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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范围                                

 适用于 0.4kV～35kV 系统，广泛适用于各行业供配

电场所、能源管理、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网络监控系统等。 

装置硬件                                

 后插拔方式，易于现场安装和维护。 

 液晶显示，视角更宽，视距更远。 

主要特点                                

 集数据采集与控制功能于一身。它可以代替多种仪表、继

电器、变送器和其它元件，适用于各种电压等级的电力系

统。 

 具有 RS485 通讯接口，能够集成到任何电力监控系统中，

通过配备的管理软件或者其他组态软件可以方便的进行

设定操作。 

 真正的基于真实有效值的测量仪表，能对高度非线性负荷

作精确的测量。复杂的采样技术使其能够精确测量到谐波

的真实有效值。用户可以在显示屏或者利用软件从远程看

到几十个测量值以及 值。 

 提供多种扩展模块以及高级软件功能，以满足不同现场的

需求。灵活的输入/输出配置，方便用户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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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装置简介 

PMF633B 多功能电量测控仪可实现低压进线和馈线回路的测量功能，主要适用于

0.4kV～35kV 智能变配电系统。 

1.1. 功能配置    

1) 全电量测量。 

2) 完整谐波测量。 

3) 电能质量读数 THD，K-Factor，CF 和 THFF。 

4) 需量统计并记录 大值。 

5) 可修改的定值报警及继电器功能。 

6) 四路开关量输入，两路继电器输出。 

7) RS485 通信，标准 MODBUS 协议。 

8) 时钟和事件记录功能。 

9) 可选择的两路无源电能脉冲输出。 

10) 可选择的一路可编程 4mA～20mA 直流模拟量输出。 

2. 技术指标 

2.1. 额定数据 

1) 额定交流电压：220/380V 

2) 额定交流电流：5A 或 1A（订货注明）  

3) 额定频率：    50Hz 

4) 过载： 

交流电压回路：    长期运行  1.2Un 

                  1s             2Un  

交流电流回路：    长期运行  2In 

     1s  10In 

2.2. 装置功耗        

 功耗小于 2VA 

2.3. 环境条件 

工作： -20℃ - +55℃ 

储存： -30℃ - +85℃ 

相对湿度：5% - 90%RH，无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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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抗干扰性能 

静电放电抗干扰能力     遵循 GB/T 13729-2002 中 3.7.4 规定 

辐射电磁场干扰能力     遵循 GB/T 13729-2002 中 3.7.6 规定 

快速瞬变脉干扰能力    遵循 GB/T 13729-2002 中 3.7.2 规定 

绝缘强度：用空载电压 500V 的兆欧表对强电回路进行测量，机箱外壳与各回路绝缘

电阻不小于 5MΩ；用空载电压 250V 的兆欧表对弱电回路进行测量，机箱外壳与弱电

回路绝缘电阻不小于 5MΩ。 

绝缘强度：强电回路对机箱外壳及各回路相互之间应能承受频率为 50Hz 的交流检验

电压 2kV（有效值），历时 1min 的检验，而无绝缘击穿或闪络现象出现；泄露电流不

大于 20mA； 弱电回路互联后分别与外壳及上面的其他各回路之间应能承受频率为

50Hz 的交流检验电压 0.5kV（有效值），历时 1min 的检验，而无绝缘击穿或闪络现

象出现；泄露电流不大于 20mA。 

高频抗干扰能力      遵循 GB/T 13729-2002 中 3.7.1 规定 

耐冲击电压能力      遵循 DL/T 630-1997 中 4.10 规定 

2.5. 测量精度 

电压           0.2 级，典型测量 0.1 级 

电流           0.2 级，典型测量 0.1 级            

功率           1 级 

功率因数       0.5 级 

频率           分辨率 0.05 

有功电度        1 级 

无功电度        2 级 

2.6. 节点容量 

继电器输出节点容量为 250VAC/5A；30VDC/5A 

3. 装置硬件 

3.1. 机箱结构 

装置的外形尺寸如图 3-1 所示： 

面板：96.00×96.00mm 

开孔尺寸：86×8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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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96mm            

