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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名：振勤科技 地址：中国广东深圳

员工：300人 年度销售额：2亿+人民币

产品：电气汇流排、母排研发与制造 行业经验：近20年

专利： 发明3个 实用新型14个

研发人员：50人 厂区面积：25，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 13，000平方米

品质体系认证： TUV颁发的ISO9001、IATF16949认证企业、中国国家和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自有实验室：中国国家工程实验室（电子信息产品化认证, 认证机构CESI---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客户：思科、惠普、谷歌、华为、长安汽车、法拉电子、安费诺、FCI

产品应用领域：数据与通讯、轨道交通、光电逆变器、风能、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电力、电子

邓白氏企业认证编码： 554460277



复 合母排的应用

轨道交通 光伏逆变器 风电变流器

电动汽车 通信与数据领域 电力电子



公司产品种类（1）—复合（叠层）母排

叠层母排可算是配电系统的高速公路, 采用绝缘材料将

各极性的导体材料隔开、并采用特殊工艺复合成型的

连接器即为叠层母排。



公司产品种类（2）—软连接

软连接是由多层薄铜箔叠加，经分子扩散焊、
钻孔、折弯、电镀、浸塑/套热缩管/环氧树
脂喷涂等工艺制作而成的连接器。



公司产品种类（3） IT 机架纵向母排

• 产品种类：IT 系统机架背部纵向母排

• 产品尺寸：980 X 70 X 120 mm

• 产品重量：6.7Kg

• 材料：C11000(T2) copper+CRS ABS玻纤绝缘

产品性能：

• 工作温度： -40℃～105℃

• 耐压2500V/AC

• 12.5V 1200A DC



公司产品种类（4） IT 机架横向层压母排

• 产品种类：IT服务器

• 产品尺寸：600 X 155 X 50 mm

• 产品重量：2.8Kg

• 材料：

T2铜板+环氧树脂+PET绝缘膜

产品性能：

• 工作温度： -40℃～105℃

• 耐压1000V/DC

• DC输出：12.5V,1200A,最大15000W



公司产品种类（5） 服务器用层压母排

• 产品种类：IT服务器

• 产品尺寸：400 X 425 X 80 mm

• 产品重量：3.6Kg

• 绝缘方式：环氧树脂粉末喷涂 + PET覆膜

产品性能：

• 工作温度： -40℃～105℃

• 高压500VDC。



公司产品种类（6）无线通讯基站配电柜层压母排

• 产品种类：基站配电柜叠层母排

• 产品尺寸：1280 X 200 X 15mm

• 产品重量：8.6Kg

• 绝缘方式：环氧树脂粉末喷涂、PET覆膜

产品性能：

• 工作温度： -40℃～105℃

• 电压：48VDC

• 导体厚度1.5mm

• 电流125A



公司产品种类（7） 轨道交通母排
• 产品种类：轨道交通叠层母排

• 产品尺寸：285 X 120 X 85mm

• 产品重量：605克

• 材料：T2铜板+环氧树脂+PET绝缘

膜

产品性能：

• 铜排间热压一层热固化绝缘膜

• 孔心距尺寸公差±0.15mm

• 单相导体横截面积54mm2

• 环氧树脂粉末喷涂厚度0.3-0.6毫米，

耐压2500V/AC

• 盐雾测试、高低温循环测试、湿热测

试后产品表面无腐蚀、破损、变形



公司产品种类（8） 电动汽车母排
• 产品种类：电动汽车连接铜排

• 产品尺寸：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 绝缘方式：柔性铜排浸塑或者热缩管，硬铜排采用环氧树脂喷涂

