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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让您的电能使用更安全、更节约，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

我们的目标：提供最好的电源管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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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特点：

详细参数：

（1）测量各回路的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电能等全参数；

（2）尺寸小巧、结构紧凑、导轨安装方便；

（3）配有RS485接口，支持远距离传输；

（4）结构紧凑，工业级产品品质；

（5）直流供电，极低功耗,适合长期稳定运行

（6）可配2路开关量输入、2路开关量输出、1路模拟量输出等功能；

（1）EDA9011

（2）EDA9011D

单相交流电参数模块

单 相 交 流

详细说明

 EDA9011单相一路电参数采集模块 EDA9011D单相一路电参数采集模块

信号输入 

电压 直接输入或PT输入，AC400V/250V/100V，45～75HZ

电流 直接输入或CT输入，AC5A/1A，45～75HZ

I/O接口

开关量输入 不支持 2路

开关量输出 不支持 2路

脉冲输出 不支持 2路

模拟量输出 不支持 1路

通讯

RS485接口 1路RS485接口，半双工，光电隔离，±15KV ESD保护，二线制、三线制

通讯协议 MODBUS-RTU协议

串口设置 波特率：1200-19200可设置；
波特率：1200-19200可设置；数据位

7-8；停止位1-2；奇偶校验可设

软件功能

电 压 ， 电 流 ， 有 功 功
率，无功功率，功率因

数，电量
支持 支持

视在功率、频率、基波
有功、谐波有功、基波

无功
不支持 支持

参数设置 可通过测试程序进行参数设置（如地址，电压电流变比，通讯等）

外观

外形尺寸 122*69*55 130*69*41

性能及使用环境

精度 电流、电压0.2%，其余0.5%，无功电能2%

输入过载能力
1.2倍量程输入可正确测量；瞬间(<10周波)电压3倍、电流5倍量程不损坏；电

压输入阻抗≥100kΩ/V；电流≤10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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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EDA9011

单 相 交 流

供电电源 DC+5V、DC10-30V

EMC指标

快速瞬变脉冲>2KV；
防雷保护>4KV；
接触放电>4KV；
空气放电>8KV

IP防护 IP20

隔离 输入、输出、电源三方隔离，隔离电压>2KV 

绝缘 >=5MΩ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40℃～90℃

功耗 <0.5W

适用标准

环境标准 IEC60068-2

安全标准 IEC61010-1

电磁兼容性标准
 ①IEC61000-4/2、3、4、5、6、8、11；
 ②IEC61000-3/2、3；
 ③EN55011

国内标准
GB/T 13729-2002运动终端设备
GB/T 15153.1-1998运动设备及系统第二部分工作条件第1篇电源和电磁兼容性
GB/T 15153.2-2000运动设备及系统第2部分工作条件第2篇环境条件

外形尺寸：EDA9011D

设备选型：

导轨式安装型电测量模块命名规则（单相模块）

系列名称 —口 口 -□□□V /□A 说明

产品代码
EDA9011 交流单相电参数采集模块

EDA9011D 交流单相电参数采集模块

通讯接口

1 RS-485

2 RS-232

3 TTL串口

供电电源

1 DC+5V

2 DC10-30V

3 AC220V

电压量程
250 测量的输入电压范围，单位

V500

电流量程

20mA

测量的输入电流范围，单位
为A或20mA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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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系列三相交流电参数模块

