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说明书使⽤说明书

DDSF858型
单相静止式多费率电能表

使⽤说明书使⽤说明书

产品安装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

书，并妥善保管，以备查阅。



一、概述

DDSF858 单相静止式多费率电能表是本公司按照国家

电网公司智能电表相关技术规范研制生产的新一代电能计

量产品。本产品采用专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和 SMT生产工艺，

具有电能计量、数据处理、实时监测、自动控制、信息交互

等功能。

本产品完全符合以下标准要求：

GB/T 1634.1-2004 《塑料 负荷变形温度的测定 第 1部
分：通用试验方法》

GB/T 1634.2-2004 《塑料 负荷变形温度的测定 第 2部
分：塑料、硬橡胶和长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215.211-2006 《交流电测量设备 通用要求 试

验和试验条件，第 11部分：测量设备》

GB/T 17215.301-2007 《多功能电能表 特殊要求》

GB/Z 21192-2007 《电能表外形和安装尺寸》

DL/T 645-2007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

DL/T 830-2002《静止式单相交流有功电能表使用导则》

JJG 596 《电子式电能表检定规程》

Q/GDW205-2008 《电能计量器具条码》

Q/GDW206 《电能表抽样技术规范》

二、规格和主要参数

2.1 规格

额定电压:220V
额定电流:1.5(6)A、5(20)A、10(40)A、5(60)A、
15(60)A、20(80)A、30(100)A
精度等级:1级、2级
参比频率:50Hz



