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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1、产品介绍 
本系列无功补偿控制器是集数据釆集、无功补偿、电网参数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配电测控

设备，适用于交流 0.4kV, 50Hz低压配电系统的监测和无功补偿控制。 

本系列无功补偿控制器以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为核心,采用交流取样，人机界面为 128*64 点阵

屏幕液晶显示器，其具有配电监测、无功补偿、谐波分析等功能，自适应频率算法，输入信号范围

在 45Hz-55Hz之间。 

2、产品特点 

（1）以无功功率计算投切电容容量，补偿精度高 

（2）功率因数测量精度高，显示范围宽 

（3）初始相位预置 

（4）具有功率因数与无功功率两种控制模式 

（5）人机界面友好操作方便 

（6）各种控制参数全数字可调直观使用方便 

（7）具有自动运行与手动运行两种工作方式 

（8）具有过电压和欠电压保护功能 

（9）具有掉电保护功能数据不丢失 

（10）适用于输出最大 24路所有型号： 

（11）3个互感器分共一体或 1个互感器全共补。 

（12）动态型(DC12V)控制复合开关或静态型控制接触器(CJ19) 

3、型号说明 

    ADL – JKWF–□ 

        

                                

                                

 

                               输出回路数 

 

                               JK:低压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  

W:控制物理量为无功功率； F: 混合补偿 

                               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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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参数 

1、使用条件 
（1）电源电压：额定值为交流 220V或 380V,波动不能超过±10%; 

（2）环境温度:-25℃~55℃ ; 

（3）相对湿度：最大相对温度为 90%/（20℃时） 

（4）海拔高度：不超过 2000m; 

（5）环境条件：无爆炸易燃的危险介质，无腐蚀金属的气体及损坏电气绝缘的导电尘埃。 

 

2、技术数据 

（1）基本参数 

 3互感器共分一体 1互感器共补 

电源电压 AC220V±20% AC220V±20% 

取样电压 AC220V±20% Ubc:380V±20% 

电源频率 50Hz±5% 50Hz±5% 

取样电流 0--5A Ia:0~5A 

整机最大功耗 <14W <14W 

控制输出接点 24 路 DC12Vx30mA或干接点 5A 24路 DC12Vx30mA 或干接点 5A 

（2）测量精度 

 3互感器共分一体 1互感器共补 

电 压 ±0.5% ±0.5% 

电 流 ±0.5% ±0.5% 

有功功率 ±1.0% ±1.0% 

无功功率 ±1.0% ±1.0% 

频 率 ±0.5% ±0.5% 

功率因数 ±1.0% ±1.0% 

（3）控制参数 

 3 互感器共分一体 1互感器共补 

控制灵敏度 30mA 30mA 

目标 COSΦ(1) 0.85-1.00 步长 0.01 出厂预置 1.00 0.85-1.00  步长 0.01  出厂预置 1.00 

目标 COSΦ(2) 0.00-0.60 步长 0.01 出厂预置 1.00 0.00-0.60  步长 0.01  出厂预置 1.00 

门限系数 0.5-1.2   步长 0.1 出厂预置 1.0 0.5 -1.2   步长 0.1   出厂预置 1.0 

投入延时(1) 0s-600s  步长 1/0.02  出厂预置 30s 0s-600s   步长 1/0.02  出厂预置 30s 

切除延时(2) 0s-300s   步长 1     出厂预置 180s 0s-300s    步长 1     出厂预置 180s 

过压保护 230V-280V  步长 1V 出厂预置 240V 380V-450V  步长 1V  出厂预置 430V 

欠压保护 180V-210V  步长 1V 出厂预置 190V 300V-380V  步长 1V  出厂预置 330V 

谐波电压超限 0.0%-100.0%步长 0.5%出厂预置 100.0% 0.0%-100.0%步长 0.5%出厂预置 100.0% 

谐波电流超限 0.0%-100.0%步长 0.5%出厂预置 100.0% 0.0%-100.0%步长 0.5%出厂预置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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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终端功能 

（1）实时监测数据 

各相电压、电流、功率因数                      各相所配电容器组投切状态 

各相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各相电压及电流总谐波畸变率、系统频率 

各相 3、5、7、9、11、13 次电压谐波含有率       各相 3、5、7、9、11、13 发电流谐波含有率 

（2）无功补偿 

取样物理量为无功功率，三种补偿方式可选 

Y 型补偿方式   △型补偿方式 Y+△综合补偿方式 

4、产品尺寸 

外形尺寸：144*144*95mm， 开孔尺寸：138*138mm， 嵌入深度：80mm 

三、安装接线 

1、安装接线图 

三相电流取样混合型接线图（复合开关） 

 