产品性能：

• 工作温度：

绝缘层为绝缘护套的产品的工作温度范围：-40℃～85℃，

绝缘层为绝缘喷涂的产品的工作温度范围：-40℃～105℃。

• 产品绝缘护套和绝缘保护盖的绝缘电阻值≥500MΩ，耐压耐压

3000V/DC

• 产品导电率≥97%

• 产品绝缘护套和绝缘保护盖经1000次刮磨后无破损，垂直燃烧试满

足 94 V-1实验要求

• 导电性能试验系统要求：凯尔文电桥跨线电阻小于0.001Ω，引线电

阻小于0.002Ω。



公司产品种类（9） 电动汽车母排

• 产品种类：电动汽车母排

• 产品尺寸：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 焊接工艺：超声波焊接

• 线缆规格：25mm2、35mm2、50mm2、70mm2

• 绝缘方式：环氧树脂粉末喷涂、热缩管、PET覆膜

产品性能：

• 工作温度： -40℃～150℃

• 超声波焊接拉脱力＞3000N

• 高压试验3.7KVDC时最大漏电电流0.25mA。



公司产品种类（10） 电动汽车柔性硅胶母排
• 产品种类：硅胶软铜排

• 铜排厚度：每层0.5/1毫米，1~4层可选

• 铜排宽度：10~50毫米

• 铜排长度：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 绝缘方式：硅胶包覆

产品性能：

• 工作温度：-50℃～250℃

• 击穿电压：20千伏/毫米

• 柔性，可任意折弯

• 阻燃：UL 94-V0

• 硅胶具有优秀的耐氧，耐臭氧，耐紫外线映

照性能长期在室外运用不发作龟裂

• 硅胶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物质，耐燃料油及油

类性能。



公司产品种类（11.1） 轨道精密母线

轨道精密母排电流AC等级：

250A，315A，400A，500A，630A

插接箱电流AC等级：10A～63A  

取电头带电热插拔：500次

对比轨道母线和线
缆列头柜方案



公司产品种类（11.2） 轨道精密母线



公司产品种类（11.3） 轨道精密母线



公司产品种类（11.4） 轨道精密母线



公司产品种类（11.5） 轨道精密母线安装

任意指定位置皆可以安装



公司产品种类（11.6）配套电源管理系统

随着市场对能源效率的要求不断提升，能源监控系统的重要性

也日益凸显。电源管理系统是一套强化版的监控系统，能轻松、

可靠地监控、整合、显示数据中心的电力信息。系统兼容多种

通信接口，可以和BMS和DCIM数据包无缝集成。电力监控系统

由工厂预制到电力端口箱和分接单元中，与整个配电系统无缝

集成。系统软件整合了配电单元，能有效提高数据机房电源使

用率。在采用传感器的同时，可提供评估、诊断和节省能源的

方法，优化能源使用率，不损害设备可靠性的同时达到节省能

源目的。电源管理系统的价值在于提供管理与效率优化所需的

配电系统关键信息。提供实时监控，保持峰值效率。

我们同时提供智能电源管理系统



公司历程

2000年

公司成立

2002年

成为安费诺母
排指定供应商

2005年

通过TUV的
ISO9001认证

2007年

成为FCI母排
指定供应商

2015年

通过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成为法拉和长
安电动汽车母
排指定供应商

2016年

通过TUV的
TS16949认证

2017年

新厂区投产

2018年

通过中国国家
实验室认证

2019年
ISO14001认

证（进行中）



客户



组织架构
公司现有职员近300人---2018年底

振勤科技

业务 研发 制造工程 采购 生产 计划 品质 财务 人事行政 重庆办事处 南通办事处



销售 2019预估值



公司证书—品保体系

品保体系： TUV颁发的ISO9001、IATF16949认证
CCC/CQC认证：轨道精密母线产品
UL：工厂审核证书



品保体系----实验室

中国国家工程实验室--电子信息产品化认证
认证机构CESI---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硬度计 电镀膜厚测试仪 3坐标 拉力试验机
数显扭力扳手 恒温湿箱 盐雾 红外热像仪
水平垂直燃烧试验仪

数字万用表 DC接地电阻仪 耐压(AC&DC)测试仪



公司追求---业精于勤，责任于心

• 为客户创造价值
振勤从创立以来近20年专心致志于汇流排的研发与生产，为不

同行业的相关客户提供稳定、可靠、高效的导电连接模组，使客户的设备
或终端能够持续高效运行。

• 促进行业发展
在大数据行业和新能源、电动汽车迅猛发展的今天，振勤为客

户提供不断进步的导电连接方案，促进整个产业链条的高效发展，是产业
高速发展的重要助推剂。

• 服务于社会发展
运用不同的材料、先进的工艺、优化而高效的设计，振勤的产

品不断满足社会的产品需求的同时，还帮助客户实现节能降耗、绿色环保
的目的，为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公司荣誉