PMF633B

SET

   

 

图 3-1 外形尺寸 

 

 

图 3-2 开孔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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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端子说明 

 

编号 标识 定义 编号 标识 定义 

1 L/+ 电源正 16 A+ RS485 正 

2 N/- 电源负 17 COM 485 通讯地 

4 V1 A 相电压 18 B- RS485 负 

5 V2 B 相电压 22 DI1 开关量 1 输入 

6 V3 C 相电压 23 DI2 开关量 2 输入 

7 VN 电压中性线 24 DI3 开关量 3 输入 

8 I1* A 相电流进线 25 DI4 开关量 4 输入 

9 I1 A 相电流出线 30 DICOM 开关量公共端 

10 I2* B 相电流进线 39 A+ 模拟量输出正 

11 I2 B 相电流出线 40 A- 模拟量输出负 

12 I3* C 相电流进线 41 EP+ 有功电度脉冲输出正 

13 I3 C 相电流出线 42 EP- 有功电度脉冲输出负 

31 DO1-1 继电器 1 输出正 43 EQ+ 无功电度脉冲输出正 

32 DO1-2 继电器 1 输出负 44 EQ- 无功电度脉冲输出负 

33 DO2-1 继电器 2 输出正    

34 DO2-2 继电器 2 输出负    

 

4. 测量性能及装置扩展性能 

4.1. 实时基本电参量 

PMF633B 能够测量电压、电流、功率、频率等基本电参量数值。以下数据均为真有

效值，刷新速率为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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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读数 测量范围 

电流 

每相 0 – 50，000A 

零序 0 – 50，000A 

不平衡度 % 0 – 100% 

电压 

线 – 中性线 0 – 500kV 

不平衡度 % 0 – 100%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 

单相 0 - ± 100MW/Var/VA 

总和 0 - ± 100MW/Var/VA 

功率因数 

单相 -1.000  -  +1.000 

总和 -1.000  -  +1.000 

频率 

35 - 65Hz 35 – 65Hz 

4.2. 功率因数符号 

PMF633B 测量功率因数的符号是依照 IEC 的规定，下图说明有关定义。 

                

4.3. 需量参数 

         需量是指一个时间段内累计电参数除以时间长度所得到的值。为便于用户的使

用，PMF633B 采用固定时间段的固定区块计算方式，时间段固定为 15 分钟。 

 电力参数测量仪提供以下需量读数以及测量范围： 

需量读数 测量范围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 

三相总和 0 - ± 100MW/Var/VA

大峰值 0 - ± 100MW/Va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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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图说明需量的计算方式： 

 

4.4. 电能参数 

PMF633B 可测量四象限的有功和无功电度， 高可累计至 99999999.9，显示时隐藏

小数位，当累计至 高值时，自动翻转。 

电度正负和功率一致，遵循 IEC 的规定，有关定义可以参照【功率因数符号】章节的

说明。 

下表说明各电度间的相互关系及电度与功率间的符号关系： 

输入有功电度 
第一象限有功电度 正感性有功功率 

第四象限有功电度 正容性有功功率 

输出有功电度 
第二象限有功电度 负容性有功功率 

第三象限有功电度 负感性有功功率 

输入无功电度 
第一象限无功电度 正感性无功功率 

第二象限无功电度 正容性无功功率 

输出无功电度 
第三象限无功电度 负感性无功功率 

第四象限无功电度 负容性无功功率 

4.5. 谐波参数 

PMF633B 可测量完整的电压电流谐波及其总谐波含量 THD、电流 K 系数、波峰系数、

电话谐波因子。 

谐波的数据按照基波的百分比数据给出，带一位小数，即基波的数值固定为 1000，表

示其占基波有效值的 100.0%，其余类推！ 

总谐波含量 THD 指的是除基波外的各高次谐波的总和，按下式计算： 







ni

i
iXTHD

2

2
 

电流 K 系数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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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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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式中： i表示谐波次数 

iX 表示各次谐波有效值与基波有效值的百分比 

n表示 高谐波次数，此处应为 31 

   波峰 C 系数计算公式：            

                       

