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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技术变更的权利
我们秉承极其谨慎的原则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汇编并且符合我们当前的信息水平。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提
醒注意的是，文档无法始终在产品技术发展的同时进行更新。信息和技术参数可能会随时更改。
请通过 www.janitza.de了解有关最新版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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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免责声明
遵守设备的相关信息是安全操作以及达到规定的功
率特征和产品属性的前提。
对于由于忽视设备的相关信息所造成的人员受伤和
物品受损， Janitza electronics GmbH公司不承担
任何赔偿责任。
请确保信息资料可随时取阅并且始终保持清晰可读
的状态。
1.2 版权声明

1.4 关于本用户手册

注意
本用户手册对各个模块进行说明并且包含有关该
基础设备操作的信息（带最新固件）。
此外，除本用户手册之外，还应务必注意基础设
备的文档，如：
·
用户手册
·
安装说明书
·
“软件GridVis®” 入门指导
·
安全注意事项
·
GridVis®- 在线帮助

© 2019 - Janitza electronics GmbH - Lahnau。
保留所有权利。
禁止任何部分或全部复制、编辑、处理或他方式的
使用。

如果您对本用户手册有任何疑问、意见和改进建
议，请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info@janitza.de。

所有商标及其所产生的权利均属权利所有人。
1.5 损坏设备/废弃处理
1.3 技术变更
·
应务必注意设备与本用户手册是否一致。
·
首选阅读并理解产品附带的文档。
·
在产品的整个使用阶段，应务必保证产品
所附带的文档随时可用并且在必要时将其交给下
一任用户。
·
请在网站www.janitza.de上了解有关设备
修订以及与此相关的产品附带文档的调整信息。

请将损坏设备 (组件/模块)返还制造商以便进行检查
(带附件的整套设备)。请勿擅自打开或维修本设备
（组件/模块），否则担保失效！
在对设备、组件和模块进行废弃处理时，应务必遵
守国家规定！必要时依据零件的特性以及现行国家
特殊规章将单个零件作为例如
·
废旧电器
·
电池和蓄电池
·
塑料
·
金属
进行废弃处理或将其委托给具备资质的废物处理企
业。
有关您的基础设备和模块的维修和维护的信息参见
章节“14. 维修和维护”，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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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
安全章节包含为保证您个人安全和避免物品受损所
务必遵守的注意事项。

请务必注意安全规章和警告注意事项。如果忽视
这些注意事项，则可能导致人员受伤和/或产品受
损。

2.1 警告和安全注意事项的图示
下列警告注意事项
·
见于整个文档。
·
见于设备、组件和模块本身。
·
警告提醒潜在的风险和危险。
·
进一步强调用以明确或简化操作步骤的信
息。
在设备、及其组件或模块本身上的附加标
识警告提醒可能会导致重伤或死亡的触电
危险。
一般性警告标识警告提醒您注意可能存在
受伤危险。应务必注意该标识下列出的注
意事项，以避免可能导致的受伤甚至死亡
情况。
2.2 危险等级
警告和安全注意事项均通过警告标识加以突出并且
依据危险程度按如下危险等级示出：

危险
警告提醒迫近的危险情况，如果忽视，则将导致重
伤或死亡。

警告
警告提醒迫近的危险情况，如果忽视，则可能导致
重伤或死亡。

小心

任何不予许的滥用或在规定的机械、电气或其他操
作极限之外
·
使用本设备、组件或模块，均可能导致人
员受伤和/或产品受损。
·
如果发现在产品担保框架之下的“滥用”
和/或“疏忽”，则针对由此所造成的损坏的担保
失效。
在安装、运行、维护和使用本设备、组件或模块
前，应务必阅读并理解相关文档和用户手册。
设备、组件和模块使用时必须遵守本用户手册及其
附带文档并且确保其无任何故障。请将损坏的设
备、组件和模块寄回给制造商并且务必遵守运输条
件。
在本设备或组件和模块的整个使用阶段，应妥善保
存本用户手册并且确保其随时可供取阅。
在使用本设备、组件或模块时，还应务必遵守针对
相应的使用情况所规定的法律和安全规章。
2.4 使用本设备、组件和模块时的危险
在运行电气设备时，本设备的特定部件带有危险电
压。因此，如果未按专业方式操作，可能导致物品
受损或身体重伤甚至死亡。
因此，在使用本设备、组件和模块时，应务必注
意：
·
禁止超出在用户手册以及型号铭牌上注明
的极限值，在进行检测和启用调试时也应注意。
·
注意设备、组件或模块文档中的安全和警
告注意事项！

警告提醒迫近的危险情况，如果忽视，则可能导
致轻伤。

注意
警告提醒迫近的危险情况，如果忽视，则可能导致
物品受损或破坏环境。

注意
提示不存在导致受伤或物品受损的危险的过程。
2.3 产品安全
本设备、组件和模块符合当前的技术水平以及普遍
认可的安全技术规范，尽管如此，让可能发生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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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电压可能导致受伤！
以下情况可能导致重伤或死亡！因此，应务必注
意：
·
在设备上开始工作前，应将设备电源切
断！确保其不会由于疏忽而被重新接通!确定电
源已被切断！接地和短路！覆盖或隔离相邻的带
电部件！
·
·
在电气设备上作业时应穿着防护服并且佩
戴符合适用的指令的防护装备！
·
在连接之前，应通过地线接头（如具备）
将设备/组件/模块接地！
·
请勿接触带电的裸露或非绝缘电缆芯线。
单线电缆应配备接线套筒！
·
所有与工作电压连接的线路部件均可能带
有危险电压。
·
应通过合适的断路器/保险丝对电源电压
进行保险！
·
禁止关闭、拆除或滥用安全装置！
·
在断开电源后，设备、组件和模块中也可
能存在危险电压（电容储能器）。
·
带有电流互感器线圈的设备禁止采用开放
式的运行方式。
·
仅可以相同的极数和结构连接螺丝式接线
端子！
·
禁止超出在用户手册以及型号铭牌上注明
的极限值，在进行检测和启用调试时也应注意。
·
注意设备、组件和模块文档中的安全和警
告注意事项！
2.5 具备电气技术资质的工作人员
为了避免人员受伤和物品受损，仅可由具备电气技
术资质的人员在设备及其组件、模块、部件、系统
和电路上作业，并且工作人员必须熟悉
·
国家和国际事故预防条例。
·
安全技术设备的标准。
·
电气设施的安装、启用调试、操作、启
动、接地和标识。
·
对个人防护装备的要求。
在设备及其组件/模块的各个文档的安全技术注意
事项中所指的合格电气技术人员是指那些能够提供
电气专业人员专业资格证明的人员。

警告
警告提醒滥用或违规使用设备或其组件和模块！
打开、拆分设备及其组件或超出规定的机械、电气
或其他运行极限之外滥用设备及其组件可能导致物
品受损或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
仅可由具备电气技术资质的人员在设备及
其组件、模块、部件、系统和电路上作业！
·
请务必始终按照相应文档中的说明使用设
备、组件或模块。
·
如果发现设备、组件或模块损坏，请将其
寄回给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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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发生损坏时的担保
如果发现在产品担保框架之下的“滥用”和/或“
疏忽”使用设备、组件和模块，则针对由此所造成
的损坏的担保失效。为此，请参考章节 “3.4 按
规定使用”，第12页。
2.7 安全使用电流互感器和带差动电流测量装置
的设备

警告
电流互感器上的高电流和高电压可能导致受伤！
在二次侧的开路电流互感器（高接触危险性电压峰
值）可能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
·
避免开路运行电流互感器，无负载电流互
感器应短路连接！
·
在切断电流馈线前，应短路连接电流互感
器的次级连接。将自动短路连接电流互感器次级
线路的检测开关置于“检测”状态（检测开关/
之前应检测短路连接器）！
·
仅可使用符合IEC 61010-1:2010标准的带
基本绝缘装置的电流互感器！
·
小心，即使是开路电流互感器也可能在开
路运行时具有接触危险性！
·
应务必注意，用于连接电流互感器接头和
设备的螺丝式接线端子必须充分固定！
·
遵守电流互感器文档中的注意事项和规
定！