复合（叠层）母排生产工艺流程图



部分生产设备及测量仪器

自动三坐标
3D CMM

CNC CN车床
Lathe

HV-5硬度计
Sclerometer

数控转塔冲床 NCT X-荧光镀层测厚仪
X-Ray Thickness measuring

数控折弯机 CNC Bending



喷涂流水线 自动机械手喷涂



模具加工车间 冲压加工车间



线切割车间 生产检测中心



1 3 42

公司概况 复合母排的优势 复合母排的设计 为何选择振勤？

主要内容



复 合母排概念

复合母排可算是配电系统的高速公路, 采用恰当的绝缘材料将各极性的导体材料隔
开、按照应用需要制成指定的形状、大小、并通过喷涂、电镀、层压等制成的连接
器即为叠层母排。主要是在大型终端设备上对高电流起到传导和分流的作用。

按照导电材料分为： 铜材和铝材

按照设计结构分为：单层母排和多层母排（层压、复合）

按照成品弹性分为柔性母排：（可随意弯折）和硬性母排（不可随意弯折）

“Bus”一词起源于拉丁文“OMNIBUS” 意为 “共同，共享”.引申“母”
“Bar” 词义为“条，棒，块”， 因为此类产品大多数为块状而且排列成行使
用，故中文取义为“排”. 

复合（层压）母排是当今业界最先进实用的
母排



复 合母排的结构

低感复合母排具有多种结构，简单可以根据结构形式以及边沿结构形式进行分类：
a. 根据结构形式可分为平板式复合母排和成型式复合母排
b. 根据边沿结构划分可以分为开放式、封闭式和灌封式母排三种结构类型---见下图

边沿开放式 边沿封闭式 边沿灌封式



复 合母排的结构

c. 粉末喷涂叠层母排
振勤的粉末喷涂式母排采用耐老化，抗腐蚀的
高性能环氧树脂绝缘粉末，通过振勤特有的压
合和喷涂技术制作而成。可根据客户应用领域
和电性能要求，严格控制粉末喷涂绝缘层的厚
度并可选择红、黄、蓝、黑、灰等多种喷涂颜
色。粉末喷涂绝缘层的厚度可根据客户要求达
到0.15 MM～2MM。振勤的粉末喷涂式母排具
有平滑光亮的外观及优越的产品电性能。广泛
应用于IT，通讯，风能，太阳能，轨道机车，
电力系统等领域。我们可根据客户的应用环境，
提供特殊设计和整体解决方案。粉末喷涂式母
排对于结构相对复杂的要求有更好的适宜性，
设计母排时更灵活。



复 合母排的性能

粉末喷涂式叠层母排关键性能参数：

通常工作电压

最大相对湿度

电感

估计使用寿命

通常工作电流

380VAC-1500VAC

95%

<20nH

150,000h

100A-800A

电性能测试 耐压测试, 回路电阻测试, 局部放电测试等



复 合母排的互联方式

1.与电线

2.与零部件
通过紧固件进行固定

通过紧固件进行固定



复 合母排的互联方式

3.与PCB
通过焊接的方式

4.与零部件
通过连接器的方式



复 合母排的互联方式

5. PIN针、空心端子、母排成型加工……

……



复合母排的优势

• 低分布电感

• 低局部放电

• 高电气安全性

• 小空间，省成本



低 分布电感

复合母排的分布电感相对比较单层母排低很多

平行铜排的表面电流分布 Ls=73.4 nH 层叠母排的表面电流分布 Ls=10.6 Nh



低 局部放电率

局部放电的成因有：高电压（大于等于直流1kV）；不同

电压等级间的内绝缘和铜板间有间隙。

复合母排的绝缘层和铜板间用胶粘剂热压后完全贴合，无

任何气隙。出厂前进行局部放电率测试，绝缘寿命超过20

年，在整个变流器使用过程中免维护。



高 电气安全性

使用传统分离式母排，受振动、盐雾、和粉尘影响会严重威胁设备的安全；长期振动可能造
成分离式母排连接处松动解体，海上的潮气如渗入绝缘将导致层之间击穿，粉尘累积可能导
致爬电击穿。而使用复合母排，高强度整体粘结保证长期不松动，同等电流下可以使铜排尽
量减薄，用弹性补偿振动影响，全密闭结构防止潮气渗入，绝缘材料封装消除了爬电击穿的
威胁。

