最大电流 32A  

绝缘性能 ≥10MΩ（输出-机壳）

保护功能 输入过压、欠压、过流、短路、漏电及输出限流等保护功能

通讯接口 Ethernet通讯、3G、4G、Wifi、GPRS

工作环境 海拔≤2000m 温度-20~50℃ 湿度 95%

可靠性 MTBF≥100000Hrs

尺寸（W×D×H）mm 300*130*420(壁挂）360*300*1470(落地式）280*280*1050(立柱组件）

重量 10kg / 18kg / 64kg

技术指标

◆显示方式

友好可视化操作、多种信息显示、提示信息、IC卡信息、

充电相关信息

◆计费管理

电能采集系统和费用计算系统提供准确消费数据，可通过

IC卡、手机APP、支付宝、微信等方式进行支付

◆自动停机  故障指示

当与电动汽车充电时，电池充满自动停止，并以指示灯方

式提醒用户。当充电桩出现过欠压、过流、短路、漏电以

及连接故障时，充电桩自动停止，并以指示灯报警

◆兼容性强

充电兼容符合国标的所有新能源电动汽车，通过双枪头接

的方式能兼容欧标、美标等不同接口标准的电动汽车

◆可靠性高

工业级设计，温度适应性好，使用时间长，防护等级IP54

◆安装方式

落地式：配立柱；壁挂式：配支架；一体落地式

三相交流充电桩

◆显示方式

友好可视化操作，多种信息显示，提示信息，IC卡信息，充

电相关信息 

◆控制方式

多种充电模式：自动充电，按照电量充电，按照金额充电，

按照时间充电

◆计费管理

电量采集系统和费用计算系统提供准确消费数据，可通过IC

卡、手机APP、支付宝、微信等方式进行支付

◆自动停机  声光报警

当与之匹配的车载充电机对电池组进行充电时，充电时间、

充电容量任意一种达到要求，设备自动停止并以灯光提醒；

当充电机出现过压、过流、以及连接故障时，设备自动停止，

进入保护状态，显示故障内容并以声光报警

◆掉电记忆功能

掉电后所有记录不丢失，重新加电后可继续充电

◆可靠性高

工业级设计，温度适应性好，使用时间长；防护等级IP54

◆安装方式

落地式：配立柱；壁挂式：配支架; 一体落地式

型号  EVA-42-380 

输入电压 AC380V±15%

交流频率范围 50 / 60Hz±10%

输出电压 AC380V±20%  

输出最大电流 63A  

绝缘性能 ≥10MΩ（输出-机壳）

保护功能 输入过压、欠压、过流、短路、漏电及输出限流等保护功能

通讯接口 Ethernet通讯、3G、4G、Wifi、GPRS

工作环境 海拔≤2000m 温度-20~50℃ 湿度: 95%

可靠性 MTBF≥100000Hrs

尺寸（W×D×H）mm 470*180*610壁挂）460*300*1600(落地式）280*280*1050(立柱组件）

重量 35kg / 45kg / 90kg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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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桩广告机

型号  EVA-07-220 

输入电压 AC220V±15%

交流频率范围 50 / 60Hz±10%

输出电压 AC220V±15%  

输出最大电流 32A  

绝缘性能 ≥10MΩ（输出-机壳）

保护功能 输入过压、欠压、过流、短路、漏电及输出限流等保护功能

通讯接口 Ethernet通讯、3G、4G、Wifi、GPRS、蓝牙

工作环境 海拔≤2000m 温度-20~50℃ 湿度 95%

可靠性 MTBF≥100000Hrs

尺寸（W×D×H）mm 750*400*1830

重量 126kg

◆ 显示方式

友好可视化操作、多种信息显示、提示信息、IC卡信息、充电

相关信息

◆ 计费管理

电能采集系统和费用计算系统提供准确消费数据，可通过IC卡、

手机APP、支付宝、微信等方式进行支付

◆ 自动停机  故障指示

当与电动汽车充电时，电池充满自动停止，并以指示灯方式提

醒用户。当充电桩出现过欠压、过流、短路、漏电以及连接故

障时，充电桩自动停止，并以指示灯报警

◆ 兼容性强

充电兼容符合国标的所有新能源电动汽车，通过双枪头转接的

方式能兼容欧标、美标等不同接口标准的电动汽车

◆ 可靠性高

工业级设计，温度适应性好，使用时间长，防护等级IP54

◆ 安装方式

落地式：一体落地式

技术指标

单个模块功率                                                                   15KW                                                                    20KW

