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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CD8002 智能型抽湿装置是采用半导体制冷除湿方式，主动将密闭空间的潮湿空气在风

扇的作用下吸入除湿风道，空气中的水汽经过半导体制冷机构后冷凝成水，再通过导水管排

出柜体，可以达到很好的除湿效果。通过减低空气中含水量，使相对湿度和绝对湿度同时下

降，几乎不提高温度，不产生温差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了事故的发生，也

不会因高温而加速柜内器件及柜体的老化。智能型除湿装置把被动防止凝露方式,改为主动引

导凝露，有效的防止柜内设备老化、绝缘强度降低、二次端子击穿、材料霉变及钢结构件锈

蚀等安全隐患，保证电网安全运行。 

设备内部发生凝露引起爬电、闪络事故，一般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地区湿度高，

天气温度变化大，开关柜底部湿润，有的电缆沟甚至有积水；二是有的开关柜在地下室，湿

度高，柜体内温度特别是接近地面的温度低于环境温度；三是有的设备处于暂时停运状态，

电气柜内小环境温度就比四周环境温度低，在其表面就极易形成结露，在这种情况下，一旦

送电投运，事故就随之发生。 为保证电网系统的安全运行，电气设备的长寿命、安全有效使

用，电力系统对柜内防潮、防凝露提出了更高要求。 

应用范围 

1、GIS 控制柜、高低压控制柜、高低压开关柜、环网柜、户外端子箱、机械控制柜、箱式变

电站、干式变电站等电气设备； 

2、集成电路，硅晶体，液晶器件，陶瓷器件、阻容元件，有源器件，接插件，SMD 器件，

CPU，计算机板卡防潮储存； 

3、物理化学仪器、实验材料、绝缘材料的防潮管理，化学品、药品、食品、纤维、生物制剂

的防潮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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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1、 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便快捷； 

2、 自动运行与手动除湿功能切换、温度启动值和除湿启动值可调； 

3、 除湿风道主动引凝、排出气体加热降湿，有效达到了对电气柜密闭空间防潮除湿的综合

治理； 

4、 湿度、温度传感器 24 小时实时采样，超出设定启动值自动引凝； 

5、 湿度、温度设置具有记忆功能，不会因为停开机而消失； 

6、 故障显示功能，可快速查找故障点保证正常运行； 

7、 采用专用防潮元件，外壳采用铝合金材质结构，保证在潮湿环境下正常工作； 

8、 屏蔽隔离技术的运用，符合 GB / T17626-2008 的 3 级标准，保证能够在强电磁场下工

作； 

9、 除湿引凝管路，可把引凝后的水排出柜外，同时也可采用储液袋柜外收集。 

10、型号带“H”的具有加热功能，当检测到箱体环境温度低时，抽湿装置内部的风机和 PTC

加热器启动工作。 

11、型号带 S 的具有 RS485 通讯功能，通讯地址可调；可远程控制、调节运行参数以及故

障上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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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及功能 

型号 CD8030 CD8040 CD8060 

除湿功率 30W 40W 60W 

其他功能 
型号后面带 H 表示带低温加热功能(需外接加热器）； 

型号后面带 S 表示带 RS485 通讯功能； 

技术参数 

数据名称 技术参数 数据名称 技术参数 

工作电源 AC220V 除湿效率 
450mL/日（60W 35℃ 

RH=80%工况下） 

加热功率 50～500W 除湿温度 5℃～45℃ 

功率 38W，48W，68W 工作温度 -25℃～85℃ 

湿度检测范围 20%RH～98%RH 温度检测范围 -25℃～125℃ 

除湿启动值 
45%RH~98%RH 

(出厂设定 65%RH) 
温度启动值 

1℃～55℃ 

(出厂设定 8℃) 

湿度测量精度 ±3%RH 温度测量精度 ±0.5℃ 

显示方式 双排 3 位数显 显示分辨率 0.1 

外壳材质 铝合金外壳 外形尺寸 
115×78×200mm 

（宽 X 深 X 高） 

净重量 1.8kg 导水管 硅胶 D10mm 、L2m 

工作原理   

CD8002 智能型抽湿装置由电源系统、送风系统、半导体制冷器、温湿度检测控制回路、

加热回路、无线模块及排水管路组成。 

1、除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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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潮湿空气经风扇吸入后，通过特殊设计的风道流动，先经半导体制冷器降温结露，制

冷器的结露在重力作用下滴入引水槽，再由导水管流出柜外。在设定启动值内经过充分循环

除湿，使柜内空气湿度降至结露点以下，完成整个防潮引凝加热过程。同时，智能型除湿装

置信号采集传感器外置，能实时准确的采集到柜内的真实湿度，保证智能型除湿装置在柜内

将要达到凝露条件时提前启动除湿。 

2、低温加热功能 

当箱体温度低于设定的启动值时，抽湿装置启动内部加热器回路（加热器外接，功率可

接 50～500W），直到箱体温度升高到设定启动值加 5℃时，加热器回路停止工作。 

3、RS485 通讯功能 

当具有 RS485 通讯功能的抽湿装置收到上位机的数据时，分析数据后马上回复数据给上

位机，一台上位机最大可连接 200 台（上位机端推荐在 A、B 间接一个 120 欧姆的负载电阻）。 

显示说明 

开机后，抽湿装置进入自检状态，自检完成后，上排数码管显示软件版本号，

下排数码管显示通讯地址（当此台抽湿装置不带通讯功能时，下排显示抽湿功

率），3 秒后抽湿器进入工作状态，此时上排显示湿度值，下排显示外部传感器

温度值（当此台抽湿装置不带有外部加热功能时，下排显示内部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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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板 图 

