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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注意事项

危险和警告

◆本装置只能由专业人士进行安装和维护。

◆对于因不遵守本手册的说明而引起的故障，厂家不承担任何责任。

触电、燃烧和爆炸的危险

◆设备只能由取得资格的工作人员才能进行安装和维护。

◆对设备进行任何操作前，应隔离电压输入和切断设备的工作电源。

◆要有一台可靠的电压检测设备来确认电压是否已切断。

◆在将设备通电前，应该将所有的机械部件恢复原位。

◆设备在使用中应该提供正确的额定电压。

◆在通电前应仔细检测所有的接线是否正确。

不注意这些预防措施就有可能会引起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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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SYK9000B 型开关柜智能操显装置是针对目前中压系统开关技

术发展而开发设计的一种多功能智能化开关模拟综合动态指示装

置，主要应用于电压等级为 0.1～40.5KV 的各种户内开关柜。 产

品集中指示一次回路模拟状态、手车位置、隔离刀位置、接地刀位

置、开关状态、操作机构储能状态；带有高压带电指示、带电闭锁

输出、自动加热除湿、实时数字显示温湿度值及加热器故障监测、

超高温报警并强制停止加热、智能语音防误提示、红外人体感应、

柜内电气接点在线测温、RS485 通信接口等多种功能，简化了开关

柜面板设计，美化了部局，完善了开关状态指示功能和安全性能的

新型电气装置。目前该系列产品已广泛地应用于电力、化工、铁路、

矿山、冶金、水泥等诸多行业。

二、技术参数

2.1 装置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技术指标

使用环境

环境温度 -10℃～+55℃（正常工作），

环境湿度 ≤95%

大气压力 80～110KPa

海拔高度 ≤2500 米

工作电源

电 源 AC85～265V/DC110～370V

功 耗 ≤10W

隔离耐压 2KV

电源跌落 2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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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性能

抗电强度 外壳与端子之间大于AC2000V

绝缘性能 外壳与端子之间大于 100ΜΩ

抗 震 性 10～55～10Hz 2g 1min

抗 干 扰 符合GB/T17626.8-1998 标准

环境温湿

度测量

温度测量范围 0℃～+70℃，±1℃

湿度测量范围 0～99%RH，±5%RH

电气接点

在线测温

温度测量范围 -25℃～+200℃，±1℃

管理无线传感器数量 ≤21只

电力参数

分相电流精度 ±0.2

分相电压精度 ±0.5

有功功率精度 ±0.5

无功功率精度 ±1.0

有功电能精度 ±0.5

无功电能精度 ±1.0

电能脉冲输出 脉冲输出接口

计量电压
三相三线 3×100V，3×380V

三相四线 3×57.7V , 3×220V

基本电流（Ib） 5A,特殊要求定货时需说明

通讯方式

通讯接口 RS485 接口

通讯协议 Modbus 协议

波特率 1200bps,2400 bps,4800 bps,9600 bps

数据格式 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

数据保存

时间

响应时间 ≤4s

保存时间 ≥10年

安装方式 嵌入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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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无线温度传感器技术参数

温度测量范围 -25～+200℃

测量分辨率 0.1℃

测量精度 ±1℃

温度采样频率 默认 1分钟

无线频率 2.4GHz

射频标准 IEEE802.15.4

无线传输距离 ≤10 米/2.4GHz

电池使用寿命 8年/2.4GHz

表带材料 耐高温硅胶

安装方式 捆绑式

外形尺寸 主体尺寸：38mm*35mm*24mm，表带总长：385mm

适用安装部位 电缆搭接处、母排连接处、上下触头、隔离刀闸等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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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装置面板功能图

图 1、面板功能说明图

序号 中文说明 序号 中文说明

1 温湿度数显面板 15 照明键

2 加热器 A指示灯 16 远方\就地转换开关

3 加热器 B指示灯 17 储能控制开关

4 排风 A指示灯 18 合\分闸转换开关

5 排风 B指示灯 19 已储能指示灯

6 断路器合指示 20 语音防误提示

7 断路器分指示 21 验电孔

8 接地刀闸合指示 22 高压带电显示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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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接地刀闸分指示 23 验电指示灯

