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及接地保护

MiCOM P116
产品目录

施耐德电气

善用其效 尽享其能

全球能效管理专家施耐德电气为世界100多个国家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其中在能源与基
础设施、工业过程控制、楼宇自动化和数据中心与网络等市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
住宅应用领域也拥有强大的市场能力。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的能源，
施耐德电气2013年的销售额为250亿欧元，拥有超过160,000名员工。施耐德电气助
您——善用其效，尽享其能！

施耐德电气在中国
1987年，施耐德电气在天津成立第一家合资工厂梅兰日兰，将断路器技术带到中国，取代传统保险
丝，使得中国用户用电安全性大为增强，并为断路器标准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90年代初，施耐
德电气旗下品牌奇胜率先将开关面板带入中国，结束了中国使用灯绳开关的时代。
施耐德电气的高额投资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并为中国客户提供了先进的产品支持和完善的技
术服务，中低压电器、变频器、接触器等工业产品大量运用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中，促进了中国工业
化的进程。
目前，施耐德电气在中国共建立53个办事处，30家工厂，8个物流中心，1 个研修学院，3个主要研

发中心，1000多名研发工程师，1 个实验室，1 所能源大学，700多家分销商和遍布全国的销售网

络。施耐德电气中国目前员工数近28,000人。通过与合作伙伴以及大量经销商的合作，施耐德电气
为中国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

施耐德电气

能效管理平台

凭借其对五大市场的深刻了解、对集团客户的悉心关爱，以及在能效管理领域的丰富经验，施耐德电
气从一个优秀的产品和设备供应商逐步成长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2010年，施耐德电气首次集成其
在建筑楼宇、IT、安防、电力及工业过程和设备等五大领域的专业技术和经验，将其高质量的产品和解
决方案融合在一个统一的架构下，通过标准的界面为各行业客户提供一个开放、透明、节能、高效的
能效管理平台，为企业客户节省高达30％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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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OM P116
CT供电型数字式过流保护装置
MiCOM P116 数字式保护提供相过流和接地过流保护功能，不需要外部提供辅
助工作电源。
MiCOM P116 可以用于中低压电力系统，作为主保护或后备保护。
如果需要监视功能，双电源型产品可提供额外的测量、监控和录波功能。
MiCOM P116 在订货时可选择 CT 供电或同时支持辅助电源供电。
MiCOM P116 可以完全人工设置、不需使用整定软件，同时也支持 MiCOM S1
Studio 维护软件通过前面板的 USB 接口进行参数设置，事件读取等操作 。
MiCOM P116 可通过内置的 IEC 60870-5-103 或 Modbus RTU 协议集成到变
电站自动化系统或 DCS 系统。
电容放电式输出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驱动轻型断路器机构。
外部掉牌指示器可用于保护跳闸的远方或就地指示。
电容放电式输出单元和低能量跳闸线圈等可选附件可满足客户的各种特殊
需求。
嵌入式安装适用于各种应用场合。

典型应用
MiCOM P116 数字式过流保护应用于无外部辅助电源或无可靠辅助电源的场
合，性价比优越 :
• 电力系统中压变电站
• 高压系统后备保护（高 / 中压变压器）

客户收益:
• 不需要可靠的辅助电源
• 定值整定方便

• 旧系统的自动化改造
MiCOM P116：
• 双电源供电（A 型）：适用于有通讯和数据上传要求的应用

• 支持与DCS/SCADA系统通讯

对于双电源供电的产品，当有辅助电源供电时，除了常规的保护功能外，

• 全面洞悉故障状态(监控和记录)

MiCOM P116 还可以通过通信网络传输测量数据到后台监控。如果辅助电源

• 可抽出式结构，维护方便

掉电，保护功能和跳闸功能可以正常运行。

• 带自供电功能的 USB 接地通讯接口
• CT 1A/5A自适应，安装方便
• FRAM存储技术，无需内置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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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性
MiCOM P116 保护装置可释放内部能量实现断路器跳闸 ( 内部电容 )，该能量
来自 CT 故障电流或者辅助电源 (A 型）。

由于与断路器没有机械连接，这种解决方案容易
实施，只需保证 E124 的在线充电即可。大约 1 分

MiCOM P116 的电容器放电输出为低能量跳闸线圈提供足够的跳闸能量（24V
DC/0.1J）。

钟的 E124 充电可以确保运行 8 天。
E124 提供两个独立的电容器。

对于不具备低能量跳闸线圈的标准断路器而言，P116 微型配件（E124）存储

对于双电源供电应用，MiCOM P116 继电器和辅助

的能量发出跳闸命令，继电器输出可以直接发送命令到标准断路器线圈。

电源均可以提供 AC/DC 跳闸命令。

功能概述
ANSI代码

功能

A型

50/51

定时限/反时限三相过电流: 3个独立的阈值(12组IDMT曲线)