  （1）EDA9033A

  （2）EDA9033A-T1

  （3）EDA9033D

  （4）EDA9033E

三 相 交 流

设备特点：

本系列模块，是我公司为了方便中小企业、学校、通讯、商业建筑等电力监控与电能管理的

需求，推出的高性价比的系列模块，具有如下特点：

①基本电参数测量：电流、电压、功率、无功、功率因数等测量功能。个别模块具有电能         

质量分析功能（谐波仅限于总量分析）。

②四象限电能计量功能。正反向有功、无功电能计量。

③可选择的I/O接口，可根据项目的需要，选择I/O接口的种类的数量。

④支持I/O接口的表具，可实现“四遥”及报警输出控制等功能。

⑤模块使用简单，导轨式安装，易于使用。

⑥具有精度高，可靠性强的特点。可适用于恶劣的工业场合或者强电磁场合。

本系列模块在通信基站及建筑、市政等行业具有广泛的应用。

产品证书：

详细说明

EDA9033A三相电
参数采集模块

EDA9033A-T1三
相电参数采集模块

EDA9033D三相电
参数采集模块

EDA9033E三相电参数采
集模块

信号输入

电压 直接输入或PT输入，AC400V/250V/100V，45～75HZ

电流 直接输入或CT输入，AC5A/1A/20mA，45～75HZ

I/O接口

开关量输入 不支持 不支持 2路 不支持

开关量输出 不支持 不支持
2 路 继 电 器 （ 触 点
容量为：3A/250V/
AC或3A/30V/DC）

不支持

脉冲输出 不支持 不支持 2路 不支持

模拟量输出 不支持 不支持 1路 不支持

通讯

RS485接口 1路RS485接口，半双工，光电隔离，±15KV ESD保护，二线制、三线制

通讯协议 MODBUS-RTU协议

串口设置
波特率：1200-19200可设置；

数据位7-8；停止位1-2；奇偶校验可设
波特率：

1200-19200可设置；

数据更新周期 40ms-1000ms； 40ms-1000ms； 40ms-1000ms； 1000ms；

软件功能
电压，电流，有
功功率，无功功
率，功率因数，

电量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详细参数：
EDA9033A/EDA9033E EDA9033D 

EDA9033A-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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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 交 流

视 在 功 率 、 频
率、基波有功、
谐波有功、基波

无功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频率支持，

其它参数不支持

报警输出 不支持 不支持

可 设 置 为 软 件 报
警，并可将报警参
量同继电器进行绑
定，由继电器实现

报警信号输出

不支持

参数设置 可通过测试程序进行参数设置（如地址，电压电流变比，通讯等）

外观

外形尺寸 122*69*55 145*90*40 114*70*54 122*69*55

性能及使用环境

精度 电流、电压0.2%，其余0.5%，无功电能2%

输入过载能力
1.2倍量程输入可正确测量；瞬间(<10周波)电压3倍、电流5倍量程不损坏；

电压输入阻抗≥100kΩ/V；电流≤10MΩ

供电电源 DC+5V、DC10-30V

EMC指标

快速瞬变脉冲>2KV；
防雷保护>4KV；
接触放电>4KV；
空气放电>8KV

IP防护 IP20

隔离 输入、输出、电源三方隔离，隔离电压>2KV 

绝缘 >=5MΩ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40℃～90℃

功耗 <0.5W <1W

适用标准

环境标准 IEC60068-2

安全标准 IEC61010-1

电磁兼容性标准 ①IEC61000-4/2、3、4、5、6、8、11；  ②IEC61000-3/2、3；③EN55011

国内标准
  GB/T 13729-2002运动终端设备

  GB/T 15153.1-1998运动设备及系统第二部分工作条件第1篇电源和电磁兼容性
GB/T 15153.2-2000运动设备及系统第2部分工作条件第2篇环境条件

外形尺寸：EDA9033A/EDA9033E

外形尺寸：EDA9033A-T1

外形尺寸：EDA9033D

设备选型：

导轨式安装型电测量模块命名规则（三相模块）

系列名称 -口 口 -□□□V /□A 说明

产品代码

EDA9033A

交流三相电参数采集模块
EDA9033A-T1

EDA9033D

EDA9033E

通讯接口

1 RS-485

2 RS-232

3 TTL串口

供电电源

1 DC+5V

2 DC10-30V

3 AC220V

电压量程
250 测量的输入电压范围，

单位V500

电流量程

20mA
测量的输入电流范围，

单位为A或20mA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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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系列三相交流电参数模块

  （1）EDA9133A

  （2）EDA9133A-T1

  （3）EDA9133A-DP

详细参数：

三 相 交 流

详细说明

EDA9133A三相电参数采
集模块

EDA9133A-T1三相电参
数采集模块

EDA9133A-DP三相电参
数采集模块

信号输入

电压 直接输入或PT输入，AC400V/250V/100V，45～75HZ

电流 直接输入或CT输入，AC5A/1A/20mA，45～75HZ

I/O接口

开关量输入 2路 不支持 不支持

开关量输出 2路 不支持 不支持

脉冲输出 2路 不支持 2路

模拟量输出 1路 不支持 不支持

通讯

PROFIBUS接口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RS485接口 1路RS485接口，半双工，光电隔离，±15KV ESD保护，二线制、三线制