10 手车试验位置指示 24 闭锁解除指示灯

11 手车工作位置指示 25 加热断线指示灯

12 设置键 26 红外接收口

13 下调键 27 红外发射口

14 上调键

四、装置功能注释

4.1 开关柜状态模拟显示

⑴断路器分、合闸指示：

断路器合闸时，红色模拟条 6 发光

断路器分闸时，绿色模拟条 7 发光

⑵手车工作位置和试验位置：

手车位于工作位置时，红色模拟条 11 发光

手车位于实验位置时，绿色模拟条 10 发光

(注:手车处于工作位置和实验位置之间时，指示灯均为不发光)

⑶接地刀指示：

当接地刀处于分闸状态时,绿色模拟条 9 发光

当接地刀处于合闸状态时,红色模拟条 8 发光

⑷储能：

当已储能时,储能指示灯 19 发光

当未储能时,储能指示灯 19 不发光

4.2 防误语音提示

⑴当接地刀处于分闸状态、断路器处于合闸状态，误将手车从试验位置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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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位置时，防误语音提示“请分断路器”同时模拟条 10、11、7、8、9

闪烁。

⑵当接地刀处于合闸状态、断路器处于分闸状态，误将手车从试验位置推至

工作位置时，防误语音提示＂请分接地刀＂，同时模拟条 10、11、6、7、

9闪烁。

⑶当接地刀处于合闸状态、断路器(负荷开关、接触器)处于合闸状态，误将

手车从试验位置推至工作位置时，防误语音提示“请分断路器，请分接地

刀”，同时模拟条 10、11、7、9闪烁。

注：三条语音提示内容主要针对手车式断路器柜。

4.3 分合闸操作功能

开关柜智能操显装置可按客户实际需求配置最多不超过三只转换

开关，也可根据客户实际需要改为相应的按钮，可实现以下操作：

1）分合闸操作；2）储能操作；3）远方/就地操作；4）照明操作。

4.4 加热除湿及排风控制功能

4.4.1 出厂默认：温度上限 +15℃， 下限 +5℃；

湿度上限 90%RH， 下限 75%RH；

排风上限+40℃， 下限+30℃；

4.4.2 加热启动：当传感器测得的环境温度低于设定的温度下限

值，或者测得的湿度值大于设定的湿度上限值时启动加热。

4.4.3 加热停止：

a)当传感器测得的环境温度高于设定的温度上限值或测得

的湿度低于设定的湿度下限值时，停止加热；

b)当传感器测得的环境温度超过+40℃时无条件停止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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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过热损伤。

4.4.4 排风启动：当传感器测得的环境温度高于设定排风上限时，

启动排风，低于排风下限时，停止排风。

4.5 高压带电显示及闭锁功能

LED启辉电压（kV）：额定相电压×(0.15-0.65)

闭锁启控电压（kV）：额定相电压×0.65

当三相高压同时不带电的状态下，闭锁触点输出闭合，同时解锁指示的红灯

亮。否则闭锁有效，同时启动闭锁无源触点输出。

注：接入电容式高压带电传感器（其输出短路电流不低于220μA±10%）。

4.6 无线测温功能

装置可以同时测量多路电气接点温度，当测量温度大于告警值时，装置输

出告警信号。每台操显装置标配 3~9 点测温(最大可以接收 21 个测量点温度)。

电气接点在线测温系统由开关柜智能操控装置、接点测温传感器、测温接

收模块（已组装在操控装置里）以及台管理软件（非标配）组成。

4.6.1 典型测温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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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具体方案可能根据现场需求有所调整

4.6.2 无线温度传感器

无线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高压带电物体表面或接点处的温度，如高压开关

柜内的裸露触点、母线连接处、户外刀闸及变压器等的运行温度。无线温度传

感器是由温度传感器、信号调理放大、逻辑控制电路、无线调制接口等组成（如

下图所示）。传感器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通过无线网络发送到无线式温度监测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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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温度传感器原理结构图

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 功能介绍

温度检测功能 实时检测被测部位的当前温度

供电电压自检功能 实时检测传感器自身的供电电压值

所检测到的数据全部通过无线上传到接收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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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温度传感器种类：

