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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E系列

矿物绝缘加热电缆

HME防爆加热电缆结构图

Made in

Germany

防爆等级

　　2G　EEX e ll

防爆

特点

对HME电缆通电就会产生热量，热量大小取决于电缆的电阻以及供电电压。

描述 Describe

Feature

工作原理 Operating Principles

HME矿物绝缘加热电缆，是金属护套，结构非常坚固，一般不需外加保护。

技术参数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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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发热元件　铜，铬

             铜镍合金

    绝缘　    氧化镁（MgO)

      外护套　  不锈钢护套

                 铜护套

                 铜镍合金护套

HME加热回路，配套终端接头线缆

      型号  56-7675-1

      型号  56-7675-2

额定电压：可达600V

测试电压：1.5kV

0最小安装温度：-20 C

弯曲半径：3倍外径（标准版）

             5倍外径（防爆版）

重量：40 to 185 kg/km

外护套可承受的最高温度：

0      不锈钢SS  +600 C

0      铜    Cu  +250 C

0      铜镍合金 CN  +400 C

0      HDPE外护套(MIHC)  +90 C

      型号  56-7675-3

      型号  56-7675-4

道路融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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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高温 +800

抗机械强度高

每米恒定功率

额定电压高 600V

适合防爆环境

耐应力损伤能力强

最大功率输出高达269w/m

加高密度聚乙烯HDPE外护套(MIHC)抗化学腐蚀能力强

0MIHC的最高承受温度可达90 C

0C

2.氧化镁绝缘介质

单芯 双芯

3.金属外护套

1.铜镍合金发热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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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保护，从冰和积雪

汉堡阁用于室外供热系统结冰的道路坡道，车道，楼梯，

庭院，人行道，桥梁，机场，滚子门导轨，沉砂池等等。

预防性加热系统，清理积雪和撒盐不必要的，节省了时

间和舒适便捷。

从而冰和积雪事故的风险最小化。通过撒盐对建筑物和

环境的伤害是可以避免的。

保证除霜：近地表加热系统的嵌入，尤其是低加热电缆，

热分布和显著的能源节约。

在大间距不均匀除霜。热导体的热分布

在250-300mm的供热系统中，高达

90w/m的。

统一除霜较低的安装距离。热分布热导

体一个60-150 ，最大的汉堡阁道路融

雪40w/m。

mm

道路路面加热系统

排水沟融雪加热

为了确保融水引流通畅，包括所有的排水沟。冰霜（地

面1.00m以下）都配备了一个自限温加热带。到通道宽

度为150mm，是一个简单的铺设足够的延拉伸。更宽的

排水沟特殊或地方，气候或结构的条件是一个需要多条

自限温加热带。 

排水沟加热的更多信息，参加伴热系统，第14-19页。

型号

电压

功率

尺寸

加热电路

保障

保护

控制

ES E 18

230 V AC

- -

18W/m(0  空气 ),

36W/m(0 )

°C

°C 冰水

10,5×6,0mm

最大75,00m

16A,B特性25,00m的

16A,C特性 25,00m的

保护断路器 30mA

冰雪的探测器

自由表面加热

质量和可靠性

每个室外加热带进行严格的质量和功能测试。

所有的测试结果都记录所附标签上分开。

汉堡阁室外供热系统没有移动部件，因此无需维护这些

加热系统 - 一个特别的优势！当然，加热系统为保证

寿命的VDE认证。特别是，我们的工厂组装的连接系统，

使户外取暖非常耐用，绝对防水。

免费快速和方便的设计规划

汉堡阁室外道路融雪系统，有一优点：我们

为您设计提供一应俱全的平面图或施工图，

还有其余施工方案， 快速和免费的。

自定义尺寸和较高的热输出

按照客户要求，定制玻纤网间距、宽度，以

达到较高的热容量输出。

直接加热的低谷中雪

或无霜区。

通过自限温加热电缆，
对排水沟加热。

加热系统不得越过伸缩缝

电伴热系统及工程

Heating System And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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