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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

本设备只能由具备资质的专业人士进行安装和维护，遵循电气安

全操作规范，通读本产品操作手册后才能进行操作，对于因不遵

守本手册的说明所引起的故障，厂家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电击、爆炸、电弧闪光的危险警告

 设备应安装在一个合适的绝缘和防火机箱内。

 在安装或拆除设备时应注意不要碰到带电母线，以免造成人

身伤害 。

 对设备进行检查、操作或维护之前，应切断所有电源连接和

电压输入，并且短路所有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 并使用额

定值正确的电压检测设备以确认所有电源均已断开。

 检查设备供电电源和电压电流额定信号是否满足要求。

 在做绝缘测试（Hi-Pot）或高阻测试之前，应断开本设备的

所有输入和输出导线，高压测试可能会损坏电力参数测量仪

内部的电子元件。

 屏蔽线应该按照设备安装指南进行安装，并且保证一端接地。

若连接不当，可能会使屏蔽导体带电。

不注意安全警告和危险警告，可能会引起电击、爆炸、电弧闪

光，造成设备损坏和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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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述

1.1. EM600C96 的功能

EM600C96 系列电力智能监控仪表是用于中低压系统（6～35kV 和0.4kV）的智能化装

置，具有强大的数据采集、处理、统计与控制功能，可实现基本单回路交流电参量的测量和

计算、电能累计、脉冲输入量累计、故障记录、2～63 次谐波监测的功能、最多8路开关量输

入监测（包括2路脉冲计数）、最多4 路继电器输出、最多8路温度测量、最多2路4~20mA输

出、最多2路PO输出、越限告警等功能。EM600C96 提供的通讯功能，支持最多两路RS485

接口，MODBUS-RTU、DLT645-2007 或PROFIBUS-DP通讯协议，与计算机监控系统连接。

装置外形如图1-1-1 所示。

图1-1-1 装置外形图

1.2. EM600C96 的特点

常规电参量

 三相相电压、三相线电压；

 三相电流、零序电流；

 总有功功率、总无功功率、总视在功率；

 各相的有功、无功功率、视在功率；

 总功率因数、各相的功率因数；

 系统频率。

电度量统计

 总有功电度量、总无功电度量、视在电度量(仅支持通讯读取)；

 各相的有功电度量、无功电度量、视在电度量(仅支持通讯读取)；

 正反向总有功电能、正反向无功电能；

 四象限无功电能累计；

 两路脉冲输入电量累计；

 分时复费率电度量，（包括：总有功、总无功、总视在(仅支持通讯读取)、各相有功、各相无功、

各相视在、正反向有功、正反向无功，两路脉冲电量）；

 装置可记录12个转存周期的电度量记录，仅支持通讯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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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计费（本地可设置1个日时段表）

 仪表最大可设置 4 个费率、12 时段、8 个日时段表、12 个年时区、90 个公共假日，可设置周休

日时段表。优先执行公共假日采用的时段表，其次执行周休日采用的时段表，最后执行每个时区

采用的时段表；

 具有两套时区表、两套日时段表、两套公共假日表，并可在设定的时间点切换。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三相电流不平衡度；

 电压的2～63 次谐波分量占有率；

 三相电流的2～63 次谐波分量占有率；

 电压和三相电流的谐波畸变率（包括总畸变率THD、奇次畸变率、偶次畸变率）；

 电压、三相电流的基波有效值；

 三相电流的K因数；

 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波峰系数；

 正序电压、负序电压、零序电压；

 正序电流、负序电流、零序电流；

 三相电压、频率偏差；

 电压暂升/电压暂降/电压中断记录。

需量统计

 需量计算支持滑动需量和DI同步需量两种方式。

 三相电流、总有功功率、总无功功率、总视在功率实时需量统计；

 三相电流、总有功功率、总无功功率、总视在功率的当前结算周期最大需量及时标（包括不同费

率下的最大需量及时标），仅支持通讯读取；

 装置可记录3个转存周期的最大需量记录，仅支持通讯读取。

极值统计

 各相/线电压、电流、总/三相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的最大/最小值及发生时间；

 装置可记录3个转存周期的极值统计记录。

冻结功能（仅支持通讯读取）

冻结数据内容包括：正反向有功、正反向无功、各相的正反向有功和正反向无功。

 周期定时冻结功能：根据设定的冻结时间可以实现以月、日或小时为周期定时冻结电量数据。

 瞬时冻结功能：通讯下发瞬时冻结命令后立即生成一条冻结记录。

 约定冻结功能：当发生两套时区表切换、两套日时段表切换或两套公共假日转换时，触发一次约

定冻结。

 装置可记录12条冻结记录。

越限告警

 支持10组越限告警检测（包括上限监测和下限监测），可监测对象包括：电压、电流、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频率、不平衡度、总谐波畸变率、温度、温差。

 每个监测对象都可产生越限SOE和返回SOE，越限同时可触发继电器动作；

 装置可最多记录32次越限告警事件，包括越限事件、返回事件、告警复归操作。

暂态监测

 装置可最多记录32次暂态事件，包括电压暂升、暂降、电压中断。

输入输出

 支持最多8路无源开关量输入，装置最多可记录128个开关量SOE事件；每路均可设置为开关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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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输入、同步需量。最多只能有2路设置为脉冲输入，1路设置为同步需量

 支持最多4路继电器控制输出，支持通讯控制、本地操作或关联告警触发。

 支持最多2路4~20mA输出，可关联常规电参量的任一数据项。

 支持最多2路PO输出（二次侧电能），分别是1路总有功电能和1路总无功电能。

温度测量

 支持最多8路温度测量(需配接ETSY-D系列温度传感器)；

通讯

 通信接口：最多两路RS485、1路蓝牙；

 通信协议：MODBUS-RTU、DLT645-2007、PROFIBUS-DP；

 通信速率：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

 最多连接32台设备。

接线检测

 简单的接线检测功能，用于提示可能存在接线错误。包括：电压相序、电流相序、电压缺相、电

流缺相、有功功率方向、CT方向检测。

1.2.2.安全性高，可靠性好

EM600C96在设计过程中采用了多种抗干扰措施，能够在复杂的电力系统环境中稳定运

行。静电放电抗扰性符合3 级；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性符合3 级；浪涌抗干扰性符合3 级；

面板防护等级符合IP50，壳体防护等级符合IP20。

1.2.3.体积小，安装方便

EM600C96 外形尺寸符合DIN96×96 标准，壳体深度为60mm， 采用自锁面板式安装机

构，无需螺丝固定即可安装。

1.2.4.系统接线方便灵活

系统接线方式有三相四线制3CT(3P4W 3CT) 、三相三线制3CT(3P3W 3CT) 、三相三线

制2CT(3P3W 2CT) 。

1.2.5.显示直观、操作简便

专用液晶模块可以实时显示多项信息，配合明亮的背光，使操作者在光线差的情况下也

能准确阅读数据。操作方式人性化，操作者能在短时间内掌握，阅读数据和参数设置等操作

将变得简单易行。

1.2.6.EM600C96 的应用领域

中、低压变配电自动化 工业自动化

智能型开关柜 楼宇自动化

负控系统 能源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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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接线与配置

本章详述EM600C96 的安装方法、接线和配置，在安装前请仔细阅读。

2.1. 尺寸与安装

2.1.1. 装置的机械尺寸

正视图 侧视图

图2-1-1 EM600C96装置尺寸图（单位：mm）

 装置外形尺寸：96×96×78 mm（宽×高×深）

 安装方式：面板式安装，建议开孔尺寸 91×91 mm（宽×高）

图 2-1-2 EM600C96面板开孔尺寸（单位：mm）

2.1.2. 安装方式

EM600C96 采用面板式安装，固定在开关柜面板上。

 考虑到接线长度，面板后要有 100mm的深度用于容纳 EM600C96。实际安装中，一般需

要后部有一定的空间（至少为 130×130×100mm），以便于安装和接线。

 安装时，应先将 EM600C96两边的安装卡松开取下，将 EM600C96于面板前方推放入安

装孔内，然后从后方沿装置的沟槽将安装卡安上并使之挤紧面板，此时装置将牢固地固

定在面板上。见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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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用卡子固定 EM600C96于面板上

2.1.3. 安装注意事项

 本产品内部无用户可调元器件，安装时请勿拆开。

 不要带电作业。

 运行时应满足环境温度在-25℃～+70℃，湿度在 0～95％，大气压在 70kPa～106kPa。避

免将装置置于强干扰源、辐射源、热源附近及粉尘多的地方。

2.2. 接线与配置

2.2.1. 端子定义

EM600C96的背面共有四组接线端子，端子示意图如图2-2-1-1所示：

图 2-2-1-1 接线端子示意图（后视）



6

表2-1 端子定义如下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L N COM DI1 DI2 DI3 DI4 RS+ RS- SHLD U1 U2 U3 Un

电源 开关量输入 通讯 RS485 电压输入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NC DI5 DI6 RO11 RO12 RO21 RO22

开关量输入 复用端子 继电器输出 复用端子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I11 I12 I21 I22 I31 I32 I41 I42

电流输入

复用端子 18、19、20定义，根据选配功能有以下 3种选型定义：

18 19 20

第 2路 RS485通讯 RS+ RS- SHLD

第 7/8路开关量输入 DI7 DI8 NC

温度测量 TV TD TG

复用端子 25、26、27、28定义，根据选配功能有以下 3种选型定义：

25 26 27 28

第 3/4路继电器输出 RO31 RO32 RO41 RO42

AO输出 AO11 AO12 AO21 AO22

PO输出(P01有功、PO2无功) PO11 PO12 PO21 PO22

注意：① EM600C96装置根据各具体型号的不同（见附录 C.订货说明），相应不具有的功能所对应

的端子为空（NC）。空端子不允许做并线端子使用。

② 三相四线制中，Un接入的是电压公共端；三相三线制中，Un接入的是 B相电压。DI为数

字量输入 Digital Input的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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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供电电源接线

EM600C96的供电电源范围为85～265VAC或85～265VDC，建议用独立的电源供电，

接线如图 2-2-2所示。

图 2-2-2 电源接线图

2.2.3. 电气接线

三相四线制 3CT，接线如图 2-2-3-1所示。 系统接线方式设置为： 3P4L, 3CT。

图 2-2-3-1 3P4L 3CT接线图

三相三线制 3CT，接线如图 2-2-3-2所示。 系统接线方式设置为：3P3L, 3CT。

图 2-2-3-2 3P3W 3CT相电压接入方式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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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三线制 2CT，接线如图 2-2-3-3所示。 系统接线方式设置为：3P3L, 2CT。

图 2-2-3-3 3P3W 2CT相电压接入方式接线图

2.2.4. 通讯接线

RS485线形连接方式，接线如图 2-2-4-1所示。

图 2-2-4-1 RS485线形连接方式接线图

2.2.5. 开关量输入接线

装置最多可以监视 8个干节点输入的开关/数字量状态，采用光隔离输入，隔离电压

1500VDC，装置内部输出隔离的 24VDC为干节点提供输入回路电源。接线如图 2-2-5-1

所示。

图 2-2-5-1 开关量输入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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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继电器接线

装置最多支持4路继电器输出。继电器控制输出触点容量为5A/30VDC或5A/250VAC。

当负载电流大于上述值时应采用中间继电器。接线如图 2-2-6-1所示。

图 2-2-6-1 继电器接线图

EM600C96提供“常保持输出”和“脉冲式输出”两种继电器输出模式。

2.2.7. 电能脉冲输出接线

装置最多支持 2路电能脉冲输出。电能脉冲采用光隔离输出，最大隔离电压 1500VDC。

输出最大电流为 25mA，正向最大电压 50V，禁止反向接入。接线如图 2-2-7-1 所示。

图 2-2-7-1 电能脉冲输出接线图

2.2.8. 直流 4～20mA 变送输出接线

装置最多支持 2路变送输出。输出采用光隔离输出，最大隔离电压 1500VDC。负载

电阻 RL 最大 600Ω(包括线路电阻)，开路电压 u 不大于 24V，接线如图 2-2-8-1 所示。

图 2-2-8-1 直流变送输出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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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温度传感器接线

装置最多支持 8路温度测量。TG接温度传感器“地线(黑)”，TD接温度传感器“数

据线(白)”，TV接温度传感器“电源线(红)”。接线如图 2-2-9-1所示。

图 2-2-9-1 温度传感器接线图

注：每台装置（TD4 或 TD8）可接 4 个或 8 个温度传感器（ETSY-D系列），对应的传感器

序号是 1~4 或 1~8。每个装置接入的传感器序号不能重复。

温度传感器的序号在温度传感器头和尾两端的标签上。标签 1~8 序号样式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No.: 1/A1 2/B1 3/C1 4/N1 5/A2 6/B2 7/C2 8/N2

