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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MID Energy
Met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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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fessional Solution for Recording
提供您專業的電力消耗記錄方案
Your Energy Consumption
可計算四種不同的時間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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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量測諧波等問電力事件問題
可量測四象限電能
網路, ModBus 等介面易於搜集資料

/ 電力計
ENERGYMID 智慧型電錶
ENERGY METERS

SMALLER, MORE POWERFUL, INEXPENSIVE
小型化、多功能化、價格親民化
㩷㩷
宇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巷 16號 5樓之7
TEL:02-22782269 FAX:02-22782059
新⽵：新⽵縣⽵北市台元 26 號 4 樓之 10
TEL:03-552-6779 FAX:03-552-6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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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和 ModBus介面可以輕易的
將多台儀錶資料整合傳送電腦上

The new generation of ENERGYMID energy meters is opening up entirely new potential
savings for you. The extremely compact design with integrated interface leaves you
with more room in the distributor or control cabinet for other necessary functions. And
新增網路介通訊功能
thanks to our installation tools and integrated diagnosis of connection 內建虛擬網頁，可以
errors, installation is now even faster.
透過瀏灠器直接查看
各項量測結果、電力
Furthermore, with ENERGYMID you only pay for the functions you actually消耗及設定各項功能
need because in
addition to standard variants, the energy meters can be expanded as required with individual functions and interfaces.
THE SOLUTION FOR EVER STRICTER DEMANDS FOR DISTRIBUTORS AND CONTROL
整合了 "幫助" 功能
CABINETS
Increasing requirements for convenience, as well as control and monitoring functions, are
taking up more and more space in distributors and 利用不同的背光顏色
control cabinets. At the same time,
來顯示安裝錯誤訊息
ﬂexible communication for linking meters to billing and optimizing systems, as well as
building autom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anks to a broad range of
interfaces and an ultra-compact
顯示housing (72 mm), calibrated ENERGYMID energy meters
are the perfect solution for energy
logging in industrial, household, commercial and building
明確且清晰
背光照明
即時顯示實(有功)
從任何角度都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 at a very low price.
功率及各項相關
可以清楚的看
參數
到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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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特
點
Energy meters
3 and 4-wire systems
可以支楥
2, 3for或2,4線式系統的架購
with 5 (80) A direct connection
or 1 的電
(6) A
電力計可以直接輸入
5 (80A)
transformer connection
流，或是用
1 (6)A 的電流勾鉗，不
需要斷電即可安裝

UNIVERSAL
通用性

Just 4 standard width units (72 mm) with
和一般斷路器的標準尺寸相同，寬
integrated interface
度亦只有
4個單元 (72mm)，小巧
且容易安裝

SMALL
標準的FOOTPRINT
4單元小體積

POWER MONITORING
電力監控

PRECISE
精準性

4 QUADRANT MEASUREMENT
四象限電能量測

INTERFACES
資料傳輸介面

AccuracyClass
class BBfor
industrial and commer精度達
的等級，可做為工業
cial use, as well as for household use with
或是商對使用；當然家亦沒問題，符
highly demanding requirements
合各種應用的要求

Measurement of energy import as well as
可以量測能量的輸入及輸出狀況，
energy export
亦即有功功率及無功功率等，可以
讓您更了解負載的狀況, 亦可量測
功率因素等 (部份功能為選購)

MID APPROVAL
歐盟
MID 認證

MULTIFUNCTIONAL
多種量測功能

Suitable for billing(計量器具指令)
purposes thanks to亦可用
initial
符合歐盟MID
calibration at the factory in accordance with
來當成電費計算的電力計，每台機器
MID (conformity assessment (完全符合MID
procedure
出廠前都完成校正程序
modules B和
andCD)指令) - 亦可加購 MID的
規範的B
校正報告 (若有此需求時)

Inexpensive
power monitoring by acquiring
具有電力品質監控的功能，可以記錄
THD
for current and voltage, as (THD)，以
well as neutral
電壓和電流的總諧波失真
conductor
current NIN (部份功能為選購)
及中性線電流I

Flexible communication and remote read-out
多樣化的通訊介面，可以遠端讀取量測
via integrated interface: LON, M-Bus, Modbus
值或是進行機台設定；如LON,
M-Bus,
RTU, ModbusRTU,
TCP or
BACnet TCP, BACnet
Modbus,
Modbus
等, 亦提供指令集，可自行做成監控系
統, 了解全天用電高峰及使用狀況

