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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CON®—— 

面向未来调压任务的电压调整器

TAP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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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TAPCON®电压调整器基于全新ISM® Techno-
logy，考虑到未来的需求, 还可为您提供最高的灵活
性。除了单纯调整电压之外，TAPCON®还为复杂的
特殊应用提供支持，例如三绕组变压器、变压器组、
移相器和并联电抗器的调整。系统的模块化结构使
得调整器的性能可以精确满足不同要求。

在研发新型TAPCON®的过程中，我们就已考虑到
将来可能面临的调压任务。因此TAPCON®通过新
的调压算法为您提供了一种绝佳的解决方案, 来
应对分散式馈电或光伏设备所带来的挑战，比如
TAPCON®Dynamic Set Point Control(TDSC)功能。

最大程度的运行安全性和数据安全性
使用TAPCON®，您的数据随时都是安全的。我们
基于身份的密码方案可防止未经授权的使用。此
外，TAPCON® 支持所有通用通信协议，还能用于

40余年来, TAPCON®系列电压调整器始终代表着绝不妥协的可靠性。
正因为此, MR公司今天才会成为电压调整领域的市场领导者。我们积
累的丰富经验全部灌注在最新一代TAPCON®中。成果：我们迄今为止
奉上的最佳MR电压调整器。

在冗余的通信网络中与RSTP、PRP和HSR协议整
合。进行数据传输时可选择所需的传输介质。这样
即便是与控制系统的连接中断，也能确保通信不会
延迟。 

质量可靠, 细致入微
我们的所有产品均可满足您在质量、可靠性和耐用
性方面的最高要求。对每个组件进行全方位的例行
试验确保了新型的TAPCON® 的质量完美无缺。
所有设备均依次通过自动光学检测 (Automatic 
Otpical Inspections)、在线测试 (In-Circuit Tests) 
以及运转测试 (Run-in Tests)。自动化的最终检验
还检查了各个设备的供货配置。对您而言, 这意味着
在今后的运行中拥有最高水准的可靠性。

变电站层

电力网控制层

TAPCON® TAPCON® CAN

… IEC61850 – RSTP – PRP – HSR ...

… IEC61850 - IEC60870 - DNP3 - Modbus ...

可视化管理

电网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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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TAPCON®准确提供您所需的功能。无论您选择哪种装备, 您都能从目
前最现代化的硬件和操作最简便且灵活性最高的功能中获益匪浅。

新一代TAPCON®——操作简便。
用途广泛。技术先进

TAPCON®

最现代化的硬件
I 模块化的19‘‘结构；根据您的需求单独定制，

细致入微
I 可以加装组件
I 支持所有通用的接口和协议
I 使用RSTP、PRP和HSR协议的冗余以太网通信 

(IEC 62439-3 2.0版, 2012-07）
I 在本地设备上和可以选择的任意位置对电压

调整器进行可视化管理/操作，
比如通过分散式PC或操作面板

使用广泛且可单独扩展
I 支持特殊应用，如三绕组变压器、组并联运行、

移相器调整或并联电抗器
I 适用于分散式馈电所存在问题的特殊控制算法

(TAPCON® Dynamic Set Point Control (TDSC)）
I 使用选配的编程工具 TPLE (TAPCON® 个性化逻辑编辑器), 

用户能创建个人需求的应用功能
I 功能的启用和关闭操作简单——无需编程
I 有载分接开关和调压器的全面监控功能

最大程度的运行安全性和数据安全性
I 按照BDEW/NERC进行的集成用户身份验证和基于角色的用户管

理确保最高安全性
I 可视化管理和数据上传/下载传输的SSL加密
I 短时电压骤降过渡平稳而不会丢失数据
I 在运行过程中持续监测所有组件的功能是否准备就绪
I 确保高压设备应对突发极端要求时的EMC稳定性



ISM® Intuitive Control Interface (IICI)确保调试和操作简单方便

I 集成的全图形5.7“彩色显示屏，通过旋钮操作
I 全新开发的直观用户界面，参数配置简单方便
I 初始调试向导TILA (TAPCON® Interactive Launch Assist) 用于防止出现设置错误, 