2.2.10.接线注意事项

 接入装置的导线截面面积应满足：电流线 2.5平方毫米，电压线 1.0平方毫米。

 通讯线必须采用屏蔽双绞线，通讯线的 RS485+、RS485-不能接反。

 电压及工作电源接入线应串联 2A的保险熔丝。

 为了减少启动时的冲击电流，建议每条电源线不超过 40台装置。

 RS485 通讯采用总线连接方式，屏蔽层手拉手连接到一起，并在末端单点接地。必要时

应在位于通讯电缆起点和终点处的RS+与RS-端子之间分别接入 100～120 欧姆的线路匹

配电阻。

 波特率为 9600bps时，电缆长度<1200米。

 变送输出最大负载包括了线路电阻，接线时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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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指导

本章详细介绍装置的人机界面，包括如何进行数据阅读，设置相关参数以及本地操作等。

注意：EM600C96装置根据型号的不同（见附录 C.订货说明），相应不具有的功能对应的界面不显示。

3.1. 按键操作

图 3-1-1 按键示意图

EM600C96 的操作分为单键模式和组合键模式两种。

单键模式仅对四个按键中的某一个进行操作，用于完成装置所有监测数据的显示：

 单“ ”键－测量数据显示：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功率、频率、电流需量、总

功率需量、电压电流不平衡度、K因数、电压频率偏差等数据。

 单“ ”键－谐波数据显示：显示谐波畸变率、各次谐波占有率、电压电流基波有效值

等数据。

 单“ ”键－工作参数显示：显示系统的全部工作参数信息。

 单“ ”键－累计量显示：显示各种电度量数据和脉冲输入数据。

组合键操作：

 “ ”与“ ”键的组合：用于本地操作功能。

 “ ”与“ ”键的组合：用于修改系统基本参数。

 “ ”与“ ”键的组合：用于进入 SOE查看菜单。

 “ ”与“ ”键的组合：用于进入高级参数设置菜单。

 “ ”与“ ”键的组合：用于查询设备的时间和其它状态信息。

组合模式的进入与退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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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键显示模式下，只需同时按下组合功能键然后松开，即可进入相应的组合键功能，

进入组合键功能菜单后，“ ”键用于返回和取消操作，“ ”键用于循环移位操作，“ ”

键用于加数操作，“ ”键用于激活和确认操作。

图 3-1-2 液晶全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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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码管显示字符与英文字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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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读取

显示内容 解释

测量数据显示区四排 字

主要显示测量数据，包括：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数、

频率、谐波分量、畸变率（THD）、电量、温度等内容。

其次显示参数、SOE、时间、本地操作等内容。

提示符： a、b、c分别代表 a相 b相 c相，∑代表总和，Avg代表平

均值， “－”为负号，n代表零序。

左下角提示符： 分别代表电度量 a相 b相 c相和总电量。

左上角 3个小 字

由英文语义缩写字母组成，用于表示当前显示界面意义：

如电压‘U’，电流‘I’等。

左上角提示符： 代表极值记录或最大需量记录

电流负荷大小指示： 实际负荷电流相对于额定负荷电流的百分比，从左到右分

别代表 Ia/Ib/Ic。

开关量指示 ：开 合

脉冲计数指示：

开关量标识表示 1～8路相应开关量输入的状态（分或合）。

脉冲计数标识表示相应开关量输入端口为脉冲计数模式。

负载性质标识： 电感标识显示为感性负载，

电容标识显示为容性负载。

通讯状态标识：

无线通讯状态标识：

显示此标识表示通讯正常工作中，不显示表示通讯未工作。

（双 RS485通讯型号的装置，任意一路通讯正常即显示）

无线通讯标识仅在蓝牙通讯时有意义。

越限告警记录标识：
显示此标识表示有越限告警记录未查看，不显示表示无新

产生的越限告警记录。本地查看告警 SOE后不显示。

开关量变位记录标识：
显示此标识表示有遥信 SOE记录未查看，不显示表示无新

产生的遥信 SOE记录。本地查看遥信 SOE后不显示。

累计量显示区 10个小 字 显示电度量数据、电能脉冲、时间等。

单位 kVA MkW

％ Mkvar
MkVA Hz
kWh kvarh
℃

测量数据的单位：电流 A、kA； 电压 V、kV；有功功率

kW、MW；无功功率 kvar、Mvar；视在功率 kVA、MVA；

频率 Hz；百分比%；有功电度 kWh、无功电度 kvarh；温

度℃。

总尖锋平谷需量 电度量类型和需量提示

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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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显示运行测量数据

在任一单键显示方式下按“ ”键，测量数据显示区将显示测量到的数据。时间显示区

域（最下排小 ）显示当前系统时间，格式：月-日 时:分，时分之间的冒号闪烁表示秒。

 在测量数据显示模式下的按键操作：

 短按“ ”键即可向下翻屏，每按一下向下翻 1屏；

 长按“ ”键即可向上翻屏，按住不动则可连续向上翻屏。

第一屏：显示相电压 Ua,Ub,Uc和平均值 UAvg，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U”，表示电压。

A相电压 Ua=220.0V；

B相电压 Ub=220.1V；

C相电压 Uc=220.0V；

Avg相电压平均值=221.1V。

注：只有接线方式为三相四线制时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第二屏：显示线电压 Uab,Ubc,Uca和平均值 UAvg，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U”，表示电压。

AB线电压 Uab＝382.5V；

BC线电压 Ubc＝382.3V；

CA线电压 Uca＝382.8V；

Avg线电压平均值=221.1V。

第三屏：显示三相电流 Ia,Ib,Ic和相电流平均值 IAvg，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I”，表示电流。

A相电流 Ia＝3.287A；

B相电流 Ib＝3.378A；

C相电流 Ic＝3.526A；

IAvg相电流平均值=3.243A。

三相相电压显示

三相线电压显示

三相电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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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屏：显示三相电流 Ia，Ib，Ic，零序电流 In，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IN”，表示零序电流。

A相电流 Ia＝3.287A；

B相电流 Ib＝3.378A；

C相电流 Ic＝3.526A；

N相电流 In=3.243A。

第五屏：显示 A相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和频率 F，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Pa”，表示 A相功率。

A相有功功率 Pa＝1.239kW；

A相无功功率 Qa＝0.127kvar；

A相视在功率 Sa＝1.332kVA；

系统频率 F= 50.03Hz。

注：只有接线方式为三相四线制时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第六屏：显示 B相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和频率 F，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Pb”，表示 B相功率。

B相有功功率 Pb＝2.516kW；

B相无功功率 Qb＝0.209kvar；

B相视在功率 Sb＝2.651kVA；

系统频率 F= 50.03Hz。

注：只有接线方式为三相四线制时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第七屏：显示 C相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和频率 F，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Pc”，表示 C相功率。

C相有功功率 Pc＝2.078kW；

C相无功功率 Qc＝0.198kvar；

C相视在功率 Sc＝2.035kVA；

系统频率 F= 50.03Hz。

注：只有接线方式为三相四线制时才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C相功率及频率显示

B相功率及频率显示

A相功率及频率显示

三相电流和零序电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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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屏：显示总有、总无功、总视在功率和频率 F，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PT”，表示总功率。

总有功功率 P∑＝5.823kW；

总无功功率 Q∑＝0.534kvar；

总视在功率 S∑＝6.018kVA；

系统频率 F= 50.03Hz。

第九屏：显示各相功率因数和总功率因数 PF，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PF”，表示功率因数。

A相功率因数 PFa＝0.988；

B相功率因数 PFb＝0.987；

C相功率因数 PFc＝0.989；

总功率因数 PFT=0.988。

注：只有三相四线制时才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第十屏：显示总功率因数 PF∑，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PF∑”，表示总功率因数。

总功率因数 PF∑＝0.988；

注：只有三相三线制时才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PF功率因数的符号可选 IEC、IEEE、-IEEE符号规约，

默认遵循 IEC符号规则。

第十一屏：显示实时电流需量，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DMI”，表示电流需量。

A相电流需量 DM_Ia＝3.129 A；

B相电流需量 DM_Ib＝3.285 A；

C相电流需量 DM_Ic＝3.437 A。

总功率及频率显示

总功率因数显示

三相电流需量显示

三相及总功率因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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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屏：显示实时总功率需量，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DMP”，表示功率需量。。

总有功功率需量 DM_P∑＝5.607 kW；

总无功功率需量 DM_Q∑＝0.518 kvar；

总视在功率需量 DM_S∑＝5.966 kVA。

第十三屏：显示电压、电流不平衡度，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UNB”，表示不平衡度。

屏幕右侧显示 “I”，表示电流。

电流不平衡度为 Inb：12.7％

屏幕右侧显示 “U”，表示电压。

电压不平衡度为 Unb：8.9％ 。

第十四屏：显示三相电流 K因数，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KF”，表示 K因数。

A相电流 K因数 KF_Ia＝3.5；

B相电流 K因数 KF_Ib＝2.9；

C相电流 K因数 KF_Ic＝6.8。

第十五屏：显示电压偏差和频率偏差，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KF”，表示 K因数。

A相电压偏差 DEV_Ua＝3.9%；

B相电压偏差 DEV_Ub＝2.8%；

C相电压偏差 DEV_Uc＝4.1%。

频率偏差 DEV_F＝0.12Hz。

功率需量显示

电压,电流不平衡度显示

三相电流 K因数显示

三相电压 T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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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屏：显示 A1，B1，C1，N1点测量的温度，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T--1”，表示温度。

A1点温度 Ta1＝53.1℃；

B1点温度 Tb1＝53.4℃；

C1点温度 Tc1＝52.8℃；

N1点温度 Tn1＝30.6℃。

只有当搜索到的温度传感器被关联到相应的位置时，对应位置

才会显示温度，超出温度范围会显示“- - - -”。如果没有关联温度传感器则对应行不显

示。

注：只有支持温度测量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第十七屏：显示 A2，B2，C2，N2点测量的温度，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T--2”，表示温度。

A2点温度 Ta2＝55.6℃；

B2点温度 Tb2＝52.7℃；

C2点温度 Tc2＝54.8℃；

N2点温度 Tn2＝31.1℃。

只有当搜索到的温度传感器被关联到相应的位置时，对应位置

才会显示温度，超出温度范围会显示“- - - -”。如果没有关联温度传感器则对应行不显

示。

注：只有支持温度测量并且测温点超过 4路的装置才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A1，B1，C1，N1温度

A2，B2，C2，N2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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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显示谐波畸变率和谐波分量

在任一单键显示方式下按“ ”键，显示区显示谐波畸变率、谐波分量、基波有效值等

数据。时间显示区域（最下排小 ）显示当前系统时间，格式：月-日 时:分，时分之间的冒

号闪烁表示秒。

 在谐波量显示模式下的按键操作：

 短按“ ”键即可向下翻屏，每按一下向下翻 1屏；

 长按“ ”键即可向上翻屏，按住不动则可连续向上翻屏。

第一屏：显示三相电压总谐波畸变率，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H－U”，表示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三相四线时，相电压 Ua、Ub、Uc的 THD：

A相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THD_Ua＝3.8％；

B相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THD_Ub＝2.9％；

C相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THD_Uc＝3.6％ 。

三相三线时，线电压 Uab、Ubc、Uca 的 THD：

AB线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THD_Uab＝3.6％；

BC线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THD_Ubc＝2.9％；

CA线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THD_Uca＝3.6％ 。

第二屏：显示三相电流总谐波畸变率，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H－I”，表示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三相电流 Ia，Ib，Ic 的 THD：

A相电流总谐波畸变率 THD_Ia＝6.8％；

B相电流总谐波畸变率 THD_Ib＝9.1％；

C相电流总谐波畸变率 THD_Ic＝8.5％。

三相线电压 THD

三相电压 THD

三相电流 T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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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屏：显示三相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HUO”，表示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

三相四线时，相电压 Ua、Ub、Uc的 THD：

A相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 THD_O_Ua＝3.8％；

B相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 THD_O_Ub＝2.9％；

C相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 THD_O_Uc＝3.6％ 。

三相三线时，线电压 Uab、Ubc、Uca 的 THD：

AB线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 THD_O_Uab＝3.6％；

BC线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 THD_O_Ubc＝2.9％；

CA线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 THD_O_Uca＝3.6％ 。

第四屏：显示三相电流奇次谐波畸变率，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HIO”，表示电流奇次谐波畸变率。

相电压 Ia、Ib、Ic 的奇次 THD：

A相电流奇次谐波畸变率 THD_O_Ia＝6.8％；

B相电流奇次谐波畸变率 THD_O_Ib＝9.1％；

C相电流奇次谐波畸变率 THD_O_Ic＝8.5％。

第五屏：显示三相电压偶次谐波畸变率。

屏幕左上角显示 HUE，其它显示与第三屏类似。

第六屏：显示三相电流偶次谐波畸变率。

屏幕左上角显示 HIE，其它显示与第四屏类似。

相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

相电流奇次谐波畸变率

线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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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屏：显示三相相电压基波有效值，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H－U”，表示电压谐波。