2.2 基本误差

2.3 起动: 在额定电压和 cosφ=1(对有功电能表)的条件下,
负载电流升到起动电流 IQ 后,电能表在起动时限内能起动

并连续记录。

直接接入:IQ=0.004Ib,经互感器接入:IQ=0.002In。

起动规定时间： min

2.4 潜动：施加 115%的额定电压,电流线路无电流,cosφ=1,
电能表的测试输出在规定的时限内不应产生多于一个的脉

冲。

2.5 工作电压范围

2.6 环境条件

2.6.1 参比温度及参比相对湿度：

参比温度为 23℃，相对湿度为 45%～75%。

2.6.2工作温湿度范围



2.6.3 大气压力：

63.0kPa～106.0kPa(海拔 4000m及以下),特殊订货要求除

外。

2.7 功耗

2.7.1电压线路：

在参比频率、参比电流和参比电压条件下，电能表处于

非通信状态，背光关闭，电压线路的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消

耗不大于 1.5W、10VA。
2.7.2电流线路：

在参比电流、参比温度和参比频率下，电流线路的视在

功率消耗不超过 1VA。
2.8 电量 LCD显示：0～999999.99kWh。
2.9 电池

采用长寿命环保锂电池,电池容量≥1.2Ah,在电能表寿命

周期内无需更换，断电后可维持内部时钟正确工作时间累计

5年以上。电池电压不足时，电能表能自动提示、报警。

三、主要功能

3.1 计量功能

a) 具有正向、反向有功电能量计量功能。

b) 具有分时计量功能；有功电能量对尖、峰、平、谷等

各时段电能量及总电能量分别进行累计、存储。

3.2 时钟

a) 具有日历、计时、闰年自动转换功能。

b) 时钟端子输出频率为 1Hz。
c) 可通过 RS485、红外等通信接口对电能表校时，日期

和时间的设置有防止非授权人操作的安全措施。

d) 电能表只接受小于或等于 5 分钟的时钟误差广播校

时；每日只允许校时一次，且应尽量避免在电能表执行结算

数据转存操作前后 5分钟内进行。



3.3 费率和时段

a) 支持尖、峰、平、谷四个费率。

b) 具有两套可以任意编程的费率和时段，并可在设定的

时间点起用另一套费率和时段。

c) 每套费率时段全年可设置 2 个时区；24 小时内可以

设置 8个时段；时段最小间隔为 15分钟；时段可以跨越零

点设置。各时段设置按时间从小到大排列。

d) 支持公共假日和周休日特殊费率时段的设置。

3.4 清零

a) 清除电能表内存储的电能量、冻结量、事件记录等数

据。

b) 清零操作作为事件永久记录，有防止非授权人操作的

安全措施。

c) 电能表底度值只能清零，禁止设定。

3.5 数据存储

a) 至少能存储上 12 个结算日的单向或双向总电能和各

费率电能数据；数据转存分界时刻为月末的 24时（月初零

时），或在每月的 1号至 28号内的整点时刻。

b) 停电时刻错过结算时刻，上电时补全上 12个结算日

电能量数据。

c) 在电能表电源断电的情况下，所有与结算有关的数据

至少保存 10年，其它数据至少保存 3年。

3.6 冻结

a) 定时冻结：按照约定的时刻及时间间隔冻结电能量数

据；每个冻结量至少保存 60次。

b) 瞬时冻结：在非正常情况下，冻结当前的日历、时间、

所有电能量和重要测量量的数据；瞬时冻结量保存最后 3
次的数据。

c) 日冻结：存储每天零点的电能量，可存储 62天的数

据量。停电时刻错过日冻结时刻，上电时补全日冻结数据，



最多补冻最近 7个日冻结数据。

d) 约定冻结：在新老两套费率/时段转换或电力公司认

为有特殊需要时，冻结转换时刻的电能量以及其他重要数据。

e) 整点冻结：存储整点时刻或半点时刻的有功总电能，

可存储 254个数据。

f) 冻结内容及标识符符合 DL/T 645－2007 及其备案文

件要求。

3.7. 事件记录

a) 记录编程总次数，以及最近 10次编程记录，每次编

程记录记录编程期间最早一次数据项编程时刻、操作者代码

以及编程期间最后 10个编程项的数据标识。

b) 记录校时总次数（不包含广播校时），最近 10次校时

的时刻、操作者代码。

c) 记录掉电的总次数，以及最近 10次掉电发生及结束

的时刻。

d) 记录开表盖总次数，最近 10次开表盖事件的发生、

结束时刻以及开表盖发生时刻的电能量数据，停电期间，电

能表只记最早的一次开表盖事件。

e) 记录电源异常事件总次数，最近 10次发生时刻、结

束时刻及对应的电能量数据。

3.8 通信

通信信道物理层独立，任意一条通信信道的损坏都不影

响其它信道正常工作。通信时，电能表的计量性能、存储的

计量数据和参数不受到影响和改变。调制型红外、RS485
对电能表进行设置或抄读数据的权限一致，均能实现 DL/T
645－2007要求的所有功能。当有重要事件发生时，支持主

动上报。

3.9 显示

a) 具备自动循环和按键两种显示方式；自动循环显示时

间间隔可在 5~20s内设置。



b) 电能表在正常工作状态进行按键、红外通讯等操作时，

LCD启动背光。按键触发背光启动后，60s无操作自动关闭

背光；红外触发时，2个自动轮显周期后关闭背光。

c) 停电后，液晶显示自动关闭；液晶显示关闭后，可用

按键方式唤醒液晶显示，唤醒后如无操作，自动循环显示一

遍后关闭显示；按键显示操作结束 30秒后关闭显示。为节

省电池，不支持红外唤醒。

d) 显示内容分为数值、代码和符号三种。电能表可显示

电能量、功率、时间等各类数值，数值显示位数 8位，显示

小数位可以设置；显示的数值单位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如：kW、kWh等；显示符号包括功率方向、费率、编程状

态、通信状态、电池欠压、故障等标志；显示代码为显示内

容编码。显示内容可通过编程进行设置。

e) 具备上电全显功能，电能表在上电后 1秒内液晶满屏

显示，背光点亮。液晶显示与背光点亮的时间默认 5s，时

间间隔可在 5～30s内设置。具备通过通讯命令使带电电能

表液晶屏全显示功能，液晶显示维持时间为 10s。
3.10 停电抄表及显示

在停电状态下，电能表能通过按键方式唤醒电能表抄读

数据。

3.11 报警

采用背光点亮方式进行光报警，当事件恢复正常后报警

自动结束。



四、显示功能

4.1电能表显示

图 1 单相静止式多费率电能表 LCD显示界面参考图

说明：LCD显示界面信息的排列位置为示意位置。

4.2 电能表采用 LCD显示，具体显示项目如下表：



五、外形及安装接线

5.1电能表外观简图

5.2 电能表侧视/后视尺寸简图



5.3 电能表端子接线图

表 A-1 直接接入式电能表接线端子定义

5.4 安装

严禁带电安装接线！

电能表尽可能安装在室内，室外安装时采用专用的仪表

箱保护，安装底板应固定在坚固耐火且不易振动的墙面上。

安装电能表的周围空气中不能有腐蚀性的气体，避免沙尘、

盐雾等。

使用电能表时必须严格按照表尾盖内的接线图进行接线，

接入端子座的引线建议采用铜线, 端子座内固定引线的螺

钉应拧紧，避免因接触不良发热而使电能表烧毁。



六、运输与贮存

6.1电能表的运输与拆封不应受到剧烈冲击，应根据

GB/T15464-1995《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运

输和贮存。

6.2保存电能表在原包装内，保存在环境温度-25℃～70℃的

地方,相对湿度不超过 75%，空气中不应含有腐蚀性气体。

6.3、电能表在仓库里保存应放在台架上，叠放高度不超过 5
箱，拆箱后单只包装电能表叠放高度不超过 10只。

七、保证期限和售后服务

电表自发货日起 18个月内，用户在遵守本说明书规定的

运输、贮存、安装操作规范要求，且制造厂铅封仍完整的条

件下，若有质量问题，我公司负责免费修理或更换。



Cj40系列交流接触器
SERIES

使⽤说明书

产品安装使⽤前，请仔细阅读使⽤说明书，
并妥善保管，以备查阅。

符合标准：GB/T14048.4

BHQ系列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使⽤说明书

产品安装使⽤前，请仔细阅读使⽤说明书，
并妥善保管，以备查阅。

符合标准：GB/T�14048.4
⽣产⼚：⼈⺠电器集团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柳乐路555号
官⽅⽹址：www.chinapeople.com
销售热线：0577-62739568  客服热线：400�898�1166

注意：对于本⼿册的内容，若因技术升级或采⽤更新的
⽣产⼯艺，⼈⺠电器有权随时更改、变动，不再另作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