式中： U1 为基波均方根值；Uh 为 h 次谐波均方根值 

电话谐波因子 H 系数计算公式：            

                       

    式中： 噪声权系数 Ph；  

【注意】 

1、 各次谐波、电流 K 系数与 THD 可通过显示或通讯查询； 

4.6. 开关量输入 

PMF633B 可以提供四路开关量输入通道，用于检测断路器位置信号、刀闸位置信号

等状态信息。 

 设备内部提供不低于 24V 的直流电压，现场可以直接入干节点或者无源辅助节点。当

外部节点闭合时，对应的开关量输入通道也将导通。 

四路开关量输入信号 

内部电源

【注意】：由于内部已经提供检测电源，外部节点不允许再接入其他任何等级的电压，

否则会造成开关量输入通道烧毁 

4.7. 继电器输出 

PMF633B 提供两种继电器动作方式：远方控制和本地控制（默认远方控制，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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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远方控制（外部） - 继电器是由 PC 或者 PLC 通过通讯的方式用命令进行控制； 

2．本地控制（内部） - 继电器是由仪表内部的某个电参数控制的，作为对一个设定

点控制报警条件的响应。 

两种继电器动作方式如下： 

远方控制： 

通过PC或PLC用05H命令下发的继电器动作指令（闭合为FF00H，释放为0000H）

执行相应操作。 

动作条件： 

接收到命令 FF00H 时继电器闭合。PMF633B 支持两路继电器，地址分别为 0000H

和 0001H 

返回条件： 

接收到 0000H 时，检查返回延时时间，延时相同时间后，继电器返回。 

注意：返回时间为 0 时，继电器处于闭锁状态，不能返回。当用于控制断路器时会

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出厂默认为 1。 

本地控制： 

动作条件：当触发继电器的报警信号产生时，检查继电器动作延时时间，大于继电器

动作时间时，若报警信号继续存在时，继电器动作，若报警信号消失，继电器不动作； 

返回条件：当继电器动作后，当报警条件消失时，检查继电器复归延时时间，大于复

归延时时间后，若报警信号不存在，继电器返回，若报警信号重新出现，继电器继续闭合。 

通过合理设置动作延时和返回延时，使报警功能具有滞回特性，避免在临界状态值频

繁误报。 

4.8. 模拟量输出 

PMF633B 可以提供一路 4-20mA 模拟量输出，支持 DCS 系统接入。用户可以通过

通讯接口设定模拟量输出对应参数值，端口 大负载电阻不超过 500 欧姆。 

在某些现场中，由于传输电缆或者负载状况的不同，导致模拟量输出在高端会出现非

线性。PMF633B 提供一个可整定的放大倍数，用户通过修改放大倍数，可以调整输出曲

线的比例系数。 

下图为模拟量输出特性曲线，放大倍数为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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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脉冲输出 

PMF633B 提供两路脉冲输出口，一路为有功电度脉冲输出，一路为无功电度脉冲输

出。用户可以自行设定电度类型，默认为输入有功电度和输入无功电度。用户也可以禁止

脉冲输出。 

 下图提供一个典型的外部采集设备的接线方式： 

电源正端

接收端口

电源地

其他设备PMF633B

 

【注意】 

a、不同的脉冲采集设备工作方式会有所不同，PMF633B 提供的脉冲输出端口电路是

采用集电极开路方式的光耦隔离输出 

 b、电气特性：集电极开路电压
VVcc 30
、电流 mAI z 50  

PMF633B 的脉冲输出对应的是输入仪表的信号电度值，也可以称为二次测电度值，

用户在计量实际电度时还应当乘上 CT 和 PT 系数。每个脉冲并不代表一个千瓦时或者千

乏时，用户需要设定一个合理的脉冲常数，本装置固定 3200，其意义为：当仪表累积 1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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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脉冲输出个数为 3200。注意，此处的电度均为二次侧数据，因此，在有 PT、CT 情

