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435 三相手持式电表
说明书 V2.0

上海品研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品研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目 录
一、产品说明.............................................................................. 2
二、数据显示.............................................................................. 3
三、精度与认证.......................................................................... 4
四、电表接线.............................................................................. 5
五、操作说明.............................................................................. 7
1. 数据显示界面说明...........................................................7
2. 电压显示界面...................................................................7
3. 电流显示界面...................................................................8
4. 功率显示界面...................................................................8
5. 电能显示界面...................................................................9
6. 电压谐波显示界面...........................................................9
7. 电流谐波显示界面.........................................................10
8. 菜单界面......................................................................... 10
9. 设置界面......................................................................... 10
10. 电表信息界面...............................................................13

第 1 页

上海品研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一、产品说明
概述
型号

ME435

类型

三相手持式电表

支持电流传感器类型

电压输出型电流钳，罗氏线圈

支持线制

三相四线，三相三线，一相两线 (L-N)，一相两线(L-L)，一相三线(L-L-N)

存储

1GB MicroSD 卡（最大 4GB，默认存储间隔 1 分钟）

谐波

最大 52 次

应用领域

电力分析，电能测量

显示屏幕

3.5 英寸 TFT 320*480

重量

350g

尺寸

L*W*D：21.5*10*3.5 cm

颜色

蓝黑

电流输入
一次端电流值设置

0.1A～9999A

输入电压值

1/2 mV～333mV

过载能力

600mV，10s/hours

25

供电
电源

4 节 AA （5 号）电池(支持连续工作大约 7 小时)
5～9V 直流供电

功耗
屏幕背光常亮

1100mW

屏幕背光关闭

900mW

接线端子类型
电流输入

BNC

电压输入

香蕉头

DC 供电

Tpy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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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显示
有效值测量
电压

UA，UB，UC，及平均值

电流

IA，IB，IC，及平均值

功率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各相，三相总和值）

电能

有功电能，无功电能，视在电能（各相，三相总和值）
超过 999.9GWh，电能值自动清零

电压谐波值及百分比

总谐波，X、Y、Z、V、W 次谐波（可配置）

电流谐波值及百分比

总谐波，X、Y、Z、V、W 次谐波（可配置）

线电压

各相之间

线电压之间角度

各相之间

电流之间角度

各相之间

功率因数

含谐波功率因数和基波功率因数（各相，三相平均值）

更新速率
数据刷新速率

500ms

最大值/最小值
电压

各相，三相平均值

电流

各相，三相平均值

功率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各相，三相总和值）

不平衡度
电压

各相，三相最不平衡度

电流

各相，三相最不平衡度

需量/最大需量
电流

各相，三相平均值

功率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各相，三相总和值）

数据记录
记录时间间隔设置

1～9999s（默认 60s）

数据格式

csv

存储容量

Micro SD 卡 1GB（默认）
存储时长 2 年（使用 1GB SD 卡，1 次/60S）
电表序列号，年月日时分秒，
电压有效值(V)，电压总谐波百分比 (%)，
电流有效值(A)，电流总谐波百分比 (%)，
X,Y, Z,V,W 次电流谐波有效值，

记录的数据

X,Y, Z,V,W 次电流谐波百分比，
电网频率(Hz)，功率因数，
有功功率(W)，无功功率(Var)，视在功率(Va)，
有功电能(Wh)，无功电能(Varh)，视在电能(Vah)，
电流需量，电流最大需量，有功功率需量，有功功率最大需量，
无功功率需量，无功功率最大需量，视在功率需量，视在功率最大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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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度与认证
测量精度
电流测量精度

0.5%(1%～120%满量程，＜10A 不保证精度)
一档：100A(0.5A～120A)推荐线圈：MRC-24，50mV/kA
二档：600A(0.5A～720A)推荐线圈：MRC-36，50mV/kA

电流档位

三档：1000A(1A～1200A)推荐线圈：NRC-100，85mV/kA
四档：3000A(3A～3600A)推荐线圈：NRC-150，85mV/kA
五档：6000A(6A～7200A)推荐线圈：NRC-200，50mV/kA

ST08 电流钳

0.5%(100mA～10A)
1%(10mA～100mA，＜10mA 不保证精度)

电压测量精度

0.2%(60～500V)