传感器类型 参数介绍

订货为默认

无线温度传感

器（有源）

参数

温度测量范围：-25～+200℃

测量精度：±1℃

温度采样频率：默认 1分钟

无线频率：2.4GHz

无线传输距离：≤10 米

电池使用寿命：8年

安装方式：捆绑式

外形尺寸：主体尺寸：38mm*35mm*24mm，表带总长：

385mm

安装

方法

第一步：传感器配对好智能操显装置主机和高压开关柜。

第二步：该面柜子的传感器配对测温部位。

第三步：打开传感器开关，并捆绑于相应的测温部位。

第四步：如果传感器的探头是带线引出型，用线顶端的探

头捆绑于测温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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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类型 参数介绍

无线温度传感

器（无源）

传感器结构：

①取电合金片：用于感应取电

②硅胶表带 ：模块主体

③传感器温度探头 ：用耐高温扎带捆绑于测温部位，检测测温部

位温度

参数

温度测量范围：-25～+200℃

测量精度：±1℃

温度采样频率：默认 10 秒

无线频率：2.4GHz

无线传输距离：≤10米

工作电源：感应取电

启动电流：≥8A

安装方式：捆绑式

主体尺寸：46mm*35mm*21mm，表带总长：3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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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第一步：预计安装部位长度，把取电合金片对折 1到 2次。

无线温度传感

器（无源）

第二步：把折好的取电片插入传感器。

第三步：将模块缠绕在取电部位（电流主路），并拉紧折

叠两侧的合金片，然后把尾部反折过来，压紧。

第四步：用硅胶表带包住取电片，并绑紧。然后用扎带把

温度探头捆绑在测温部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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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后台监控软件（注：该软件需单独定购）

后台监控软件主要包括主监控中心界面、参数设置、温度数据查询、告警

以及温度值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主要功能如下：

◆ 电气监控系统分布图

在显示界面可以显示一次系统模拟图。

◆ 温度监测：

在监控系统上集中显示被测各点的温度值。

◆ 报警功能：

实际测量到的参数值超过报警值时进行声光报警，并带有语音报警功能（需

后台带音响）。

◆ 故障显示：

被测设备温度点的位置非正常工作时显示故障。

◆ 数据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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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所有被测点的各个时刻的温度值，以便进行数据查询与历史曲线显示。

◆ 权限管理：

可进行权限设置。运行数据的设定、修改等需经有使用权限的系统操作人

员操作方生效。

4.7 电力参数测量功能

该装置是一款集成了三相多功能电力仪表功能的高压开关柜智能操

显装置、该装置可以精确地测量每一相正向、反向的有功电能以及感性和

容性的无功电能，并可显示当前各相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合相有功、无功功率等参数。全部性能指标符合 GB/T 17883《0.2S 级和

0.5S 级静止式交流有功电能表》和DL/T 614《多功能电能表》标准对多

功能电能表的各项技术要求，本系列产品具有百年日历时钟、RS485 通

讯接口,其性能稳定、精确度高、操作方便，是适应电能管理现代化的理

想计量器具 。

4.7.1 测量

该装置提供全方位的测量功能，可以充分满足高压或低压三相电力网

络中的对电力参数测量的要求，仪表提供的测量参数如下表：

测量参数 显 示 通 讯

变量有效值

电 压 相电压和线电压 一、二次侧可选 二次侧值

电 流 单相和中性线 一、二次侧可选 二次侧值

有功功率 单相和总和 一、二次侧可选 二次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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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功功率 单相和总和 一、二次侧可选 二次侧值

功率因数 单相和总和 二次侧值 一次侧值

频 率 一次侧值 一次侧值

电 能

有功电能 输入和输出（可分开计量） 一次侧值 二次侧值

无功电能 感性和容性（可分开计量） 一次侧值 二次侧值

4.7.2 电压测量

该装置在测量电压低于 300V(相)/520V(线)的时候可以直接接入而

不需外接 PT,否则必须外接 PT,当采用外部 PT 时，应注意 PT 的线性度和

精度等级，否则会影响仪表的整体测量精度。

该装置电压测量通道的过载能力一般为额定电压的 1.3 倍，用户在进

行设计时应注意这点，防止内部测量电路出现饱和，造成测量不准确。

4.7.3 电流测量

该装置电流测量通道的过载能力一般为额定测量电流的 1.3 倍，用户

在进行设计时应注意，防止内部测量回路饱和，造成测量不准确。

4.7.4 有功功率

计算三相有功功率 Pa,Pb,Pc 以及总有功功率

4.7.5 无功功率

计算三相无功功率Qa,Qb,Qc 以及总无功功率。有功和无功功率是有

符号的变量，用户在查询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时候需对此注意。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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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接线时，应注意电压、电流的相序对应关系，否则会造成计