况下，3200 个脉冲对应一次侧电能应为 CTPTKWh 电流变比电压变比 1 。 

4.10. 定值报警 

PMF633B 提供多路继电器报警输出，任意一路输出均可独立工作，支持用户编程。 

    任何一路被设定为本地控制模式的继电器输出即对应一个定值报警。每一个定值报警

具有五个参数可以被编程，如下表所列： 

动作对象 

0 – 远方控制 

1 – 试验位置    2 – 无效 

3 - 三相线电压 大值  4 - 三相线电压 小值 

5 - 三相电流 大值    6 - 三相电流 小值 

动作上限值 0% - 120%额定值 

动作下限值 0% - 120%额定值 

动作延时 0 - 1200s， 0 表示立即动作 

返回时间 0 - 1200s， 0 表示不返回 

例如，用户需要监测三相电压是否存在欠压现象，若发生某相欠压，则立即报警，直

至电压恢复正常为止。那么，可按如下设定进行编程： 

动作对象：三相电压 小值 

动作上限：120 

动作下限：80  （此处假定当电压低于额定 80%时为欠压） 

动作时间：0s 

返回时间：0s 

其余定值可参照上述做相关设定，此处不一一叙述。 

4.11. SOE 事件记录 

PMF633B 为用户提供 多 50 条的 SOE 事件记录功能，保存时间十年以上。 

该 SOE 记录功能可记录开关节点的变位，当事件发生时，仪表将自动记录事件发生

的类型，如开关量 1 闭合等，同时也将事件发生的时间年、月、日、时、分、秒做精确的

记录。 

用户可通过通讯，对所有 SOE 记录进行读取。 

4.12. 复费率 

PMF633B 可以提供 8 段复费率，可以把一天划分为 8 个时段，每个时段分别对应 

尖（1）、峰（2）、平（3）、谷（4）四种费率，如用户无需设满 8 个时段即可满足需要，

可将未用时段设置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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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9:00-15:00 设置为尖（1），15:00-20:00 设置为峰（2），20:00-6:00 设置为谷

（4），6:00-9:00 设置为平（3）。 

注：时段设置只能顺序设置，并且时段总长度为 24 小时。 

5. 人机接口说明 

5.1. 面板说明 

【显示屏】 

显示区域说明 

A：不平衡率提示符 

B：编程/实时数据数据区 

C：实时数据单位 

D： 负载电流进度条指示 

E：THD 提示符 

F：通讯提示符 

G：继电器状态指示 

H： 电度数据显示 

I：： 开关量状态指示 

J： 电度类型指示 

K： 复费率提示符 

L：需量 值指示 

M：实时数据类型提示符 

N：负相序指示 

P：欠压/潜动提示符 

 

按键说明：在不同的界面下，同一个按键有不同的作用 

 测量数据显示界面 编程界面 

SET 进入编程界面 \ 

  主菜单向下翻页 向左移动光标 

 编程数据改变 循环增大光标位数值 

 \ 回车，确认修改 

5.2. 显示菜单说明 

实时测量数据按照主菜单、电度菜单的形式显示。 

主菜单翻页按键：          电度菜单翻页按键：    

菜单树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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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

电流

有功

无功

视在功率

频率

功率因数

偶次谐波

奇次谐波

电压不平衡

THD

波峰系数

电话因子

偶次谐波

奇次谐波

电流不平衡

THD

需量

大需量

K系数

总有功

需量有功

大需量有功

总无功

需量无功

大需量无功

总视在功率

需量视在功率

大需量视在

三相功率因数

总电度 输入电度 输出电度 日期时间

主菜单 子菜单

线电压

版本

 注：  显示顺序为由主菜单进入子菜单，直到子菜单显示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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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实时数据步骤如下： 

