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书

□ 安装、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使用

    说明书，并妥善保管、备用。

符合标准:GB/T 14048.4 

    打开外包装纸盒，检查包装盒内应有使用说明书，合格证。

    用户在订货时，请注明产品的型号、规格。如有特殊要求，

请与制造商协商。

九、开箱及检查

十、订货须知

十一、公司承诺

    在用户遵守、使用、保管条件及产品封印完好的前提下，自

产品生产日期起二十四个月内，产品如因制造质量问题发生损坏

或不能正常使用的，本公司负责无偿修理或更换。超过保修期的，

需有偿修理。但因下述情形引起损坏的，即使在保修期内亦做有

偿修理：

(1) 因使用、维护、保管不当的；

(2) 自行改装、不适当修理的；

(3) 购买后由于摔落及安装过程中发生损坏的；

(4) 地震、火灾、雷击、异常电压及二次灾害等不可抗力的；

(5) 产品使用电寿命超过10万次；机械寿命超过100万次的。

    如有问题请与经销商或本公司客户服务部门联系。

    客户服务热线400-826-8008

七、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7.1 开机不工作

    检查三相电源是否有断相，供电电源是否符合交流接触器额

定电源电压要求，电源线是否断线，交流接触器是否损坏。

7.2  故障排除

    产品出现故障后，首先断开电源，然后查找故障原因；检查

线路无误后按安装，使用操作说明操作。

    确属产品本身质量问题的产品，请与当地经销公司或我公司

联系。

八、运输与贮存

    产品贮存和运输过程中不受到雨雪的侵袭，及挤压，在贮存时

应放置在空气流通，相对湿度（25℃±5℃）不超过90%。温度下限

为-25℃，温度上限为+55℃。

CDS11系列电动机保护器

6.4 由于本保护器无温度保护功能，故用户需注意电动机的工作

环境及通风冷却情况。

6.5 禁止在产品通电情况下拆装产品。

6.6 严禁在电流及电动机或负载不正常时，调大保护器的电流电

位器，如调大容易烧坏电机。

6.7 对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人身安全的设备，设计时请务必

使技术特性和性能数值有足够余量，同时应该采用二重电路保护

等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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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格 证
本产品执行GB/T 14048.4标

准，经检验合格，准予出厂。  

名  称：

型  号：CDS11系列

电动机保护器

检  验  员：

检验日期： 见内盒标签

检 01

地址: 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电器城3单元    邮编: 325604

电话: (86-577)6177 8888

传真: (86-577)6177 8000

客服热线: 400-826-8008

本使用说明书自2020年5月 第一版

生产厂:

三、技术参数

M

一、概   述

1.3 正常工作条件及安装条件
1.3.1 使用环境：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米；周围环境温度不高于+40℃
及不低于-5℃；在无严重震动和爆炸危险的介质中，且介质中无足以
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气体与尘埃；在雨雪侵袭不到的地方。
1.3.2 垂直或水平安装。

二、结构特征与工作原理

四、产品外形及安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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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规格(见表)

无标注为基本型   

设计序号

电动机保护器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D表示只有断相功能

P表示拨码开关整定方式；A为改进型

1.1 适用范围
    CDS11系列电动机保护器，适用于交流50/60Hz，电压380V
及以下的供电电路中与交流接触器等开关电路组成电动机控制电
路。当电动机的主电路出现断相、过载、堵转、三相不平衡等非
正常工作状态时，能及时断开开关电器触头，分断电动机三相电
源，可靠地保护电动机。
1.2 型号定义

    CDS11系列电动机保护器根据电动机功率特点划分，采取划段
小、保护精度高、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使用方便等特点设计而
成。保护器具有对称性故障（如过载、堵转等）及非对称性（如
断相、电流不平衡）的保护功能。本保护器采用电流检测技术，
对检测后感应电压既作检测信号又作为电源，故无需外电源，采
用可控硅输出接口，整个系列均采用穿芯式、全封闭结构。本保
护器不但结构简单、动作可靠、使用方便、价格低廉、而且无功
耗、无火花、免维修、寿命长、体积小。是目前国内唯一真正取
代热继电器的电动机保护器。特别适用于工作环境恶劣，电网质
量较差的场合。