•

50N/51N

定时限/反时限零序过电流: 3个独立的阈值(12组IDMT曲线)

•

49

热过载(有效值）： 2独立阈值(告警,跳闸)

•

37

低电流检测

•

46

负序过流

•

46BC

断线检测(I2/I1)

•

50HS

合闸于故障(SOTF)

•

涌流闭锁

•

闭锁逻辑 (注 1)

•

选择逻辑(注 1)

•

负荷冷启动(注 1)

•

79
50BF

自动重合闸 (4 次) (注 3)

•

断路器失灵保护

•

2个定值组 (注 1)

•

跳闸输出 (12-24Vdc/0.1J) 或 MiTOP (SE CBs)

•

告警输出，可用于掉牌指示器输出(24VDC/0.01J)

•

1 个“Trip“输出 (标准选项) / 4个信号输出吊牌式指示器(可定义)
自由配置开出/ 1看门狗 / 二进制输入
86

•/•
6BO/WD/6BI

输出接点保持 (注 2)

•

8 个LED可编程信号灯 (“正常” + “跳闸” + “告警” + 5自由定义) (注 2)

•

断路器跳闸监视和累积跳闸次数 (注 1)

•

20个最近跳闸记录/5次最近的告警记录

•/•

多达200个事件记录

•

故障录波 (达到7.5s)

•

前面板 USB 维护接口，可用于自供电时 下载定值，查看事件和故障记录等

•

后接口 RS485 通讯接口 (MODBUS RTU 或 IEC60870-5-103) (注 2)

•

时间同步:通过通信端口或通过数字输入 (注 1)

•

RMS测量值，可通过通讯上传 (注 2)

•/•

峰值和有效值

•

支持 Micom S1 / Micom S1 Studio

•

扩展安装盒: 墙式安装\嵌入式安装\可抽出式

•

(注 1) ：仅CT供电无外部辅助供电时基本功能有效，但需一个外部电源触发
(注 2) ：当CT供电电流值高于阀值: (I1+I2+I3+IN) > 0.6 In ，该功能有效
(注 3)： MiCOM P116有外部辅助电源供电时，该功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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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OM P116 A 型功能一览

测量

保护辅助功能
USB 端口

背板端口

就地
软件设置

RRS485 远方通信

故障记录
20

输出接点
RL1

告警记录
5

掉牌指示
1跳闸+4信号

事件记录
200

输出节点
RL2 - RL6

故障录波
7.5s

LED指示
8

计数器

开入
6

保护启动记录

分/合闸按键

跳闸输出：
低能量跳闸线圈
(快速充电)
告警输出，
可用于掉牌指示器输出

CB

辅助电源
供电 (Vx)

给内部
电路板
提供电源

CT 自供电

79

I, IN

50/51

- SOTF (合于故障)
- 自诊断
- 输出节点自保持 (86)

- 相过流
- 零序电流
- 跳闸，启动，告警，计数
- 断路器电气脱扣记录

- 闭锁逻辑
- 冷负荷启动
- 选择逻辑
- 4 辅助及时
- 远方/就地
- CB 监视
- 时钟同步 外部开入

-断路器操作次数累积

- 维护接口
- 远方控制输出
- 断路器跳闸监视

-重合闸

-重合闸

86
50N
51N

49

46

46BC

50BF

A型

37

当电流大于 0.2 In或辅助电源Vx供电时，功能有效

仅CT自供电时 功能仍有效, 但须有外部电源的输入来触发

当 I1+I2+I3+IN 〉 0.6A，功能有效
(例如： 0.25In + 0.25In + 0.25In + 0In) 或 辅助电源Vx 供电

仅有外部辅助电源Vx供电 时有效

主要功能

保护功能

MiCOM P116 装置优化了装置供电回路，可以在单相仅有 0.2In 负荷电流时触

（见功能一览表）

发跳开断路器。功能范围取决于 CT 阀值：
• （I1+I2+I3+IN）＜ 0.6In：保护及记录功能、RL1 输出、跳闸以及指示器仍
可以运行。但为了节能—降低 CT 电流的消耗， RL2-RL6 输出、LCD 显示、
LED 指示和 RS485 通信功能均会关闭。