设备上电初始界面，显示如下：   

相电压 

 

按键 进入子菜单，连续按 依次可以看

到如下， 后按 退出子菜单 

线电压 

 
若出现相位符号“星型”说明 A，B，C

电压的相序接反； 

若出现“三角形”的符号则说明欠压 

电压 THD 基波 

 

谐波：连续按 依次可以看到 31 次谐波 

 
偶次谐波 

 
奇次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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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不平衡率 

 
波峰系数 

 

电话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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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 键一次，可以看到电流 

电流 

 

若出现相位符号“星型”说明 A，B，C

电压的相序接错； 

若出现“三角形”的符号则说明电流潜

动 

若出现“进度条”的符号则说明每个竖

条代表规格 5A 或 1A 的 10%； 

按 键一次，可以进入电流子菜单 

连续按 键，依次可以看到如下， 后按

退出子菜单 

THD 基波值 

 

谐波：连续按 依次可以看到 31 次谐波 

 
偶次谐波 

 
奇次谐波 

 
电流不平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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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系数 

 

电流需量 

 
电流 大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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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 键一次，可以看到有功功率 

三相有功功率总和 

 

按 键一次，可以进入有功功率子菜单 

连续按 键，依次可以看到如下， 后按

退出子菜单 

单相有功功率 

 

有功功率需量 

 

有功功率需量 大值 

 

1、 按 键一次，可以看到无功功率 

三相无功功率 

 

按 键一次，可以进入无功功率子菜单 

连续按 键，依次可以看到如下， 后按

退出子菜单 

单相无功功率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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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功需量 

 
无功 大需量 

 

1、 按 键一次，可以看到视在功率 

三相视在功率总和 

 

按 键一次，可以进入视在功率子菜单 

连续按 键，依次可以看到如下， 后按

退出子菜单 

单相视在功率 

 
视在功率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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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在功率 大需量 

 

1、 按 键一次，可以看到频率 频率 

 

1、按 键一次，可以看到功率因数 

三相总功率因数 

 

按 键一次，可以进入功率因数子菜单 

连续按 键，依次可以看到如下， 后按

退出子菜单 

三相功率因数 

 

查询电度数据：任何查询界面下连续按 键，依次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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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功电度 /无功电度 

 

输入有功电度  /无功电度             

 

输出有功电度/无功电度 版本  

 

若具备时钟功能，则在任何查询界面下连续按 键，在电度之后依次可看到： 

时钟年、月、日 

 

时钟时、分、秒 

 

【注意】 

1、 有关数值都是为便于说明假设的，不一定满足逻辑关系 

2、 电度数据查询过程中有关实时数据部分仅为说明假设 

【设置】 

 为了对电力参数测量仪设置，按以下说明进

行： 

1、 按下 SET 键，显示 PASS 

输入正确的密码（默认密码为 1） 

显示 SET 表示进入编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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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 键，直至看到 PASS； 

2、 按 键，出现密码； 

3、 按 键向左移动光标； 

4、 按 键修改数值 

5、 按 键，确认新数值，密码消失； 

（只有在正确输入密码的条件下，该项目

才可以被修改） 

修改密码 

 
1、 按 键，直至看到 LED； 

2、 按 键，出现设置项； 

3、 按 键向左移动光标； 

4、 按 键修改数值； 

5、 按 键，确认新数值 

0 表示背光常亮，出厂调试时默认，

推荐用户设置成非 0 节能方式。 

设置 LCD 背光时间（S） 

 
1、 按 键，直至看到 USEL；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选择 100V 或 380V； 

4、 按 键，确认选择； 

设置回路额定电压等级 

 

1、 按 键，直至看到 LINE；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选择四线星形（4Y）或者 

三相三角（3d）； 

4、 按 键，确认选择； 

设置测量模式 

 
1、 按 键，直至看到 PT；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修改数值； 

4、 按 键，确认新数值，光标消失； 

设置 PT（电压互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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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 键，直至看到 ISEL；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选择 1A 或 5A； 