FUTURE-PROOF
超越未來的功能

Multifunctional
variant with up to 33
除了電能記錄外，還有多達33種的量
additional
measured quantities (e.g. reactive
測功能可用來監控用電品質如:功率因
power,
apparent
power, power
factor and
素, 頻率,
總諧波失真,
視在功率,
無功
frequency)
功率等等, 電壓電流的記錄更不用說了
(部份功能為選購)

Adaptable to future tariff structures thanks to
機台內建4組時間電價計算模式，可透
as many as 8 tariff inputs
過通訊介面搭配軟體達到8組時間電價
計算模式, 可符合日後可能的需求
(部份功能為選購)

INTEGRATED
ADVANTAGES
系統整合優勢

SMALLER
FOOTPRINT
標準4單元小體積

安裝速度更快
FASTER INSTALLATION

更具成本效益
MORE
COST EFFECTIVE

FOR EVEN MORE/FUNCTIONS
IN YOUR
讓您的配電盤
電控箱內可以擁有
DISTRIBUTOR /更多的功能
CONTROL CABINET
更多的空間,

FOR ERROR-FREE INSTALLATIONS
無錯誤的安裝，提供您最簡單的
WHICH FUNCTION RIGHT OFF THE BAT
安裝方式及介面

MINIMAL PROCUREMENT COSTS PLUS
將您的採購成本最小化，但卻可
QUALITY MADE IN GERMANY
以擁有德國製造的品質

•

More
room in the distributor thanks to
採用超小型的設計以及標準的斷路器
an
ultra-compact design with a(72mm)的
space
尺寸，寬度只有4個單位
requirement
of just 4 standard width units
小體積；讓您的配電箱內可以有更多
(72
mm)
的空間可以運用

•

Integrated interface for hook-up to logging and
整合了通訊介面，可以記錄各種用電
optimizing systems
數據，分析後可進行用電系統最佳化

•

Optimized housing for protection against
最佳化的外殼設計，具有IP
51的防
contamination
降低汙染造成故障的情況
塵等級,
Integrated, illuminated display for reading
內建背光模組，可以在光照不足的機
parameters and settings
房內輕易讀取錶頭資訊或進行設定

•
•

Manipulation is ruled out thanks to tamper提供按鈕鎖的功能，可以避免誤觸設
proof cover and conﬁguration disabling
定，造成數據錯亂的情況

台灣代理

•
•

•

Faster
installation thanks
to error detection
錯誤偵測功能,
會以不同顏色背光來
with
a change
in color at the display
避免安裝出錯
顯示,
Simple error detection based on monitoring
簡易的錯誤安裝偵測功能會依據設
of installation parameters such as direction
定參數來偵測是否相序有錯或是電
of phase rotation and
reversed transformer
流的極性有錯,
安裝當下立即可知道
polarity
不用等到日後資料記錄才發現錯誤
Quick integration and programming with
選購軟體可以快速整合多台儀錶並進
advanced software tools
行設定

• 儀錶本身具有標準的
Fast installation on 35 mm35mm
top-hat 安裝卡
rail

in any desired mounting position with
槽，可以快速的安裝在導軌上的各個
diverse options
地方

•

Minimal procurement costs thanks to
全新的設計搭配最佳化的生產方式，
complete redesign and optimized production
提供您最低的價格，最大的效益

•

Immediately suitable
for billing purposes 及
符合歐盟的
MID(計量器具指令),
thanks to initial calibration at the factory in
生產法規，出廠前每台都經過校正,
accordance with MID
安裝完畢後即可當成收費用的電錶

•

Extremely long service life thanks to the use
採用最高品質的元件製造，大大提高
of top quality modules
機台的使用年限，降低故障率

•

Manufactured in Germany in accordance with
德國製造，原裝進口，符合各種嚴謹
strictest quality criteria
的品質條款

•

3-year
guarantee
全機三年保固

宇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16號5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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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智彗電義 – 德國製造 三年保固
通過歐盟測量工具市場指令-Measuring Instruments Directive 認證

智慧型電錶 電力計 ENERGYMID
透過一條網路線即可取得各項用電狀況及品質
內建虛擬主機，透過網路即可看到各項量測結果，
亦可進行機台的設定，或是載入參數設定檔節省一台一台去設定的時間

馬達(可調速)預防及保養 諧波、溫度的影響
馬達等設備在啟動或是運轉時都有可能產生諧波，諧波對用電產品有相當程度的危害
因此 GOSSEN 低壓智慧電錶亦提供 總協波失真率的量測功能