包括自动确定参数和选定设置的合理性测试
I 固件和配置更新可通过以太网或USB接口进行
I 无需外部编程工具，使用HTML 5技术、基于Web的可视化管理还可在移动终端设备上演示
I 远程访问接口包含在标配供货范围内
I 通过Web可视化管理随时可用PDF格式的产品文件

可锁定的控制面板安装框架可作为选配附件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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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不稳定在现代化能源供应中屡见不鲜——这为变电站自动化带来了新的挑战。
凭借ISM® Technology, MR公司为此建立了一个面向未来的统一基础,  
它涵盖了变电站自动化的方方面面。 

开创性——全新的 
ISM® TECHNOLOGY

TAP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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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I 稳固的操作系统作为所有系统和应用功能的基础
I 支持事务的众多数据库适用于当前和历史运行数

据以及状态和日志信息
I 基于Web的可视化管理符合使用SVG（可伸缩矢

量图形）的HTML 5标准
I 所有必要的控制中心协议在客户端或服务器上都

能正常地使用

硬件
I 模块化和高效的硬件设计
I 通过使用ASIC集成各种灵活的功能
I 适用于各种任务的专用模块，比如测量或通信
I 支持所有通用的接口标准
I 19‘‘结构样式或外壳可通过导轨安装在开关柜或电

动机构中

ISM® Technology形成了硬件和软件统一的基础，
即刻起将应用于所有MR自动化解决方案。 

硬件组件和通用软件架构的突出优势是易用性和灵
活性。当然，如果需要满足电力工程的特殊条件，可
以按需设计系统结构，使其满足可靠性、坚固性和
耐用性方面的要求。
 
ISM® Technology采用开放式灵活设计，因此既可
以实现标准产品，也可以满足变电站自动化过程中
的特殊要求。无论应用方式如何，用户都能够受益
于统一的组件、工具和操作接口——即： 
ISM® Intuitive Control Interface (IICI)。 



TAP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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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服务始终是最佳助手
最高的精确度和完善性是对我们产品的要求。我们的服务自然也是如此。

我们的一流服务基于经过认证的优质服务提供商
(Premium Service Provider)所构建的全球独一无
二的密集网络。最好按照我们的规定进行培训并
定期进修。在出的现故障或存在疑问时, 我们即刻
派专人处理——现场查看设备或通过远程支持提
供服务。

我们也乐于为您提供附加服务。其中包括调试及一
般产品培训。此外, 我们也可以在设备齐全的雷根
斯堡培训中心里, 或在某家选定的MR分公司里, 为
您提供技术培训。根据您的要求, 我们也可陪同进
行设备认证或工厂/工地验收测试。即使在设备现
代化过程中, 我们也可在旁提供系统咨询或现有设
施改造服务。

为您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专家也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开发特殊的ISM®

解决方案。在供电、输电和配电领域, 我们提供
量身定制的各种系统, 涉及数据管理、控制系统访
问、调整和控制、运行设备自动化和供电组件功能
监控方面。您将受益于我们在有载分接开关调整和
功能监控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

我们的一条龙服务包括:
I 总结分析
I 咨询
I 开发解决方案
I 工程组态
I 研发和实施
I 调试
I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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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性能, 更高价值
有载分接开关能够安全稳定地运行。凭借的是我们丰富的专业
知识和TAPCON®电压调整器。

模块化结构和灵活调节
I 模块化系统可准确按照您的需求以不同的安装方式进行调整
I 可对MR早期型号TAPCON® 240和260、使用MR旧设备

(TAPCON® 230/240/250/260)的并联运行进行改型
I 为复杂的任务提供支持, 例如三绕组变压器、变压器组、移相器或并联电抗器

的调整
I 选配的编程工具 TPLE (TAPCON® 个性化逻辑编辑器)