屏幕右下角显示谐波次数 ‘01’，即基波。

三相四线时，三相相电压 Ua、Ub、Uc的基波有效值：

A相电压基波有效值 Ua_1＝220.1V；

B相电压基波有效值 Ub_1＝220.0V；

C相电压基波有效值 Uc_1＝220.0V。

三相三线时，三相线电压 Uab、Ubc、Uca 的基波有效值：

AB线电压基波有效值 Uab_1＝380.9V；

BC线电压基波有效值 Ubc_1＝381.8V；

CA线电压基波有效值 Uca_1＝382.3V。

第八屏：显示三相电流的基波有效值，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H－I”，表示电流谐波。

屏幕右下角显示谐波次数‘01’，即基波。

三相电流 Ia、Ib、Ic 的基波有效值：

A相电流基波有效值 Ia_1＝3.217A；

B相电流基波有效值 Ib_1＝3.179A；

C相电流基波有效值 Ic_1＝3.525A。

第九屏：显示三相电压的 2次谐波占有率，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H－U”，表示电压谐波。

屏幕右下角显示谐波次数‘02’，即为 2次谐波。

三相四线时，相电压 Ua、Ub、Uc的 2次谐波占有率：

A相电压 2次谐波占有率 HP_2_Ua＝5％；

B相电压 2次谐波占有率 HP_2_Ub＝3％；

C相电压 2次谐波占有率 HP_2_Uc＝6％。

三相线电压基波有效值

三相电压 2次谐波占有率

相电压基波有效值

电流基波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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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三线时，线电压 Uab、Ubc、Uca 的 2次谐波占有率：

AB线电压 2次谐波占有率 HP_2_Uab＝7％；

BC线电压 2次谐波占有率 HP_2_Ubc＝4％；

CA线电压 2次谐波占有率 HP_2_Uca＝5％。

第十屏：显示三相电流的 2次谐波占有率，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HI”，表示电流谐波。

屏幕左上角显示谐波次数‘02’，即为 2次谐波。

三相电流 Ia、Ib、Ic 的 2次谐波占有率：

A相电流 2次谐波占有率 HP_2_Ia＝8％；

B相电流 2次谐波占有率 HP_2_Ib＝9％；

C相电流 2次谐波占有率 HP_2_Ic＝15％。

第十一屏至第一百三十二屏：依次显示电压和电流的 3～63次谐波。

屏幕显示与第九屏和第十屏类似。

三相线电压 2次谐波占有率

电流 2次谐波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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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显示工作参数

在任一单键显示方式下按“ ”键，将显示工作参数等。时间显示区域（最下排小 ）

显示当前系统时间，格式：月-日 时:分，时分之间的冒号闪烁表示秒。

 在电度量显示模式下的按键操作：

 短按“ ”键即可向下翻屏，每按一下向下翻 1屏；

 长按“ ”键即可向上翻屏，按住不动则可连续向上翻屏。

第一屏：通讯口协议查看，如右图：

屏幕第一行显示“PROT”，表示通讯口协议。

屏幕第二行“1-MB”，表示通讯口 1为MODBUS协议；

屏幕第三行“2-DP”，表示通讯口 2为 PROFIBUS-DP协议；

屏幕第四行“3-DL”，表示通讯口 3为 DLT645-2007协议；

注：只有支持双通讯的装置显示 2-XX，只有支持蓝牙通讯的装置显示

3-XX，否则不显示。

第二屏：通讯口 1通讯参数，如右图：

屏幕第一行显示“COM1”，表示通讯口 1参数；

屏幕第二行显示“254”，表示通讯地址号为 254；

屏幕第三行显示“9.6 k”波特率为 9.6 k；

屏幕第四行显示“8N2”表示传输格式。

传输格式代码解释如下表：

传输格式 解 释

8E1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

8O1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奇校验，1位停止位

8N1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

8N2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2位停止位

注：出厂默认值，通讯地址为 254，波特率为 9.6k，传输格式代码为 8N2。

当通讯口 1的协议为 DLT645-2007时，显示如右图所示：

屏幕第二行显示“0254”，表示通讯地址低四位为 0254；

屏幕第三行显示“9.6 k”波特率为 9.6 k；

屏幕第四行显示“8N2”表示传输格式；

屏幕最下边显示“H-00000000”表示通讯地址的高八位，左高

右低，与第二行的低四位组成 12位的 DLT645通讯地址；

通讯参数

通讯协议

通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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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屏：通讯口 2通讯参数：

当通讯口 2的协议为 PROFIBUS-DP时，显示如右图所示：

屏幕第二行显示“126”，表示通讯地址号为 126；

当通讯口 2 的协议为MODBUS 或 DLT645-2007 时显示与第二

屏类似。

注：只有支持双通讯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第四屏：通讯口 3通讯参数：

显示与第二屏类似。

注：只有支持蓝牙通讯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第五屏：系统接线方式，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SYS”，表示系统接线方式。

屏幕显示“3P4L”，表示系统接线方式为三相四线制，

屏幕显示“3CT”，表示电流互感器为 3CT。

注：出厂默认值为 3P4L，3PT，3CT。

第六屏：系统额定参数，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RATE”，表示系统额定参数。

屏幕第二行，表示系统额定电压为 0.220kV;

屏幕第三行，表示系统额定电流为 5A;

屏幕第四行，表示系统额定频率为 50.00Hz。

第七屏：PT变比，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PT”，表示 PT变比。

屏幕二行显示，表示 PT二次侧额定值为 220V，

屏幕三行显示，表示 PT一次侧额定值为 0.220 kV。

注：出厂默认值，PT一次侧为 0.220kV，PT二次侧为 220V。

系统接线方式

PT变比

系统额定参数

通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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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屏：CT变比，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CT”，表示 CT变比。

屏幕二行显示，表示 CT二次侧额定值为 5A，

屏幕三行显示，表示 CT一次侧额定值为 5000A。

注：出厂默认值，CT一次侧为 5A，CT二次侧为 5A。

第九屏：零序 CT变比，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CTo”，表示零序 CT变比。

屏幕二行显示，表示 CT二次侧额定值为 5A，

屏幕三行显示，表示 CT一次侧额定值为 5000A。

注：出厂默认值，CT一次侧为 5A，CT二次侧为 5A。

第十屏：系统时间，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TIME”，表示系统时间。

屏幕二行显示“2018”，表示 2018年；

屏幕三行显示“12.05”，表示 12月 5日；

屏幕四行显示“11.19”，表示 11时 19分。

第十一屏：背光点亮时间，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BL―T”，表示背光灯点亮时间。

屏幕下方显示“5M”，表示背光点亮时间为 5分钟，

即在连续 5分钟内没有按键操作，背光自动熄灭；

当显示“0”时，表示背光常亮。

注：背光点亮默认值时间为 5分钟。

第十二屏：实时需量参数，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DMD”，表示需量。

屏幕第二行显示“SLID”表示滑动需量，

“SYNC”表示 DI同步需量。

屏幕第三行显示“1M”，表示需量滑动周期为 1分钟。

CT变比

系统时间

零序 CT变比

需量参数

背光点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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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第四行显示“15”，表示滑动周期个数为 15个。

需量周期（滑动需量）= 滑动周期×滑动周期个数，

需量周期（同步需量）= DI 同步周期×滑动周期个数实时需量为前一个需量周期内各个

滑动周期时间片需量的平均值。

例：滑动周期=15min，需量滑动周期个数=4时，如图 00:30 到 1:30之间的 4个滑动

周期时间片的需量已计算出来，则 1:30～1:45之间的实时需量值应为：

425.21
4

4.209.177.227.24




滑动需量示意图

注：只有支持需量统计功能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第十三屏：功率因数表示方式，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PF-M”，表示功率因数表示方式。

屏幕下方显示“IEC”,表示功率因数符号定义为 IEC标准。

功率因数的符号支持三种定义，分别为 IEC 定义、IEEE 定义

以及-IEEE 定义。具体如下图所示。

注：功率因数符号定义方式默认为“IEC”。

功率因数符号定义

功率因数表示方式



28

第十四屏：视在功率计算方法，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AP-M”，表示视在功率计算方式。

屏幕下方显示“V”，表示视在功率计算方式为矢量方式，如

显示“S”，表示视在功率计算方式为标量方式。

标量法总视在功率数学表达式为： cba SSSS 

矢量法总视在功率数学表达式为：
22 )Q()P(S 

注意：总视在功率计算方法，同时会影响总功率因数计算结果和视在电能累计结果。

注：视在功率计算方法默认为标量法。

第十五屏：谐波含有率计算方法，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HD-M”，表示谐波含有率计算方法。

屏幕显示“IEEE”，表示计算方法为 IEEE标准。

谐波畸变率提供 IEEE和 IEC 两种计算方法，定义如下：

占基波的百分比（IEEE）：

%100H
1

n
n

U


U
U

H
THD

（U1 为基波幅值）；

占均方根值的百分比（IEC）：

%100
U
HTHD

rms

Un
Un 

（Urms 为有效值值）

注：谐波畸变率计算方法默认为 IEEE。

第十六屏：统计电量转存时间，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EG―T”，表示统计电量转存时间。

屏幕第二行显示“d- 1”，表示 1日；

屏幕第三行显示“h- 0”，表示 0时；

屏幕第四行显示“60”，表示 60分钟。

统计电量的转存时间默认为每月的 1日 0时，此时第四行显示

的分钟间隔无效。当日和时都显示为 99时，则电量的转存时间

以第四行显示的分钟间隔为周期，如 60则表示每小时转存 1次电量。

第十七屏至第十九屏：分别显示最大需量统计转存时间、最值统计转存时间、冻结转存时间，

显示格式和转存规则与第十六屏相同，如下图：

谐波含有率计算方法

视在功率计算方法

统计电量转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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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屏：第 1路继电器输出脉冲时间，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RL-1”，表示第 1路继电器输出脉冲时间。

屏幕中间显示“2 S”，表示输出脉冲时间为 2秒，

如显示“0 S”时，表示继电器的输出方式为自保持，

即接到合闸指令后，输出结点闭合；

接到分闸指令后，输出结点断开。

注：继电器输出脉冲时间出厂默认值为 2秒，只有支持继电器输出的装

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第二十一屏至第二十三屏：第 2~4路继电器输出脉冲时间

屏幕显示与第二十屏相似。

注：只有支持 2~4路继电器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第二十四屏：第 1路数字量输入参数，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DI-1”，表示第 1路数字量输入。

屏幕第二行显示“60”，表示输入去抖时间为 60ms；

屏幕第三行显示“DI”，表示数字量输入类型为遥信输入，

当屏幕第三行显示“dmd”，表示数字输入类型为需量同步信

号；

当第三行显示“PI”，表示数字输入类型为脉冲电量输入计数，

此时第四行会显示脉冲计数的类型“EP”表示有功，“EQ”表示无功。最下边一排会显

示脉冲常数，如下图“6400”表示 6400个脉冲为 1度电。

继电器输出

最值统计转存时间最大需量统计转存时间 冻结转存时间

遥信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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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需量输入参数 脉冲输入参数

注：数字量输入参数默认为 60ms去抖时间，输入类型为遥信输入。

第二十五屏至第三十一屏：第 2~8路数字量输入参数

屏幕显示与第二十四屏相似。

注：只有支持 2~8路数字量输入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第三十二屏：第 1路 AO输出参数

屏幕上方显示“AO-1”，表示第 1路 4-20mA模拟量输出。

屏幕第二行显示“UA”，表示关联的模拟量为 A相电压；

屏幕第三行显示“0.000”，表示 4mA对应的电压值时 0.0kV，

屏幕第四行显示“0.264”，表示 20mA对应的电压值时 0.264kV。

屏幕第二行显示“NO”，表示无关联，此时第三行和第四行不

显示。

第三十三屏：第 2路 AO输出参数

屏幕显示与第三十二屏相似。

第三十四屏：第 1路温度序号，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T-A1”表示温度传感器 A1。

屏幕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依次显示温度传感器序号中间 12

位数据。

注：只有支持温度测量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第三十五屏至第四十一屏：第 2~8路温度传感器序号

屏幕显示与第三十四屏相似。

注：只有支持 2~8路温度测量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第 1路 AO输出参数

温度传感器 A1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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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屏：软、硬件版本号，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VER”，表示版本号。

“H 1.0”，表示硬件版本号为 1.0版；

“S 1.0”，表示软件版本号为 1.0版。

软、硬件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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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电度量显示