三相过流保护 (50/51) 和接地过流保护 (50N/51N)
相过流和接地故障保护的每段都可独立配置。对
于第 I 段和第 II 段 ( 仅 50/51)，用户可以选择定
时限延时或反时限延时。反时限支持 IEC、IEEE/

• （I1+I2+I3+IN）＞ 0.6In：全部功能有效。

ANSI、 RI、 RECT、RXIDG、BNP 等多种曲线。

当装置跳闸时，前面板上的双位置指示器会予以显示。对于双电源供电的

可通过编辑每一段保护和相关的时延为保护动作

MiCOM P116，还可选配 4 个可配置的指示器。

提供最大的选择性。

MiCOM P116 通过 8 个 LED 灯指示装置的正常运行及异常运行状态。

反时限延时都可设置保护返回定时器，从而缩小
和清除间歇性故障的发生次数。

出色的硬件结构和软件算法提高了故障检测速度。典型动作时间小于 40 ms
（对于没有辅助电源的动作时间为 60ms，其中 20ms 为 MiCOM P116 启动

MiCOM P116 可瞬时或延时指示每一段保护和输出

时间）。

继电器。LED 可通过配置来指示故障相。

标准的嵌入式安装盒上提供了一个防止 CT 开路的解决方案：MiCOM P116 相

所有保护定值段都可单独退出、可配置为跳闸或

关端子内嵌了连接插头，因此即使在断路器闭合和有电流的情况下抽出装置

仅输出告警信号。

也没有问题。
为了 MiCOM P116 更容易地从开关面板抽出，标准 MiCOM P116 配置了可选
的嵌入式二次安装盒（MiCOM P116 附件）。

MiCOM P116–创新型CT供电
性数字式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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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闸于故障 ( 基于 50/51)

跳闸特性

I th

如果检修完毕后忘记将接地线夹拆除，这时合上断路器则会造成短路故障。
时间

MiCOM P116 可提供合于故障后加速跳闸保护。在接收到合闸命令后的某个
时间段内，如果检测到系统存在故障，装置加速为瞬时跳闸。

I>
t>

在变压器应用中，涌流会对选择性的瞬时跳闸产生影响。因此对该保护元件

I>>

可设置短延时以实现选择性并使电流定值小于涌流峰值。

I<

对于相过流故障可设置一个独立的定时限保护段（DMT）。
热过载 (49)

t>>
I>>>

t>>>

电流

在保护变压器和电缆时，必须针对其发热特性，提供热过负荷保护。

断路器失灵 (50BF)

MiCOM P116 继电保护装置中有基于电流有效值（其中包含直至 10 次的谐波）

MiCOM P116 断路器失灵功能通过一个专用的欠电

的热负荷元件。保护元件中的报警和过载门槛 , 以及时间常数可根据实际要求

流定值验证断路器是否有效断开。

自由设置。

装置本身的保护元件发出跳闸命令或通过相关的
开关量输入响应外部的跳闸命令，都可以激活断

负序过流 (46)
MiCOM P116 保护装置还提供了可整定的负序过流保护功能，专门为检测不
平衡负荷或故障情况而设计。
负序过流功能 (I2>)与相过流保护功能设定范围相同。
因此，负序过流元件可检测相间故障或接地故障。

路器失灵保护。当断路器失灵保护动作时，它的
信号还可以用于跳开上游的断路器。
自动重合闸 (79)
MiCOM P116 可提供四次自动重合闸。所有可编程
的保护功能均可独立启动任意一次重合闸，并且
可设置重合闸后哪个保护功能可以跳闸。

负序过流保护(I2>)可以选择定时限延时(DMT)或反时限延时(IDMT)。反时限
支持IEC,IEEE/ANSI, RI, RECT等多种曲线。

为了防止短时间内重合闸次数过多，保护装置中
有一个参数可设置第一次重合后某一时间段内允

断线保护 (46BC)
系统发生开路故障是典型的不平衡故障之一。可能导致此类故障的原因有：
断线、某一相断路器误动作或发生熔丝烧断。
MiCOM P116 可测量负序电流与正序电流的比值。
与纯粹用负序保护相比，基于该原理的功能灵敏性和稳定性更高。
欠电流保护（37）
MiCOM P116 提供定时限欠电流保护功能，该功能可应用于甩负荷或简单的
断线检测。
在断路器打开时，欠电流功能可以闭锁。