小心
电流互感器接头上的高测量电流可能受伤或设备
损坏！
电流互感器接头上的高测量电流会产生最高
80 °C（176 °F）的温度。
·
请使用设计工作温度最低为
80 °C（176 °F）的电缆！
·
在切断电源后，电流互感器的温度也可能
很高。在接触电流互感器的接头和连接电缆之前
应等待其冷却！

小心
错误使用可能导致受伤或设备损坏！
带差动电流测量装置的设备可能在超出极限值时触
发警告脉冲，该警告脉冲仅用于监控差动电流或故
障监控。将警告脉冲用作独立的防触电安全装置可
能导致人员受伤或设备受损！
·
请勿将带差动电流测量装置的设备用作
独立的保护装置。为您的设备选择合适的保护
装置！

小心
短路可能导致受伤或设备/系统损坏！
在差动电流测量输入端上，如果仪器相对于电源电
路的绝缘过小可能导致测量输入端上出现危险电压
或导致设备/系统受损。
·
针对电源电路应采用强化或双重绝缘！
·
对差动电流测量输入端进行电隔离！

www.janitz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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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模拟输入端安全注意事项

注意
设备及其组件传输错误或损坏！
电缆长度大于30 m (32.81 yd) 时，由于大气放电可
能导致传输错误或设备损坏。
·
连接到模拟输入端时，应采用屏蔽电缆。
·
当电缆长度长于30 m (32.81 yd) 时，应采
取合适的屏蔽措施！
·
使用建议的电线和电缆！

注意
短路可能导致设备/系统损坏！
在模拟输入端上，如果仪器相对于电源电路的绝缘
过小可能导致您的设备/系统受损。
·
针对电源电路应采用强化或双重绝缘！

注意
连接错误可能导致运行故障或设备损坏。
模拟输入端不防短路！连接或布线错误可能导致运
行故障或设备损坏。
·
在连接时应务必注意正确的布线并且注意
连接条件和极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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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说明
3.1 模块说明

3.3 进厂检验

RCM模块扩展了基础设备的功能范围并且可提供
以下不同型号的产品：

按规定运输、仓储、就位和安装以及谨慎操作和维
护是无故障和安全运行模块的前提条件。
在拆卸包装和包装时，应谨慎小心，避免使用暴力
并且仅可使用合适的工具。
请：
·
目视检查模块是否存在任何机械故障。
·
在开始装配和安装前，应检查供货范围是
否完整（参见用户手册）。

商品编号

名称

52.32.011 UMG 96-PA-RCM
96-PA-RCM-EL
52.32.010 UMG
(带以太网接口)
3.2 模块功能范围

如果发现无法保证基础设备以及模块的安全运行，
则：
1. 将系统（设备）电源切断！
2. 确保其不会被重新接通！
3. 确定电源已被切断！
4. 系统（设备）接地和短路！
5. 覆盖或隔离相邻的带电部件！

图：模块96-PA-RCM-EL
(带以太网接口)

·
零线测量 (I4 - 电流测量)。
·
通过2个模拟输入端进行差动电流测量
(RCM) 或直流功率测量。
·
温度测量 (1个模拟输入端)。
两个模块型号均适用于监控：
·
差动电流 (RCM) - 类型A、B和B+。
·
交流电流。
·
直流电流和脉动直流电流。
该基础设备发出由该模块所获得的额外的测量结
果。

例如：以下情况下将无法安全运行带有模块的设
备：
·
出现明显损坏，
·
尽管电源正常，但设备不再继续工作，
·
长时间处于恶劣条件下（例如：在不允许
的气候条件下存储设备并且未对室内气候环境进
行调整，结露等类似情况）或在运输过程中遇到
问题（例如：从高度掉落，即便未出现明显的损
坏等类似情况）。

注意
违规使用可能导致模块损坏或物品受损！
模块连接器的触点可能弯曲或断裂并且破坏模块。
·
严禁碰触或滥用模块连接器的触点！
·
严禁使用暴力将模块连接器的插头压入
插座！
·
在使用、运输和仓储模块时，应保护模块
连接器的触点！

注意
由于模块仅设计作为基础设备的插件模块（通过模
块连接器），还应务必注意基础设备所属的所有信
息产品。特别是附件“安全和警告注意事项”！

3.4 按规定使用
模块96-PA-RCM和96-PA-RCM-EL
·
是用于开关柜和小型配电箱中的基础设备
（UMG 96-PA）的插入式模块。可安装在任意位
置（请务必注意该基础设备的技术文档）。
·
仅可安装在已经切断电源的基础设备上
（参见步骤“安装”）。
该带有插入式模块的基础设备不可
·
安装在车辆上！如果在非固定装备中使用
带模块的基础设备，则被视为在异常环境条件下
使用，因此必须另行协议。
·
安装在包含有害的油脂、酸、气体、蒸
气、粉尘、辐射等的环境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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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模块功能概览
·
3个模拟输入端，用于：
- 2个差动电流和电流测量装置（带电缆断裂识别
装置）。
- 1个温度测量装置
·
用于通过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I4的I4电量
测量通道 (.../5 A或.../1 A)
通信：
·
Modbus-RTU协议 (基础设备的RS485接
口)。
·
仅用于模块96-PA-RCM-EL:
以太网接口RJ45
重要的模块特性参数参见章节„11. 模块技术数据”
第38 页。

注意
应务必注意基础设备（无模块）的技术文档！
基本或相同信息和章节，例如：
·
开始运行
·
配置
·
技术数据
·
错误提示
·
出错时的步骤等
参见设备的文档。

注意
您的带模块基础设备的参数和Modbus地址列表可
从网站www. janitza.de下载。

3.9 电源分析软件GridVis

3.6 EU一致性声明
Janitza electronics GmbH公司针在本设备上所采
用的法律、标准和指令参见我们网站
（www.janitza.de）上的EU一致性声明。依据EU
一致性声明及其所包含的法律、标准和指令，本设
备具有CE标识义务。
3.7 供货范围
数量

商品编号

名称

1

52.32.011

1

52.32.010

模块96-PA-RCM
或
模块96-PA-RCM-EL

1
1

33.03.374
33.03.342

1

08.01.505

1

10.01.873

1

10.01.875

安装说明书DE/EN
安全注意事项，12种语言
插塞式电缆，2 m (2.19 yd),
扭转
(连接UMG - PC/开关)
螺丝式接线端子，可插拔
6针 (温度, I5, I6/U6))
螺丝式接线端子，可插拔
2针 (电流测量I4)

供货时，设备具备必要的螺丝式接线端子。
3.8 操作方案
对带模块的设备进行编程或读取测量值时，有若干
选项可供选择，例如：通过
·
基础设备上的按钮。
·
电源分析软件GridVis®。
·
RS485接口或以太网接口。

软件Software GridVis®为您提供了测量数据的编
程、读取和可视化的最佳工具 (可从www.janitza.de
下载)。
软件GridVis®的性能特点
·
设备配置。
·
测量值的图示
·
报告和读取功能
·
报警管理。
与PC (软件GridVis®) 的连接
PC和带模块的设备之间通信连接参见章节„5. 安
装”，第17 页。

注意
本用户手册对模块进行说明并且包含有关基础设
备操作的信息。
软件GridVis®具备自己的“在线帮助”。

注意
由程序、IT 网络和协议中的安全漏洞导致的财产
损失。
安全漏洞可能导致数据滥用和故障甚至 IT 基础设
施停机。
为了保护您的 IT 系统、网络、数据通信和测量仪
器：
· 请通知您的网络管理员和/或 IT 专员。
· 始终使测量仪器保持最新版本，并通过外部防火
墙保护测量仪器的通信。关闭未使用的端口。
· 采取保护措施，以抵御来自互联网的病毒和网络
攻击，例如：防火墙解决方案，安全更新和病毒
防护程序。
· 关闭安全漏洞并更新或续订 IT 基础设施的现有保
护措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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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
4.1 用于与模块相结合使用的基础设备的安全前
提条件
使用模块96-PA-RCM和96-PA-RCM-EL时，基础设
备必须具备：
·
至少硬件版本4。
·
最新的固件版本 (2.0以上)
基础设备的硬件版本参见型号铭牌。详细说明参见
您的基础设备的用户手册。
已安装的固件版本可在基础设备操作界面中的:
菜单> 配置> 系统> 版本下查看。
可从www.janitza.de下载最新版本的固件。
如果对硬件版本的更新或固件安装有任何疑
问，Janitza合作伙伴或技术支持部门愿意随时为您
效劳。