在任一单键显示方式下按“ ”键，将显示各种电度量数据和脉冲输入数据。

 在电度量显示模式下的按键操作：

 短按“ ”键即可向下翻屏，每按一下向下翻 1屏；

 长按“ ”键即可向上翻屏，按住不动则可连续向上翻屏。

 电度量显示界面符号解释说明：

屏幕左上角显示“EGY”表示电量；

屏幕左上角显示“总尖峰平谷”表示复费率电量。

屏幕第一行显示符号对应含义如下：

 显示“EP”、“EQ”分别表示总有功、总无功电度量。

 显示“+EP”、“-EP”分别表示正反向总有功电度量。

 显示“+EQ”、“-EQ”分别表示正反向总无功电度量。

 显示“EQ-1”、“EQ-2”、“EQ-3”、“EQ-4”分别表示四象限无功电度量。

 显示“PI-1”、“PI-2”分别表示第 1路和第 2路脉冲输入电度量。

屏幕左下角显示“a”“b”“c”“∑”分别表示 A相、B相、C相和合相电度量。

注：电度量最大显示位数为 9位，即 999999999。

默认电度量显示为 1位小数，特殊型号会显示 2位小数或不显示小数。

第一屏：显示总有功绝对值电度量，如右图：

总有功绝对值电度量 Ep＝21731426.9 kWh。

第二屏：显示总无功绝对值电度量：

电度量显示与第一屏类似。

第三屏、四屏：显示正反向总有功电度量：

电度量显示与第一屏类似。

第五、六屏：显示正反向总无功电度量：

电度量显示与第一屏类似。

第七至十屏：显示四象限总无功电度量：

电度量显示与第一屏类似。

第十一至十三屏：显示 A相、B相、C相总有功电度量：

总有功绝对值电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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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度量显示与第一屏类似。

注：只有接线方式为三相四线制时才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第十四至十六屏：显示 A相、B相、C相总无功电度量：

电度量显示与第一屏类似。

注：只有接线方式为三相四线制时才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第十七至二十二屏：显示尖费率的总有功、总无功、正反向有功和正反向无功电度量：

电度量显示与第一屏类似。

注：只有支持复费率计量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第二十三至二十八屏：显示峰费率的总有功、总无功、正反向有功和正反向无功电度量：

电度量显示与第一屏类似。

注：只有支持复费率计量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第二十九至三十四屏：显示平费率的总有功、总无功、正反向有功和正反向无功电度量：

电度量显示与第一屏类似。

注：只有支持复费率计量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第三十五至四十屏：显示谷费率的总有功、总无功、正反向有功和正反向无功电度量：

电度量显示与第一屏类似。

注：只有支持复费率计量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第四十一屏：显示第 1路脉冲输入电度量，如右图：

第 1路脉冲输入 PI-1的电量为＝92765.8 kWh。

当脉冲输入的电量类型关联为 EQ时，

此时会显示电量为＝92765.8 kvarh。

当脉冲输入的脉冲常数为 1时，则显示的是脉冲计数的个数，

此时不显示单位，显示如右图：

注：只有设置了数字量输入为脉冲输入时才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注：当脉冲常数为 1时，脉冲计数范围：0～4294967295；脉冲常数大于

1时，脉冲电量统计范围：0～999999999。

第 1路脉冲输入电度量

第 1路脉冲输入脉冲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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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至五十屏：显示尖峰平谷费率的第 1、2路脉冲输入电度量：

显示与第四十一屏和四十二屏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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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其它状态信息查询

在单键模式测量数据显示时，同时按下“ ”键和“ ”键，可快速查看设备的系统

时间、继电器状态、越限告警状态、暂态监测状态、通讯状态。

 状态信息显示界面下的按键操作：

 短按“ ”键即可向上翻屏，每按一下向上翻 1屏；

 短按“ ”键即可向下翻屏，每按一下向下翻 1屏；

 按“ ”键即返回，返回到显示运行测量数据。

第一屏：年-月-日-时-分-秒，如右图：

当前系统时间：2018年 11月 17日 20时 39分 22秒，星期六。

第二屏：继电器输出状态，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STA”，表示状态；

屏幕上方显示“RL”，继电器；

屏幕下方显示“0010”，从左到右分别表示继电器 4/3/2/1的状

态，“0”表示“分”；“1”表示“合”。

第三屏：10组告警状态：

屏幕左上角显示“STA”，表示状态；

屏幕上方显示“ALM”，越限告警；

无任何越限告警发生时屏幕显示如右图所示：

系统时间查看

继电器状态查看

告警状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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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告警发生时，屏幕则显示如右图所示：

当有多组告警发生时，可按“ ”和“ ”键依次查看。

屏幕第二行显示“01”，表示第 1组越限参数告警；

屏幕第三行显示“U”，表示发生电压类告警；

屏幕第四行显示“A C”，表示 A相和 C相发生告警；

屏幕第三行显示，符号含义对应表：

显示 含义 显示 含义 显示 含义

“U” 电压 “PF” 功率因数 “T-1” 第 1~4路温度

“I” 线电压 “F” 频率 “T-2” 第 5~8路温度

“P” 有功功率 “UNB” 不平衡度 “TD-1” 第 1~3路温差

“Q” 无功功率 “TH-U
”

电压谐波 “TD-2” 第 5~7路温差

“S” 视在功

率

“TH-I” 电流谐波

屏幕第三行显示，符号含义对应表：

显示 “A” “B” “C” “T” “N”
含义 A相 B相 C相 合相 N相

注：三相三线时，电压类告警时，“A”,“B”,“C”分别表示 Uab、Ubc、Uca 线电压。

温差类告警时，“A.”:表示 A 点与 B 点温差告警;“B.”:表示 B 点与 C 点温差告警。

“C.”:表示 C 点与 A 点温差告警。

第四屏：暂态状态，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STA”，表示状态；

屏幕上方显示“TRA”，表示暂态；

屏幕第二行显示“SWE.0”，表示电压暂升状态“0”。

屏幕第三行显示“DIP.0”，表示电压暂降状态“0”；

屏幕第四行显示“INT.0”，表示电压中断状态“0”。

注：0：表示正常；1：表示有暂态发生；

告警状态查看

暂态状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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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屏：通信状态，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STA”，表示状态；

屏幕上方显示“COMM”，表示通讯；

屏幕下方显示“001”，从左到右分别表示通讯口 3/2/1的通讯

状态，“0”表示“断开”；“1”表示“通讯正常”。

注：只有支持双通讯（通讯口 2）和支持蓝牙通讯（通讯口 3）的装置

对应的状态位才有意义，否则无意义。

第六屏：接线检测状态，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STA”，表示状态；

屏幕上方显示“WIRI”，表示接线；

屏幕第二行显示“0000”，从右到左分别表示 A相、B相、C

相、合相有功功率方向异常。

屏幕第三行显示“0000”，从右到左分别表示 A相、B相、C

相 CT方向反向，最左边 1位为保留位；

屏幕第四行显示“0000”，从右到左分别表示电压相序异常、电流相序异常、电压缺相、

电流缺相。

注：“0”表示“正常”；“1”表示“异常”。

接线检测说明：

 电压/电流相序检测：默认正常相序为 ABC。当检测到相序为 ACB/BAC/CBA 时提示相序

错误，当相序为 BCA 和 CAB 时无法检测出相序异常。

 电压缺相检测：条件 1，当线电压之间任意两个的差值大于限值(固定为 0.2Ue)并且线

电压最小值小于限值(固定为 0.9Ue)。条件 2，当线电压最大值小于限值(固定为 0.2Ue)

并且 3 相电流至少有 1 相有电流。条件 1 和条件 2 满足 1 条则判定电压缺相。当电压缺

相时电压相序检测无意义。Ue 固定为系统参数的 PT 一次侧值。

 电流缺相检测：当三相电流至少有 1相为零并且至少有 1相不为零时提示电流缺相。

当电流缺相时电流相序检测无意义。

 有功功率方向检测：默认正常有功功率为正值（输入）。当 A相、B相、C相、合相有

功功率为负值时提示有功功率方向异常。

 CT 极性检测：电压相序正常，电流不为 0 且有功功率为负值，则提示 CT 极性错误。

当 ABC 相电压与 ABC 相电流不能保证一一对应时，CT 极性检测无意义。

通讯状态查看

接线检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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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OE及其它记录查看

在单键显示模式下，同时按下“ ”键和“ ”键，将进入菜单选择模式。

屏幕右侧显示名称。

 通过本界面可以进入，

 “DI/SOE”开关量 SOE查看；

 “ALM/SOE”告警 SOE查看；

 “TRA/SOE”暂态 SOE查看；

 “REC/PEAK”最值记录查看；

 “REC/DMD”最大需量记录查看；

 菜单界面下各键功能简介：

 按“ ”和“ ”键用于翻屏，切换菜单项目。

 按“ ”键确认进入选择的项目。

 按“ ”键返回。

注意：如果在 10分钟内没有按键，将自动返回到单键显示模式。

开关量 SOE查看 告警 SOE查看 暂态 SOE查看

最值记录查看 最大需量记录查看



EM600C96电力智能监控仪表

39

3.5. 高级参数设置

在单键显示模式下，同时按下“ ”和“ ”键，将进入菜单选择模式。

屏幕右侧显示名称。

 通过本界面可以进入，

 “ALM/SET”告警参数查看、设置；

 “TRA/SET”暂态参数查看、设置；

 “RAT/SET”复费率参数查看、设置。

 菜单界面下各键功能简介：

 按“ ”和“ ”键用于翻屏，切换菜单项目。

 按“ ”键确认进入选择的项目。

 按“ ”键返回。

注意：如果在 10分钟内没有按键，将自动返回到单键显示模式。

告警参数查看、设置 暂态参数查看、设置 复费率参数查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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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基本参数设置

3.6.1. 功能介绍

在单键显示方式下，同时按下“ ”键和“ ”键并松开将进入参数设置模式，屏幕

左上角显示“SET”，表示参数设置（set）。

 参数设定模式下各键功能简介：

1) 非激活状态：

 按“ ”键用于返回到单键显示模式，显示测量数据界面。

 按“ ”和“ ”单键用于上下翻屏，切换参数设定项目。

 按“ ”单键用于激活，激活当前参数设定项目。激活后相应的数据项会闪烁。

2) 激活状态：

 按“ ”键用于取消激活当前设置项目，并且不保存已经修改的参数内容。

 按“ ”单键用于移位，每按 1次光标循环右移 1位。

 按“ ”单键为加 1键，每按一次光标所在位置的数字加“1”或切换参数内容。

 按“ ”单键为参数确认键，当一屏参数设定完成后，按“ ”键进行参数确

认并返回到非激活状态。如参数设置非法则取消本次修改恢复为修改前的参数；

参数合法则显示修改后的参数并保存。

注意：如果在 10分钟内没有按键，将自动返回到单键显示模式。

3.6.2. 操作介绍

参数设置模式的起始界面为密码确认。每次进入参数设置模式

都先提示输入密码，密码显示为“――――”。密码共 4位，范围为

0000～9999，出厂的默认值为 0000。按“ ”键可在 4个密码位

之间循环切换选择，按“ ”键对选定位进行加操作，范围 0～9，

输入完成后按“ ”键确认。只有确认密码后才能进行参数设置，

否则停留在本页。

参数设置第一屏：通讯口协议设置，如右图：

本界面用来设置通讯协议。

屏幕上方显示“PROT”字样，表示为通讯协议设置页。

屏幕第二行“1-MB”表示通讯口 1为MODBUS协议；

参设置-密码输入

通讯协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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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第三行“2-DP”表示通讯口 2为 PROFIBUS-DP协议；

屏幕第四行“3-DL”，表示通讯口 3为 DLT645-2007协议；

通讯口 1、2、3可以设置为MODBUS协议和 DLT645-2007协议。

注：当装置支持 PROFIBUS 通讯时，通讯口 2只能设置为 PROFIBUS-DP协议。

注：只有支持双通讯的装置显示 2-XX，只有支持蓝牙通讯的装置显示 3-XX，否则不显示。

参数设置第二屏：通讯口 1参数设置，如右图：

本界面用来设置通讯地址、通讯波特率、传输格式。

屏幕上方显示“COM1”字样，表示为通讯口 1参数设置页。

当通讯口的协议为MODBUS时，

屏幕第二行是通讯地址设置区，地址范围：1～254；

当通讯口的协议为 DLT645-2007时，如右图：

屏幕第二行是通讯地址低四位设置区，范围为 0000～9999。

屏幕最下边一行是地址高八位设置区（左高右低），范围：

00000000～99999999。与第二行组成 12位 DLT645通讯地址。

屏幕第三行是通讯波特率设置区，

波特率可设为：1.2k、2.4k、4.8k、9.6k、19.2k、38.4k。

屏幕第四行是通讯传送格式设置区，

传输格式代码共有“8E1”，“8O1”，“8N1”，“8N2”四种可供选择。

传输格式代码解释如下表：

参数设置第三屏：通讯口 2参数设置

当通讯口 2的协议为 PROFIBUS-DP时，如右图：

屏幕第二行是通讯地址设置区，地址范围：1～126；

当通讯口 2的协议为MODBUS或 DLT645-2007时显示和设置

与第二屏类似。

注：只有支持双 RS485通讯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传输格式 解 释

8E1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

8O1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奇校验，1位停止位

8N1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

8N2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2位停止位

MODBUS通讯参数设置

DLT645协议通讯参数设置

PROFIBUS协议通讯参数设置



42

参数设置第四屏：通讯口 3参数设置

通讯口 3的地址、波特率和传输格式设置与第二屏类似。

注：只有支持蓝牙通讯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参数设置第五屏：系统接线方式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系统的接线方式。