功率                              15/30                                                                     20/40

输出电流                                                   0～60A                                     0～40A                                       0～60A

输入电压  AC380±15%

输出纹波系数 ≤1%

稳压精度 ≤±0.5%

稳流精度 ≤±1%

工作效率 ≥95.5%

可容纳模块数量                                                                                               2个

输出接口数 1个

安规防护 绝缘电阻≥10MΩ，耐压2500VAC，防护等级：IP54

冷却方式 智能风冷

通讯接口 Ethernet通讯、3G、4G、RS485

工作环境 海拔≤2000m，环境温度-30℃～65℃，湿度：95%

可靠性 MTBF≥100000Hrs

尺寸（W×D×H）mm 350*700*695

重量 50kg

输出电压                                               DC200~500V                             DC300~750V                        DC200~750V

型号规格                                                                   EVD20-15/30                                                     EVD20-20/40

◆ 全自动刷卡充电过程

◆ 防护等级高，保护功能齐全

◆ 输出电压范围宽，适用于各种车型

◆ 可独立分散安装，占地面积小，无需特别配套设施

◆ 谐波分量小，绿色环保

◆ 安全可靠，无人值守

技术指标

        交流桩广告机是充电桩和广告机为一体的产品，技术参数在7KW增强型交流充电桩的基础上增加广告屏视频播

放功能,不仅可以为新能源汽车充电,还可以联网广告播放功能,可谓一举多得;画质清晰、立体感强,可以实现全网点的

统一管理、适宜商业楼生活小区等公共区域停车区投放

      1、采用LG32 寸显示屏， 亮度达到1500nit ， 设计寿命50000H

   2、高亮显示屏满足阳光下清晰可视，可视角度178°   

   3、显示屏配置自动感光系统，能根据环境光线改变显示屏亮度   

   4、后台服务器可远程控制屏幕播放内容（本地视频、网络视频均可）   

   5、后台可同时控制多台机器的播放情况（可分别播放也可同时播放）   

       移动式直流充电产品是一种将充电柜功能、充电桩、配电系统等全部集成在一起的智能化快速充电机。主要用于

紧急情况下的快速补电，适合新能源汽车道路救援以及大型公交车、物流车的随车配属。整机轻便灵活，无需固定安

装场地。在最小的设备空间内，实现了人机交互、刷卡、计费、监控、通信等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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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充电产品／一体积

型号规格                                                           EVD20-15/30/45/60                                              EVD20-20/40/60/80

单个模块功率                                                                   15KW                                                                    20KW

功率                     15/30/45/60KW                                                      20/40/60/80KW

输出电压                                               DC200~500V                             DC300~750V                        DC200~750V

输出电流                                                   0～120A                                     0～80A                                  0～120A

输入电压  AC380±15%

输出纹波系数 ≤1%

稳压精度 ≤±0.5%

稳流精度 ≤±1%

工作效率 ≥95.5%

可容纳模块数量                                                                                               4个

输出接口数 1/2

安规防护 绝缘电阻≥10MΩ，耐压2500VAC，防护等级：IP54

冷却方式 智能风冷

通讯接口 Ethernet通讯、3G、4G、RS485

工作环境 海拔≤2000m，环境温度-30℃～65℃，湿度：95%

可靠性 MTBF≥100000Hrs

尺寸（W×D×H）mm 700*380*1250

重量 80kg

型号规格                                   EVD20-60/75/90/105/120/135/150                       EVD20-80/100/120/140/160/180/200

单个模块功率                                                  15KW                                                                           20KW

功率                                                  60/75/90/105/120/135/150KW                           80/100/120/140/160/180/200KW

输出电压                                        DC200~500V               DC300~750V                                      DC200~750V