图：
带硬件版本信息的
基础设备型号铭牌。

4.2 模块安装
模块连接器插头
(模块背面)
模块连接器
插座
图
模块96-PA-RCM-EL
(带以太网接口)

图：基础设备

小心
忽视安装注意事项可能导致物品受损或人员受伤！
忽视安装注意事项可能损坏或破坏带模块的基础设
备甚至导致人员受伤。
·
应务必注意基础设备的安装注意事项。
·
在安装模块前，应切断基础设备的电源！
·
确保安装环境具有充足的通风，环境温度
较高时应采取冷却措施。
·
安装前应拆除模块的模块连接器插头上的
传输保护以及基础设备的模块连接器插座保护！

14

安装模块：
1. 将系统（基础设备）电源切断！
2. 拆除模块的模块连接器插头上的传输保护以及
基础设备的模块连接器插座保护！
3. 将模块推入基础设备背面的凹槽并且轻压入基
础设备中，直至听到模块连接器明显卡紧的声
音。
4. 接通系统（基础设备）电源。基础设备自动识
别模块。

注意
如果在基础设备的启动过程中未识别出模块，则不
会支持模块功能（例如：差动电流或直流功率）！
与模块之间的通信缺失时：
·
将系统（基础设备）电源切断并且检查
RCM模块的位置。小心地将模块压在基础设备
上，直至听到明显卡紧的声音。
·
必要时重新启动基础设备 (章节“8.3重新
启动基础设备”，第30)!
·
如果这些措施均无效，请联系我们的技术
支持部门（www. janitz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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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模块接口

3

4

5

6

7

2
1

1
图：模块96-PA-RCM-EL
正面视图

1
8

序号

名称

说明

1

凹槽

安装/拆卸模块的导槽。

2

模块连接器

连接基础设备的接口

3

RJ45

仅限模块96-PA-RCM-EL：
带以太网接口（10/100Base-T）

4

模拟输入端 - 端子27/28

温度测量

5

模拟输入端 - 端子29/30

差动电流测量I5

6

模拟输入端 - 端子31/32

直流功率的差动电流测量I6
或电压测量U6。

7

电流测量输入端端子35/36

电流测量I4

8

卡紧机构

用于安装/拆卸模块（卡入/脱开）。

图：模块96-PA-RCM-EL
背面视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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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模块标识 - 型号铭牌

模块96-PA-RCM-EL

模块96-PA-RCM
4

3
2
1

5

Modul 96-PA-RCM
5232011

6

4

7

01B • 1
7510/0001

16

2

9

Made in Germany • www.janitza.com

序号

3
8

1
10

5

Modul 96-PA-RCM-EL
01B • 1
7510/0001
5232010
Made in Germany • www.janitza.com

6

7
8
9
10

名称

说明

1

商品编号

制造商的商品编号

2

符号
“危险标识”

一般危险标识。
应务必注意在设备上标示或在文档中列出的警告注意事项，以避免可能导
致的受伤甚至死亡情况。

3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4

QR编码

编码的制造商数据

5

制造商徽标

设备制造商徽标

6

CE标志

参见“3.6 EU一致性声明”，第13

7

制造商专有数据

制造商数据

8

硬件版本

模块的硬件版本

9

型号/序列号

设备的识别编号

10

产地名称/
网址

产地和制造商网址

www.janitz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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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
5.2.2 作为网关连接 (主站)

5.1 基础设备与PC连接
带模块的基础设备通过以下方式与PC连接

安装有GridVis®的PC

1. RS485接口。
参见章节5.3，第18页。
2. 以太网接口 (仅限RCM-EL)。
要配置和读出数据，请通过模块96-PA-RCMEL的以太网接口将基础设备与PC连接 (软件
GridVis®)。
5.2 带模块的基础设备通过以太网接口与PC连接
（仅限RCM-EL）

以太网

以太网

UMG 96-PA
从控1

以太网
带模块96-PA-RCM-EL
的UMG 96-PA作为网关
（主站）
RS485

Modbus

依据主/从原理连接更
多设备
Modbus

RS485

插图示例：通过作为网关的模块96-PA-RCM-EL 的以太网
接口连接基础设备（主站）

5.2.3 与网络连接
安装有GridVis®的PC

以太网

图：带模块96-PA-RCM-EL
的基础设备背面视图

以太网
连接

以太网

以太网
网络上
带模块96-PA-RCM-EL
的UMG 96-PA

注意
带模块96-PA-RCM-EL的基础设备具备用于通信的
·
1个以太网接口和
·
1个RS485接口 (现场总线)，
并且可在窗口通信中对其进行配置。
通过以太网连接PC时，带有模块96-PA-RCM-EL的
基础设备可用作网关（主站）。

注意
网络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设备受损。
网络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IT网络中断！
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以获取适用于您设备的正
确网络设置。

插图示例：通过作模块96-PA-RCM-EL 的以太网
接口将基础设备与网络连接。

5.3 带模块的基础设备通过RS485接口与PC连接
(Modbus)
将带有模块的基础设备与PC（软件GridVis）连
接、配置并且读出数据的另一个方法是通过基础设
备的RS485接口。
将带有模块96-PA-RCM的基础设备通过RS485接
口与您的PC连接。应务必注意以下提示：

注意
通过基础设备的RS485接口连接以及依据主/从原
理与RS485总线结构（Modbus）进行连接的详细
说明参见基础设备的技术文档。

5.2.1 以太网直接连接
安装有GridVis®的PC
带模块96-PA-RCM-EL
的UMG 96-PA

以太网

插图示例：通过作为直接连接的模块96-PA-RCM-EL 的以太网
接口连接基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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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带端子布局的连接方案

端子

带模块96-PA-RCM-EL的连接方案

RJ45
Consumer

27 / 28
29 / 30
和
31 / 32

230V/400V 50Hz

Module
96-PA-RCM-EL

Basic
device

29 / 30
和
31 / 32

0-30 mA

0-30 mA

Analog inputs

Module connector

Module connector

IPE

IDIFF

29 / 30
和
31 / 32
35 / 36

RJ45

Ethernet
10/100Base-T

PT100

说明
以太网接口
(仅限模块96-PA-RCM-EL)
温度测量
分别为带电缆断裂识别功能的差动电流测量
或
差动电流测量 (IDIFF)
和
电流测量PE (IPE)
(参见左侧的连接方案)
或
直流电流测量I5
和
直流电压测量U6
电流测量I4

注意

PC

有关电压测量、电流测量和连接方案的详细信息参
见基础设备的技术文档。

图：连接方案：
带模块96-PA-RCM-EL的基础设备背面视图

5.5 带模块基础设备连接示例
I DIFF
0-30 mA

K3

17

18
1

19
2

21
V+

20
3

22
1

K4

23
2

K5

24
3

Digital-Ausänge/
Digital outputs

Digital-Eingänge/
Digital inputs

C

25

A
Data GND

A
B

B

26
V+

AnalogAusgang/
Analog output

L/+ N/-

V1

V2

V3

VN

1

2

3

4

PE/FE

PE

N

N

L1

Strommessung/
Current measurement

5

I2
S2

6

S1

7

8

S1

9

图：连接示例“带模块96-PA-RCM-EL的基础设备”，
有关过流保护装置的信息参见基础设备的用户手册

31

32

(with Ethernet connection)