算数据错误，而且应注意 CT 的同名端接线关系，否则会造成功率

计算数据为负。

4.7.6 功率因数

改装置可以测量各相功率因数以及总功率因数，测量范围从：

-1.00 ～ +1.00，与功率数据一样，接线的对应关系以及 CT同名端关系

都会影响功率因数的实际计算值。

4.7.7 频率

该装置工作于不同的测量模式时，频率测量的采集通道也是不相同

的，在三角形模式下装置默认是通过 AB线电压通道测量频率；在其它模

式下，该装置是通过A相电压通道测量频率的，如果 A相缺相，则取 B，

如果 A,B 同时缺相，则取 C。

4.7.8 电能计量功能

计量类别：正向有功电能、反向有功电能

感性无功电能、容性无功电能。

4.8 通讯功能

装置配有标准的 RS485 通讯接口（Modbus 协议，波特率分为 1200、

2400、4800、9600 可选）；

五、显示与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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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显示界面

时间 温温度显示 触点温度显示

5.2 参数查询

参数类型 参数代码 默认值 备注

通讯参数

地址 001

波特率 1200

1200bps

2400bps

4800bps

9600bps

温度参数
温度上限 TH 15℃

温度下限 TL 05℃

湿度参数
湿度上限 HH 90%RH

湿度下限 HL 75%RH

排风参数
排风上限 FH 40℃

排风下限 FL 30℃

测温参数
预警温度值 60℃

告警温度值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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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查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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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流程：(以设置通讯地址为例，其它参数设置方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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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事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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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孔尺寸与接线图

装置开孔尺寸:220*165mm

安装方式：嵌入式安装

温湿度传感器外形尺寸（单位：mm）

安装方式：35mm导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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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图

1、装置供电电源

为 17、18 端子，

接 入 电 压 为

AC85～265V 或

DC110～370V。

2、一次回路模拟

显示部分端子为：

7-14，所有开关

量均为无源接点

输入。

3、31-34 为电流

接线端子；35-40

为电压接线端子。

4、其它按装置端

子接线图接好并

校对正确后，方可

接通工作电源。

5、以上为装置标

准端子定义，实际

端子定义也可根

据用户要求作相

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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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功能检测方法

测试项 检测方法

装置加电测试 给装置上电瞬间，面板上所有模拟指示灯、已储能灯、加热A灯、加热B

灯，排风A灯和排风B灯，同时亮2秒，然后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一次回路模拟

显示部分测试

装置在通电正常后，可以用一根短接线，将一端接公共端14，另一端分

别接到对应的状态显示位置，观察对应的一次回路模拟显示灯是否正常

显示即可。

温湿度检测及

继电器控制部

分测试

1、接入配套的温湿度传感器，数码管上显示对应的温度和湿度测量值。

2、快速测试装置所有继电器能否正常工作方法：同时按“上调”键和

“照明”键，此时，进入继电器测试模式。然后依次按“下调”键，则

对应继电器输出。测试完成后，给装置重新上电即可。

高压带电指示

部分测试

1、装置高压带电指示部分端子从带电传感器上接入测试时，当耐压测

试仪输入高压达到额定电压的65%以上时，高压带电全部或对应相红色

指示灯亮，闭锁解除绿色指示灯不亮，电磁闭锁输出断开，电磁锁断电。

2、装置高压带电指示部分端子是从AC220V调压器输出接入逐相测试

时，当输入电压达到10-30V(注意输入电压最大不能超过50V，否则会

造成装置损坏）时，高压带电对应相红色指示灯亮，闭锁解除绿色指示

灯不亮，电磁闭锁输出断开，电磁闭锁断电。

无线测温功能

部分测试

1、 把无线温度传感器上的开关打开。

2、 5分钟内温度数据全部显示。

电力参数测量

功能测试

1、 将电流电压端子接入标准源。

2、 查看装置显示的电力参数是否在误差范围之内。

注意：在对开关柜一次系统做耐压试验时，如试验电压超过额定电压，请将本

装置 1、2、3、4号端子拔出并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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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常见故障说明