输出电流                                          0～300A                          0～200A                                                0～300A

输入电压  AC380±15%

输出纹波系数 ≤1%

稳压精度 ≤±0.5%

稳流精度 ≤±1%

工作效率 ≥95.5%

可容纳模块数量                                                                                               10个

输出接口数 1/2

安规防护 绝缘电阻≥10MΩ，耐压2500VAC，防护等级：IP54

冷却方式 智能风冷

通讯接口 Ethernet通讯、3G、4G、RS485

工作环境 海拔≤2000m，环境温度-30℃～65℃，湿度：95%

可靠性 MTBF≥100000Hrs

尺寸（W×D×H）mm 675*870*1515

重量 195kg

一体式直流快速充电机（标准体积）

一体式直流快速充电机（小体积）

技术指标
           一体式直流充电产品是一种将充电柜功能、充电桩、配电系统等全部集成在一起的智能化快速充电机。具有人机交

   互，刷卡，计费，监控，通信等主要功能。

   

   ◆ 支持IC卡、APP、支付宝、微信银联卡等方式进行支付

   ◆ 防护等级高，保护功能齐全

   ◆ 输出电压范围宽，适用于各种车型

   ◆ 可独立分散安装，占地面积小，无需特别配套设施

   ◆ 双枪系统具备智能负荷分配功能，充电兼容性强，可以同时对两辆电动车进行充电，支持均充模式、轮充模式，智

        能充模式，实现多种充电模式 

   ◆ 保护功能，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过热保护、短路保护、输出反接保护、漏电保护、绝缘监测保护

   ◆ 显示功能，电压显示、电流显示、电量显示、状态显示、SOC显示

一体式直流快速充电机（小体积） 一体式直流快速充电机（标准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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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规格                                                          EVD20-60/75/90/105/120                                 EVD20-80/100/120/140/160

单个模块功率                                                                   15KW                                                                     20KW

功率                          60/75/90/105/120KW                                        80/100/120/140/160KW

输出电压                                               DC200~500V                             DC300~750V                        DC200~750V

输出电流                                                   0～240A                                     0～160A                                  0～240A

输入电压  AC380±15%

输出纹波系数 ≤1%

稳压精度 ≤±0.5%

稳流精度 ≤±1%

工作效率 ≥95.5%

可容纳模块数量                                                                                               8个

输出接口数 4

安规防护 绝缘电阻≥10MΩ，耐压2500VAC，防护等级：IP54

冷却方式 智能风冷

通讯接口 Ethernet通讯、3G、4G、RS485

工作环境 海拔≤2000m，环境温度-30℃～65℃，湿度：95%

可靠性 MTBF≥100000Hrs

尺寸（W×D×H）mm 675*870*1515mm

重量 195kg

直流充电产品／一体式四枪 直流充电产品／分体式

一体式四枪直流快速充电机（标准体积）

         一体式直流充电产品是一种将充电柜功能、充电桩、配电系统等全部集成在一起的智能化快速充电机  , 具有人机

交互，刷卡，计费，监控，通信等主要功能。

   

   

型号规格                                                                                          EVD20-120/160/200

单个模块功率                                                                  15KW                                                20KW

可容纳模块数量                                                                                               10个

输入电压  AC380±15%

输出电压                                               DC200~500V                            DC300~750V                      DC200~750V

输出电流                                                   0～300A                                     0～200A                                0～270A

输出纹波系数 ≤1%

稳压精度 ≤±0.5%

稳流精度 ≤±1%

工作效率 ≥95.5%

功率 150KW��������������������������������������                                                200KW