屏幕上方显示“SYS”字样，表示为系统接线方式设置页。

共有 3种方式可供选择：

方式 1，三相四线，3PT，3CT：“3P4L 3CT”；

方式 2，三相三线，2PT，3CT：“3P3L 3CT”；

方式 3，三相三线，2PT，3CT：“3P3L 2CT”。

参数设置第六屏：系统额定参数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系统的额定参数。

屏幕上方显示“RATE”字样，表示为系统额定参数设置页。

屏幕第二行是额定电压设置区，范围：0.100kV～35.00kV；

屏幕第三行是额定电流设置区，范围：1A～5000A；

屏幕第四行是额定频率设置区，范围：45Hz～65Hz。

参数设置第七屏：PT变比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 PT的一次侧和二次侧额定电压值。

屏幕上方显示“PT”字样，表示为 PT变比设置页。

屏幕第二行为 PT二次侧额定值设置区，

范围：100V～380V；

屏幕第三行为 PT一次侧额定值设置区，

范围：0.100kV～35.00kV。

参数设置第八屏：CT变比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 CT的一次侧和二次侧额定电流值。

屏幕上方显示“CT”字样，表示为 CT变比设置。

屏幕第二行为 CT二次侧额定电流设置区，范围 1A～5A；

屏幕第三行为 CT一次侧额定电流设置区，

范围为 1A～5000A。

PT变比设置

系统接线方式设置

CT变比设置

系统额定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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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第九屏：零序 CT变比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零序 CT的一次侧和二次侧额定电流值。

屏幕上方显示“CT”字样，表示为 CT变比设置。

屏幕第二行为 CT二次侧额定电流设置区，范围 1A～5A；

屏幕第三行为 CT一次侧额定电流设置区，

范围为 1A～5000A。

参数设置第十屏：系统时间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系统时间：

屏幕上方显示“TIME”字样，表示为系统时间设置页。

屏幕第二行显示“2018”字样，表示 2018年；

屏幕第三行显示“10.26”字样，表示 10月 26日；

屏幕第四行显示“19.05”字样，表示 19时 05分；

参数设置第十一屏：背光点亮时间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背光的点亮时间。

屏幕上方显示“BL－T”字样，表示为背光时间设置页。

屏幕第三行为液晶背光点亮时间设置区，范围 0～30分钟。

当设置为 0时，表示背光常亮。

注意：背光常亮会影响背光的寿命。

参数设置第十二屏：实时需量参数设置，如右图：

本界面用来设置需量计算的滑差周期和滑差周期个数。

屏幕上方显示“DMD”字样，表示需量。

屏幕第二行为需量模式设置区，“SLID”表示滑动需量；“SYNC”

表示 DI 同步需量，要配合 DI 参数使用，需要设置 1 路 DI 输

入类型为“dmd”需量同步模式。

（当有多个 DI 输入类型为需量同步模式时，只响应第 1个 DI

输入信号，之后的 DI输入信号不响应）

屏幕第三行为滑动周期设置区，范围为 1~60分钟；

屏幕第四行为滑动周期个数设置区，范围为：1～15个。

系统时间设置

零序 CT变比设置

实时需量参数设置

LCD背光点亮时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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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量周期（滑动需量）= 滑动周期×滑动周期个数，

需量周期（同步需量）= DI同步周期×滑动周期个数。

实时需量为前一个需量周期内各个滑动周期时间片需量的平均值。

注：只有支持需量统计功能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参数设置第十三屏：功率因数表示方式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功率因数表示方式。

屏幕上方显示“PF-M”，表示功率因数表示方式。

屏幕显示“IEC”，“IEEE”，“-IEEE”3中表示方式。

功率因数的符号支持三种定义，分别为 IEC 定义、IEEE 定义

以及-IEEE 定义，具体如下图所示。

功率因数符号定义

参数设置第十四屏：视在功率计算方法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视在功率计算方法。

屏幕上方显示“AP-M”，表示视在功率计算方式。

屏幕显示“V”，“S”，分别表示矢量方式和标量方式。

标量法总视在功率数学表达式为： cba SSSS 

矢量法总视在功率数学表达式为：
22 )Q()P(S 

注意：总视在功率计算方法，同时会影响总功率因数计算结果和视在电能累计结果。

功率因数表示方式设置

视在功率计算方法设置



EM600C96电力智能监控仪表

45

%100HUn
n 

rms
U

U
THD

参数设置第十五屏：谐波含有率计算方法，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谐波含有率计算方法。

屏幕上方显示“HD-M”，表示谐波含有率计算方法。

屏幕显示“IEC”，“IEEE”，分别表示两种计算方法。

占基波的百分比（IEEE）：

（U1 为基波幅值）；

占均方根值的百分比（IEC）：

（Urms 为有效值值）

参数设置第十六屏：统计电量转存时间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统计电量的转存时间和周期。

屏幕上方显示“EG―T”，表示统计电量转存时间。

屏幕第二行为转存时间日设置区，范围：1日~28日；

屏幕第三行为转存时间时设置区，范围：0时~23时；

屏幕第四行为转存周期设置区，范围：1~1440分钟。

当统计电量转存时间有效时，第四行的转存周期无效，此时按

照设置的时间，以月为间隔统计；当转存时间设置为 99，99时，则电量按照第四行的转

存周期统计，最长可设置为 1440分钟（1日）。

参数设置第十七屏至第十九屏：分别设置最大需量统计转存时间、最值统计转存时间、冻结

转存时间，显示格式和转存规则与第十六屏相同，如下图：

最大需量统计转存时间设置 最值统计转存时间设置 冻结转存时间设置

统计电量转存时间设置

%100H
1

n
n

U


U
U

H
THD

谐波含有率计算方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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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第二十屏：第 1路继电器输出脉冲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第 1路继电器输出脉冲时间。

屏幕上方显示“RL-1”，表示第 1路继电器输出脉冲宽度。

屏幕中间是输出脉冲时间设置区，范围为：0或 2~99秒。

设为 0秒时则继电器的输出方式为自保持。即接到合闸指令后，

输出结点闭合；接到分闸指令后，输出结点断开。

注：只有支持继电器输出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参数设置第二十一屏至第二十三屏：第 2~4路继电器输出脉冲设置：

屏幕显示和设置与第二十屏相似

注：只有支持 2~4路继电器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参数设置第二十四屏：第 1路 DI输入参数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第 1路 DI输入参数。

屏幕上方显示“DI-1”，表示第 1路 DI输入参数。

屏幕第二行是 DI输入去抖时间设置区，范围为：10~9999毫秒。

屏幕第三行是 DI输入模式设置区，显示“DI”，“dmd”，“PI”，

分别表示遥信输入模式，同步需量模式和脉冲输入模式。

当选择为“PI”脉冲输入模式时，显示界面如下图（右）：

屏幕第四行可以设置脉冲输入类型“EP”,“EQ”分别表示有功和无功。本地显示相应的

电量单位，“kWh”,“kvarh”。当脉冲常数为“1”时表示脉冲计数，不显示单位。

屏幕最下边一行可以设置脉冲常数，范围为：1~60000。当设置为 1时表示脉冲输入只用

于脉冲计数，大于 1表示脉冲常数，脉冲计数会换算成相应的电量进行统计。

对于支持复费率统计的装置，脉冲输入电量也会按照复费率设置进行复费率统计。

同步需量模式只能选择 1路 DI输入，当设置多于 1路时，靠前的一路 DI输入信号有效，

后边的会被忽略，既不触发需量同步也不产生遥信 SOE。

脉冲输入统计最多支持 2路，当设置多于 2路时，只统计 DI输入前 2路的脉冲输入数据，

后边的会被忽略，既不统计脉冲输入电量也不产生遥信 SOE。

继电器输出设置

DI输入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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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需量输入参数 脉冲输入参数

参数设置第二十五屏至第三十一屏：第 2~8路数字量输入参数设置：

屏幕显示和设置与第二十四屏相似。

注：只有支持 2~8路数字量输入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参数设置第三十二屏：第 1路 AO变送输出参数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第 1路 AO变送输出参数。

屏幕上方显示“AO-1”，表示第 1路 4-20mA模拟量。

屏幕第二行为 AO电参量关联设置区；

屏幕第三行为 4mA对应电参量值设置区；

屏幕第四行为 20mA对应电参量值设置区。

本页特殊按键操作：

当光标在第三行闪烁时，长按“ ”键可切换 4mA设定值的正负；

当光标在第四行闪烁时，长按“ ”键可切换 20mA设定值的正负；

只有 AO关联的电参量支持负数，此按键才有效，否则无效。

右图显示举例：

第二行显示“UA”，表示关联的电参量为 A相电压；

第三行显示“0.000”，表示 4mA对应的电压值为 0.0kV；

第四行显示“0.264”，表示 20mA对应的电压值为 0.264kV。

其它可关联电参量和范围见下表。

变送输出实时值：

电参量一次测实时值：

第 1路 AO输出参数

  ）（1
)( 0

420
4 AO

SVSV
RSVAiAO 




）（2)(Ai 4
420

0 SV
R
SVSVAO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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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为变送输出范围，固定为(20-4)；AO0为变送输出下限，固定为 4；

SV4为 4mA对应的电参量设定值；SV20-为 20mA对应的电参量设定值；

AO为变送输出实时值；Ai为关联电参量一次测实时值。

公式(1)举例，AO输出关联 A相电压，测量电压为 220V，

4mA对应电压值设定为 0，20mA对应电压值设定为 300V。

对应的 AO输出为：((220-0) * ((20-4)/(300-0))) + 4，计算后=15.733mA。

公式(2)举例，AO输出关联 A相电压，AO输出为 16mA，

4mA对应电压值设定为 0，20mA对应电压值设定为 300V。

对应的电参量值为：((16-4) * ((300-0)/(20-4))) + 0，计算后=225V。

注：AO输出最小值为 4mA，当电参量测量值小于 4mA对应的设定值时也会输出 4mA。

注：只有支持 AO变送输出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AO输出电参量关联表，量程决定了 4mA和 20mA的设定范围：

序号 电参量关联 描述 一次侧电参量量程

0 “NO” 无关联 0
1 “UA” 关联相电压 Ua

0～42000V

2 “UB” 关联相电压 Ub
3 “UC” 关联相电压 Uc
4 “UAV” 关联 相电压平均值

5 “UAB” 关联线电压 Uab
6 “UBC” 关联线电压 Ubc
7 “UCA” 关联线电压 Uca
8 “ULAV” 关联 线电压平均值

9 “IA” 关联电流 Ia

0～6000A
10 “IB” 关联电流 Ib
11 “IC” 关联电流 Ic
12 “IAV” 关联电流平均值

13 “IN” 关联零序电流 In

14 “PA” 关联相有功功率 Pa

-756000kW ～ 756000kW15 “PB” 关联相有功功率 Pb
16 “PC” 关联相有功功率 Pc
17 “PT” 关联总有功功率 PT
18 “QA” 关联相无功功率 Qa

-756000kvar ～ 756000kvar
19 “QB” 关联相无功功率 Qb
20 “QC” 关联相无功功率 Qc
21 “QT” 关联总无功功率 QT
22 “SA” 关联相视在功率 Sa

0 ～ 756000kVA
23 “SB” 关联相视在功率 Sb
24 “SC” 关联相视在功率 Sc
25 “ST” 关联总视在功率 ST



EM600C96电力智能监控仪表

49

26 “PFA” 关联相功率因数 PFa

-1.000 ～ 1.00027 “PFB” 关联相功率因数 PFb
28 “PFC” 关联相功率因数 PFc
29 “PFT” 关联总功率因数 PFT
30 “F” 关联系统频率 F 45～65Hz

参数设置第三十三屏：第 2路 AO输出参数设置

屏幕显示与第三十二屏相似。

注：只有支持 AO变送输出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参数设置第三十四屏：A1温度传感器关联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搜索上来的温度传感器 SN与显示位置关联。

屏幕最上方显示“T-A1”，表示“A1”位置温度传感器 SN，

屏幕第二三四行显示的是传感器的 12位序号。此 12位序号与

ETSY-D系列温度传感器 SN：的中间 12位对应。

每个温度传感器有一个唯一的 SN 号，当显示的温度值与对应

位置不一致时，可通过此界面改变装置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排列顺序。如要在“A1”点显