单相电流取样共补型接线图（复合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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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电流取样混合型接线图（接触器） 

 

单相电流取样共补型接线图（接触器） 

 

2、接线须知： 

在考虑安装方案时，应遵循易于安装，观察釆集方便，有利于信号、电源及接地的走线原则。 

（1）工作电源 

本机工作电源与电压釆样通道复用 

（2）电压信号线  

电压信号线兼作电源输入，选用 1.5 方铜导线，并远离高压电,大电流载体，减少电磁影响。 

（3）电流信号线  

为了不影响测量精度，电流信号线应选用 2.5 方铜导线，并应让导线尽可能短。 

（4）接点/开关量输出 

接点输出容量是 5A/AC220V,电平输出容量是 DC12V/40mA,连线时应尽量远离输入回路、 高

电压、大电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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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操作及显示 

1、安全操作警告： 

（1）本机上电之前应仔细检査装置是否可靠接地； 

（2）只有熟悉该机操作手册的专业技术人员才允许安装、运行或检修本机； 

（3）本机的安装必须遵照所有有关的安全操作规程，必须通过正确的接线和电线尺寸来保证操作 

的安全性和运行的可靠性以及测量的准确性。 

（4）电源输入、CT 二次侧，均会产生高电压，在操作时应小心，严格遵守用电安 全操作规程。 

（5）在检修安装和调换本机时，必须确保断开电源和短接 CT 二次侧回路； 

（6）在带电釆集、设置数据时，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得接触带电部分。 

2、界面显示： 

（1）自动控制 

系统上电后，3 秒钟后自动进入主菜单(分中英文两种) ；自动运行状态共有 5 屏，操作上行

或下行键可循环显示各项电网运行数据；“▲▼”为投切指示，当要投入或切除某路电容器

时▲或▼闪烁，表示将要执行的动作 1~24 为输出状态，若某路号反显，表示该路已被投

入，否则表示未被投入。 

 

第一屏显示实时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电容投切状态 

            三互感器型，混合补偿                单互感器,共补型 

 

第二屏显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电容器投切状态 

 

第三屏显示电压、电流谐波总畸变率、电容器投切状态、温度（本机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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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屏、第五屏显示 3、5、7、9、11、13 次电压、电流谐波畸变率 

 

（2）手动控制 

手动功能只作用于补偿电容器的强制投切。 

按 SET 键进入主菜单，操作+ -键选择“手动控制”，操作“OK” 键,进入手动状态 

 

如某路电容值反显时，表示已被投入，否则表示未投入 

 

      如某路容量被设置为"00”时则该路不能投入。操作+ -键选择要投入的路号， 操作"OK”键

则该路电容器执行投入或切除动作。 

（3）参数设置 

产品有关参数，出厂已经预置，用户可根据现场需要进行修改  

所有设置参数自动记忆，掉电不丢失 

如某项参数反显时，若需修改，可直接操作+-键修改参数 

如某项参数反显时，若不需修改，可直接操作"Ok”键选择其它项参数 

注意：如首次使用，必须按实际现场需要对变比、电容等参数重新设定 

按 SET 键进入主菜单，操作+ -键选择"参数配置”，操作"OK”键，进入设置状态。 

 

密码确认（中英文显示） 按“OK”键进入，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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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项选择(中英文显示) 

按“0K”键进入，选择要设定的参数项，比如''运行参数” 

 

设置运行参数 

按“OK”键进入，选择要设定的参数项 

 

显示设置 

标识：LCD                      出厂预置：Chinese 

用途：中英文显示切换               范围：Chinese English 

密码设置 

标识：PW                          出厂预置：0000 

用途：确定设置参数修改权限         范围：0000-9999 

通讯地址 

标识：ID                           出厂预置：0000 

用途：通讯设备地址                 范围：0000-0255 

电流互感器变比设置 

标识：CT                           出厂预置：0100(500/5) 

用途：进线柜电流互感器变比，提供测量与控制参数 

过压保护设置 

标识：U1                           出厂预置：240V(三相四线)，430V(Ubc) 

范围：230V-480V  步长:1V           用途：电网过压时切除电容器 

欠压保护设置 

标识：U2                           出厂预置：190V(三相四线)330v(Ubc) 

范围：360V-180   步长：1V          用途：电网欠压时切除电容器  

投切延时⑴设置 

标识：D1                           出厂预置：030.0S  

范围：000 - 600S                     用途：设置电容投切延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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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投保护延时(2)设置 