输出接口数 1～10

安规防护 绝缘电阻≥10MΩ，耐压2500VAC，防护等级：IP54

冷却方式 智能风冷

通讯接口 Ethernet通讯、3G、4G、wifi

工作环境 海拔≤2000m，环境温度-30℃～65℃，湿度：95%

可靠性 MTBF≥100000Hrs

尺寸（W×D×H）mm                        

重量 主机柜：180kg;  终端机：64kg

   ◆ 支持IC卡、APP、支付宝、微信、银联卡等方式进行支付

   ◆ 防护等级高，保护功能齐全

   ◆ 输出电压范围宽，适用于各种车型

   ◆ 可独立分散安装，占地面积小，无需特别配套设施

   ◆ 保护功能，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过热保护、短路保护、

        输出反接保护、漏   电保护、绝缘监测保护

   ◆ 显示功能，电压显示、电流显示、电量显示、状态显示、

       SOC显示

   ◆ 辅助电源12V和24V可手动切换

   ◆ 一机四枪功率智能分配，任意单枪可满功率输出，双枪可

       功率均分输出，四   枪可功率平均输出。

         分体式直流充电产品是一种将直流变换和直流输出控制两部分，分立组成的智能充电系统，它们之间通过直流

电缆组成一套完整的充电机，具有人机交互，刷卡，计费，监控，通信等主要功能。

   ◆ 支持IC卡、APP、支付宝、微信、银联卡等方式进行支付。

   ◆ 防护等级高，保护功能齐全

   ◆ 输出电压范围宽，适用于各种车型

   ◆ 可通过并柜的形式进行扩容

   ◆ 谐波分量小，绿色环保

   

技术指标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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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柜 :�600*870*1515mm     终端机 : 360*300*1470mm

◆ 安全可靠，无人值守

◆ 系统具备智能负荷分配功能，充电兼容性强，可以

     同时对多辆电动车进行充电，支持均充模式、轮充

     模式、智能充模式，实现多种充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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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W直流充电模块

15kW直流充电模块

20kW直流充电模块

20kW直流充电模块

型号 EVD-15-500-RM                               EVD-15-750-RM

输入电压 AC380±15%

输出电压                                                                  DC200～500V                                   DC300～750V

输出电流                                                            0～33.3A( 额定值30A）                       0～22.5A( 额定值20A）

输出纹波系数 ≤0.1%

稳压精度 ≤±0.5%

稳流精度 ≤±1%

工作效率 ≥96.4%

保护功能 输入过欠压保护、输出反接保护、输出过流、输出短路保护、过温保护、防反灌保护

待机功耗 ≤14W

限流功能 有

冷却方式 智能风冷

通讯接口 CAN

工作环境 海拔≤4000m,环境温度-40℃～70℃，湿度：95%

可靠性 MTBF≥500000Hrs

尺寸（W×D×H）mm 481*240*87mm

重量 11kg

型号 EVD-20-750-RM

输入电压 AC380±15%

输出电压  DC200～750V

输出电流  0～30A( 额定值27A）

输出纹波系数 ≤0.1%

稳压精度 ≤±0.5%

稳流精度 ≤±1%

工作效率 ≥96.4%

保护功能 输入过欠压保护、输出反接保护、输出过流、输出短路保护、过温保护、防反灌保护

待机功耗 ≤14W

限流功能 有

冷却方式 智能风冷

通讯接口 CAN

工作环境 海拔≤4000m,环境温度-40℃～70℃，湿度：95%

可靠性 MTBF≥500000Hrs

尺寸（W×D×H）mm 481*240*87mm

重量 11kg

   ◆ 工作电压范围：323Vac~437Vac

   ◆ 防护等级高，保护功能齐全

   ◆ 输出电压范围宽，适用于各种车型

   ◆ 工作效率≥96.4%

   ◆ 谐波分量小，绿色环保

   ◆ 重量小于11kg

   ◆ 支持热插拔

   ◆ 工作温度范围：-40℃~60℃

         EVD-15-(500)750-RM/EVD-20-750-RM交直流变换模块是一款高效率、高功率密度的AC-DC充电模块，

具备完善的输入过欠压保护、输出反接保护、输出过压、输出过流、短路保护、过温保护等特性。
技术指标

15kW恒功率直流充电模块

型号

输入电压（Vac）

输入电压可变范围(Vac)

输入功率因数

输入电流谐波成份

输入频率变化范围(Hz)

输出额定电压(V)

输出电压可变范围(V)

输出额定电流(A)

输出电流可变范围(A) 

输出电压稳压精度 

输出稳流精度 

均流度 

输出纹波 

待机功耗(W) 