示温度传感器 SN为 2830934A0600004C的温度，可在此界面下选择对应温度传感器的序

号，界面只显示序号的中间 12位即：30934A060000。确定后就可在显示界面“T-1 a”位

置显示设定的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值。

注：温度传感器的排序，就是交换 SN号的位置。

注：只有支持温度测量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参数设置第三十五至四十一屏：B1,/C1/N1/A2/B2/C2/N2温度传感器关联设置

屏幕显示和设置与第三十四屏相似

注：只有支持 2~8路温度测量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参数设置第四十二屏：保护密码设置，如右图：

本页用来设置参数设置密码和系统操作密码。

屏幕上方显示“PASS”字样，表示为保护密码设置页。

屏幕中间是参数设置密码设置区。

屏幕下方是系统操作密码设置区。

已设定密码会显示在屏幕上，密码范围 0000～9999。
保护密码设置页

A1温度传感器关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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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本地操作

在单键显示模式下，同时按下“ ”键和“ ”键，将进入本地操作模式，屏幕左上

角显示 OPR（OPERATE）。

 本地操作模式下各键功能简介：

1) 非激活状态：

 按“ ”键返回，返回到显示测量数据界面。

 按“ ”和“ ”键用于翻屏，切换操作的项目。

 按“ ”键用于激活，激活当前操作的项目。激活后会显示“Y- -N”。

2) 激活状态：

 按“ ”键用于取消当前操作并且返回到非激活状态。

 按“ ”键用于选择 Y或 N。

 按“ ”键用于操作确认并返回到非激活状态。选择 Y 则执行相应的操作；选

择 N则不执行相应的操作。

注意：如果在 10分钟内没有按键，将自动返回到单键显示模式。

3.7.1. 功能简介

在本地操作模式中，可以进行：控制继电器的分合操作、清除遥信 SOE、清除告警 SOE、

清除电量、清除电参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系统复位操作；

3.7.2. 操作介绍

本地操作模式的起始界面为密码确认，每次进入本地操作模式

都先提示输入密码，密码显示为“――――”，如右图所示。密码共

4位，范围为 0000～9999，出厂的默认值为“0000”。为增强保密性，

只有正在设定的密码位显示数字，其它位都显示为“―”。输入完成

后按“ ”键确认，如果输入密码正确则进入本地操作第一屏，

否则停留在本页。
本地操作-密码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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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操作第一屏：清除开关量 SOE，如右图：

本页用来清除开关量 SOE记录。

屏幕上方显示“CLR”（CLEAR）表示清除。

屏幕下方显示“DI”（Digital Input）字样，表示开关量 SOE。

如不想清除开关量 SOE，按“ ”和“ ”键将跳过此屏；

如要清除开关量 SOE，请按“ ”键，屏幕显示如右图：

按“H”键选择“Y”或“N”。

选择“Y”即 YES，确认清除 SOE。

选择“N”即 NO，不清除 SOE。

按“ ”键用于取消当前操作并且返回

本地操作第二屏：清除告警 SOE，如右图：

本页用来清除告警 SOE记录。

屏幕上方显示“CLR”（CLEAR）表示清除。

屏幕下方显示“ALM”（ALARM）字样表示告警 SOE。

清除告警 SOE的操作和清除开关量 SOE的操作相同。

注：只有支持告警功能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本地操作第三屏：清除暂态 SOE，如右图：

本页用来清除暂态 SOE记录。

屏幕上方显示“CLR”（CLEAR）表示清除。

屏幕下方显示“TRA”（TRANSIENT），表示清除暂态 SOE。

清除暂态 SOE的操作和清除开关量 SOE的操作相同。

注：只有支持暂态功能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本地操作第四屏：清除电量累计值，如右图：

本页用来清除所有电量累计值。

屏幕上方显示“CLR”（CLEAR）表示清除。

屏幕下方显示“ENGY”（ENGERY），表示清除电量底数。

清除遥信 SOE记录

本地操作-操作确认

清零电量累计值

清除告警 SOE 记录

清除暂态 SOE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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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电量累计值的操作和清除开关量 SOE的操作相同。

注：清除电量包括当前累计电量和电量记录，包括脉冲输入的电量和电量记录。

本地操作第五屏：清除最大需量记录，如右图：

本页用来清除所有最大需量记录。

屏幕上方显示“CLR”（CLEAR）表示清除。

屏幕下方显示“dmd”（DEMAND），表示清除最大需量记录。

清除最大需量的操作和清除开关量 SOE的操作相同。

注：只有支持最大需量记录功能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本地操作第六屏：清除极值记录，如右图：

本页用来清除所有极值记录。

屏幕上方显示“CLR”（CLEAR）表示清除。

屏幕下方显示“PEAK”（ PEAK），表示清除极值记录。

清除清除极值记录的操作和清除开关量 SOE的操作相同。

注：只有支持极值记录功能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本地操作第七屏：清除冻结记录，如右图：

本页用来清除所有电量累计值。

屏幕上方显示“CLR”（CLEAR）表示清除。

屏幕下方显示“FREE”（FREEZE），表示清除冻结记录。

清除冻结记录的操作和清除开关量 SOE的操作相同。

注：只有支持冻结功能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本地操作第八屏：继电器 1操作，如右图：

本页用来操作继电器 1的分合动作。

屏幕上方显示“RL-1”表示继电器 1；

屏幕下方显示“OPEN”（Open）或“CL”（Close）字样分别

表示要对继电器进行“分”或“合”操作。

当继电器状态为“分”状态时则只能对继电器进行“合”操作，

屏幕下方显示“CL”；反之当继电器为“合”状态时则只能进

行“分”操作，屏幕下方显示“OPEN”。

清零冻结记录

继电器操作

清零最大需量记录

清零极值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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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 1的分合操作和清除 SOE的操作相同。

注：只有支持继电器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本地操作第九屏至第十一屏：第 2~4路继电器操作

屏幕显示和操作与第四屏相似。

注：只有支持 2~4路继电器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本地操作第十二屏：告警复归，如右图：

本页用来复归越限告警。

屏幕上方显示“RST”（RESET）表示复位；

屏幕下方显示“ALM”（ALARM）表示复归越限告警。

复归越限告警的操作和清除 SOE的操作相同。

告警复归后会产生 1条告警 SOE。

告警复归的操作和清除 SOE的操作相同。

注：只有支持告警功能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本地操作第十三屏：搜索温度传感器，如右图：

本页用来搜索温度传感器 ID 号。

屏幕左上角显示“SCH”（SEARCH）表示搜索，

屏幕最上方显示“SENS”（SENSOR）表示传感器。

搜索温度传感器的操作和清除 SOE的操作相同

注：只有支持温度测量功能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本地操作第十四屏：清除温度传感器 ID，如右图：

本页用来清除温度传感器 ID 号。

屏幕左上角显示“CLR”（CLEAR）表示清除，

屏幕最上方显示“SENS”（SENSOR）表示传感器。

清除温度传感器的操作和清除 SOE的操作相同

注：只有支持温度测量功能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不显示。

告警复归

搜索温度传感器

清除温度传感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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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操作第十四屏：系统复位，如右图：

本页用来使系统复位。

系统复位后装置返回电压测量界面。

屏幕上方显示“RST”（RESET），表示复位。

屏幕下方显示“SYS”（SYSTEM），表示系统。

系统复位操作和清除 SOE的操作相同。
系统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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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开关量 SOE 查询

3.8.1. 功能介绍

在菜单界面第 1屏，显示“DI / SOE”时，按“ ”键，进入开关量 SOE查询。

 “SOE ”查询模式下各键功能简介：

 按“ ”键即返回，返回到菜单界面。

 按“ ”键依次向上查看 SOE，每按一次 SOE序号循环减 1；

 按“ ”键依次向下查看 SOE，每按一次 SOE序号循环加 1；

注意：如果在 10分钟内没有按键，将自动返回到单键显示模式。

3.8.2. 操作介绍

如果无开关量 SOE记录，显示如右图所示：

屏幕左上角显示“DI”;

屏幕上方显示“SOE”;

屏幕中间显示“NO”;

进入查询 SOE模式后，显示最新 1条的 SOE记录，

如右图所示：

屏幕左下角显示“001”，表示当前显示的是最新的

1条 SOE记录，“002”表示次新的 1条，以此类推。

最多可以显示 128条 SOE记录。

① 事件的类型。如图目前是遥信 2事件。

② 事件的状态。ON代表单点信息状态由合到分；OFF代表单点信息状态由分到合；

③ 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如图事件发生时间是 18年 10月 22日 15时 59分 17秒；

④ 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如图目前是 358毫秒；

⑤ 当前正在查看的事件。如图目前正在查看的为第 1个发生的事件。

注：如果通过通讯或本地操作清除了全部 SOE事件，这时屏幕最下边的“ ”标志消失。

无开关量 SOE记录

开关量 SOE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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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告警 SOE 查询

3.9.1. 功能介绍

在菜单界面第 2屏，显示“ALM/ SOE”时，按“ ”键，进入开关量 SOE查询。

 “SOE ”查询模式下各键功能简介：

 按“ ”键即返回，返回到菜单界面。

 按“ ”键依次向上查看 SOE，每按一次 SOE序号循环减 1；

 按“ ”键依次向下查看 SOE，每按一次 SOE序号循环加 1；

注意：如果在 10分钟内没有按键，将自动返回到单键显示模式。

本界面查看的 SOE分三大类：越限告警 SOE，越限返回 SOE，告警复归 SOE。

3.9.2. 操作介绍

如果无告警 SOE记录，显示如右图所示：

屏幕左上角显示“ALM”;

屏幕上方显示“SOE”;

屏幕中间显示“NO”;

进入查询 SOE 模式后，显示最新 1 条的 SOE 记录，如下图：

告警 SOE-电压 A相越下限告警

屏幕左上角显示“01”，表示当前显示的是最新的一条 SOE记录，“02”表示次新的一

条，以此类推。

① 当前正在查看的事件。如图目前正在查看的为第 1个发生的事件。

② 告警类型。如图“U-A”，表示是 A相电压告警；

告警类型有“U”电压告警，“I”电流告警，“P”有功功率告警，“Q”无功功率告警，

无告警 SOE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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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视在功率告警，“PF”功率因数告警，“F”频率告警，“UN”不平衡度告警，“H”

谐波告警，“T”温度告警。

显示 含义

“UA”,“UB”,“UC” A，B，C 相电压

“UAB”,“UBC”,“UBC” AB，BC，CA 线电压

“IA”，“IB”，“IC”，“IN” A，B，C，N相电流

“PA”，“PB”，“PC”,“PT” A，B，C，合相有功功率

“QA”，“QB”，“QC”,“QT” A，B，C，合相无功功率

“SA”，“SB”，“SC”,“ST” A，B，C，合相视在功率

“PFA”，“PFB”，“PFC”,“PFT” A，B，C，合相功率因数

“F” 系统频率

“UN-U”，“UN-I” 电压不平衡度，电流不平衡度

“H-UA”,“H-UB”,“H-UC”

“H-IA”,“H-IB”,“H-IC”

A，B，C相/线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A，B，C相电流总谐波畸变率

“T-A1”，“T-B1”，“T-C1”,

“T-N1”

“T-A2”，“T-B2”，“T-C2”,

“T-N2”

A1，B1，C1，N1，A2，B2，C2，N2 温度

“T1AB”，“T1BC”，“T1CA”,

“T2AB”，“T2BC”，“T2CA”,
A1B1，B1C1，C1A1，A2B2，B2C2，C2A2 温差

“LOCA”,“COM1”,“COM2”,“COM3” 本地告警复归、通讯口 1、2、3 告警复归

③ SOE类型。如图“UND”（Under），表示越下限告警 SOE。

显示 含义

“OVER” 越上限

“O-RE” 越上限返回

“UND”(Under) 越下限

“U-RE” 越下限返回

“RST”(Reset) 复归操作

④ 告警值。如上图“189.5”，表示 SOE发生时刻的告警值或返回值，目前是 189.5V；

通过通讯或本地操作告警复归产生的 SOE，告警值显示 FFFF。

⑤ 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发生时间年月日和时分秒会交替显示。如图目前是 2019 年 1

月 20日 17时 18分 2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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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越限告警参数查询、设置