RS232接口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通讯协议 MODBUS-RTU和标准的PROFIBUS-DP

串口设置 波特率：1200-38400可设置

软件功能

相 电 压 ， 线 电 压 ， 电
流，有功功率，无功功
率，视在功率，功率因
数，频率，电压电流相

位角，正反向电量

支持 支持 支持

电压、电流0～31次谐波
分量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谐波失真度THD、 K值
因数、三相电压不平衡
度、零序电流及各种电
量的最大/最小/平均值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报警输出

可设置为软件报警，并可
将报警参量同继电器进行
绑定，由继电器实现报警

信号输出

不支持 不支持

设备特点：

本系列模块是我公司开发一款极高性价比的全功能、智能电力监控模块，具有如下功能及特点：

①全系列参数测量：除基本电力参数外，增加电能质量参数实时监测，如平衡度、谐波、频率等

参数指标。

②四象限电能计量及各种组合电量计量。正反向有功电能、正反向无功电能、组合及净有功电能

等。

③电能管理功能，需量管理等功能。

④事件记录及最值记录功能，可记录供电及配电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及电流、需量最大最小值

等，方便查找问题及配电管理。

⑤丰富的I/O接口：可以实现“四遥”功能，及报警输出、报警提示等功能。

⑥支持MODBUS-RTU，协议标准化，方便集中监控与电能管理。

⑦测量精度高，可靠性高，适用于恶劣的工业场合。

本系列模块是结合国内大型工业企业及大型公共建筑供配电的现状，为方便供配电管理及电能管

理而研发的模块，在国际知名企业，国内重要场合都有大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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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EDA9133A

三 相 交 流

参数设置 可通过测试程序进行参数设置（如地址，电压电流变比，通讯等）

外观

外形尺寸 122*70*54 145*90*40 145*90*72

性能及使用环境

精度 电流、电压0.2%，其余0.5%，无功电能2%

输入过载能力
1.2倍量程输入可正确测量；瞬间(<10周波)电压3倍、电流5倍量程不损坏；电

压输入阻抗≥100kΩ/V；电流≤10MΩ

供电电源 DC+5V、DC10-30V DC10-30V DC+5V、DC10-30V

EMC指标

快速瞬变脉冲>2KV；
防雷保护>4KV；   
 接触放电>4KV；   

空气放电>8KV

IP防护 IP20

隔离 输入、输出、电源三方隔离，隔离电压>2KV 

绝缘 >=5MΩ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40℃～90℃

功耗
D C 1 0 ～ 3 0 V ， < 3 W ；

DC5V±5%，<2W
DC10～30V，<3W；

D C 1 0 ～ 3 0 V ， < 3 W ；
DC5V±5%，<2W

适用标准

环境标准 IEC60068-2

安全标准 IEC61010-1

电磁兼容性标准
 ①IEC61000-4/2、3、4、5、6、8、11；
 ②IEC61000-3/2、3；
 ③EN55011

国内标准
GB/T 13729-2002运动终端设备
GB/T 15153.1-1998运动设备及系统第二部分工作条件第1篇电源和电磁兼容性
GB/T 15153.2-2000运动设备及系统第2部分工作条件第2篇环境条件

外形尺寸:EDA9133A-T1 外形尺寸:EDA9133A-DP

设备选型：

导轨式安装型电测量模块命名规则（三相模块）

系列名称 -口 口 -□□□V /□A 说明

产品代码

EDA9133A

交流三相电参数采集模块EDA9133A-T1

EDA9133A-DP

通讯接口

1 RS-485

2 RS-232

3 TTL串口

供电电源

1 DC+5V

2 DC10-30V

3 AC220V

电压量程
250 测量的输入电压范围，

单位V500

电流量程

20mA

测量的输入电流范围，
单位为A或20mA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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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机专用电参数采集模块