Strommessung/
Current measurement
I4

S2

10

S2
S1

230V/400V 50Hz

30

Modul 96-PA-RCM-EL

I3
S2

S2
S1

L2

18

29

S1

S2

S2

35 36

S1
S1

L1

L3

I1
S1

28

Analog-Eingänge/Analog inputs

RS485

Spannungsmessung/
Voltage measurement

11 12 13

27

14 15 16
C A B

UMG 96-PA
Versorgungsspannung/
Supply voltage

PT100

C
Funktionserde/
Functional ground

Ethernet
10/100Base-T

+

S2

Verbraucher/
Consumer

+

Modul-Konnektor

S3

Module connector

S2

=

Modul-Konnektor

- S1

-

=

Module connector

-

+

=

IPE
0-30 mA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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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输入端和接口
6.1 模拟输入端I5和I6 - 差动电流输入端/电流信
号输入端

带模块的基础设备依据IEC/TR 60755 (2008-01) 标
准对以下类型的差动电流进行测量：
类型A
类型B和类型B+ (扩展频率范围)
在差动电流互感器输入端I5（端子29/30）和I6（端
子31/32）上连接合适的具有30 mA额定电流的动
电流互感器。

0..30 mA I5

I6 0..30 mA

L1
L2

负载

L3
N
PE

图：通过电流互感器进行差动电流测量的连接方案（类型A）

带模块基础设备可作为差动电流监控设备（RCM）
监控交流电流，脉动直流电和直流电流。
通过输入端I5和I6（端子29/30和31/32）对某一电
气系统的差动电流进行监控（RCM，剩余电流监
视器），带模块基础设备可在超出极限值时触发警
告脉冲。系统运营商可以在保护装置发出响应之前
得到报警。
在中压和高压电网中测量通常通过电流和电压互感
器进行。

注意
·
差动电流测量通过外部的电流互感器监控
差动电流并且在超出极限值时会触发报警脉冲。
·
设备和系统运营商的极限值和报警可十分
方便地在软件®中配置。

6.2 激活用于I5和I6的电缆断线检测 (故障监控)
RCM
带模块的基础设备具备“电缆断线检测”功能（故
障监控）。同时，带模块的基础设备还将检查与测
量输入端I5和I6 上的差动电流互感器的连接（模块
模式差动电流 - 参见章节 9.2，第33 页）。
用于I5和I6的电缆断线检测：
·
通过Modbus地址或在软件GridVis®中激
活。
·
仅在AC模式中可用。
用于激活电缆断线检测功能的Modbus地址（故障
监控）：
Modbus
地址
20051
20052

测量输
入端
I5
I6

数值/功能
0 = 故障监控禁用
1 = 故障监控启用

在带模块基础设备的用户界面中的菜单> 配置> 测
量> 菜单项差动电流下检查是否电缆断线检测功能
已经启用。
如果与电流互感器之间的连接中断，则相应测量输
入端（I5 和I6）的以下Modbus地址显示故障：

注意
该带模块基础设备并非独立的防触电保护装置！

Modbus
地址

测量输
入端

20418

I5

20618

I6

数值/功能
0 = 与差动电流互感器之间的
连接无故障
1 = 与差动电流互感器
之间的连接故障

在软件GridVis®中，同样会显示连接中断。

注意
其他Modbus地址参见设备的Modbus地址列表（
在www.janitza.de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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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在I5和I6上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方向。

6.4 差动电流互感器示例

在测量输入端I5和I6上进行差动电力测量时，设备
不会区分电流方向。如果连接错误，无需后续进行
重新连接。

差动电流互感器应在300V CAT III电网中的绝缘电
源线上进行测量。
解决方案:
针对电源线的绝缘以及差动电流互感器的绝缘，特
别采用了用于300 V CAT III的基本绝缘装置。这相
当于用于绝缘电源线的1500 V AC (持续1分钟) 的
检测电压以及用于差动电流互感器的1500 V AC (
持续1分钟) 检测电压。

注意
该设备不区分差动电流的电流方向。
主电源或负载侧的差动电流不具备方向选择性。

警告
电流互感器上的高电流和高电压可能导致受伤！
在二次侧的开路电流互感器（高接触危险性电压峰
值）可能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
·
避免开路运行电流互感器，无负载电流互
感器应短路连接！
·
在切断电流馈线前，应短路连接电流互感
器的次级连接。将自动短路连接电流互感器次级
线路的检测开关置于“检测”状态（检测开关/之
前应检测短路连接器）！
·
仅可使用符合IEC 61010-1:2010标准的带
基本绝缘装置的电流互感器！
·
小心，即使是开路电流互感器也可能在开
路运行时具有接触危险性！
·
应务必注意，用于连接电流互感器接头和
设备的螺丝式接线端子必须充分固定！
·
遵守电流互感器文档中的注意事项和规
定！
·
将现有的接地装置与带接地的电流互感器
的次级绕组连接！
·
使用电流互感器和带差动电流测量装置的
设备时应务必注意章节2.7，第10.
·
遵守电流互感器文档中的注意事项和规
定！

注意
短路可能导致设备/系统损坏！
在模拟输入端上，如果仪器相对于电源电路的绝缘
过小可能导致您的设备/系统受损。
·
针对电源电路应采用强化或双重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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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差动电流输入端重要注意事项

小心
短路可能导致受伤或设备/系统损坏！
在差动电流测量输入端上，如果仪器相对于电源电
路的绝缘过小可能导致测量输入端上出现危险电压
或导致设备/系统受损。
·
针对电源电路应采用强化或双重绝缘！
·
对差动电流测量输入端进行电隔离！

注意
测量差动电流时，带模块基础设备需要电源频
率。为此，应创建一个测量电压或配置一个固定
频率。

注意
差动电流互感器输入端的传动比可分别在带模块
的基础设备上配置，或者，如其他模块相关参数
一样，通过电网可视化软件GridVis®完成。

www.janitz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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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连接示例1 - 差动电流测量装置

6.7 连接示例2 - 差动电流测量装置

图：通过类型A或类型B电流互感器进行差动电流测量的连接
方案。（电源具有U = 24 V DC，涟波< 5%, 功率= 24 W。

图：通过类型B电流互感器测量差动电流的连接方案。每一台
CT-AC/DC系列B+ RCM类型的差动电流互感器均需要具备自
己的电源（U = 24 V DC，涟波< 5%, 功率= 24 W)。对电源
（24 V DC）的次级侧相互之间进行电隔离！

I5

I6 4..20 mA

230 V
AC

-

4..20 mA I5

230 V
AC

24 V
DC

I6 4..20 mA

230 V
AC
24 V
DC

24 V
DC

+

-

+

-

+

L1

L1

L2

L2

L3

L3

L1

L1

N

N

L2

L2

L3

L3

例如
差动电流互感器CT-ACRCM

例如
差动电流互感器CT-AC/
DC 类型B+

N

N

例如
差动电流互感器CT-AC/
DC 类型B+

例如
差动电流互感器CT-AC/
DC 类型B+

6.8 连接示例3 - 差动电流监控装置

差动电流互感器

L1
L2
L3
PEN

N

差动电流
互感器

PE

L1 L2 L3 N

I1

I2

I3

I4

I5

I6

M
3~

Basic device with
RCM module
模块连接器

图：带模块基础设备的差动电流监控装置连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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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差动电流极限值
设置和计算差动电流极限值时，带模块基础设备需要在软件GridVis® 中设置的参数。依据不同的模式，在
计算极限值时需要以下参数:
1. “动态差动电流极限值的计算”
·
最小超限时间。
·
差动电流的最大值。
·
在达到设定的百分比值，计算出的动态差动电流极限值时，将会发出警告。
·
参考值。
·
容差差动电流 (每个参考值单位的动态值)。
·
每个用电器的差动电流。
·
用电器数量。
·
差动电流测量偏差。
2. “静态差动电流极限值的计算”
·
最小超限时间。
·
在达到设定的百分比值，静态差动电流极限值时，将会发出警告。
·
差动电流极限值
3. “步进差动电流极限值的计算”
·
最小超限时间。
·
在达到设定的百分比值，步进差动电流极限值时，将会发出警告。
·
参考值。
·
针对每一个功率级输入最多10个差动电流极限值。
6.9.1 示例图“动态差动电流极限值的计算
该示例图显示了在允许的差动电流和
具有以下设置的（系统）功率参考值之间的关系：
·
参考值：以kW为单位的功率
·
动态调整：10 mA / kW
·
差动电流的绝对最大值：200 mA
·
差动电流测量偏差：20 mA
差动电流的绝对最大值
200 mA