功能区 常见故障现象 判断和排除方法

装置显示
装置通电后无任何显示 1、检查装置背面的电源开关是否处于开的位置。

2、用万用表测量装置背面端子 17、18 有无正常工作电压。

一次回路

模拟显示

装置试验/工作位置、接地

刀、储能指示灯无相应显示。

1、检查装置背面端子 7-14 是否接入插紧。

2、分别检查开关量输入对应端子 7-13 与公共端 14 是否处于无

源导通的状态和用导线短接输入端子与公共端短接。

温湿度

显示及

控制

温湿度无显示 1、检查温湿度传感器及传感器线是否插好，端子是否松脱。

2、使用替换法，把其它装置上正常的温湿度传感器和传感器线

装到本装置上，查看温湿度显示是否正常。

1)装置加热指示灯和排风指

示灯常亮，加热器处于长加

热状态，排风处于长排风状

态

1、观察显示屏是否人为误进入的继电器测试模式，如果误进入

了，则给装置重装上电即可。

2、查看装置的温湿度测量值是否达到加热和排风条件。

3、进入的继电器测试模式，测试相应继电器是否正常。

2)装置加热指示灯亮时，加

热器不加热，断线指示灯亮。

1、拔掉相应加热器端子，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测量加热输出继

电器是否闭合。如果闭合正常，则需检查外部加热器电路。

高压带电

指示

1、一次高压带电时高压带电

指示灯亮缺相或亮度特暗。

2、一次高压带电时闭锁解除

指示灯仍亮或闪烁。

检查装置高压带电端子接线是否正确可靠；用万用表交流当测量

装置端子A、B、C相与接地之间是否有电压，电压一般为10-60V

（根据带电传感器不同而定）；如测量电压偏低检查带电传感器

的性能参数是否按规定配置，是否符合装置对其要求。

触点温度

1、所有触点温度都无显示 1、无线温度传感器与操显装置之间是否超出距离范围。

2、查看无线温度传感器的开关是否已经打开（有源）。

3、查看模块是否安装在电流回路的主路上。（无源）

4、查看高压开关柜是否已带负载，电流是否>8A（无源）。

5、查看无线温度传感器的编号与操控装置的编号是否一致。

6、查看操显装置上设置模块地址是否与装置上编号一致。

2、个别触点温度无显示 1、查看无线温度传感器的开关是否已经打开。（有源）

2、查看无线温度传感器的编号与操控装置的编号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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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开关无线温度传感器开关。（有源）

4、查看模块是否安装在电流回路的主路上。（无源）

5、查看该相电流是否>8A（无源）。

电力参数 测量数据不准确 1、详见本说明书第 4.7 章节“电力参数测量功能”

通讯

通讯连不上。 1、通讯接线端子是否接线插紧。

2、通讯数据线 A、B是否接反。

3、通讯协议使用是否正确。

4、接收设备的波特率是否设置正确。

5、接收设备上设置的通讯地址是否与装置标明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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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通讯协议

通讯协议

通讯规约 Modbus RTU

通讯波特率 1200bps、2400bps、4800bps、9600bps（可选）

数据格式 数据位 8 位

奇偶校验位 无

停止位 1 位

读命令 0x03

写命令 0x10

寄存器地址表：

寄存器地址 寄存器内容 实际值 单 位 备注

智能操显示装置基本数据寄存器

02 开关量状态数据 表一

05 A 路温度 ℃
寄存器最高位为符号

位（bit15=0 表示正，

bit15=1 表示负）

06 A 路湿度 %RH

07 B路温度 ℃

08 B路湿度 %RH

10 备 用

智能操显示装置触点测温相关的数据寄存器

31 第一组测温点 1 * 0.1 ℃

32 第一组测温点 2 * 0.1 ℃

33 第一组测温点 3 * 0.1 ℃

34 第二组测温点 4 * 0.1 ℃

35 第二组测温点 5 * 0.1 ℃

36 第二组测温点 6 * 0.1 ℃

37 第三组测温点 7 * 0.1 ℃

38 第三组测温点 8 *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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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第三组测温点 9 * 0.1 ℃