CDS11、CDS11-D CDS11-P   2.5-80A
外形及安装尺寸图

、

或用35mm导轨安装

五、安装、使用操作说明

5.1 将保护器用螺丝钉安装固定在平面上； 其中80A以上的保护

器还可以采用35mm安装轨进行安装。

5.2 按应用电路正确接线；保护器的两个接线端子必须串连在交

流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中。

5.3 将保护器的电流调节电位器顺时针调整至最大。确定线路连

接无误后，启动电动机，电动机正常运行；此时保护器的三相指

示灯绿灯亮；保护器面板上的为示意电流刻度；使用时以实际为

准，然后缓慢逆时针调节电位器调整电流；直至过载指示灯红灯

由不亮变为微闪烁亮的状态；再顺时针进行微调电流电位器至过

载指示灯红灯不亮的临界位置(不能调得过大，否则易烧电机)；

并观察3分钟左右，在此期间电流或电动机及负载均正常，过载指

示灯红灯不亮，则电流调整完毕。

六、操作注意事项

L1 L2
S1：停止按钮；
S2：启动按钮；
KM：交流接触器线圈AC380V；
KM1：交流接触器常开主触头；
KM2：交流接触器常开辅助触头

、 、L3：三相电源；

应用电路接线举例

L1 L2
N：零线；
S1：停止按钮；
S2：启动按钮；
KM：交流接触器线圈AC220V；
Km1：交流接触器常开主触头；
KM2：交流接触器常开辅助触头

、 、L3：三相电源；

M

6.1 由于本保护器的输出接口采用无触点的固态式交流电子开关，

故检验开关的通断特性不能简单的用万用表电阻档来测量。

6.2 本保护器用于自动控制线路中，保护器动作后要重新启动，

必须切断控制回路电源，使保护器的输出口断电复位，否则将不

能正常工作。

6.3 本保护器的输出接口不能控制直流接触器类设备。如用户使

用的交流接触的线圈电压大于380V或电流大于1A；须用中间继电

器转换；本保护器的输出接口严禁短路。

无此功能（“     ”）
 

Thm  

型号

电流规格（A）

输出接口负载能力 

输出接口复位方式 

输出接口复位时间 

额定绝缘电压Ui

额定工作电压Ue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Uimp

使用类别

外壳防护等级

辅助回路触点种类数量

辅助回路使用类别下
工作电压及工作电流

脱扣级别

保护功能

过载保护时间

断相保护时间

不平衡保护时间

电寿命

机械寿命

安装方式

CDS11、CDS11-A CD11-D

1～2.5 2 5 4 10 8 20 16 40
32～80、64～160 128～320

、 ～ 、 ～ 、 ～ 、 ～ 、
、

1 80～

AC380V

AC380V

  AC2500V

主回路AC-3；配用的辅助触头(本体)AC-15

1常开

AC-15  Ue：AC380V  Ie：0 .2A

380V 1A(AC)  阻性

10A

IP50

控制电路断电复位

60s±10s

断相保护、过载保护、堵转保护、三相不平衡保护 断相保护

整定电流倍数 工作时间 状态 周围空气温度℃

1 .05

1 .2
1 .5

7 .2

＞2h不动作

≤2h动作

≤2min动作

2s＜TP 10s≤

冷态

热态

热态

冷态

任意一相或二相断相，动作时间≤2s。

任意二相电流，相差超过50%±10时，动作时间≤3s。

无此功能

4≥10×10 次
4≥100×10 次;

装置式(采用TH35型安装轨或螺钉固定安装)

20±5

无此功能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
（主回路）

Ie：2.5A，5A，9.9A，10A；Ue：1.1Ue/Iq：1kA，配用SCPD型号：RT14-20
Ie：20A，40A，49A；Ue：1.1Ue/Iq：3kA，配用SCPD型号：RT14-63
Ie：80A，79A；Ue：1.1Ue/Iq：3kA，配用SCPD型号：RT16-00，125A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配合
SCPD型号（辅助回路） RT16-00，6A

协调配合类型 “1”协调配合

电磁兼容环境 环境 A

热记忆功能

64A-160A
128A-320A

外形及安装尺寸图

负载电压：无标注为AC380V ,220:AC220V

CDS11-P

1～9.9A、
8～49A 、
40～79A

CDS11

AC220V

CDS11-A   2.5-80A
外形及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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