操作说明 

1、手动/自动模式：当抽湿装置工作在自动状态时，“自动”指示灯点亮，”

手动“指示灯灭，按一下“确认/手动”按钮后，”自动”指示灯灭，”手动“指

示灯亮，此时抽湿装置启动抽湿模块，再按一下“确认/手动”按钮后抽湿装置

自动转为自动模式，当抽湿模块退出手动工作状态下再按一下“确认/手动”键

时，此时抽湿装置启动手动加热模块，按一下“确认/手动”按钮后抽湿装置自

动转为自动模式。 

2、设置参数模式：电源接通后，抽湿装置自检通过后，自动进入自动模式，

双层数码显示当前的湿度值和温度值。按“设置/退出”键可设置除湿启动值、

除湿断开值、加热启动值以及无线通讯地址。 

2.1 设置湿度启动值：当抽湿装置工作正常状态下（双层数码管显示当前温湿度

值时即为正常状态），按“设置/退出”键，抽湿装置进入设置状态，上排数码管显示

P1(当上排数码显示 P1 时，表示下排显示的数值为湿度启动值；当上排数码显示 P2

时，表示下排显示的数值为湿度断开值；当上排数码显示 P3 时，表示下排显示的数

值为温度启动值；）时，按“确定/手动”按键，下排的数字闪烁，此时按“向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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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按键可修改湿度的启动值；修改完成后按“确定/手动”键保存，数字停止

闪烁；修改湿度启动值设置完成。 

2.2 设置湿度断开值：当抽湿装置工作正常状态下（双层数码管显示当前温湿度

值时即为正常状态），按“设置/退出”键，抽湿装置进入设置状态，按“向上”或“向

下”按键，直到上排数码管显示 P2(当上排数码显示 P1 时，表示下排显示的数值为

湿度启动值；当上排数码显示 P2 时，表示下排显示的数值为湿度断开值；当上排数

码显示 P3 时，表示下排显示的数值为温度启动值；）时，按“确定/手动”按键，下

排的数字闪烁，此时按“向上”或“向下”按键可修改湿度的启动值；修改完成后按

“确定/手动”键保存，数字停止闪烁；修改湿度断开值设置完成。 

2.3 设置温度启动值：当抽湿装置工作正常状态下（双层数码管显示当前温湿度

值时即为正常状态），按“设置/退出”键，抽湿装置进入设置状态，按“向上”或“向

下”按键，直到上排数码管显示 P1(当上排数码显示 P1 时，表示下排显示的数值为

湿度启动值；当上排数码显示 P2 时，表示下排显示的数值为湿度断开值；当上排数

码显示 P3 时，表示下排显示的数值为温度启动值；）时，按“确定/手动”按键，下

排的数字闪烁，此时按“向上”或“向下”按键可修改温度的断开值；修改完成后按

“确定/手动”键保存，数字停止闪烁；修改温度启动值设置完成。 

注：当型号不带外接加热器时，参数选择没有 P3. 

   3、通讯地址调节：接通电源，抽湿器在自检状态，按”向下”按键进入通

讯地址调节界面，此时可按“向上”或“向下”按键来调节通讯地址，调节好

后，按“确定/手动”按键保存，按“设置/退出”键，退出。 

   4、查看内部的温度值：当抽湿器工作主界面下，按”向下”按键可以显示

内部温度值，8 秒后自动转为显示外部温度值或者按一下”向下”按键转为显示

外部温度值（当此台抽湿装置不带有外部加热功能时，只能显示内部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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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切换到外部温度显示）。。 

5、远程控制：当抽湿装置有收到主控室的无线数据时，通讯指示灯会频闪；

具体远程控制器查看无线远程控制软件说明书。 

6、485 通讯：抽湿装置有收到上位机的数据时，通讯指示灯会频闪；具体

通讯协议见附件。 

安装 

1、使用 M5 螺钉或者 5mm 的铆钉固定。安装时抽湿装置必须竖放，出水

口朝下； 

2、保证抽湿装置前面与其他装置间有大于 5cm 的空间，来保证正面风扇出

风口出风。 

3、将出水管一端接入抽湿装置的派送口，用卡箍固定，出水管中间保持顺

畅，不得缠绕，以方便排水。另一端通向箱体外面。 

4、电源接线端子 L/N 接上 AC220V 电源即可。 

5、加热器一脚接在负载 L 脚上另一脚接电源的 N 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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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图 

 

 

质量保证 

本产品在交付之日起，提供三年质量保证。在质量保证期内，由于产品质量原因导致的产

品损坏，本公司予以免费换新服务，因使用不当等非质量原因造成的损坏，或超过产品质量

保证期，本公司予以终身维修和维护，只收取零件费用（如需现场解决需收取技术指导费用）。 

装箱清单 

 装箱清单 

1 CD8000 系列智能型抽湿装置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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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说明书 1 份 

3 产品合格证\保修卡 1 份 

4 耐高温硅胶排水管 2 米 

5 水管卡箍 1 个 

6 安装支架及螺丝 1 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