4、 按 键，确认选择； 

注： 

 此设置只能改变模拟量和进度条，CT 规

格还需要订货时注明。 

设定测量回路电流等级 

 
1、 按 键，直至看到 CT；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向左移动光标 

4、 按 键修改数值； 

5、 按 键，确认新数值； 

设置 CT（电流互感器）            

 

1、 按 键，直至看到 ADDR；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向左移动光标 

4、 按 键修改数值； 

5、 按 键，确认新数值； 

设置通讯地址 

 

1、 按 键，直至看到 BAUD；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选择 2400、4800、9600、

19200、38400、57600 

4、 按 键，确认选择； 

设置通讯波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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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 键，直至看到 DATE；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向左移动光标 

4、 按 键修改数值； 

5、 按 键，确认新数值； 

设置日期 

 

1、 按 键，直至看到 TIME；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向左移动光标 

4、 按 键修改数值； 

5、 按 键，确认新数值； 

设置时间 

 

1、 按 键，直至看到 AO；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改变数值； 

4、 按 键，确认选择； 

数字对应含义： 

0 恒定输出 4mA 

1– A 相电压 

2– B 相电压 

3 – C 相电压 

4 – A 相电流 

5 – B 相电流 

6 – C 相电流 

7– A 相功率 

8 – B 相功率 

9– C 相功率 

10 –三相总功率 

设置模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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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A 相无功功率 

12– B 相无功功率 

13 – C 相无功功率 

14– 总无功功率 

15 – A 相功率因数 

16 – B 相功率因数 

17 – C 相功率因数 

18– 总功率因数 

19– 频率 

20–恒定输出 20mA 

1、 按 键，直至看到 DO1；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选择 OFF、TES 或 ATA； 

4、 按 键修改数值； 

5、 按 键，确认选择，光标消失；  

TES：是测试继电器的出口传动； 

ATA：是设定继电器本地告警控制方式；

      2 – 无效，继电器分 

3 – 三相相电压 大值 

4 – 三相相电压 小值 

5 – 三相电流 大值 

6 – 三相电流 小值 

继电器一控制模式                

 

1、 按 键，直至看到 DO2；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选择 OFF、TES 或 ATA； 

4、 按 键修改数值； 

5、 按 键，确认选择；  

TES：是测试继电器的出口传动； 

ATA：是设定继电器本地告警控制方式；

2 – 无效，继电器分 

3 – 三相相电压 大值 

4 – 三相相电压 小值 

5 – 三相电流 大值 

6 – 三相电流 小值 

继电器二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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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 键，直至看到 CLR；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选择 1 或 0； 

4、 按 键，确认选择； 

（确认 1 表示执行清除操作） 

清除电能数据/清除需量数据/清除数据记录 

 

1、 按 键，直至看到 FFL1； 

2、 按 键，出现光标； 

3、 按 键选择 OFF 或 1，2，3，4； 

4、 按 键修改数值； 

5、 按 键，确认选择；  

1– 尖 

2– 峰 

3– 平 

4– 谷 

OFF 无效 

设置复费率区域 

 

1、 按 键，直至看到 FFL8； 

2、 设置内容同 FFL1； 

设置复费率区域 

 
1、 按 SET 键，直至看到 SAVE； 

2、 按 键，直至看到 YES 和 NO； 

3、 按 键，确认选择； 

4、 “YES”  保存设置参数； 

5、 “NO ” 放弃设置参数； 

设置是否保存设定参数 

 

 



                                                      PMF633B 多功能电量测控仪 

26 
 

6. 命名规则 

完整的 PMF633B 的型号规格及各代码的意义如下表所示：  

 

 

7. 通讯说明：MODBUS-RTU 通讯协议 

PMF633B 提供 MODBUS-RTU 通讯协议，八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无校验位。每