操作简单、最现代化的图像显示
I 全图形5.7‘‘-VGA彩色显示屏, 基于矢量的图形——在所有带Web浏览器的终端

设备上都能比例完美地显示图片和文件
I 用户界面直观, 使用旋钮操作简单
I 调试向导避免设置错误, 可部分自动确定或验证参数
 (TAPCON® Interactive Launch Assist (TILA)）
I 固件和配置更新可简单通过以太网和/或USB接口进行
I 基于Web的可视化管理无需额外的安装软件
I 远程访问接口包含在标配供货范围内

附加服务
I 实施调试
I 进行工厂/工地验收测试(FAT/SAT)或提供支持
I 设备自动化, 包括系统咨询和布线调整在内
I 一般产品培训
I 在雷根斯堡培训中心或在选定的MR分公司进行技术培训
I 现场培训, 例如在设备上进行实际培训
I 设备认证陪同

最大程度的运行安全性
I 各个组件单独检验，所有供货配置自动进行功能测试
I 通过基于身份进行管理的用户身份验证防止未经授权访问
I 并入冗余网络系统
I 通过SSL加密通信连接
I 经审核符合BDEW和BSI的建议
I 所有接口的密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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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CON®——技术数据

功能范围
运行模式 本地, 远程
调整模式 手动, 自动
分接位置捕捉 数字, 模拟
标准功能 线性和反向电压控制

线路补偿 (R-X补偿或Z补偿）
并联运行最多16台变压器 (方法: 主动/从动; 自动同步或无功循环电流）

可选功能 用户专有拓扑结构
三绕组变压器调整
单相变压器组并联运行
移相器应用 (调整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或相角）
按订单特有的要求进行编程
带图形显示的测量值存储器功能

监控功能 带宽监控
切换间隔监控 (用于升回路、降回路和总回路）
功能监控
切换方向控制
可调节的分接位置极限值
所有模拟值 (含磁滞) 多个可调的限值

通信（可选） IEC60870-5-101/103, 主从站
IEC60870-5-104, 服务器和客户端
DNP 3, 主从站
Modbus ASCII / RTU / TCP, 服务器和客户端
IEC 61850 1版和2版, 服务器和客户端, GOOSE*
通过冗余协议RSTP和PRP进行双端口以太网连接
(IEC 62439-3 Edition 2.0, 2012-07)

安全 根据BDEW或NERC进行用户管理和访问保护
编程工具 TPLE* 创建单个控制和监控功能
用户语言 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俄语、中文、韩语

*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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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环境温度 运行时 -25°C至+70°C

存放时 -40°C至+85°C
电源 100...240 V AC 50/60 Hz

100...240 V DC
24...60 V DC*

机箱结构样式 19“标准 84 TE x 3 HE
尺寸 约483 x 133 x 160 mm(宽 x 高 x 深)

控制面板安装框架*
保护等级 正面IP52

背面IP20

规定/标准
设计时已考虑的标准 IEC 61010-1

IEC 61010-2-030
IEC 610006-2/-4
IEC 60255-21-1/-2/-3 Class 1

 * 可选

 * 可选

硬件
HMI 5.7“全图形彩色显示屏, 带有一个旋钮、 

七个操作键和八个LED, 一个参数设置接口 (以太网RJ45）

测量 单相U/I测量
三相U/I测量*

数字输入/输出端 数字输入端 电隔离输入组, 信号电压18...265 V AC/DC
继电器输出端 电隔离继电器触点, 可设计为常开触点或转换开关触点

模拟输入/ 
输出通道

模拟输入端 电流, 电压, 电阻
模拟输入端 电流, 电压

接口 (设备背面） 以太网 1 x RJ45, 用于控制系统通信
1 x RJ45, 用于远程参数设置
1 x RJ45, 用于HMI连接
2 x LWL, 1310 nm
2 x RJ45或光纤 (1310 nm), 含冗余功能RSTP和PRP*

串口 1 x RS232/422/485
光纤 (接口: FST或FSMA, 波长为660或850 nm*）
2 x CAN (用于并联运行和连接分散式I/O模块）
1 x US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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