（1）EDA9033H

（2）EDA9133C-41      

（3）EDA9133C-44

详细参数：

三 相 交 流

详细说明

EDA9033H三相电参数采
集模块

EDA9133C-41有线三相

电参数采集模块

EDA9133C-44无线三相

电参数采集模块

信号输入

电压 直接输入或PT输入，AC400V/250V/100V，45～75HZ

电流 直接输入或CT输入，AC5A/1A/20mA，45～75HZ

I/O接口

开关量输入 1路 2路 2路

开关量输出 不支持 2路 2路

脉冲输出 1路 1路 1路

通讯

ZigBee接口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RS485接口
1路RS485接口，半双工，光电隔离，±15KV ESD

保护，二线制、三线制
不支持

RS232接口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通讯协议 MODBUS-RTU协议 Modbus-RTU、A11-GRM

串口设置
波特率：1200-19200可设
置；数据位7-8；停止位

1-2；奇偶校验可设
波特率：19200 波特率：9600

软件功能

电 压 ， 电 流 ， 有 功 功
率，无功功率，功率因

数，频率，电量
支持 支持 支持

电流图、功率图 支持 支持 支持

存储7天开井时间及历史
日电量

支持 支持 支持

抽油机运行周期内的最
大/最小/平均电流、功
率、功率因数等电参数

支持 支持 支持

报警输出
开关量状态变位自动上传

功能

可设置为软件报警，并可
将报警参量同继电器进行
绑定，由继电器实现报警
信号输出；开关量状态变

位自动上传功能

可设置为软件报警，并可
将报警参量同继电器进行
绑定，由继电器实现报警
信号输出；开关量状态变

位自动上传功能

本系列模块，是我公司为了方便数字化油田电力监控与电能管理的需求，推出的高性价比的系列模块，

具有如下特点：

①基本电参数测量：电流、电压、功率、无功、功率因数等测量功能。

②最近七天开井时间及用日电量存储；

③抽油机运行周期内的最大/最小/平均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等电参数；

④抽油机开停井状态判断及变位报警信息等可自动上传；

⑤自动采集抽油机运行电功图。

⑥具有精度高，可靠性强的特点。可适用于恶劣的工业场合或者强电磁场合。

本系列模块在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长庆油田等油田具有广泛的应用。

设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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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可通过测试程序进行参数设置（如地址，电压电流变比，通讯等）

外观

外形尺寸 122*70*54 100*114*45 100*114*45

性能及使用环境

精度 电流、电压0.2%，其余0.5%，无功电能2%

输入过载能力
1.2倍量程输入可正确测量；瞬间(<10周波)电压3倍、电流5倍量程不损坏；

电压输入阻抗≥100kΩ/V；电流≤10MΩ

供电电源 DC10-30V AC220V AC220V

EMC指标

快速瞬变脉冲>2KV；
防雷保护>4KV；
接触放电>4KV；
空气放电>8KV

IP防护 IP20

隔离 输入、输出、电源三方隔离，隔离电压>2KV 

绝缘 >=5MΩ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40℃～90℃

功耗 <3W <3W <3W

适用标准

环境标准 IEC60068-2

安全标准 IEC61010-1

电磁兼容性标准
①IEC61000-4/2、3、4、5、6、8、11；
②IEC61000-3/2、3；
③EN55011

国内标准
GB/T 13729-2002运动终端设备
GB/T 15153.1-1998运动设备及系统第二部分工作条件第1篇电源和电磁兼容性
GB/T 15153.2-2000运动设备及系统第2部分工作条件第2篇环境条件

外形尺寸：EDA9033H

设备选型：

三 相 交 流

导轨式安装型电测量模块命名规则（三相模块）

系列名称 -□□□V /□A 说明

产品代码

EDA9033H

交流三相电参数采集模块EDA9133C-41

EDA9133C-44

电压量程
250

测量的输入电压范围，单位V
500

电流量程

20mA

测量的输入电流范围，单位
为A或20mA

1

5

100mm*114mm*45mm

外形尺寸：EDA9133C-41
          EDA9133C-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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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限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

EDA9033-DB

详细参数:

宽 限 电 子 式

详细说明

EDA9033-DB宽限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

信号输入

电压 直接输入或PT输入，AC400V/250V/100V，45～75HZ

电流 直接输入或CT输入，AC5A/1A/20mA，45～75HZ

I/O接口

I/O接口 不支持

通讯

上行RS485接口 RS485接口，半双工，光电隔离，±15KV ESD保护，二线制、三线制

下行RS485接口 RS485接口，半双工，光电隔离，±15KV ESD保护，二线制、三线制

通讯协议 DL/T645-1997或DL/T645-2007

串口设置 波特率：1200-38400可设置

软件功能

基本功能
相电压，电流，总有功功率，总无功功率，总视在功率，功率因数、频率、各
相有功功率，各相无功功率，各相视在功率、各相功率因数、四象限电能值，

总有功电能，总无功电能值

多功能

分时计量正反向有功电量、四象限无功电量、组合1、组合2无功电量，组合方
式：四象限无功任意组合；计量分相正反向有功、感容性无功电量。
分时计量正反向有功、无功最大需量及发生时间。
最大8费率，时钟双备份，自动纠错，最大可记录13个月历史记录。
可设置6类数据记录负荷曲线，容量达到4M字节。
记录失压、全失压、失流、全失流、电压合格率、清零、清需量、编程、校
时、上电、过压、逆相序、开盖等多种事件。
双备份数据存储，具有自检和纠错功能，具有内卡错、时钟错、电压逆相序、
失压、过压、失流、电池欠压故障报警功能。
停电后可通过按钮、手抄器唤醒显示，可远红外抄表。
具有防窃电开盖检测功能。

外观

外形尺寸 290*170*85

①能够实现宽电流范围内的高精度计量，电流最大范围从0.01～1000A，整体测量精度保证

在0.5级，计量精度保证1级。                                    

②大屏幕、宽视角液晶显示，具备丰富的状态指示和汉字提示符，带背光。

③双路RS-485通讯接口、远红外通讯接口，通道相互独立。配置有功、无功空接点电能脉冲

及LED电能脉冲输出分时计量正反向有功电量、四象限无功电量、组合1、组合2无功电量，

组合方式：四象限无功任意组合；计量分相正反向有功、感容性无功电量。

④分时计量正反向有功、无功最大需量及发生时间。最大8费率，时钟双备份，自动纠错，

最大可记录13个月历史记录。

⑤可设置6类数据记录负荷曲线，容量达到4M字节。

⑥记录失压、全失压、失流、全失流、电压合格率、清零、清需量、编程、校时、上电、过

压、逆相序、开盖等多种事件。

⑦双备份数据存储，具有自检和纠错功能，具有内卡错、时钟错、电压逆相序、失压、过

压、失流、电池欠压故障报警功能。

⑧停电后可通过按钮、手抄器唤醒显示，可远红外抄表。具有防窃电开盖检测功能。

设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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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

设备选型:

宽 限 电 子 式

性能及使用环境

精度 电流、电压0.2%，其余0.5%，无功电能2%

输入过载能力
1.2倍量程输入可正确测量；瞬间(<10周波)电压3倍、电流5倍量程不损坏；

电压输入阻抗≥100kΩ/V；电流≤10MΩ

供电电源 AC85-264或DC100-300V

EMC指标

快速瞬变脉冲>2KV；     
  防雷保护>4KV；
接触放电>4KV；
空气放电>8KV

IP防护 IP20

隔离 输入、输出、电源三方隔离，隔离电压>2KV 

绝缘 >=5MΩ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40℃～90℃

功耗 ≤2W

适用标准

环境标准 IEC60068-2

安全标准 IEC61010-1

电磁兼容性标准
①IEC61000-4/2、3、4、5、6、8、11；
②IEC61000-3/2、3；
③EN55011

国内标准
GB/T 13729-2002运动终端设备
GB/T 15153.1-1998运动设备及系统第二部分工作条件第1篇电源和电磁兼容性
GB/T 15153.2-2000运动设备及系统第2部分工作条件第2篇环境条件

壁挂式安装型电测量模块命名规则（宽限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

系列名称 -□□□V /□A 说明

产品代码 EDA9033-DB
宽限电子式多功能

电能表

电压量程
100

测量的输入电压范围，
单位V

250

电流量程 20mA

测量的输入电流范围，
单位为A或20mA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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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多路电参数模块