图：
具有模式
“动态
差动电流
极限值的
计算”的示例图

允许的RCM电流

150 mA

100 mA

50 mA

差动电流测量偏差

20 mA
0 mA
0 kW

5 kW

10 kW

参考值
在图表上，用户识别该功能，
·
动态极限值计算激活（静态极限值计算=水平线）。
·
每个功率参考值的允许差动电流（RCM电流）。
·
达到RCM电流最大值的功率参考值。
22

15 kW

20 kW

25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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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示例图“静态差动电流极限值的计算
该示例图显示了对每一个（系统的）额定电流均有效的静态差动电流极限值：
·
参考值额定电流 (无法配置)。
·
差动电流极限值：300 mA。

400 mA

具有模式
“静态差动电流
极限值的计算”
的示例图

300 mA

允许的RCM电流

图：

差动电流极限值

200 mA

100 mA

0 mA
0A

20 A

40 A

60 A

80 A

100 A

Nominal current (额定电流)
在图表上，用户识别该功能
·
静态极限值计算激活。
·
允许的系统差动电流（RCM电流）。
6.9.3 示例图“步进差动电流极限值的计算
该示例图显示具有以下步骤（功率级）的功率参考值的差动电流极限值逐步提高的过程：
·
参考值：以kW为单位的功率。
·
每个功率级的差动电流极限值：50 mA。

图：

400 mA

具有模式
“步进
差动电流
极限值的
计算”的示例图

300 mA

最高 300 mA

差动电流极限值 (用于最多10个功率级)

允许的RCM电流

最高 250 mA
最高 200 mA
200 mA
最高 150 mA
最高 100 mA
100 mA

0 mA

最高 50 mA

0 kW

5 kW

10 kW

15 kW

20 kW

25 kW

参考值的功率级
在图表上，用户识别该功能
·
步进极限值计算激活。
·
每个步骤（功率级）的允许的系统差动电流（RCM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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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模拟输入端I5和I6/U6 - 直流功率

注意

除了测量差动电流之外，该带模块基础设备还能够
使用模拟输入I5和I6（U6）进行直流功率测量。
在测量直流功率时，电流通道I6实际上成为了一个
电压测量输入端U6。连接的CT-AC/DC型B +类型
差压电流互感器将输入电压转换为输出电流信号。
电流信号与输入端大小的测量值按比例变化。

短路可能导致设备/系统损坏！
在模拟输入端上，如果仪器相对于电源电路的绝缘
过小可能导致您的设备/系统受损。
·
针对电源电路应采用强化或双重绝缘！
·
应务必注意章节“2.8 模拟输入端安全注
意事项”，第11.

在测量直流功率时，带模块基础设备允许具有以下
数值的输入端电流信号
·
0 ...20 mA
·
4 ...20 mA
6.11 连接示例 - 直流功率测量
图：通过电流互感器和直流电压传感器测量直流功率的连接方案

I5

-

I6/U6

+

4..20 mA

-

U
用电器

+
4..2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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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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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电流测量输入端I4 - 零线测量

小心

I4

L2
L3
N

S1

S2

用电器

L1

图：通过电流互感器
进行电流测量I4

由于缺少带电压的倍增器，在电流测量输入短I4（
端子35/36）仅可进行视在电流测量值。因此，无
法通过该输入端测量功率。
带模块基础设备的电流测量输入端I4：
·
仅可用于通过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不可
直接测量）。
·
设计用于连接带有../1 A和../5 A次级电流
的电流互感器。
·
电流互感器比例默认设置为5 / 5 A。
·
测量交流电流（非直流电流）。

在电流互感器接口或设备电流测量输入端上的高测
量电流可能导致受伤或设备损坏。
电流互感器接头上的高测量电流会产生最高
80 °C（176 °F）的温度。
·
请使用设计工作温度最低为
80 °C（176 °F）的电缆！
·
在切断电源后，电流互感器的温度也可能
很高。在接触电流互感器的接头和连接电缆之前
应等待其冷却！
·
应务必注意，用于连接电流互感器接头和
设备的螺丝式接线端子必须充分固定！
·
将现有的接地装置与带接地的电流互感器
的次级绕组连接！
·
使用电流互感器和带差动电流测量装置的
设备时应务必注意章节2.7，第10.
·
遵守电流互感器文档中的注意事项和规
定！

注意
由于缺少带电压的倍增器，在电流测量输入短I4仅
可进行视在电流测量值。因此，无法通过该输入
端测量功率。
带模块基础设备的电流测量输入端I4的电流互感
器变比可在基础设备用户界面上或在软件GridVis®
中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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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温度测量输入端

6.14 以太网接口(仅限模块96-PA-RCM-EL)

通过该模块，使得基础设备具备了温度测量输入
端。通过在端子27和28上的模拟输入端进行温度
测量。
温度输入端测量值通过确定累积电阻值的平均值得
出。在基础设备中，平均值被换算为温度值并显示
出来。
带模块基础设备支持以下温度传感器：
PT100 (标准设置)
PT1000
KTY83
KTY84

注意
短路可能导致设备、模块和/或系统损坏！
在模拟输入端上，如果仪器（例如：温度传感器）
相对于电源电路的绝缘过小可能导致基础设备、模
块和/或系统受损。
·
针对电源电路，仪器应采用强化或双重绝
缘！
·
使用屏蔽电缆连接温度传感器！
·
禁止超出4 kΩ的总负荷 (温度传感器和线
路)!
温度传感器示例：
温度传感器应在300V CAT III电网中的非绝缘电源
线附近进行测量。解决方案：
为温度传感器配备了用于300V CAT III的强化或双
重绝缘！这相当于用于3000 V AC (持续1分钟) 的
温度传感器检测电压。

26

图：用于连接DHCP服务器或PC的以太网接口。

PT100

图：通过PT100进行温度
测量的
连接方案

·
·
·
·

www.janitza.de

PC与软件®的连接在带有模块96-PA-RCM-EL的基
础设备上通过以太网接口实现。
在连接以太网接口时，依据折弯半径和所使用的以
太网电缆的插头类型，应务必注意充足的连接范围
（至少50 mm）。有关以太网连接的更多信息参见
章节 “5.1 基础设备的PC连接”，第 17 页。
带模块96-PA-RCM-EL的基础设备的以太网连接的
通信设置参见章节„8.1 通过以太网接口与基础设
备通信（模块96-PA-RCM-EL），第29 页。

注意
网络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设备受损。
网络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IT网络中断！
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以获取适用于您设备的正
确网络设置。

注意
·
连接以太网接口时，应使用CAT5电缆！
·
带模块基础设备的出厂设置为DHCP（IP
地址的动态分配）!有关带模块基础设备的通信
设置的详细信息参见章节 “8.1通过以太网接口
进行基础设备的通信 (模块96-PA-RCM-EL)”，
第29.
·
也可在软件GridVis®中十分方便地配置以
太网设置。
LED指示灯的含义
LED指示 功能
灯
黄色

在网络活动时闪烁。

绿色

存在连接时发光（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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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96-PA-RCM / 96-PA-RCM-EL

7. 带模块基础设备的操作和按钮功能
7.1 操作

7.3 测量值显示

带模块96-PA-RCM或96-PA-RCM-EL的基础设备的
操作通过6个功能按钮实现，这6个按钮分别用于：
·
选择测量值显示。
·
在菜单内导航。
·
编辑设备设置。

