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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

常熟开关致力于为用户提供精品电器产品，为社会、客户创造更高价值，打造一流的民族电器

品牌。

常熟开关坚持自主创新，持续完善创新平台，不断提升公司的创新能力。2002年起，公司建立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0年，公司被国家科技部评为“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2011年，公司

技术中心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发的“国家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2013年，公司获批建立“江苏省智能电网配用电关键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公司拥有一支300多人的创新团队，所研发的技术和产品先后获得多项省市级以上荣誉，其中“低压

保护电器关键技术的研究应用”项目和“开关电器大容量开断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务院颁

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常熟开关坚持质量第一，注重全过程的质量管理，拥有一批先进的智能化、数字化的研发和制

造管理系统和设备，公司检测中心获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认可证书。公司产品以优

秀的性能和品质，深受用户好评，多次获得省部级质量奖。公司从1994年起参加的产品质量责任保

险，至今无一理赔。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是国有参股的电器研发制造领军企业，注册资本3.8亿，现有员工1700

人，专业研发和制造中低压配电电器、工业控制电器、中低压成套装置、光伏逆变器及光伏发电配

套电器和智能配电监控系统及配套测控器件。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机械、矿山、冶金、石化、建

筑、船舶、核电和新能源发电等领域。

Changshu Switchgear MFG. Co., Ltd. (Former Changshu Switchgear Plant), a national-leading enterprise with state-owned equity, 

registered capital of 0.38 billion RMB and 1700 staffs, professionally researches, develops and manufactures medium and low voltage 

power distribution electrical appliances, industrial control products, medium and low voltage complete sets of equipments, photovoltaic 

inverters &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s and intelligent power distribution monitoring system & supporting devices for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all of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s of electric power, machinery, mining, metallurgy, petrochemical, construction, 

shipbuilding, nuclear power and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etc.

The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developed by the innovation team consist of 300 engineers and technicians, have won a number of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honors, in which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n key technology of low voltage protection electrical device” 

and “The key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large capacity breaking of switching devices” have won the second prize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Changshu Switchgear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high-quality electrical products, creating higher value for society and 

customers and shaping a leading national electrical brand.

Changshu Switchgear insists Quality-first and pays great attention o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the whole process. Advanced 

intelligent digital systems and equipments have been brought in for R & D and manufacture management. The company’s testing center 

has been rewarded the accreditation certificate issued by the China 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for Conformity Assessment. The 

products have won praise from users and also several provincial or ministerial quality awards for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Meanwhile, no claims arise since 1994 when the product quality liability insurance was been covered for all the products.

Changshu Switchgear insists 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ontinuously improves the innovation platform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2002, the Post-doctoral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station was set up. In 2010, an honor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ve 

Pilot Enterprise, issued by the National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awarded. In 2011,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jointly recognized the company’s technology center as the National-level Enterprise Technique Center. In 

2013, the company was approved to establish the Key laboratory for Research on Key Technology of Intelligent Grid Power Distribu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高压真空断路器高压真空断路器高压真空断路器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CV1-24/CV2-24系列
高压真空断路器

CV1-40.5/CV2-40.5系列
高压真空断路器

CV1-12/CVR1-12系列
高压真空断路器

CW3系列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CW1系列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CW2系列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CW3V系列
智能型真空万能式断路器

CW3X-1600系列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CW3R系列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CW3F-2500系列
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CM3系列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CM5系列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CM3E系列
电子式塑壳断路器

CM3L系列
带剩余电流保护塑壳断路器

CM3ZL/ZH自动重合闸
带剩余电流保护塑壳断路器

CM5X-125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CM5XL-125带剩余电流保护塑壳断路器

CM5Z系列
智能型塑壳断路器

CM5L系列
带剩余电流保护塑壳断路器

CM5ZL系列
带剩余电流保护智能型塑壳断路器

CM5Z-1600
智能型塑壳断路器

CV2-12系列
高压真空断路器

CM3ZL系列
带剩余电流保护塑壳断路器

CM3Z系列
智能型塑壳断路器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为您提供电气系统完整的解决方案