諧波有何影響?
電纜線之中若存在諧波，會有過熱問題，進而損壞電纜絕緣。
馬達也有電纜線同樣的諧波造成過熱問題，或者出現高頻噪
音，以及在轉子 形成振盪轉矩，有可能導致機械共振與異常振
動。
電容器也會有諧波過熱現象，大部分的狀況下，電容器的電介
質會損壞，引 起電容器爆炸的潛在危險。
諧波電壓過高時，可能造成電子顯示器與照明設備嚴重閃爍。
斷路器可能因為諧波而跳脫。
個人電腦等精密設備故障。
工業儀表可能會有不正確的讀值。
諧波的規範
依 據 1992 年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協會IEEE標準519-1992的規
定，只要其總諧波失真在5%以內、各別諧波失真在3%以內，那
馬達通常就不需要被降載。
而當電壓失真達8～10%或甚至更高時，便會產生過熱的問題，
所以為了增長馬達的壽命，我們就必須想辦法去改善此問題。

何謂諧波?
諧波歧變是眾多電力污染形式的其中之ㄧ，如果諧波電流總
和超過容許值，它有可能引起某種程度的供電問題，而諧波
電流可以是基本波頻率的任意整數倍，例如 300Hz 的電流在
60Hz 電網是五次諧波，此類 300Hz 諧波電流表示一種能量型
式，供電與受電系統之中的任何裝置，無法使用或利用諧
波，它也沒有正面效益，因此它僅能被轉換為熱 損耗，亦可
能是用電裝置過熱的主因之一。
GOSSEN ENERGYMID 在量測消耗功率時亦可同時量測 THD

電壓THD之高值是發生
在夜晚與清晨的時候，
因為在這段時間內非線
性負載比起線性負載而
言是比較多的

更完整的用電數據資料
ENERGYMID系列電錶提供了能源消耗的完整樣貌，即時的實功、虛功電能以及全四象限測量電能狀況。
此外，大量的實時測量（V，I，P，PF）為客戶提供更加詳細的能源使用情況

更完整的用電參數提供
PF功率因素: 隨時可看到負載的功率因素狀況，提高功率因
素即可達成省電目標。
P (有功功率) 和 Q (無功功率) : 藉由其讀值的正、負極性來
判定電壓和電流的相位，加以電容或電感性元件來提昇功率
因素

四象限電能量測
除了可以用來判定有電壓和電流的相位關係及功率因素的
計算之外，還可用於 “電力回生型馬達系統” 的用電和供電
情況量測，以期取得最佳用電狀況

智慧型電錶/電力計 帶有多種通訊介面
ENERGYMID E23XX 系列 (三年保固 德國製造)

寬度為4個標準斷路器 (72mm)
帶標準掛勾式安裝痤，小巧易安裝

多樣化通訊介面，易於做系統整合
© 2015 GMC-INSTRUMENTS

智慧型電錶 電力計 ENERGYMID
支援各種電力系統、各種通訊介面、多樣化的量測功能

支援各種配線方式及電壓系統
2線, 3線, 4線式系統，100, 230, 400, 500伏電壓都可支援

多種量測功能: 四象限電能,有功功率, 無功
功率, 總諧波失真等皆可量測 (選購功能)

多種量通訊介面可選購: LAN, LON,M-Bus 等

智慧型電錶 電力計 ENERGYMID
異常顯示、面板鎖、四組時間電價、夾式電流勾鉗
標準掛勾式安裝座，
安裝快速又省力

紅色背光顯表示異常，非常
容易判別，電壓、電流異常
時都會顯示紅色

面板按鈕鎖，可防止誤觸面
板按鈕造成功能異常；或他
人安裝其他元件時誤觸按鈕

單機即可支援4組時間電價計
算，加上軟體可做到8組時間
電價

夾式電流勾鉗，不用斷
電即可安裝；省事又省
時

智慧型電錶 電力計 ENERGYMID
透過通訊介面即可進行資料搜集，進行用電情況分析

如左圖所示，標準掛
勾座及標準寬度
(72mm) 只要一支起子
即可進行安裝作業

搭配通訊介面可以自
動讀取用電量等訊息
藉以分析整天的用電
狀況如右圖，調整最
佳的用電方式，節能
又省錢

選購的功率, 總諧波失真量測等功能

一些採用我們產品的客戶
能源科技公司

汽車工業

化工產業

金屬生產加工業

其他產業

Telecommunications

Medical Technology

Household Appliances

Airports/Avionics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一些採用我們產品的客戶
國際性公司

一般的電網型態

版本訊息
V1.0 : 2016-Aug. New release
V1.1 : 2016-Oct Added THD and energy monitor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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