小 空间，低成本
使用复合母排设计的设备能够利用较小的空间实现大电流、高电压元器件之间的连接，降
低系统成本，提高设备可靠性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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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铜

铝合金

碲铜

黄铜

名称

导 体材料选择

T2/C11000/C1100

1060/A1060

CuTep/C14500

H62/C26000

牌号

8.9g/cm3

2.7g/cm3

8.9g/cm3

8.53g/cm3

密度

98.3%IACS

62%IACS

93%IACS

28%IACS

导电率 导热性

锡、镍、金、银、

电镀

388W/m-K

234W/m-K

355W/m-K

120W/m-K

锡、镍、金、银、
铜

锡、镍、金、银、

锡、镍、金、银、

复合母排的导体材料主要采用牌号为T2(C11000)的紫铜或L2(1060)的铝板



电 镀材料的选择

母排的铜材电镀经常采用挂镀的制程，常用电镀材
料有金、银、锡、镍、钯。

材料 密度
g/cm3 熔点 ℃ 沸点℃ 比热容20℃

j/g℃
线膨胀系数

20℃*10-6/℃
热传导20℃

W/cm 
电阻

uΩ/cm

铜(Cu) 8.96 1083 2595 0.3843 16.42 3.8644 1.63

锡(Sn) 7.30 232 2270 0.2261 23.00 0.6573 11.30

金(Au) 19.30 1062.7 2949 0.1290 14.40 2.9609 2.21

银(Ag) 10.90 960 2000 0.2336 18.90 4.0779 1.58

钯(Pd) 12.00 1555 3980 0.2458 11.60 0.6741 10.80

镍(Ni) 8.90 1452 2900 0.4689 13.70 0.5862 20.00



诺美克斯
NOMEX

聚酰亚胺PI

环氧玻璃布
层

压板 FR-4
聚酯薄膜PET

材料

绝 缘材料的选择

0.8~1.1

1.42

1.6

1.38

密度
(g/cm3)

热导率
W/(kg.K)

介电常数
(f=60Hz)

介电强度
(Kv/mm)

阻燃等级

复合母排的主要绝缘材料一般采用PET，这种材料的性价比最优。如有特殊要求可选用其他材料。FR-4板及
GPO-3板作为辅助绝缘材料使用。

不饱和聚酯树
脂板 GPO-3

1.95

绝缘耐热等级 吸水性

0.143

0.094

0.24

0.128

0.2

2.7

2.8

4.6

3.8

4.5

32

173

40

120

40

94V-0

94V-0

94V-0

94V-0

94V-0

220

220

130

120

155

10

0.24

0.15

0.1-0.2

0.2~0.4



设 计标准

设计一款复合母排所需的电气参数如下

a:额定工作电压及设备使用环境污染等级，用于计算所需的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工频耐压测试电压值。

b:额定工作电流、峰值电流大小及时间以及允许温升，这些参数决定了导体的大小及结构。

c:其他特殊要求，如用于防爆设备的产品，其电气要求会比常规产品要高。

参考标准 GB/T16935.1-2008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实验

GB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通用要求

GB/T12668.5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5部分：安全的要求

GB3836.4-2001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SSI 
IEC
OCP 指引规范



设 计软件

3
D

绘
图
设
计

AutoCAD、ProE、Solidworks……



仿 真分析软件

利用ANSYS及ANSOFT进行产品升温、电磁仿真，优化产品结构，以最经济最合理的结构完成
产品设计



公司概况

1 2 3

复合母排的优势
Advantages

复合母排的设计
Design

为何选择振勤？

主要内容

4



为何选择振勤作为母排的供应商？

• 振勤拥有近20年的各类母排研发、制造经验

• 振勤是一家专心致志于母排研发、制造的企业，而且只做母排

• 振勤拥有从钣金、折弯、冲压、铆焊、喷涂、电镀、层压、检测到组装的母排全流

程生产线，同时又有自己的模具设计开发部门。

• 振勤有自己的研发队伍，可以从一开始就深度参与客户的系统设计，全面、准确提

供高效、节能、简洁的母排设计和导电方案

• 振勤用近20年时间开发出配套供应商群落，拥有优秀的辅材、零件、连接器的供应

商且得到大力支持，这是母排产品的业务健康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也是母

排用户的系统成功顺利开发的重要保障。



谢 谢 Thank you

http://www.52photoshop.cn/pic261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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