在电力恢复后，带模块的UMG 96-PA启动并且显
示测量值Home。

4

3
图：测量值显示Home

测量值显示Home的显示标题在带模块基础设备供
货状态下由设备类型和序列号组成。

2
1

7.4 菜单
图：基础设备 - 测量值显示

序号 说明
1

功能按钮

2

功能按钮说明

3

测量值显示

4

显示标题

按下按钮1显示可选择包含全部设置参数和测量大
小（菜单项）的菜单。

7.2 按钮功能
按钮

功能
·
·
·

显示菜单
退出菜单
取消操作 (ESC)

·
·

切换至显示Home
选择位置 (向左“”)

·
·

选择菜单项或位置(向下“”)
更改 (选择, 数字-1)

图：带滚动菜单的测量值显示Home

按钮1菜单
·
·

选择菜单项或位置(向上“”)
更改 (选择, 数字+1)

·

选择位置 (向右“”)

·

确认选择 (Enter)

注意
有关操作、测量值显示和按钮功能的详细说明参
见安装说明书或您的基础设备的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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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带模块基础设备的附加菜单项概览
测量模式差动电流的菜单项

测量模式直流功率的菜单项

菜单

菜单
Home (主页)
Voltage (电压)
Current (电流)
Power (功率)
Energy (能量)
Consumption overview (消耗概览)
Harmonics (谐波)
Oscilloscope (示波器)
Peripherals (外设)

Home (主页)
Voltage (电压)
Current (电流)
Power (功率)
Energy (能量)
Consumption overview (消耗概览)
Harmonics (谐波)
Oscilloscope (示波器)
Peripherals (外设)

Residual Current (差动电流)

DC Power (直流功率)

Summary (概览)
Bargraph (条形图)
Linewriter 1 (差动电流1曲线)
Linewriter 2 (差动电流2曲线)
Configuration (配置)

Summary (概览)
Bargraph (条形图)

Configuration (配置)

Language (语言)
Communication (通信)
Field bus (现场总线)
Ethernet Config. (以太网配置（仅限模块-EL）)

Measurement (测量)
Transformer (测量用互感器)

Language (语言)
Communication (通信)
Field bus (现场总线)
Ethernet Config. (以太网配置（仅限模块-EL）)

Measurement (测量)
Transformer (测量用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 (电流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 (电压互感器)
L4 Current transf. (L4电流互感器)

Nominal current (额定电流)
Nominal frequency (额定频率)
Modul Mode (模块模式)
Residual Current (差动电流)
DC Power (直流功率)

Residual Current (差动电流)
Analog CH 1 Type (模拟CH类型1)
Analog CH 2 Type (模拟CH类型2)
Transformer (测量用互感器)
Cable break detect. (电缆断线检测)

Temp. Sensor (温度传感器)
Display (显示)
System (系统)
Modbus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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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transformer (电流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 (电压互感器)
L4 Current transf. (L4电流互感器)

Nominal current (额定电流)
Nominal frequency (额定频率)
Modul Mode (模块模式)
Residual Current (差动电流)
DC Power (直流功率)
DC Power (直流功率)
Analog CH 1 Type (模拟CH类型1)
Analog CH 2 Type (模拟CH类型2)
Transformer (测量用互感器)
Cable break detect. (电缆断线检测)

Temp. Sensor (温度传感器)
Display (显示)
System (系统)
Modbus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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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信
8.1 通过以太网接口进行基础设备的通信 （模块
96-PA-RCM-EL）
带模块96-PA-RCM-EL的基础设备具备6种用于以
太网连接的地址分配方式（TCP/IP）：
1. 静态
用户在设备上选择IP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该
模式用于无DHCP服务器的简单网络。
2. BOOTP
自动将设备集成到现有的网络中。BOOTP是一
种较旧的协议，其功能范围小于DHCP。
图：窗口通信>以太网配置

3. DHCP
在启动时，设备自动获得DHCP服务器的IP地
址、子网掩码和网关。
4. 静态免费ARP
用户在设备上选择IP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设
备会自动使用IP和MAC地址登录网络。
5. BOOTP ARP Probe
用于自动为MAC地址分配IP地址的简化协议。
设备会自动使用IP和MAC地址登录网络。
6. DHCP ARP Probe
用于自动为MAC地址分配IP地址的协议。设备
会自动使用IP和MAC地址登录网络。

注意
·
带模块96-PA-RCM-EL的基础设备具备出
厂设置“IP地址的动态分配”（DHCP模式）！
·
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以获取适用于您
设备的以太网设置。

配置以太网设置或参见窗口通信> 以太网(TCP/IP):
·
在窗口主页中按下按钮1，打开菜单。
·
使用按钮3和4选择菜单项配置并通过按钮
6确认。
·
使用按钮3或4在窗口配置中选择菜单项通
信并通过按钮6确认。
·
使用按钮3或4在窗口通信中选择菜单项配
置以太网并通过按钮6确认。
·
显示带有以太网设置的窗口通信：
如下„7. 带模块基础设备的操作和按钮功能“，第
27页 所述，配置您的以太网（TCP/IP）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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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通过RS485接口进行基础设备的通信 (现场
总线)
带或不带任何模块的基础设备通过RS485接口 (现
场总线) 进行通信的原理相同并且可按如下方式在
操作界面上进行操作：
1. 带模块96-PA-RCM的基础设备:
显示主页 > 按钮菜单> 菜单项配置 > 菜单项通
信
2. 带模块96-PA-RCM-EL的基础设备:
显示主页 > 按钮菜单> 菜单项配置 > 菜单项通
信> 菜单项现场总线

www.janitza.de

8.3 重新启动基础设备
必要时，配置需要重新启动基础设备。请执行以下
操作：
1. 在显示画面主页中按下按钮1菜单。
2. 通过按钮3/4在显示的滚动菜单中选择
(“”/“”) 菜单项配置。
3. 按下按钮6 Enter。
4. 显示窗口配置。
5. 使用按钮3/4在窗口配置中 (“”/“”) 选择
菜单项系统并通过按钮6Enter确认。
6. 出现窗口系统。
7. 使用按钮3/4在窗口系统中 (“”/“”) 选择
菜单项重置并通过按钮6Enter确认。
8. 出现窗口重置。
9. 使用按钮3/4在窗口重置中 (“”/“”) 选择
菜单项重新启动并通过按钮6Enter确认。
10. 选项否闪烁。
11. 使用按钮4选择选项是 并通过按钮6Enter确
认。
12. 基础设备重新启动。

图：窗口通信>现场总线配置

注意
有关通过RS485接口进行基础设备的通信 (现场总
线)的详细说明参见基础设备的用户手册。
图：菜单项配置

图：通过重新启动菜单项重置窗口

30

www.janitza.de

模块96-PA-RCM / 96-PA-RCM-EL

8.4 模块相关报警

注意

图：示例“与模块之间发生通信故障时的基础设备
报警”。

断开或损坏的模块会造成与基础设备之间的通信故
障并导致设备故障！
如果在运行期间基础设备与模块之间的通信缺失或
发生故障，则将在基础设备的显示画面上出现报
警提示。
·
在安装模块前，应切断系统（基础设备）
的电源！
·
检查RCM模块的位置。必要时通过轻压
将模块压在基础设备上，直至听到明显卡紧的
声音。
·
检查基础设备的显示画面 (如果存在菜单
项差动电流，则基础设备识别出该模块!)。
·
必要时在重新安装前重新启动基础设备 (
参见章节“8.3重新启动基础设备”，第30)!
·
如果所述措施均无效，请联系我们的技术
支持部门（www. janitza.de）！
·
如果在考虑到运输条件的情况下发现设
备、组件或模块损坏，请将其寄回给制造商！

发生报警时，将显示以下警告提示：
设备显示器的标题栏在发生报警时将变成红色并显
示时间信息。此外，发生报警时还可通过Modbus
编辑器或软件GridVis®激活显示屏的闪烁（参见下
表）。
无论从哪一个菜单窗口，只要按下功能键5，即会
显示所有出现的报警列表。在报警列表中，可选择
和删除报警。
一旦所有报警都被删除，设备将关闭报警列表并且
切换至上一个菜单窗口。