标识：D2                           出厂预置：180S 

范围：00-300S                         用途：电容放电时间。 

门限系数设置 

标识：TK                             出厂预置：1.0 

范围：0.5-1.2  步长：0.1                用途：调整电容投入门限 

注意：“投切门限”的值是指“投入门限系数”，其与“切除门限系数”的和是 1.2。当 TK 设置

为 1 时： 

滞后状态，如果电网无功＞投入门限 x 预投电容器容值，那么投入该电容器。 

超前状态，如果电网无功＞切除门限 x 已投电容器容值，那么切除该电容器。 

需提高补偿效果时，可减小门限系数，若需要增加投切稳定范围时，可增大门限系数。 

通讯速率 

标识：BPS                             出厂预置：9600 

范围：4800\9600\19200\38400             用途：通讯速度 

目标功率因数设置(1) 

标识：COS1                            出厂预置：1.00 

范围：0.85-1.00  步长：0.01              用途：功率因数目标管理 

注意：保持功率因数在目标值，当功率因数不需要太高时可减小目标功率因数设置 

目标功率因数设置(2) 

标识：COS2                            出厂预置：0.00 

范围：0.00-0.60  步长：0.01              用途：特殊场合切除电容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超限设置 

标识：THDu                            出厂预置：100.0% 

范围：00.0%-100.0%   步长：0.5%        用途：电压总谐波畸变率超限保护 

电流总谐波畸变率超限设置 

标识：THDi                             出厂预置：100.0% 

范围：00.0%-100.0%    步长：0.5%        用途：电流总谐波畸变率超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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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电容参数 

按“0K”键进入，选择要设定的参数项。 

 

C1-C24: 24 路电容（根据输出路数显示相应的电容参数）； 每路补偿方式和容量均可根据需要任意

设置 注：A、B、C：分相电容设置（分补）； 

△:三相电容设置（共补）；一个 la 互感器和 Ubc 釆样的只能接共补电容 

010, 030 :电容容值设置，若设为 00.0 则该路电容不能进行投切； 

（4）超限及故障提醒 

 

当电网出现故障或某项参数超限时，对应参数反显提示某项值的状态过压、 欠压、缺相以及某个

参数超限。 

五、故障与排除 

控制器在安装使用过程中会因一些容易忽视的接线错误，导致补偿装置非正常运行，

以下为几条多出故障现象及其解决方法: 

（1）不显示：请检査电源线是否接好； 

（2）某相无数据：请检査该相接线是否牢靠： 

（3）cos 值的随着电容器投切而该项无变化：请检査取样电流互感器位置是否正确（取样电流=负

载电流+电容电流）。 

（4）cos 值的错误：请检査取样电压信号与取样电流信号是否为对应的相。 

（5）电流显示为“0 0A” ：检査互感器与控制器端子是否开路或没有负载， 

（6）电流显示错误：请检査“CT 变比”中配置的值是否与取样电流互感器的比值一致。 

（7）强制切除电容器：核对电网指标是否有相应报警指示。 

（8）补偿效果欠佳（cos 值小）： 

第一，可通过重新配置参数设置项中的几项来实现，提高“目标 cos”的值，或减小“投切门 限”

值，我们推荐值分别是 100 和 10,电容值设定与实际值相同， 

第二，要根据现场情况合理配置电容器的容量。如果是分级补偿，应尽量减小各级电容的容量差。 

（9）以上检査无法排除故障，请更换一台控制器再作判断，或直接与厂家取得联系进行技术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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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售后服务 

本公司产品保修 1 年，保修期从产品出厂之日算起。若保修期内产品出现故障或零件损坏，经

技术人员鉴定属于正常使用下所发生的，本公司将提供免费维修。  

如下情形，将收取材料成本及维修工时费用：  

（1）未按使用说明书中的规定所导致的损坏状况；  

（2）擅自拆焊零件或修改而导致的损坏状况； 

本公司的技术人员将负责产品的安装、调试及优化等工作，提供全面的培训、维护、咨询等服

务。产品出现故障,我方会在收到通知后 4 小时内响应，3 个工作日内派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并携带

工具到现场作维修服务。本着优质的服务宗旨，未尽事宜，本公司将与用户协商解决，当双方无法

协商解决时，则共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保护法》作为解决问题的依据。  

 七、免责声明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安装使用说明书，并妥善保管。因违反本说明中的使用注意事项及

安装注意事项而导致的事故，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说明书内容将不断更新、修正，但产品功能在不断升级难免存在实物与说明书稍有不符的情

况，恕不另行通知。 

本说明书解释权归上海安德利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服务热线：021-65072222  021-69110855  

电子邮箱：13661794852@139.com 

通信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惠平路 801 号（翔云科技园）2 幢 

邮编：201802 

网址： www.andelidl.com 

http://www.andelid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