许的最多重合闸次数。
重合闸延时时间以及重合充电时间可自由设置。
前面板的 LED 灯可通过设置指示自动重合闸的状
态。
装置还提供一个计数器用于记录重合命令发生的
次数。该信息可在就地面板或远方读取。
自动重合闸功能当有辅助电源时有效。
涌流闭锁
当变压器或电机接通时，二次谐波闭锁功能可以
检测到励磁涌流。该功能可通过设置来选择闭锁
相过流、接地、灵敏接地和负序过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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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器 AUX1, AUX2, AUX3, AUX4

输出接点保持 (86)

预先将开入量映射到计时器，当开入量状态变化

继电器的输出接点 RL2-RL6 可保持。

时，计时器将启动。计时器可用于断路器跳闸或
告警信号。

即使没有足够的能量去触发输出接点（CT 自供电阀值：I1+I2+I3+IN ＜ 0.6In），
其接点状态信息也会被存储，CT 电能充足或辅助电源来电后，LED 灯和接

该功能仅在辅助电源作为开入量电源时可用。

点输出状态即可恢复。
通过前面板或远程通信激活逻辑输入对输出进行重置。

闭锁逻辑
MiCOM P116 应用于重要供电网络时，必须考虑与
其周围的保护装置配合。任何闭锁输入量可独立
配置为闭锁保护元件，如过流保护、热过载等。

瞬时信息
输出继电器和 LED 灯状态可通过保护元件自由配置：瞬动或保持。

典型应用 : 当下游保护装置检测到过流 / 接地故障

此外，保护元件的每次启动都会在事件记录和瞬动记录中保存。

时，发出信号到上游保护装置的指定开入。上游

有负荷电流或有辅助电源时瞬时信息通常在超过门槛值后 30ms 内产生。

保护装置通过该开入量闭锁其相过流保护 / 零序过
流保护。

在没有辅助电源的情况下合闸于故障，瞬时信息通常在 60ms 内产生。

在上下级配合的保护方案中，该功能可使故障快

通过开入量跳闸

速正确地清除。
光耦输入可自由配置为 AUX1 或 AUX2 计时器。
选择性保护方案逻辑

该功能一般在有辅助电源或装置有充足的电能供电时启用。

MiCOM P116 保护装置可提供选择性保护方案逻辑
功能。

通讯和时钟同步

该功能通过将保护装置的特定的光耦输入关联为

MiCOM P116 保护装置提供包括 Modbus、IEC60870-5-103 在内的多种通讯

其下游保护装置相间故障或接地故障保护元件的

规约，可方便接入到 SCADA 系统。通讯规约可通过装置的菜单选择。

启动信号状态。当下游故障时，该光耦输入发生

装置背板提供 RS485 通讯接口，允许多路连接。

变位，并由此触发本保护装置中相关元件临时性
的延时设置，从而达到选择性跳闸并清除故障的

MiCOM P116 内部时钟可为告警信息、事件记录、故障记录以及故障录波提

目的。

供分辨精度为 1ms 的时标。为了防止内部时钟发生时间漂移，可按以下方式

MiCOM 系列保护装置可利用该功能，实现级联保

对装置进行时钟同步 :

护方案，快速、正确切除故障。

• 通过装置的背板通讯口校时（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发时钟报文）

负荷冷启动

• 通过装置指定的开入校时（外部时钟）

负荷冷启动元件可在某个时间段内临时抬高所选

内部时钟的后备电容仅通过辅助电源充电，电量可支持内部时钟 3 天。

保护元件的整定门槛值，使之能与实际负荷状况

Time

更好配合，避免不必要的跳闸。

Nominal threshold

Current

负荷冷启动功能最多可将整定值抬高至原整定值
的 800% 。以下条件可用于触发负荷冷启动功能，
如断路器的合闸位置信号或者是基于电流突变的
自动检测。

MiCOM P116–高性价比的过流和接地保护装置，
专用于基本保护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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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和维护

断路器状态监视

2 个定值组

断路器状态监视功能包括：

不同的应用需要不同的整定值或 I/O 配置。MiCOM P116 保护装置可提供 2 组
独立的整 定值组。定值组切换可通过本地人机界面或远程外部控制 ( 开入量
状态或 DCS 控制 ) 实现。