注意
违规使用可能导致模块损坏或物品受损！
模块连接器的触点可能弯曲或断裂并且破坏模块。
·
严禁碰触或滥用模块连接器的触点！
·
严禁使用暴力将模块连接器的插头压入
插座！
·
在使用、运输和仓储模块时，应保护模块
连接器的触点！

模块相关报警列表：
报警说明

显示器特征

超出RCM通道1的警告极限值
超出RCM通道1的报警极限值

显示器闪烁

超出RCM通道2的警告极限值
超出RCM通道2的报警极限值

显示器闪烁

过电流L4
RCM通道1上电缆折断
RCM通道2上电缆折断
10秒钟以来无模块通信

显示器闪烁

带模块相关报警的报警列表

注意
·
有关报警和警告提示的详细信息参见您的
基础设备的用户手册！
·
Modbus地址列表可在www.janitza.de的
下载区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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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模块相关配置
通过带模块基础设备的测量窗口可对模块相关的参数
进行配置。为此，通过基础设备的功能按钮切换至窗
口测量：
·
通过按下窗口主页中的按钮1打开菜单。
·
使用按钮3/4 (“”/“”) 选择菜单项配置
并通过按钮6Enter确认。
·
使用按钮3/4在窗口配置中 (“”/“”) 选
择菜单项测量并通过按钮6Enter确认。
·
显示带有以下RCM模块设置的窗口测量：。
A. 用于基础设备 (I1至I3) 和L4电流互感器(I4 - 零线
测量)的测量用互感器 。
B. 用于模块模式
差动电流或直流功率的测量用互感器。

A
9.1 L4电流互感器 (I4 - 测量)
在菜单项测量用互感器中除了基础设备的电流和电
压互感器比例之外，还可配置用于L4电流测量的电
流互感器比例（例如：零线测量）：
1. 使用按钮3/4 (“”/“”) 选择菜单项测量用
互感器并通过按钮6Enter确认。
2. 显示用于配置L4（I4）电流互感器的窗口。
3. 选择菜单项L4 (I4) 电流互感器并按下按钮6
Enter。
4. 如章节„6.2 激活I5和I6的电缆断线检测（故障
监控）RCM。“，第19页所述，通过基础设
备的功能按钮配置电流互感器比例。

C. 温度传感器

A
B
C

图：通过RCM模块的L4电流互感器设置进行测量的窗口
（标准设置5 / 5 A）。

图：通过RCM模块的设置进行测量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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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2 模块模式

差动电流
参数

1

模拟CH类型1，
I5端子29/30

1. 差动电流互感器或
2. 直流功率。

2

模拟CH类型2，
I6端子31/32

1模块模式差动电流
·
使用按钮3/4 (“”/“”) 选择菜单项模
块模式并通过按钮6Enter确认。
·
设定的测量模式显示“黄色” (标准设置差
动电流)。
·
必要时使用按钮3/4 (“”/“”) 选择菜
单项差动电流并通过按钮6Enter确认。
·
随后在窗口测量中切换至菜单项差动电流
并按下按钮6，Enter。
·
显示窗口显示“差动电流”以及所要设置
的参数：

3

测量用互感器
比例

4

电缆断裂
检测

在窗口测量中的模块模式菜单项用于切换至测量模
式

设置
合适的互感器类型：
·
AC (0 .. 30 Arms)
·
0 .. 20 mA
·
4 .. 20 mA
合适的互感器类型：
·
AC (0 .. 30 Arms)
·
0 .. 20 mA
·
4 .. 20 mA
电流互感器：
·
CH 1 - 初级和次级
·
CH 2 - 初级和次级
可在软件GridVis®中和Modbus编辑器中(基础设备)配置

表：在模块模式差动电流中的设置选项

2.模块模式直流功率
·
使用按钮3/4 (“”/“”) 选择菜单项模
块模式并通过按钮6Enter确认。
·
设定的测量模式显示“黄色”。
·
使用按钮3/4 (“”/“”) 选择菜单项直
流功率并通过按钮6Enter确认。
·
随后在窗口测量中切换至菜单项直流功率
中。

图：测量>模块模式“差动电流”窗口

图：测量>模块模式“直流功率”窗口

·
要进入带有所要设置的用于测量模式直流
功率的参数的显示窗口，应按下按钮6Enter。

1
2
3
4

图：带有用于差动电流测量模式的参数设置的“差动
电流”显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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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功率测量:
输入端I6/U6的测量用互感器比例
1
2
3
4

图：显示直流功率参数的窗口

编号

直流电流
参数

设置

1

模拟CH类型1，
I5端子29/30

2

模拟CH类型2，
I6/U6 1)
端子31/32

3

测量用互感器
比例2)

合适的互感器类型：
·
0 ...20 mA
·
4 ...20 mA
合适的互感器类型：
·
0 ...20 mA
·
4 ...20 mA
电流互感器：
·
CH 1 - 初级和次级
·
CH 2 - 初级和次级

4

电缆断裂
检测

可在软件GridVis®中和Modbus编辑器中(基础设备)配置

1) 在测量直流功率时，将通过输入端I5和I6（U6）
确定功率。电压（U6）通过激活的电流互感器转
换为电信号。电信号与输入端电压值成比例。
2) 在CH2上设置互感器类型 0..20 mA时，应为测量
用互感器比例配置一个初级电压和一个成比例的
次级电流。

电流信号 (次级)

20 mA

10 mA

0 mA
350 V

0V

700 V

电压（初级）
图：“测量用互感器比例”模拟输入I6 / U6图

C
9.3 温度传感器
1. 在窗口测量中选择菜单项温度传感器并通过按
钮6Enter确认。
2. 温度传感器菜单项闪烁。
3. 使用按钮3/4 (“”/“”) 从列表中选择您的
温度传感器：
-PT100 (标准设置)
-PT1000
-KTY83
-KTY84
4. 通过按钮6Enter确认。

图：测量>配置温度
传感器窗口
图：通过用于直流功率测量模式的测量用互感器配置进
行测量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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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也可通过PC连接借助软件GridVis® (供货范围) 配
置您的带模块基础设备的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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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在软件GridVis® 中的模块相关配置
也可在电网可视化软件GridVis®中十分方便地配置
所有模块相关设置。

图：电网可视化软件GridVis®的用户界面

9.5 Modbus编辑器
该带模块基础设备在用户界面中具备一个Modbus
编辑器。通过配置窗口中的菜单项Modbus编辑
器可访问（读/写）Modbus地址（菜单> 配置 >
Modbus编辑器）。

图：配置Modbus编辑器

注意
Modbus地址类表可在www.janitza.de上下载。
建议：
为了简单快速地配置所有与模块相关的设置，我
们建议使用电网可视化软件GridVis®!
图：通过Modbus
编辑器菜单项配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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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模块相关测量值显示
10.1 测量值显示L4电流测量
菜单电流

选择曲线L4

曲线I-L4

10.2 测量值显示差动电流
菜单差动电流

36

概览

条形图

RCM1和RCM2的电流，电流（最大值），
极限值和参考值的测量值显示。

测量值I-RCM1和I-RCM2的条形图。

差动电流1曲线

差动电流2曲线

I-RCM1曲线

I-RCM2曲线

www.janitz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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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测量值显示直流功率
菜单直流功率

概览

条形图

电压，电流，功率和能量的测量值显示（
加上最小值和最大值）。

电压，电流和功率测量值的条形图。

选择外部温度

外部温度

10.3 测量值显示外部温度
菜单外设

条形图和温度的测量值显示（带最小值
和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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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模块的技术数据
11.1 技术数据
概述
净重模块
（附连接器）
耐冲击性

78 g (0.17 lb)
依据IEC 62262标准为IK07

运输和仓储
以下规定适用于在原始包装中进行运输和仓储的设备。
自由落体
温度
相对空气湿度(非冷凝)