功率因数

±0.005

有功及视在功率

IEC62053-22 等级 0.5s

无功功率

IEC62053-21 等级 2s

频率

0.05%(45～65Hz)

有功电能

IEC62053-22 等级 0.5s

无功电能

IEC62053-21 等级 2s

环境条件
正常工作温度范围

-25℃～+55℃

储藏温度范围

-40℃～+85℃

湿度范围

5～95% RH，50℃(无冷凝)

污染等级

2

过压能力

III，适用于 277/480VAC 以下的配电系统

绝缘强度

IEC61010-1

海拔

3000m Max

防污染等级

IP20（符合 IEC 60629）

产品保质期

12 个月

EMC（电磁兼容性）
静电放电

Level IV(IEC61000-4-2)

辐射抗扰度

Level III (IEC61000-4-3)

EFT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度

Level IV (IEC61000-4-4)

浪涌抗扰度

Level IV (IEC61000-4-5)

传导骚扰抗扰度

Level III (IEC61000-4-6)

工频磁场抗扰度

0.5mT (IEC61000-4-8)

传导与辐射

Class B (EN55022 )

测量标准
EN 62052-11,EN61557-12,EN 62053-21,EN 62053-22,EN 62053-23,EN 50470-1,EN 50470-3,
EN 61010-1,EN 61010-2,EN 610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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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表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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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操作说明
1. 数据显示界面说明

2. 电压显示界面

1 公司标识
2 SD 卡的状态
绿色: 表示 SD 卡正常存储

左侧条目从上到下显示依次为：
电压有效值(子界面)

红色: 表示没有检测到 SD 卡

X 次电压谐波有效值

黄色: 表示 SD 卡存储开关没有打开

Y 次电压谐波有效值

3 日期与时间

Z 次电压谐波有效值

4 左侧相关条目（随着界面切换改变）

V 次电压谐波有效值

5 左侧条目相关值（随着条目切换改变）

W 次电压谐波有效值

6 底部电力参数显示条目:
从左到右依次为

电压有效值(U>)点确认键进入子界面

电压---电流---功率---电能---电压谐波---

2.1 电压最大最小值界面

电流谐波
说明：
(单击开/关机)
POWER
返回键
上/左键

下/右键

确认键

左侧条目从上到下显示依次为：
电压最大值
电压最小值

左侧条目④通过单击上下键切换

电压不平衡度

底部条目⑥通过长按上下键切换
菜单或退出通过单击返回键切换

线电压之间角度
线电压有效值

进入子界面通过单击确认键切换
注意：进入子界面后，长按上下键无法切换底
部条目，需要返回主界面才能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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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流显示界面

3.1.1 电流最大需量界面

左侧条目从上到下显示依次为：

左侧条目从上到下显示依次为：

电流有效值（子界面）

A 相电流最大需量

X 次电流谐波有效值

B 相电流最大需量

Y 次电流谐波有效值

C 相电流最大需量

Z 次电流谐波有效值

平均电流最大需量

V 次电流谐波有效值
W 次电流谐波有效值

4. 功率显示界面

电流有效值(I>)点确认键进入子界面

3.1 电流需量界面

左侧条目从上到下显示依次为：
有功功率(子界面)
无功功率(子界面)
视在功率(子界面)
总功率因数
左侧条目从上到下显示依次为：

基波功率因数

电流需量
电流最大需量(子界面)

有功功率(P>)点确认键进入子界面

电流最大值

无功功率(Q>)点确认键进入子界面

电流最小值

视在功率(S>)点确认键进入子界面

电流不平衡
相电流之间角度
电流最大需量(DPK>)点确认键进入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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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有功功率需量界面

5. 电能显示界面

左侧条目从上到下显示依次为：

左侧条目从上到下显示依次为：

有功功率需量

有功电能

有功功率最大需量(子界面)

无功电能

有功功率最大值

视在电能

有功功率最小值

电网频率

选择有功功率最大需量(DPK>)点确认键进入

6. 电压谐波显示界面

子界面

4.1.1 有功功率最大需量时间界面

左侧条目从上到下显示依次为：
电压总谐波百分比
X 次电压谐波百分比
左侧条目从上到下显示依次为：

Y 次电压谐波百分比

A 相有功功率最大需量

Z 次电压谐波百分比

B 相有功功率最大需量

V 次电压谐波百分比

C 相有功功率最大需量

W 次电压谐波百分比

三相有功功率最大需量

注意：无功功率(Q>)和视在功率(S>)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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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流谐波显示界面