40 第四组测温点 10 * 0.1 ℃

41 第四组测温点 11 * 0.1 ℃

42 第四组测温点 12 * 0.1 ℃

43 第五组测温点 13 * 0.1 ℃

℃44 第五组测温点 14 * 0.1

45 第五组测温点 15

第六组测温点 16

* 0.1

* 0.1

℃

℃46

47 第六组测温点 17

第六组测温点 18

* 0.1

* 0.1

℃

℃48

49 第七组测温点 19

第七组测温点 20

* 0.1

* 0.1

℃

℃50

51 第七组测温点 21

第八组测温点 22

* 0.1

* 0.1

℃

℃52

53 第八组测温点 23

第八组测温点 24

* 0.1

* 0.1

℃

℃54

智能操显示装置参数寄存器

200 装置地址

201 波特率状态字 表二

202 温度上限 ℃

203 温度下限 ℃

204 湿度上限 %RH

205 湿度下限 %RH

206 排风上限 ℃

207 排风下限 ℃

208 循显时间 S

209 触点测温上限 ℃

210 触点测温上上限 ℃

电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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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线性频率 Hz

402 Ia电流 *0.01 A

403

404 Ib 电流 *0.01 A

405

406 Ic 电流 *0.01 A

407

408 I0 电流 *0.01 A

409

410 Ua 电压 *0.01 V

411

412 Ub 电压 *0.01 V

413

414 Uc 电压 *0.01 V

415

416 U0 电压 *0.01 V

417

418 Pa 有功功率 *0.01 KW

419

420 Pb 有功功率 *0.01 KW

421

422 Pc 有功功率 *0.01 KW

423

424 P 总有功功率 *0.01 KW

425

426 Qa 无功功率 *0.01 kVar

427

428 Qb 无功功率 *0.01 kVar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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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Qc无功功率 *0.01 kVar

431

432 Q总无功功率 *0.01 kVar

433

434 COSa 功率因数 *0.1 %

435 COSb 功率因数 *0.1 %

436 COSc 功率因数 *0.1 %

437 COS总功率因数 *0.1 %

438 (当前)正向有功总电能 (*PT*CT)*0.0001 Kwh

439

448 (当前)反向有功总电能 (*PT*CT)*0.0001 Kwh

449

458 (当前)正向无功总电能 (*PT*CT)*0.0001 Kwh

459

468 (当前)反向无功总电能 (*PT*CT)*0.0001 Kwh

469

表一 开关量状态

D7….D0 位

D0----------第 1 路开关量信号 D1----------第 2 路开关量信号

D2----------第 3 路开关量信号 D3----------第 4 路开关量信号

D4----------第 5 路开关量信号 D5----------第 6 路开关量信号

D6----------第 7 路开关量信号 D8----------无

表二 波特率状态字

D8………………………….D0

0----------1200bit/s 1----------2400bit/s

2----------4800bit/s 3----------9600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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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1200bit/s

表三：报文实例

读开关柜 24 个温度采集点的数据报文

0x01 0x03 0x001F 0x0018 0x74 0x06

读开关柜温度数据装置回应报文

0x01 0x03 0x30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01 0x14

0x01 0x11 0x01 0x12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装置地址 读命令 启始寄存器 读寄存器个数 CRC16L CRC16H

地址 读响应 数据内

容长度

通道 1

离线

通道2

离线

通道 3

离线

通道 4

27.6℃

通道 5

27.3℃

通道 6

27.4℃

通道 7

离线

通道 8

离线

通道 9

离线

通道 10

离线

通道 11

离线

通道 12

离线

通道 13

离线

通道 14

离线

通道 15

离线

通道 16

离线

通道 17

离线

通道 18

离线

通道 19

离线

通道 20

离线

通道 21

离线

通道 22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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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ff 0xff 0xff 0xff 0xC9 0xC9

备 注：

1、实际温度＝（高字节数据*256 + 低字节数据）*0.1

2、通道温度数据为 0XFFFF 表示该通道采集模块离线或该装置系统中没有接入该通道的采集模块

通道 23

离线

通道 24

离线

CRC16L CRC1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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