1 m (39.37 in)
K55
-25° C (-13 °F) 至 +70° C (158 °F)
0至90% RH

运行期间的环境条件参见基础设备的使用信息。
模拟输入端
差动或电流信号
温度测量

2x
1x

差动电流互感器
Nominal current (额定电流)
测量范围
吸合电流
分辨率
电缆断线检测（故障监控）
波峰系数
表观电阻
过载1秒钟
永久过载
差动电流测量

30 mArms | 0...20 mA | 4...20 mA
0 ...30 mArms
50 µA
1 µA
可激活
1.414 (基于30 mA)
4Ω
1A
200 mA
依据IEC/TR 60755 (2008-01),
类型A
类型B和类型B+

温度测量
更新时间
合适的热传感器
总负荷（温度传感器和电缆）
热传感器类型
PT100
PT1000
KTY83
KTY84

38

温度范围
-99 °C (-146.2 °F) ... +500 °C (932 °F)
-99 °C (-146.2 °F) ... +500 °C (932 °F)
-55 °C (-67 °F) ... +175 °C (347 °F)
-40 °C (-40 °F) ... +300 °C (572 °F)

200 ms
PT100, PT1000, KTY83, KTY84
最大4 kΩ
电阻范围
60 Ω ...180 Ω
600 Ω ...1.8 kΩ
500 Ω ...2.6 kΩ
350 Ω ...2.6 kΩ

测量不确定度
±1.5% rng
±1.5% rng
±1.5% rng
±1.5% r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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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测量I4
Nominal current (额定电流)
测量范围
波峰系数
过电压类别
功率消耗
采样频率
分辨率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过载1秒钟
以太网接口(仅限模块96-PA-RCM-EL)
接口
功能
协议

模块96-PA-RCM / 96-PA-RCM-EL

5A
0.005 ..6 Arms
2 (基于6 Arms)
300 V CAT II
大约 0.2 VA (Ri=5 mΩ)
8.33 kHz
16位
2.5 kV
60 A (正弦波峰)

RJ45
Modbus网关
ARP, IPv4, ICMP (Ping)
TCP, UDP
Modbus TCP
Modbus UDP
DHCP/BootP
DNS服务器
NTP服务器

端口：专用
端口：502
端口：502
端口：67/68 (UDP)
端口：53 (UDP)
端口：123 (UDP)

端子夹的连接容量 - 模拟输入段（差动电流，电流信号，温度）
可连接导体。每个端子上连接一根导线！
单绞线、多绞线、细绞线
0.2 - 1.5 mm2, AWG 28-16
接线套筒（未绝缘）
0.2 - 1.5 mm2, AWG 26-16
接线套筒（绝缘）
0.2 - 1.5 mm2, AWG 26-16
拧紧扭矩
0.2 - 0.25 Nm (1.77 - 2.21 lbf in)
剥皮长度
7 mm (0.2756 in)
端子的连接容量 (电流测量I4)
可连接导体。每个端子上连接一根导线！
单绞线、多绞线、细绞线
接线套筒（未绝缘）
接线套筒（绝缘）
拧紧扭矩
剥皮长度

0.2 - 4 mm2, AWG 28-12
0.2 - 4 mm2, AWG 26-12
0.2 - 2.5 mm2, AWG 26-14
0.4 - 0.5 Nm (3.54 - 4.43 lbf in)
7 mm (0.2756 in)

模拟输入端，差动电流电流输入端，温度测量输入端，电流测量输入端I4的电线长度
非屏蔽
最长30 m (32.81 yd)
屏蔽
长于30 m (32.81 yd)
温度测量输入端的电气隔离和电气安全
温度测量输入端
·
对电流测量输入，电压测量输入和电源电压具有双重绝缘。
·
对差动电流互感器 (RCM) 不具备绝缘。
·
对以太网接口具有功能性绝缘。
对于具有危险接触电压的系统部件，外部温度传感器必须具有双重绝缘（根据IEC 61010-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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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功能的特性参数
功能

标识

测量范围

显示范围

零线I4，已测量

IN

1 (IEC61557-12)

0 ...6 Arms

0 A ..999 kA

零线I4，已计算

INc

1.0 (IEC61557-12)

0.03 ..25 A

0.03 A ..999 kA

差动电流I5, I6

IDiff

1 (IEC61557-12)

0 ...30 mArms

0 A ..999 kA

温度

T

-

参见
温度传感器类型

0 °C ... +100 °C
(32 °F ... 212 °F)

表：模块相关的“功能的特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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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尺寸图和视图
12.1 尺寸图
·
·
·

以mm (in) 为单位的所有参数。
插图显示模块96-PA-RCM-EL并用于说明。
显示的视图未按比例绘制。
侧面视图

后部视图(带接口)

45.8 mm (1.8 in)
32.2 mm (1.27 in)

30.8 mm (1.21 in)

90.7 mm (3.57 in)

17.2 mm
(0.68 in)

俯视图

58.5 mm (2.3 in)

3D视图

12.2 带模块基础设备的3D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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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拆卸
卡紧机构

拆卸模块96-PA-RCM或96-PA-RCM-EL:
1. 将系统（基础设备）电源切断！
2. 小心抬起卡紧装置将模块脱开（用指甲或必要
时使用螺丝刀）并且将其从凹槽中拉出。

注意
操作不当可能导致模块损坏或物品受损！
卡紧装置在模块脱开时可能损坏或折断。
·
仅可使用轻微的压力提起卡紧装置并且
务必十分小心！最好用手指甲（必要时使用螺丝
刀）。

凹槽

凹槽

注意
在与基础设备通信期间拆卸或脱开模块会导致设
备故障！
如果在运行期间基础设备与模块之间的通信缺失或
发生故障，则将在基础设备的显示画面上出现报警
提示（参见章节 “8.4 模块相关报警”，第31
·
在拆卸或脱开模块前，应切断系统（基础
设备）的电源！
·
必要时在重新安装前重新启动基础设备 (
参见章节“8.3重新启动基础设备”，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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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维修和维护
设备（组件/模块）在供货前均通过了各种安全测
试并且加盖印章。如果设备（组件/模块）被打
开，则必须重新进行安全测试。打开设备（组件/
模块）后，担保失效。
14.1 保养和校准
保养工作和校准仅可由制造商执行。
14.2 维修
如果出现在本用户手册中未加说明的问题，请联系
制造商。
处理问题时我们需要您提供以下信息：
·
设备名称（参见型号铭牌）。
·
序列号（参见型号铭牌）。
·
硬件版本（参见系统显示）。
·
软件发布（参见系统显示）。
·
测量电压和电源电压。
·
详细的错误说明。
14.3 设备调校
设备（组件/模块）在供货前由制造商调校。遵守
环境条件的情况下无需补充调校。
14.4 校准时间间隔
大约5年后，建议由制造商或认可的实验室重新校
准。
14.5 固件更新

注意
本用户手册对模块进行说明并且包含有关基础设
备操作的信息。
此外，除本用户手册之外，还应务必注意基础设
备的文档，如：
·
用户手册
·
安装说明书
·
“软件GridVis®” 入门指导
·
安全注意事项
此外，软件GridVis®还具有“在线帮助”。

14.6 出错时的步骤

注意
与基础设备通信出错会导致设备故障！
如果在运行期间基础设备与模块之间的通信缺失或
发生故障，则将在基础设备的显示画面上出现报
警提示。
·
在拆卸或脱开模块前，应切断基础设备（
系统）的电源！
·
必要时在重新安装前重新启动基础设备 (
参见章节“8.3重新启动基础设备”，第30)!
·
同样注意设备技术文档中的章节“出错时
的操作步骤”。
·
如果所述措施均无效，请联系我们的技术
支持部门（www. janitza.de）！
·
如果在考虑到运输条件的情况下发现设
备、组件或模块损坏，请将其寄回给制造商！

更新固件时，通过安装好的软件GridVis®将带有模
块的基础设备与您的计算机连接：
14.7 将模块重置为出厂设置
·
通过点击菜单“工具”中的“设备更新”
打开软件GridVis®中的固件更新助手。
·
选择相应的更新文件并进行更新。

通过基础设备将模块“重置为出厂设置”。说明参
见基础设备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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