智能化通信低压配电网络监控系列智能化通信低压配电网络监控系列智能化通信低压配电网络监控系列

CEPA3智能配电一体机Riyear-PowerNet配电监控系统

通信适配器

CN1DP-MP
CN1DP-MD
CN1DP-MC

CN1EG以太网
适配器

CI1系列
远程智能I/O模块

FDM3
短消息通知模块 FWX1无线温度测量模块

自动转换开关自动转换开关自动转换开关

CA1/CA1B系列自动
转换开关(CB级 )

CAP1系列自动
转换开关(PC级)

CAP2系列自动
转换开关(PC级)

接触器和过载继电器接触器和过载继电器接触器和过载继电器

CK3/CK3B系列
接触器   

CJR3/CJR3B系列
热过载继电器   

CJD3系列
电子过载继电器   

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

CLJ3 剩余电流
动作继电器

电动机软起动器电动机软起动器电动机软起动器

CR1系列
电动机软起动器

CR2系列
智能型电动机软起动器

电力质量和系统自动化器件电力质量和系统自动化器件电力质量和系统自动化器件

电动机保护器电动机保护器电动机保护器

CD4系列
电动机控制保护器

CD3系列
电动机控制保护器

AD128系列信号灯
LA168系列按钮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为您提供电气系统完整的解决方案

光伏发电用产品光伏发电用产品光伏发电用产品

CM3DC系列
直流塑壳断路器

CW3G系列
隔离开关（AC，DC）

CW3DC系列
直流万能式断路器

小型断路器小型断路器小型断路器

CH系列小型断路器

控制和保护电器控制和保护电器控制和保护电器

CB1系列
控制和保护开关电器(CPS)

CAP3系列自动
转换开关



优 秀 特 色

辅助电源故障时能按预期要求动作

具有CT断线监测和指示

额 定 剩 余 动 作 电 流 可 调 ， 分 别 为 CLJ3： 0.1A/0.3A/0.5A/1A， CLJ3U：

0.03A/0.05A/0.1A/0.3A，CLJ3W：0.5A/1A/3A/5A

具有电源指示、剩余电流故障动作指示等显示功能

极 限 不 驱 动 时 间 可 调 ， 分 别 为 ； 0.1s/0.2s/0.5s/1s（ CLJ3、 CLJ3W） ， 0s/0.1s/0.2s/0.5s

（CLJ3U）

具有试验、复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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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J3系列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为AC型剩余

电流继电器，主要用于交流 50Hz、额定电流

630A及以下、额定工作电压为690V及以下中性

点直接接地的配电系统中，与断路器或接触器

等组成组合式剩余电流保护器。保护器可对由

于过电流保护装置不能检测出的而长期存在的

接地故障可能引起火灾危险提供附加保护。 产

品符合标准：GB/T22387-2016《剩余电流动作

继电器》。

概　述

正常工作条件及运输储存条件

General

Normal service and transport conditions

CLJ3 series residual current operated relay is 

relay of type AC.It can be constituted residual 

protector with circuit breaker or contactor.The 

protector is applied into the lower voltage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which rated operational voltage is 

690V/AC50Hz and neutral is grounded directly.The 

protector may provide additional protection against 

fire which may develop as a result of an earth fault of 

a lasting nature which can not be detected by the 

over-current protective device. The relay comply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standards:GB/T22387-

2016《Residual current operated relay》.

安装场所无冲击、振动；

使用场所的外磁场，任何方向都不应超过地

磁场的5倍；

低温下限为-45℃；

正常工作条件：

周围空气温度上限值为＋50℃，下限值为　

－35℃；

相对湿度（+25℃时）不超过95%。

安装地点的海拔不超过2000m；

安装地点空气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为+50℃时

不超过50％，在较低的温度下可以允许有较高的

相对湿度，例如25℃时达到95％；

适用于电磁环境A

电源正弦波形畸变不超过5%；

污染等级为3级；

剩余电流继电器安装类别为IV，辅助电路、

输出电路安装类别为III；

运输储存条件：

高温上限为+55℃；

 the ambient air temperature does not exceed 55℃;

The relative humidity does not exceed 95%.at the 

temperture of 25℃。

 Pollution protection:3 grade;

 The minimum ambient air temperature does not 

exceed -45℃;

 Transport and storage conditions：

Be suitable for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A.

 Installing  categories: IV for relay and III for 

auxiliary circuit and control circuit.