帧数据包裹都包含地址域、功能码域、数据域和校验域。一个数据包裹的 大长度为 95

个字节。 

地址域长度为一个字节，内容为从站地址。有效的从站地址范围从 1 - 247。从站如果

接收到一帧地址域信息与自身地址相符合的包裹时，应当执行包裹中所包含的命令。从站

所响应的包裹中该域为自身地址。 

功能码域长度为一个字节，用以告诉从站执行何等操作。数据域的长度不定，根据具

体功能而定，数据域的数据采用 BIG INDIAN 模式，高位字节在前，低位字节在后。 

校验域采用 16 位 CRC 校验码，发送设备应当对包裹中的每一个数据都进行 CRC 计

算， 后结果存放入校验域中。接收设备也应当对包裹中的每一个数据（除校验域以外）

进行 CRC 计算，将结果与校验域进行比较，只有相同的包裹才可以被接受。 

采用二次测数据传输数值可以 大程度的保留计算精度，用户在处理过程中一定要注

意对应的 PT 和 CT 比值。 

PMF 633B W 5 

PMF：公司产品名称 

633B：多功能电量测控仪 

全电量测量 

A：4～20mA 模拟量输出 

E：两路脉冲输出 

SR：四路开入两路开出 

M1 SR 

不选：为不带通讯功能 

M1： modbus 通讯  

5：96mm×9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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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投运说明及注意事项 

a.检查装置的型号、版本号，各电量参数是否与订货一致。 

b.投运前应严格按检查，确认装置及外围回路无误。 

c.严格按定值单整定，未投入保护项目应设为退出，确认无误。 

d.确认定值无误。 

e.检查装置各插件是否连接可靠，各电缆及背后端子是否连接固定可靠。 

f.检查直流电源极性是否正确。 

9. 贮存及保修 

a.贮存条件 

产品应保存在环境温度为-25℃～+70℃，相对湿度不大于 80%，周围空气中不含有酸

性、碱性或其它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的防雨、防雪的室内；在极限值下不施加激励量，装

置不出现不可逆转的变化，温度恢复后，装置应能正常工作。 

b.保修时间 

在用户完全遵守说明书规定的运输、安装贮存和使用的条件下，产品出厂之日起一年

内如发生产品损坏，制造厂负责更新或修理。 

10. 供应成套性 

a.随同产品一起供应的文件 

（1）产品合格证或合格证明书一份； 

（2）装箱单一份。 

b.随同产品一起供应的附件 

按产品结构规定的数量供应安装附件。 

11. 订货须知 

订货时请详细写明所需要的型号及电源、输入信号及电压、电流变比、显示要求等相

关内容。 

PMF633B 标准配置为四个开关量输入（无源）＋两个继电器+谐波分析功能；模拟量和

电能脉冲输出需另外注明 

订货举例说明： 

型号：PMF633B-W-5-S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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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PMF633B 四个开关量输入（无源）＋两个继电器输出控制＋4～20mA 模拟量输出

+两路电能脉冲输出 

输入变比：AC 10kV/100V； 100/5A； 

工作电源：AC220V 

频    率：50Hz 

 

12. 装置典型接线示意图 

A  0.4kV 四线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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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4kV 三线三角形 3CT： 

 

 

C  0.4kV 三线三角形 2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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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5Kv-0.4kV 四线星形： 

 

 

E  35kV-0.4kV 三线三角形 3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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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35kV-0.4kV 三线三角形 2CT： 



                                                  

 

 
 
 
 
 
 
 
 
 
 
 
 
 
 
 
 
 
 
 
 
 
 
 
 
 
 
 
 
 
 
 
 
 
 
 

                                                  
许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许昌市中原电气谷许继集团 

新能源产业园-许继智能科技大厦 

邮编：461000 

订货咨询：0374-3211522   

E-mail：znsc@xjpmf.com   

订货传真：0374-3212359 

技术支持：0374—3219903/3211696   

E-mail：zngc@xjpmf.com 

网址： www.xjpmf.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