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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系列

实现电力系统集成

向分布式发电的转变正在颠覆人们对发电、输电和用电的传统观念。通过
电网、电流将变得更加分散、并且可双向传输。本地测量、故障检测及远
程控制已经成为实现电网稳定性和智能化负载管理的重要前提。采取新做
法已成为必然：鼓励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并通过先进的监控、通信与
控制简化分布式发电装置的互连。Woodward 是公认的先进发电和配电控
制产品领域的领军企业。我们通过开发旨在用于复杂系统的尖端控制和保
护设备来不断增强现有产品、从而满足将来智能电网的要求。我们的全球战
略目标是将发电和配电的各个方面结合起来以实现电力系统集成、这就是 
Power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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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WIC1TU、适用于现场诊断 

   WIC1PC3、通过 USB 端口进行  
PC 通信. 

电流互感器

  AS1 型、壁挂式

WIP1

 采用双电源供电
 可与 CT 一起使用.. ./1 A
 适用于能量最大为 1.5 焦耳 (Ws) 的低能和高能跳闸线圈
 靠电池供电、通过按钮和显示器进行参数设置
 带自检触点
 板载报警指示器和报警指示器输出
 警报和跳闸触点
 远程跳闸输入
 数字输入
 Modbus RTU 通信
 带时标的故障记录

WIC1

 提供 25 年免费维护
 IEC 反时限与保险丝特性
 可与宽范围 CT 一起使用
 适用于能量最大为 0.1 焦耳 (Ws) 的低能跳闸线圈
 可通过 DIP 和 HEX 开关进行设置、也可通过 PC 设置
 远程跳闸输入

WIB1

 提供 25 年免费维护
 两个报警指示器输出
 IEC 反时限特性
 可与宽范围 CT 一起使用
 适用于能量最大为 0.1 焦耳 (Ws) 的低能跳闸线圈
 可通过 DIP 开关进行设置
 远程跳闸输入

面向客户
的设计

我们在此产品线中为您介绍的保护继电器是在与客户密切合作的
基础上开发的。此合作开发的产品将与市场上常见的任何一种断
路器匹配。由于这些继电器在工作时不需要提供辅助电压、因此
它们非常适合自运转输电站和配电站、地方电网和环网柜使用。

特性与功能

 应用于中压配电系统
 自行供电 (CT)
 采用简单保护设置
 提供了适合低能和高能跳闸线圈的解决方案
 适用于恶劣的环境条件
 具有最佳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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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继电器

基本
信息

 Power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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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灵活、易于使用。 
WI 系列设备为您的应用提供了最便捷的解决方案。