• 监视断路器动作次数
• 按故障电流值 I1 或 I2 模式计算断路器的累计开
断电流

两个定值组包括保护定值、开入量、开出量和 LED 灯配置。

• 监视断路器的动作时间

即使在某个保护功能启用时（有时间延迟），定值组也可以切换，此保护功

如果上述参数超过预设门槛，装置将发出告警信号。

能可以用于先进的应用中，即特定的参数（包括 I/O）能改变。
事件记录
就地 / 远方模式

MiCOM P116 即使在断电情况也可保存多达 200 条

本功能的作用是可闭锁通过通讯网络发来的远程操作命令，如设置参数、控

事件记录，包括开入 / 开出状态变位、告警和接

制命令等。通过本功能可避免现场维修时发生误操作或人身伤害。

点动作。

就地模式可通过人机界面、预设的开入量或 RS485 通信设置。就地 / 远方模

通过前面板上的 USB 端口或者背板的 RS485 通信

式可通过 HMI 指示状态。

接口可提取装置中的事件记录文件。这些事件记
录保存在装置的非易失性闪存记忆中。所有事件

断路器控制

的时间分辨精度为 1ms。

断路器控制可通过前面板、光耦输入或远程通信实现，也可通过功能键操作

故障、告警和瞬时记录

（合闸 / 分闸）。
运行人员确认后，可通过 HMI 发出就地分合闸命令。
跳闸监视
MiCOM P116 可对开入量进行逻辑编程，实现跳闸回路监视功能，包括合闸状
态和分闸状态。

MiCOM P116 能记录最新发生的 20 个故障、5 个
告警和 5 个瞬时记录。
每个故障记录包括：记录编号 / 故障时间 / 当前定
值组 / 故障相 / 保护动作 / 输入量的幅值。
故障提示信息能帮助用户清晰地分析所发生的故
障，并监视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和动作情况。这些
信息均可通过 HMI 查看。
故障记录保存在装置非易失性闪存记忆中。
故障录波
MiCOM P116 可保存多达 5 条故障录波。总的录波
长度为 7.5s。根据用户的需求，可灵活调整单条
录波的长度。故障录波数据以 COMTRADE 的格式
保存。

WaveWin-数据分析软件

故障录波功能可由任何一个保护元件门槛值或外
部输入或者通过通信命令来触发。故障录波数据
包含的所有光耦输入、输出接点状态变位信息和
电流、电压模拟量信息都保存在闪存记忆中，这
些数据都可通过前面板 USB 端口或背板 RS485 通
信接口读取。故障录波数据保存在装置非易失性
闪存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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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设置
每个开入和开出都可自由配置功能，如保护闭锁、
LED 灯重置或保护的输出、启动、保护跳闸等。
所有开入和开出都可配置为任意预定义功能。
MiCOM P116 （A 型）订单选项：
• 通 用 开 入 量， 可 选 选 项：AC、DC 或 AC / DC
激励标准，提高来自于二次侧接线的瞬变和干
扰。
• DC 输入可选操作阈值（110V DC/127V DC/220V
DC）。
调试模式（A 型）
MiCOM P116 可直接控制输出继电器，不需要额
外加电流。用户利用这个功能可方便地检查外回
路接线。

MiCOM S1 Studio – 维护软件

支持软件

用户界面 (HMI)

MiCOM S1 Studio 和 MiCOM S1 支 持 软 件 适 用

可利用前面板界面对所有的功能包括保护、自动控制 、通讯 、LED 灯，

于 MiCOM 系 列 所 有 的 保 护 装 置 ， 包 括 MiCOM

输入和输出进行编程和整定。

P116。
背光显示屏可帮助用户了解定值、测量值和故障信息，通过装置下拉菜单
通过该软件，可设置定值、读取故障和事件记录。

可简单快速查看所有数据。保护装置可通过菜单切换显示语言。

装置和 PC 之间的通讯通过 MiCOM P116 的 USB
接口实现。

支持多种语言：
英文 / 法文 / 德文 / 西班牙文 / 葡萄牙文 / 俄文 / 土耳其文等

自我监视
MiCOM P116 具有全面的自我监视功能，可确保

MiCOM P116 前面板

内部硬件或软件故障能及时告警，防止误动。装
置上电后会自动进行功能性检测，运行过程中会

清除键

确认键

读取键

一直循环自检。任何故障信息都会存储在非易失
的存储器中，并判断是否闭锁保护或告警。

正常运行
指示灯
跳闸指
示灯

告警指示灯

跳闸
指示灯
可编程
指示灯

导航键

可编程指
示灯

分闸键

USB端口

合闸键

MiCOM P116–
监控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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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方式
施耐德 IDC 的订货信息：
物料号 ( 例如：MiCOM P116, REL10200)
MiCOM 系列自保护产品业绩