3.10.1.功能介绍

在菜单界面第 3屏，显示“ALM/ SET”时，按“ ”键，进入越限告警参数查询设置。

装置支持 10组越限告警功能，每组越限告警都可独立关联越限告警模式（越上限、越下限）、

可关联不同的数据类型、独立的越限值、返回值、越限延时、返回延时、越限触发和返回触

发。每组告警参数分 4屏查看或设置。

前 5组越限告警模式为越下限时，被监测数据为零时会直接告警。后 5组越限告警模式

为越下限时，被监测数据为零时不会直接告警，需要先判断装置上电或告警复归后是否出现

过非零数据。有非零数据出现后如果被监测量仍低于阀值且经过延时后会触发告警。

在告警状态下修改本组告警参数时，需要先退出告警使能（即告警触发模式设为无关联，

此时会复位本组告警状态），然后再修改其它参数，最后将触发模式设为越上限告警或越下

限告警。否则可能造成本组告警不动作或无法返回。

 越限告警参数查询模式下各键功能简介：

 按“ ”键返回，返回到菜单界面。

 按“ ”键向后查看每组越限告警参数，每按一次越限告警组号加 1；

 按“ ”键查看本组越限告警参数相关信息，每按一次循环切换 1次；

 按“ ”单键用于激活，激活当前参数设定项目。激活后相应的数据项会闪烁。

注：进入越限告警参数查询设置界面后首次激活需要输入参数设置密码。密码正确后

可进行参数设置。

 越限告警参数设置模式下各键功能简介：

 按“ ”键用于取消激活当前设置项目，并且不保存已经修改的参数内容。

 按“ ”单键用于移位，每按 1次光标循环右移 1位。

 按“ ”单键为加 1键，每按一次光标所在位置的数字加“1”或切换参数内容。

 长按“ ”单键，可切换光标所在数据项的正负或单位。

 按“ ”单键为参数确认键，当一屏参数设定完成后，按“ ”键进行参数确

认并返回到非激活状态。如参数设置非法则取消本次修改恢复为修改前的参数；

参数合法则显示修改后的参数并保存

注意：如果在 10分钟内没有按键，将自动返回到单键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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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操作介绍

每组告警参数分 4屏查看或设置。

第一屏：查看和设置越限告警的模式和关联数据项，显示如下图所示：

① 显示“01”，表示第一组越限告警参数;

② 显示“MODE”, 表示第一组越限告警参数模式查看设置页;

③ 显示“NO”，表示触发模式为不触发。默认为不触

发，可设置为越上限告警“OVER”或越下限告警

“UND”;

④ 显示“NO”，表示关联告警数据类型为无关联。默

认为无关联，可关联数据类型：电压“U”、电流“I”、

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视在功率“S”、功

率因数“PF”、频率“F”、不平衡度“UNB”、总谐波畸变率“THD”、温度“T”、

温差“TD”。

⑤ 显示“NO”，表示关联告警数据项为无关联。默认为无关联，可关联数据项如下表:

数据类型

④

数据项

⑤
含义

“U”

“A”,“B”,“ C”,

“ALL”

关联相电压 A、B 或 C（三相四线时显示）,

关联三相电压，

“AB”,“BC”,“CA”,

“ALL”

关联线电压 AB、BC 或 CA（三相三线时显示），

关联三相电压，

“I”
“A”,“B”,“ C”,

“ALL”

关联相电流 A、B 或 C，

关联三相电流，

“P”
“A”,“B”,“ C”,“ T”

“ALL”

关联分相有功功率 A、B、C 或合相有功功率

关联三相有功功率

“Q”
“A”,“B”,“ C”,“ T”

“ALL”

关联分相无功功率 A、B、C 或和合相无功功率

关联三相无功功率，（三相四线时显示）

“S”
“A”,“B”,“ C”,“ T”

“ALL”

关联分相视在功率 A、B、C 或和合相视在功率

关联三相视在功率，（三相四线时显示）

“PF”
“A”,“B”,“ C”,“ T”

“ALL”

关联分相功率因数 A、B、C 或和合相功率因数

关联三相功率因数，（三相四线时显示）

“F” “SYS” 关联系统频率

“UNB” “U”，“I” 关联电压或电流不平衡度

“THD” “U”，“I” 关联三相/线电压总畸变率或三相电流总畸变率

“T”
“1ABC”，“1ABCN”，

“2ABC”，“2ABCN”，

关联温度探头 A1,B1,C1 或 A1,B1,C1,N1

关联温度探头 A2,B2,C2 或 A2,B2,C2,N2

“TD” “1ABC”，“2ABC”， 关联温度探头 A1,B1,C1 温差或 A2,B2,C2

告警参数-告警模式，数据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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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屏：查看和设置越限值和返回值，显示如右图：

① 显示“01”，表示第一组越限告警参数;

② 显示“VAL”, 表示第一组越限告警参数越限、返

回值查看设置页;

③ 显示“0.260”，表示越限值为 0.260kV;

④ 显示“0.242”，表示返回值为 0.242kV。

每种告警关联数据项的限值设置范围如下表所示：

类型 合法范围

电压 0～42000V

电流 0～6000A

功率（有功，无功） -756000～756000kW（kvar）

视在功率 0～756000kVA

功率因数 -1.000～1.000

频率 45.00～65.00Hz

不平衡度 1～99%

总谐波畸变率 1～99%

温度 -55.0～125.0℃

温差 1.0～125.0℃

本页特殊按键操作：

当光标在第二行闪烁时，长按“ ”键可切换越限值的正负；

当光标在第三行闪烁时，长按“ ”键可切换返回值的正负；

只有告警关联的数据项支持负数，此按键才有效，否则无效。

注：设置时要注意越限值和返回值的大小，参数设置时不进行越限值与返回值的大小逻

辑判断。设置时要根据越限告警模式合理设置越限值与返回值。

第三屏：查看和设置越限告警的越限延时和返回延时时间，显示如

右图所示：

屏幕左上角显示“01”，表示第一组越限告警参数;

屏幕第一行显示“TIME”, 表示第一组越限告警参数越限延时、

返回延时查看设置页;

屏幕第二行显示“1800”，表示越限延时动作时间为 1800秒;

屏幕第三行显示“1800”，表示返回延时动作时间为 1800秒。

告警参数-越限值、返回值

告警参数-动作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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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0.1～1800秒。

本页特殊按键操作：

同时按下“ ”和“ ”键可以改变小数点位置。

第四屏：查看和设置越限告警的越限触发动作和返回触发动作，显

示如右图所示：

屏幕左上角显示“01”，表示第一组越限告警参数;

屏幕第一行显示“TRIG”, 表示第一组越限告警的越限触发动

作和返回触发动作查看设置页;

屏幕第二行显示“NO”，表示越限触发动作为不触发。默认为

不触发，可设置为触发“SOE”或触发继电器闭合，

如“R1-C”表示继电器 1闭合。

屏幕第三行显示“NO”，表示返回触发动作为不触发。默认为不触发，可设置为触发“SOE”

或触发继电器断开，如“R1-O”表示继电器 1断开。

注：触发可关联的继电器数量与装置类型对应，装置型号无继电器则触发关联不可选择继电器。越限

触发只能选择继电器闭合、返回触发只能选择继电器分开，常规应成对使用的。选择触发继电器动作

会同时触发 SOE记录。

告警参数-触发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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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极值记录查看

3.11.1.功能介绍

在菜单界面第 4屏，显示“REC/PEAK”时，按“ ”键，进入极值记录查询，本界面

查看当前周期和上 3个转存周期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记录。

 极值记录查询模式下各键功能简介：

 按“ ”键即返回，返回到菜单界面。

 按“ ”键可以切换当前周期和上 3个周期的极值记录；

 按“ ”键循环激活主显示区的某一行，用来查看激活数据项的时间信息；

 按“ ”键循环切换某类电参量的极值；

注意：如果在 10分钟内没有按键，将自动返回到单键显示模式。

3.11.2.操作介绍

屏幕左上角显示符号说明：

显示 含义 显示 含义 显示 含义

“U” 电压 “PA” A相功率 “PT” 合相功率

“UL” 线电压 “PB” B相功率 “CUR” 当前记录周期

“I” 电流 “PC” C相功率 “N-x” 上 1~3记录周期

第一屏：显示相电压最大值，如下图：

本屏显示三相电压的最大值，如右图所示：

屏幕左上角显示“U_max”，表示电压最大值，“a”、“b”、“c”分别表示 A相、B

相、C相电压，单位为 V或 kV。最下一排显示当前激活数据项的发生时间，显示方式为年－

月－日和时：分：秒，交替显示。

极值记录-相电压最大值

注：在三相四线制下才显示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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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屏：显示线电压最大值

本屏显示线电压的最大值，屏幕左上角显示“U_max”字样，表示电压最大值，“ab”、

“bc”、“ca”分别表示线电压 AB、BC、CA，显示同第一屏类似。

第三屏：显示电流最大值

本屏显示电流的最大值，屏幕左上角显示“I_max”字样，表示电流最大值，“a”、“b”、

“c”、“n”分别表示 A相、B相、C相、零序电流，单位为 A。显示同第一屏类似。

第四屏至第六屏：显示 A相、B相、C相功率最大值

本屏显示各相功率最大值，屏幕左上角分别显示“Pa_ max”、“Pb_ max”、“Pc_ max”

字样，表示各相功率最大值，前三行分别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单位分别为 kW、

kvar、kVA。最下一排显示最大值发生的时间。

注：在三相四线制下才显示本页。

第七屏：显示总功率最大值

本屏显示总功率最大值，屏幕左上角显示“PT_max”字样，表示总功率最大值，“∑”

表示总功率，前三行分别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单位分别为 kW、kvar、kVA。

最下一排显示最大值发生的时间。

第八屏至第十四屏：显示各以上电参量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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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最大需量记录查看

3.12.1.功能介绍

在菜单界面第 5屏，显示“REC/DMD”时，按“ ”键，进入最大需量记录查询，本

界面查看当前周期和上 3个转存周期的最大需量记录。

 最大需量记录查询模式下各键功能简介：

 按“ ”键即返回，返回到菜单界面。

 按“ ”键可以切换当前周期和上 3个周期的最大需量记录；

 按“ ”键循环激活主显示区的某一行，用来查看激活数据项的时间信息；

 按“ ”键循环切换某类电参量的极值；

注意：如果在 10分钟内没有按键，将自动返回到单键显示模式。

3.12.2.操作介绍

屏幕左上角显示符号说明：

显示 含义 显示 含义

“I” 电流需量 “CUR” 当前记录周期

“P” 功率需量 “N-x” 上 1~3记录周期

第一屏：显示三相电流的最大需量，如右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I_max”，表示电流最大需量，“a”、“b”、“c”分别表示 A相、

B相、C相电流。

最下一排显示当前激活数据项的发生时间，显示方式为年－月－日和时：分：秒，交替

显示。

电流最大需量记录

第二屏：显示总有功、总无功、总视在功率最大需量，如下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P_max”，表示总功率最大需量，从上到下分别是总有功、总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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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视在功率需量。

最下一排显示当前激活数据项的发生时间，显示方式为年－月－日和时：分：秒，交替

显示。

总功率最大需量记录

第三至十屏：尖峰平谷时段的电流和功率最大需量

各时段最大需量显示与第一屏和第二屏类似。

注：只有支持复费率功能的装置显示本页，否则本页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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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暂态 SOE 查询

3.13.1.功能介绍

在菜单界面第 6屏，显示“TRA/ SOE”时，按“ ”键，进入暂态 SOE查询，本界面

查看电压暂升、电压暂降、电压中断事件记录。

屏幕左上角循环显示当前“SOE”的序号和类型：暂升（SWE），暂降（DIP），中断（INT）；

 “SOE ”查询模式下各键功能简介：

 按“ ”键即返回，返回到菜单界面。

 按“ ”键依次向上查看 SOE，每按一次 SOE序号循环减 1；

 按“ ”键依次向下查看 SOE，每按一次 SOE序号循环加 1；

 按“ ”键查看当前暂态 SOE的时间信息，每按一次循环切换 1次；

注意：如果在 10分钟内没有按键，将自动返回到单键显示模式。

3.13.2.操作介绍

进入暂态 SOE 查看模式后，首先显示最新 1 条的 SOE 记录。屏幕左上角交替显示 SOE

序号和 SOE类型。“01”，表示当前显示的是最新的一条 SOE记录，“02”表示次新的

一条，以此类推，最多可以显示 32条 SOE记录；SOE类型包括：电压暂升（SWE）、

电压暂降（DIP）、电压中断（INT）。

如果无暂态 SOE记录，显示如右图所示：

屏幕左上角显示“TAR”;

屏幕上方显示“SOE”;

屏幕中间显示“NO”;

暂态 SOE显示格式，如下图：

屏幕左上角显示“SWE”字样，表示电压暂升 SOE。

屏幕第一行显示 Ua/Uab变化深度为：141.5%；

屏幕第一行显示 Ua/Uab变化深度为：137.9%；

屏幕第三行显示 Ua/Uab变化深度为：140.6%；

屏幕第三行显示最大变化深度为：141.5%；

在当前界面按“ ”键查看暂态 SOE的时间信息，如右图：

无暂态 SOE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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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SOE的发生时间为 2019年 1月 21日 11时 29分 19秒，506毫秒。

最下边一行显示暂态事件持续时间：172809毫秒。

暂升 SOE记录-发生时间暂升 SOE记录-变化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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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暂态参数查询、设置