为您的应用提供
设备齐全的保护套件

WI 系列

用于紧凑型环网柜的
自供电过电流时间继电器

自供电
保护继电器

WIP1 WIB1 WI-Soft 诊断和
设置软件WIC1  

WIP1 特性和设置范围

设置范围 功能

I> 0.5 x-2.5 x In

tI> 0.06-300 秒 定时限

0.05-10 NINV、VINV、EINV、RI-INV、LI-INV、X^2
、X^3 和 X^4

tmin 0.06-2 秒 最小跳闸时间

I>> 1 x- 35 x In

tI>> 0.06-2 秒 定时限

IE> 0.05*-2 x In

tIE> 0.1-300 秒 定时限

0.05-10 NINV、VINV、EINV、RI-INV 和
LI-INV

tmin 0.06-2 秒 最小跳闸时间

IE>> 1- 9 x In

tIE>> 0.06-2 秒 定时限

* 单相最低电流必须超过 0.5 A

WIC1 特性和设置范围

设置范围 功能

I> 0.9 x-2.5 x Is

tI> 0.04-300 秒 定时限

0.05-10 NINV、VINV、EINV、RI-INV、LI-INV、HV-Fuse  
和 FR-Fuse

I>> 1 x-20 x Is

tI>> 0.04-3 秒 定时限

IE>(E) 0.2-2.5 x Is

tIE> 0.1-20 秒 定时限

WIB1 特性和设置范围

设置范围 功能

I> 0.9 x-2.5 x Is

tI> 0.1-2.0 秒 定时限

0.05-10 NINV、VINV 和 EINV

I>> 1 x-20 x Is

tI>> 0.04-3 秒 定时限

IE> 0.2-2.5 x Is

tIE> 0.1-2.0 秒 定时限

0.05-1.0 NINV、VINV 和 EINV

IE>> 1-7 x Is

tIE>> 0.1 秒 定时限

自供电保护继电器 WIP1 提供了扩展功能、并准备应用于智能电网解决方
案。WIP1 适合与许多标准 CT 和 CB 的跳闸线圈一起使用。

自供电保护继电器 WIC1 为中压电网提供了可靠的保护、它专为带集成 CB 的
紧凑型 RMU 而设计。由于 WIC1 具有较低的一次电流、继电器可以与小型变
压器一起使用。

自供电保护继电器 WIB1 具有与 WIC1 相同的特性。 
WIB1 可根据以下条件进行定制（具体取决于区域要求）。

我们还为 WI Line 提供诊断和设置软件。WI-Soft2 和 WISoft1.0 在设置和读
取参数、读取故障记录、将参数集存储至 PC 以及脱机参数化处理方面可提
供帮助。

WI-Soft2
  WIC1和 WIB1 的诊断软件
  WIC11 版本参数化工具
  读取跳闸原因和跳闸值

 （所有版本）

WISoft1.0
  WIP1-3 的诊断和设置软件

WIP1 原理图

跳闸输出 跳闸指示器

远程跳闸输入
快速跳闸输入

复位输入
闭锁输入

报警指示器
自检继电器
警报继电器

双稳态跳闸继电器
RS-485 端口

3 相 CT

接地 CT

WIP1

两个版本

  WIB12PE - 具有二次测试用的接线
端子(左)

  WIB12FE - 不具备端子盖板和二次
测试用的接线端子

WIC1 原理图

WIC 1
跳闸输出

远程跳闸
报警指示器

PC

WIB1 原理图

WIB 1
跳闸输出

远程跳闸
 I> 报警指示器

IE > 报警指示器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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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0.05*-2 x In

tIE> 0.1-300 秒 定时限

0.05-10 NINV、VINV、EINV、RI-INV 和
LI-INV

tmin 0.06-2 秒 最小跳闸时间

IE>> 1- 9 x In

tIE>> 0.06-2 秒 定时限

* 单相最低电流必须超过 0.5 A

WIC1 特性和设置范围

设置范围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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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0 NINV、VINV、EINV、RI-INV、LI-INV、HV-Fuse  
和 FR-F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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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0.04-3 秒 定时限

IE>(E) 0.2-2.5 x Is

tIE> 0.1-20 秒 定时限

WIB1 特性和设置范围

设置范围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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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0.1-2.0 秒 定时限

0.05-10 NINV、VINV 和 EI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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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0.04-3 秒 定时限

IE> 0.2-2.5 x Is

tIE> 0.1-2.0 秒 定时限

0.05-1.0 NINV、VINV 和 EINV

IE>> 1-7 x Is

tIE>> 0.1 秒 定时限

自供电保护继电器 WIP1 提供了扩展功能、并准备应用于智能电网解决方
案。WIP1 适合与许多标准 CT 和 CB 的跳闸线圈一起使用。

自供电保护继电器 WIC1 为中压电网提供了可靠的保护、它专为带集成 CB 的
紧凑型 RMU 而设计。由于 WIC1 具有较低的一次电流、继电器可以与小型变
压器一起使用。

自供电保护继电器 WIB1 具有与 WIC1 相同的特性。 
WIB1 可根据以下条件进行定制（具体取决于区域要求）。

我们还为 WI Line 提供诊断和设置软件。WI-Soft2 和 WISoft1.0 在设置和读
取参数、读取故障记录、将参数集存储至 PC 以及脱机参数化处理方面可提
供帮助。