P116 A型通过施耐德物流中心订货（IDC）

• MiCOM P11X 系列产品于 2001 年发布。
目前，全世界安装数量约有 40 000 台。

物料号

具体型号

• MiCOM P12X 系列产品于 1999 年发布。
目前，全世界安装数量约有 243 000 台
（其中约有 21 000 台自供电 / 双电源保

REL102xx

MiCOM P116A1NxNxx115111x

护）。

描述

A型-双电源供电（辅助电源&CT取电或辅助电源供
电）USB 和 RS485（Modbus/IEC103) ;
低能量跳闸线圈 (12-24Vdc/0.1J) 或 MiTOP;
语言 : 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土
耳其语
通用开入电源：24-240V ac/dc

REL10200

MiCOM P116A1N1N15115111N

In=1A , o/c: 0.1-40In; Ien=1A, e/f: 0.002-1Ien;
Vx=60-240Vac/250Vdc;
标准嵌入式安装不可抽出

REL10201

MiCOM P116A1N1N14115111N

In=1A , o/c: 0.1-40In; Ien=1A, e/f: 0.002-1Ien;
Vx=24-60Vac/60Vdc;
标准嵌入式安装不可抽出

REL10202

MiCOM P116A1N2N15115111N

In=1A , o/c: 1.2-40In; Ien=1A, e/f: 0.01-8Ien;
Vx=60-240Vac/250Vdc;
标准嵌入式安装不可抽出

REL10203

MiCOM P116A1N2N14115111N

In=1A , o/c: 0.1-40In; Ien=1A, e/f: 0.01-8Ien;
Vx=24-60Vac/60Vdc;
标准嵌入式安装不可抽出

REL10204

MiCOM P116A1N5N25115111N

In=5A , o/c: 0.1-40In; Ien=5A, e/f: 0.01-8Ien;
Vx=60-240Vac/250Vdc;
标准嵌入式安装不可抽出

REL10205

MiCOM P116A1N5N24115111N

In=5A , o/c: 0.1-40In; Ien=5A, e/f: 0.01-8Ien;
Vx=24-60Vac/60Vdc;
标准嵌入式安装不可抽出

REL10210

MiCOM P116A1N1N15115111W

In=1A , o/c: 0.1-40In; Ien=1A, e/f: 0.002-1Ien;
Vx=60-240Vac/250Vdc;
可抽出嵌入式安装

REL10211

MiCOM P116A1N1N14115111W

In=1A , o/c: 0.1-40In; Ien=1A, e/f: 0.002-1Ien;
Vx=24-60Vac/60Vdc;
可抽出嵌入式安装

REL10212

MiCOM P116A1N2N15115111W

In=1A , o/c: 1.2-40In; Ien=1A, e/f: 0.01-8Ien;
Vx=60-240Vac/250Vdc;
可抽出嵌入式安装

REL10213

MiCOM
P116A1N2N14115111W

In=1A , o/c: 0.1-40In; Ien=1A, e/f: 0.01-8Ien;
Vx=24-60Vac/60Vdc;
可抽出嵌入式安装

REL10214

MiCOM
P116A1N5N25115111W

In=5A , o/c: 0.1-40In; Ien=5A, e/f: 0.01-8Ien;
Vx=60-240Vac/250Vdc;
可抽出嵌入式安装

REL10215

MiCOM
P116A1N5N24115111W

In=5A , o/c: 0.1-40In; Ien=5A, e/f: 0.01-8Ien;
Vx=24-60Vac/60Vdc;
可抽出嵌入式安装

备注：如以上典型订货型号不能满足您的需求，敬请随时联系施耐德电气（中
国）有限公司销售团队。

客户关爱中心热线：400 810 1315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Schneider Electric (China) Co.,Ltd.
www.schneider-electric.cn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
施耐德电气大厦
邮编: 100102
电话: (010) 8434 6699
传真: (010) 8450 1130

Schneider Electric Building, No. 6,
East WangJing R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102 P.R.C.
Tel: (010) 8434 6699
Fax: (010) 8450 1130

由于标准和材料的变更，文中所述特性和本资料中的图像
只有经过我们的业务部门确认以后，才对我们有约束。

本手册采用生态纸印刷

施耐德电气中国版权所有

前面板上5个电磁指示灯

• MiCOM P13X 系列产品于 2001 年发布。
目前约有 18000 套产品在世界各地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