通讯总线协议 

最高效率 

音频噪声(dB)

尺寸（W×D×H）mm 

EVD15H-750-RM 

380 

323~437 

＞0.99

＜±5%(50%~100%) 

45~65 

750 

200~750 

20 

0~37.5 

＜±0.5% 

≤1%(20%~100%Ir) 

＜±5%Ir 

峰值系数＜ 1%    效值系数＜ 0.5% 

＜15 

CAN2.0 

95.80%

55

531*240*87mm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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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士达EVM-Ⅲ系列监控系统

科士达EVM-Ⅲ系列监控系统是对充电、配电、光伏、储能、动力环境、计量、安防等各子系统进行自动化监控的一体化管理

平台。具有良好的人机操作界面，使用简洁方便，可实现充电站的自动化运营管理。

监控系统作为充电站自动化系统的核心，主要包括充电站监控后台、充电机控制系统、配电系统监控、计量计费系统、安防系

统及通信管理机等，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概述

充电站监控系统结构图

充电机1

...

充电机N

工业以太网

工业以太网

GPRS

RS485/232通��理机

计费系统监控后台 上级监控系统

�电�

计量�理机

配电系统监控计量系统 安防系统

充电站监控系统图

城市充电站监控系统图

空调配电系统充电机1 充电机2 充电机N 漏水控制器门禁 烟感 红外

RS485

RS485RS485RS485

DI量

RS485 RS485 RS485

DI量 DI量

前置摄像头

USB口

远程监控

Web浏览

邮件通知

告警短信通知

告警电话通知

远程维护云平台
10 吋触摸屏，

本地监控操作显示

远程值班
监控中心

远程WEB浏览

计费系统接口

IP网络 / 3G / 4G

手机在线浏览
短信，EMAIL通知

充电站本地
通信管理机

充电站1 充电站2

充电站本地

充电站N

通信管理机
充电站本地
通信管理机

 

 

温湿度空调配电系统充电机1 充电机2 充电机n 漏水控制器门禁 烟感 红外

RS485 RS485 RS485

RS485
DI量

RS485 RS485 RS485
DI量 DI量

温湿度空调配电系统充电机1 充电机2 充电机n 漏水控制器门禁 烟感 红外

RS485 RS485 RS485

RS485
DI量

RS485 RS485 RS485
DI量 DI量

温湿度空调配电系统充电机1 充电机2 充电机n 漏水控制器门禁 烟感 红外

RS485 RS485 RS485

RS485
DI量

RS485 RS485 RS485
DI量 DI量

温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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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视图显示充电站外观，犹如身临其境地观察充电站，及时发现发生告警的区域  

多种数据分析展现形式，对网点的运行的状况能够随时进行掌控和分析

产品�点

中国动力 驱动未来
Powering The Future监控系统

   ◆ 7×24小时值班

   ◆ 预警功能

   ◆ 随时随地访问原则

   ◆ 日报，周报，月报，年报

   ◆ 设备专家远程报告

   ◆事故追溯报告

   ◆ 知识专家库

   ◆ 更低的维护费用，更高的可用性

工程案例

深圳光明新城公园（国内案例）

深圳光明图书馆（国内案例）

深圳光明管委会充电站（国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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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例

南京创新科技园地下停车场（国内案例）

南京中山陵停车场（国内案例）

南京太阳宫停车场（国内案例） 兰州机场充电站（国内案例）

兰州共享汽车充电站（国内案例）

太原出租车充电站（国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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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例

延吉公交集团（国内案例）

安达公交系统（国内案例）

日本电动汽车应用现场（海外案例）

新城科技园大厦（国内案例）

江苏中海小区停车场（国内案例）

江苏盐城公交（国内案例）

中国动力 驱动未来
Powering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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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证书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ISO9001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

ISO14001环境管

理体系证书

OHSAS18001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IECQ QC080000有害物质

过程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A股上市企业

中国动力 驱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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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电桩产品测试认证 CQC认证证书 开普测试检验报告 电科院检验报告

 充电桩产品测试认证

 充电桩产品测试认证

资质/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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