WI-Soft2
  WIC1和 WIB1 的诊断软件
  WIC11 版本参数化工具
  读取跳闸原因和跳闸值

 （所有版本）

WISoft1.0
  WIP1-3 的诊断和设置软件

WIP1 原理图

跳闸输出 跳闸指示器

远程跳闸输入
快速跳闸输入

复位输入
闭锁输入

报警指示器
自检继电器
警报继电器

双稳态跳闸继电器
RS-485 端口

3 相 CT

接地 CT

WIP1

两个版本

  WIB12PE - 具有二次测试用的接线
端子(左)

  WIB12FE - 不具备端子盖板和二次
测试用的接线端子

WIC1 原理图

WIC 1
跳闸输出

远程跳闸
报警指示器

PC

WIB1 原理图

WIB 1
跳闸输出

远程跳闸
 I> 报警指示器

IE > 报警指示器
PC

用于紧凑型环网柜的
自供电过电流时间继电器

用于紧凑型环网柜的
自供电过电流时间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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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电力系统集成

向分布式发电的转变正在颠覆人们对发电、输电和用电的传统观念。通过
电网、电流将变得更加分散、并且可双向传输。本地测量、故障检测及远
程控制已经成为实现电网稳定性和智能化负载管理的重要前提。采取新做
法已成为必然：鼓励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并通过先进的监控、通信与
控制简化分布式发电装置的互连。Woodward 是公认的先进发电和配电控
制产品领域的领军企业。我们通过开发旨在用于复杂系统的尖端控制和保
护设备来不断增强现有产品、从而满足将来智能电网的要求。我们的全球战
略目标是将发电和配电的各个方面结合起来以实现电力系统集成、这就是 
PowerConnect。

DOK-FLY-WIOCN

联系方式

地区
中北美洲
南美
欧洲
中东和非洲
俄罗斯
中国
印度
东南亚和大洋洲

电话
+1 970 962 7331
+55 193708 4800
+49 711 789 54 510
+971 2 6275185
+7 812 319 3007
+86 512 8818 5515
+91 124 4399 500
+49 711 789 54 510

电子邮件
SalesPGD_NAandCA@woodward.com
SalesPGD_SA@woodward.com 
SalesPGD_EUROPE@woodward.com
SalesPGD_MEA@woodward.com
SalesPGD_RUSSIA@woodward.com
SalesPGD_CHINA@woodward.com
SalesPGD_INDIA@woodward.com
SalesPGD_ASEAN@woodward.com

配件

  WIC1TU、适用于现场诊断 

   WIC1PC3、通过 USB 端口进行  
PC 通信. 

电流互感器

  AS1 型、壁挂式

WIP1

 采用双电源供电
 可与 CT 一起使用.. ./1 A
 适用于能量最大为 1.5 焦耳 (Ws) 的低能和高能跳闸线圈
 靠电池供电、通过按钮和显示器进行参数设置
 带自检触点
 板载报警指示器和报警指示器输出
 警报和跳闸触点
 远程跳闸输入
 数字输入
 Modbus RTU 通信
 带时标的故障记录

WIC1

 提供 25 年免费维护
 IEC 反时限与保险丝特性
 可与宽范围 CT 一起使用
 适用于能量最大为 0.1 焦耳 (Ws) 的低能跳闸线圈
 可通过 DIP 和 HEX 开关进行设置、也可通过 PC 设置
 远程跳闸输入

WIB1

 提供 25 年免费维护
 两个报警指示器输出
 IEC 反时限特性
 可与宽范围 CT 一起使用
 适用于能量最大为 0.1 焦耳 (Ws) 的低能跳闸线圈
 可通过 DIP 开关进行设置
 远程跳闸输入

面向客户
的设计

我们在此产品线中为您介绍的保护继电器是在与客户密切合作的
基础上开发的。此合作开发的产品将与市场上常见的任何一种断
路器匹配。由于这些继电器在工作时不需要提供辅助电压、因此
它们非常适合自运转输电站和配电站、地方电网和环网柜使用。

特性与功能

 应用于中压配电系统
 自行供电 (CT)
 采用简单保护设置
 提供了适合低能和高能跳闸线圈的解决方案
 适用于恶劣的环境条件
 具有最佳性价比

WI 系列 

WI 系列 自供电
保护继电器

基本
信息

 Power distribution
 Always innovating for a bet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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