 （1）EDA9013A

 （2）EDA9111A

详细参数:

单 相 多 路

详细说明

EDA9013A单相三路电参数采集模块 EDA9111A单相五路电参数采集模块

信号输入

电压 直接输入或PT输入，AC400V/250V/100V，45～75HZ

电流 直接输入或CT输入，AC5A/1A，45～75HZ

I/O接口

开关量输入 不支持 2路

开关量输出 不支持
2路继电器（触点容量为：5A/250V/

AC或5A/30V/DC）

脉冲输出 不支持 2路

模拟量输出 不支持 1路

通讯

RS485接口 1路RS485接口，半双工，光电隔离，±15KV ESD保护，二线制、三线制

通讯协议 MODBUS-RTU协议

串口设置 波特率：1200-38400可设置；
波特率：1200-19200可设置；数据位

7-8；停止位1-2；奇偶校验可设

软件功能

电压，电流，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电

量
支持 支持

无功功率、视在功率、频
率、基波有功、谐波有

功、基波无功
不支持 支持

电压电流谐波分量、电压
电流K值、电压电流相位
角、电压电流0-31次谐波

不支持 支持

报警输出 不支持
可设置为软件报警，并可将报警参量
同继电器进行绑定，由继电器实现报

警信号输出

参数设置 可通过测试程序进行参数设置（如地址，电压电流变比，通讯等）

外观

外形尺寸 100*22.5*92 115*90*40

性能及使用环境

本系列模块是我公司开发一款极高性价比的全功能、智能电力监控模块，可以检测3-5路电参数，

同时具有如下功能及特点：

①全系列参数测量：除基本电力参数外，增加电能质量参数实时监测，如谐波、频率等参数指标。

②四象限电能计量及各种组合电量计量。正反向有功电能、正反向无功电能、组合及净有功电能

等。

③电能管理功能，需量管理等功能。

④事件记录及最值记录功能，可记录供电及配电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及电流、需量最大最小值

等，方便查找问题及配电管理。

⑤丰富的I/O接口：可以实现“四遥”功能，及报警输出、报警提示等功能。

⑥支持MODBUS及DL/T-645(2007)规约，协议标准化，方便集中监控与电能管理。

⑦测量精度高，可靠性高，适用于恶劣的工业场合。

本系列模块是结合国内大型工业企业及大型公共建筑供配电的现状，为方便供配电管理及电能管理

而研发的模块，在国际知名企业，国内重要场合都有大量应用。

设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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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EDA9013A

外形尺寸：EDA9111A

设备选型：

单 相 多 路

精度 电流、电压0.2%，其余0.5%，无功电能2%

输入过载能力
1.2倍量程输入可正确测量；瞬间(<10周波)电压3倍、电流5倍量程不损坏；

电压输入阻抗≥100kΩ/V；电流≤10MΩ

供电电源 DC+12V DC+5V、DC10-30V

EMC指标

快速瞬变脉冲>2KV；
防雷保护>4KV；
接触放电>4KV；
空气放电>8KV

IP防护 IP20

隔离 输入、输出、电源三方隔离，隔离电压>2KV 

绝缘 >=5MΩ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40℃～90℃

功耗 <1W <2W

适用标准

环境标准 IEC60068-2

安全标准 IEC61010-1

电磁兼容性标准
①IEC61000-4/2、3、4、5、6、8、11；
②IEC61000-3/2、3；
③EN55011

国内标准
GB/T 13729-2002运动终端设备
GB/T 15153.1-1998运动设备及系统第二部分工作条件第1篇电源和电磁兼容性
GB/T 15153.2-2000运动设备及系统第2部分工作条件第2篇环境条件 导轨式安装型电测量模块命名规则（单相模块）

系列名称 -□□□V /□A 说明

产品代码
EDA9013A 交流单相三路电参数采集模块

EDA9111A 交流单相五路电参数采集模块

电压量程
250

测量的输入电压范围，单位V
500

电流量程

20mA

测量的输入电流范围，单位为A或
20mA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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