9. 设置界面
在主界面中选择 Set（设置菜单），单击确认
键，进入设置菜单-密码输入界面，设置菜单
密码默认为 1000，（单击上下键修改数值，
长按上下键切换数值显示位）输入密码后，单
击确认键进入设置界面

左侧条目从上到下显示依次为：
电流总谐波百分比
X 次电流谐波百分比
Y 次电流谐波百分比
Z 次电流谐波百分比
V 次电流谐波百分比
W 次电流谐波百分比

9.1 设置界面说明

8. 菜单界面

设置界面用来设置电表的参数
界面如下：

单击返回键进入菜单界面
在菜单界面中可通过单击上下键选择进入数
据界面、设置界面或信息界面

左侧条目从上到下依次为：
接线设置
变比设置
SD 卡设置
谐波测量设置
密码设置
日期及时间设置
屏幕背光设置
需量设置
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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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接线设置

9.1.2 变比设置

按确认键，切换修改项目

按确认键，切换修改项目

单击上下键，修改项目值

单击上下键，修改数字值
长按上下键，切换数值显示位

“Mode” 选择电网类型
“3PH4W”三相四线系统

Rcoil FSA：额定电流（要测的标称电流值）

“3PH3W”三相三线系统

Rcoil Value：对应的罗氏线圈变比

”1PH2W_LL”一相两线 L_L 系统

VT sec：电压互感器二次端输出值

”1PH2W_LN”一相两线 L_N 系统

VT PRI：电压互感器一次端输入值

”1PH3W_LLN”一相三线 L_L_N 系统

注意：如果在 Wire（接线界面）中，Icon 选
择的是 RcoilCon，则该界面设置就是罗氏线

“Vcon” 选择电压接入类型

圈的参数。若 Icon 选择的是 CTCon，则该界

“DirectCon” ：电压直接接入

面设置就是 CT 的参数

“3VT” ：通过 VT 接入

9.1.3 SD 卡设置
“Icon” 选择电流接入类型.
“CTCon” ：电压输出型 CT 接入

按确认键，切换修改项目

“RcoilCon” ：罗氏线圈接入

单击上下键，修改数字值
长按上下键，切换数值显示位

“Freq”选择电网频率
50Hz/60Hz
注意：修改数值后，退出界面会弹出“Save
Changes”单击确认键保存修改，单击返回键
不保存修改

“Switch”选择是否开启 SD 卡存储功能
“Enable”允许存储
“Disable”不允许存储
“Period”设置存储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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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谐波测量设置

9.1.6 日期及时间设置

按确认键，切换修改项目

按确认键，切换修改项目

单击上下键，修改数字值

单击上下键，修改数字值

长按上下键，切换数值显示位

长按上下键，切换数值显示位

可同时测量三相的 5 个不同的谐波

9.1.6 屏幕背光设置

设置范围为：2-52
按确认键，切换修改项目

9.1.5 密码设置

单击上下键，修改数字值
长按上下键，切换数值显示位

按确认键，切换修改项目
单击上下键，修改数字值
长按上下键，切换数值显示位

Switch 选择背光的控制方式
ON：背光常亮
KEY：开启自动息屏
设置密码默认为 1000
设置密码被修改后，再次进入设置界面需要输

Period：设置自动息屏时间

入新的密码

Backlight：设置屏幕亮度 1-9 档
注意：当为“KEY”时，超过“Period”时间
没有检测到按键操作，则关闭屏幕背光；当检
测到按键操作，自动点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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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需量设置

10. 电表信息界面

按确认键，切换修改项目

电表信息界面用来显示电表的基本信息

单击上下键，修改数字值

显示如下：

长按上下键，切换数值显示位

Model：电表型号
Method 选择需量的方式：

FW Ver：电表固件版本号

Sliding：滑动需量

SN：电表序列号

Fixed：固定需量
Interval（Min）：1～60 可选

9.1.8 重置设置
按确认键，确认修改项目
单击上下键，修改重置相

MnMx：重置最大值最小值
DMDPk：重置最大需量
Energy：重置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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