3.14.1.功能介绍

在菜单界面第 7 屏，显示“TAR/ SET”时，按“ ”键，进入暂态参数查询设置。装

置电压暂升、暂降、中断暂态参数的查询和设置。

 暂态参数查询模式下各键功能简介：

 按“ ”键返回，返回到菜单界面。

 按“ ”键向后查看每组越限告警参数，每按一次越限告警组号加 1；

 按“ ”键查看本组越限告警参数相关信息，每按一次循环切换 1次；

 按“ ”单键用于激活，激活当前参数设定项目。激活后相应的数据项会闪烁。

注：进入越限告警参数查询设置界面后首次激活需要输入参数设置密码。密码正确后

可进行参数设置。

 暂态参数设置模式下各键功能简介：

 按“ ”键用于取消激活当前设置项目，并且不保存已经修改的参数内容。

 按“ ”单键用于移位，每按 1次光标循环右移 1位。

 按“ ”单键为加 1键，每按一次光标所在位置的数字加“1”或切换参数内容。

 长按“ ”单键，可切换光标所在数据项的正负或单位。

 按“ ”+“ ”组合键用于切换小数点位置。

 按“ ”单键为参数确认键，当一屏参数设定完成后，按“ ”键进行参数确

认并返回到非激活状态。如参数设置非法则取消本次修改恢复为修改前的参数；

参数合法则显示修改后的参数并保存

注意：如果在 10分钟内没有按键，将自动返回到单键显示模式。

3.14.2.操作介绍

第一屏：查看和设置暂态功能投退和参考电压，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VREF”字样，表示参考电压设置页。

屏幕第二行是暂态功能投退显示设置区，默认为退出状态

“OFF”。投入“ON”,退出“OFF”；

屏幕第三行参考电压显示设置区，范围：0V～38.00kV；

“0”表示使用系统额定电压为参考电压。
暂态参数-投退和参考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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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屏：查看和设置电压暂升参数，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SWE”字样，表示电压暂升设置页。

屏幕第二行是越限值显示设置区，默认为 150.0%，

范围：101.0～150.0% 。

屏幕第三行是返回值显示设置区，默认为 1.5%，

范围：0.1～50.0% 。

屏幕第四行是触发动作显示设置区，默认为不触发“NO”，

范围：可选择触发 SOE，继电器闭合（同时会触发 SOE）。

如“R1-C”表示电压暂升时会触发继电器 1闭合，同时产生一条电压暂升 SOE。

注：触发可关联的继电器数量与装置类型对应，装置型号无继电器则触发关联不可选择继电器。

例 如 ， 暂 升 越 限 值 为 107.0% ， 参 考 电 压 为 10kV ， 则 暂 升 越 限 值 电 压 为

10kV*107%=10.7kV。返回值与越限值计算方法一样，如返回值为 1.5%，则暂升返回值为

10.7kV-10kV*1.5%=10.55kV。当系统电压暂时高于 10.7kV随后又低于暂升返回值时，产生暂

升事件。

第三屏：查看和设置电压暂降参数，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DIP”字样，表示电压暂降设置页。

屏幕第二行是越限值显示设置区，默认为 50.0%，

范围：1.0～99.0% 。

屏幕第三行是返回值显示设置区，默认为 1.5%，

范围：0.1～50.0% 。

屏幕第四行是触发动作显示设置区，默认为不触发“NO”，

注：触发可关联的继电器数量与装置类型对应，装置型号无继电器则触发关联不可选择继电器。

例如，暂降越限值为 93.0%，参考电压为 10kV，则暂降限值电压为 10kV*93%=9.3kV。

返 回 值 与 越 限 值 计 算 方 法 一 样 ， 如 返 回 值 为 1.5% ， 则 暂 降 返 回 值 为

9.3kV+10kV*1.5%=9.45kV。当系统电压暂时低于 9.3kV随后又高于暂降返回值时，产生暂降

事件。

暂态参数-电压暂降

暂态参数-电压暂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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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屏：查看和设置电压中断参数，如右图：

屏幕上方显示“INT”字样，表示电压中断设置页。

屏幕第二行是越限值显示设置区，默认为 2.0%，

范围：1.0～99.0% 。

屏幕第三行是返回值显示设置区，默认为 1.5%，

范围：0.1～50.0% 。

屏幕第四行是触发动作显示设置区，默认为不触发“NO”，

范围：同第一屏。

注：触发可关联的继电器数量与装置类型对应，装置型号无继电器则触发关联不可选择继电器。

例如，中断越限值为 20.0%，参考电压为 10kV，则中断越限值电压为 10kV*20%=2kV。

返回值与中断值计算方法一样，如返回值为 1.5%，则中断返回值为 2kV+10kV*1.5%=2.15kV。

当系统电压暂时低于 2kV随后又高于中断返回值时，产生中断事件。

暂态参数-电压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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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复费率参数查询、设置

3.15.1.功能介绍

在菜单界面第 8屏，显示“RAT/ SET”时，按“ ”键，进入复费率参数查询设置界

面，屏幕左上角显示“RAT”。本地只支持 1个时段表的参数查看和设置。

注：只有支持复费率功能的装置显示能进入查询和设置界面。

 复费率参数查询模式下各键功能简介：

 按“ ”键返回，返回到菜单界面。

 按“ ”和“ ”单键用于上下翻屏，切换参数设定项目。

 按“ ”单键用于激活，激活当前参数设定项目。激活后相应的数据项会闪烁。

注：进入复费率参数查询设置界面后首次激活需要输入参数设置密码。密码正确后可

进行复费率参数设置。

 复费率参数设置模式下各键功能简介：

 按“ ”键用于取消激活当前设置项目，并且不保存已经修改的参数内容。

 按“ ”单键用于移位，每按 1次光标循环右移 1位。

 按“ ”单键为加 1键，每按一次光标所在位置的数字加“1”或切换参数内容。

 按“ ”单键为参数确认键，当一屏参数设定完成后，按“ ”键进行参数确

认并返回到非激活状态。如参数设置非法则取消本次修改恢复为修改前的参数；

参数合法则显示修改后的参数并保存

注意：如果在 10分钟内没有按键，将自动返回到单键显示模式。

3.15.2.操作介绍

第一屏：查看和设置时段表 1的第 1时段参数，如右图：

屏幕第一行显示“TAB1”字样，表示时段表 1。

屏幕第二行左侧显示“01”字样，表示第一个时段；

右侧显示“2”表示平费率。设置范围：0~3表示尖峰平谷；

屏幕第三行显示“00”字样，表示起始小时为 0时，

小时设置范围：0~23；

屏幕第四行显示“00”字样，表示起始分钟为 0分，

分钟设置范围 0~59

如右图显示内容表示，时段表 1的第一时段的费率类型为平费率，起始时间为 0时 0分。

暂态参数-电压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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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屏至第十二：查看和设置时段表 1的第 2~12时段参数

第 2~12时段的显示与第一屏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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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输与储藏

本产品运输时，需在包装条件下进行，运输和拆封过程中不应受到剧烈振动和冲击。存

放装置应在原包装内，保存地点应环境清洁，环境温度不超过－30℃～＋80℃，相对湿度不

超过 95％（不结露），空气中不含腐蚀性气体和霉菌。

5. 废弃处理

当使用者不再需要或产品寿命终止时，请遵守国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相关法律

法规，将其交给当地具有国家认可的回收处理资质的厂商进行回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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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基本参数出厂默认值

序号 参数名称 默认值 备注

1 通讯参数 COM1

仪 表 支 持

MODBUS-RTU
通讯协议：

254，9.6k，8N2

通讯地址号为 254；波特率为 9600bps；
传输格式：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

无奇偶校验，2位停止位

2 系统接线方式 SYS 1 3P4L三相四线制 3PT3CT

3
4

系统额定电压 0.220 单位：kV
系统额定电流 5 单位：A
系统额定频率 50.00 单位：Hz

5 一次侧电压额定值 PT1 220 单位：V
二次侧电压额定值 PT2 220 单位：V

6
一次侧电流额定值 CT1 5 单位：A
二次侧电流额定值 CT2 5 单位：A

7
零序一次侧电流额定值 CT1 5 单位：A
零序二次侧电流额定值 CT2 5 单位：A

8 背光灯点亮时间 5 单位：分钟

9
需量统计模式 SLID 滑差模式

实时需量统计子周期时间 1 子周期时间 1分钟

实时需量统计子周期个数 15 15个子周期

10 功率因数表示方式 IEC 支持 IEC、IEEE 、-IEEE 定义

11 视在功率计算方法 S(标量法) 支持 V(矢量法)、S(标量法)两种计算
方法

12 谐波含有率计算方法 IEEE(基波) 支持 IEEE(基波)和 IEC(有效值) 两种

计算方法

17 继电器输出脉冲宽度 2 单位：秒

18 开关量输入参数 60 单位：ms
19 参数设置密码 0000
20 系统操作密码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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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技术指标

 符合标准

标准代码 标准名称 级别

GB/T 13729-2019 远动终端设备

GB/T 17626.2-2018 静电放电抗扰性试验 等级 3
GB/T 17626.4-2018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性试验 等级 3
GB/T 17626.5-2019 浪涌抗扰性试验 等级 3

 监测技术指

电压 精度：0.2级； 范围：0～42000V
电流 精度：0.2级； 范围：0～6000A
功率因数 精度：0.5级； 范围：0≤|COSΦ|≤1
有功功率 精度：0.5级； 范围：0～756000kW
无功功率 精度：0.5级； 范围：0～756000kvar
视在功率 精度：0.5级； 范围：0～756000kVA
有功电能 精度：0.5S级； 范围：0～99999999.9 kWh
无功电能 精度：2.0级； 范围：0～99999999.9 kvarh
频率 精度：0.02Hz； 范围：45～65Hz
谐波精度 精度：B级； 范围：0～600%
不平衡度 分辨率：0.1%； 范围：0～500%
开关量采集 分辨率：2ms； 去抖时间默认 60ms， 范围：5～9999ms

脉冲输入
脉冲计数范围：0～4294967295
脉冲电量统计范围：0～99999999.9 kWh / kvarh

脉冲输出

脉冲宽度：80ms±20ms；
脉冲常数：12800imp/kWh&kvarh (1A CT 二次侧电能)；

6400imp/kWh&kvarh (5A CT 二次侧电能)
变送输出 精度 0.5级； 范围：4～20mA
温度 精度：±1℃； 范围：-55～125℃

 工作参数

工作电源： 85～265VAC或 85～265VDC
功耗： <5W
工作环境： -25℃ ～ +70℃，95% 不结露

存储温度： -30℃ ～ +80℃
液晶显示器： 分段式液晶，视域 64mm×55mm
重量： 360克
防护等级： 面板 IP50，壳体 IP20

输入特性：

相电压额定值：220VAC 范围：20VAC~264VAC
电流额定值：5A；范围：0.01～6A
电流额定值：1A；范围：0.002～1.2A
开关量采集：无源节点光隔离输入(隔离电压 1500VDC)

输出特性：
遥控继电器：250V/5AAC或 30V/5ADC
脉冲输出：光隔离输出(隔离电压 1500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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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送输出：4～20mA，负载电阻≤600Ω，隔离电压 1500VDC

通信：

通信接口：RS485
通信协议：MODBUS-RTU /DLT645-2007 /PROFIBUS-DP
通信速率：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
通信速率(PROFIBUS-DP协议)：9600~12Mbps

支持接线方式： 三相四线制 3CT和三相三线制 3CT、2CT

显示更新速度： <3秒

其他： 绝缘符合 DL478、振动符合 GB7261-87、抗干扰符合 GB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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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订货说明

订货时需要标明的相关标准（对应铭牌内容）

CT额定标准输入：5A ，连续过载 2倍；

可选输入：1A ，连续过载 2倍。

EM600C96-E EM600C96-TH

三相电压 █ █

三相电流 █ █

有功/无功/视在功率 █ █

功率因数 █ █

频率 █ █

有功/无功/视在电度量 █ █

电压电流不平衡度 █ █

暂态监测 █

分时费率统计 █

四象限电度量 █

电度量冻结 █

63次谐波 █

电流 K因数 █

需量统计 █

极值统计 █

越限告警 █

4路遥信 选配 选配

6路遥信 选配 选配

8路遥信 选配 选配

2路继电器 选配 选配

4路继电器 选配 选配

2路电能脉冲输出 选配 选配

2路 4~20mA输出 选配 选配

4路温度采集 选配 选配

8路温度采集 选配 选配

第 1路 RS485 █ █

第 2路 RS485 选配 选配

1路 PROFIBUS-DP 选配 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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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DI8、TD4、TD8、RS2和 DP选型互斥，只可选一种功能。
2、RO4、AO2和 PO2选型互斥，只可选一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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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温度传感器选型

ETSY-D1

ETSY-D2

--

ETSY-D3

型号说明：



E
M
60
0C

96
/E
12
/2
02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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