 The dirstortion of source sinusoidal wave does not     

exceed 5%;

Relative humidity:not exceeding 50% at the 

maximum ambient temperature of 50℃ .With lower 

temperature,higher humidity would be permitted,for 

example,reaches 95% at the temperature of 25℃;

The altitude does not exceed 2000m；

The ambient air temperature do not exceed 50℃ 

and minimum ambient air temperature is -35℃； 

External electromagnetic field at the service 

location does not exceed five earth eletromagnetic field 

in all direction;

Normal service conditions：



型 号 及 含 义

产品型号

Type and meaning

Product type

互感器型号
Sensing means type

2

LH

贯穿孔直径

Diameter of through-conductor

剩余电流互感器
Residual sensing means

互感器型号
Sensing means type

贯穿孔直径（mm）
Diameter of through-conductor

额定电流（A）
Rated current

LH30 LH80 LH100 LH140

30 80 100 140

100 250 400 630

C LJ 3

设计代号
Design code

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
Residual current operated relay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
Chang shu switchgear mfg.co.,ltd.

可调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代号：空without：0.1A/0.3A/0.5A/1A
U：0.03A/0.05A/0.1A/0.3A

Adjust rated residual operating current code W：0.5A/1A/3A/5A



结 构 简 介

面板及接线端子说明

Panel and terminals description

Synopsis of structure

辅助电源指示灯

Auxiliary source indication light

剩余电流试验按钮

Residual current test button

复位按钮

Reset button

剩余电流故障
动作指示灯

Residual current fault 
operating indication light

剩余电流互感器
断线指示灯
Residual current sensing means 
disconnecting light

K1、 K2： 剩
余 电 流 互 感
器 试 验 线 圈
接线端子

S1、 S2： 剩
余 电 流 互 感
器 测 量 线 圈
接线端子

Sensing means 
testing coil 
terminal

K1、K2：
residual current

S1、S2：
residual current 
sensing means 
measuring coil 
terminal

11、 12、 14：
剩 余 电 流 动 作
继 电 器 输 出 触
头接线端子
11、 12、 14：
residual current 
operated relay 
outer  contac t  
terminal

额 定 剩 余 动 作

电流设定旋钮

Rated residual 
operating current 
setting knob

极 限 不 驱 动 时

间设定旋钮

Limiting non-
actuating time 
setting knob

Usn：辅助电源
接线端子
Usn：auxiliary 
source terminal

3

Note：the digram is CLJ3 relay,the terminals of CLJ3W is as same,but type and scale of I△n is different.

注：图示为CLJ3继电器，CLJ3W继电器的端子与之相同，仅型号与I△n刻度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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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剩余电流保护动作时间
Table 2 operating time of residual protection

AC400、690V/50Hz

800V

12kV

AC230V

0.1A/0.3A/0.5A/1A

0.5 I△n

100kA

50kA

6In

2.5VA

剩余电流

Residual current
I△n 2I△n 5I△n 10I△n

最大动作时间(s)
Maximum operating time

0.5/0.8/1.15/2.15 0.3/0.4/1/2 0.3/0.4/1/2 0.3/0.4/1/2

— 0.1/0.2/0.5/1 — —

表1　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基本参数

技 术 性 能 Technical performance

额定工作电压Un
Rated operational voltage

额定绝缘电压Ui
Rated insulation  voltage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Uimp
Rated impulse withstand voltage

额定辅助电源电压Usn
Rated voltage of the auxiliary sourcee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I△n
Rated residual operating current

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I△no
Rated residual non-operating current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cw
Rated short-time withstand current

额定剩余短时耐受电流I△w
Rated residual short-circuit current

剩余电流保护动作时间

Operating time of residual protection 

不动作过电流极限值

Limiting non-operating time

最大功耗

Max of power loss

见表2
Seeing table 2

Table 1 basic parameter of residual current operated relay

极限不驱动时间△t(s)
Limiting non-actuating time

额定电流In
Rated current

互感器型号
Sensing means type

100A

LH30

250A

LH80

400A

LH100

630A

LH140

CLJ3

CLJ3W 0.5A/1A/3A/5A

CLJ3U 0.03A/0.05A/0.1A/0.3A

0.08/0.5/0.8/1.15

0/0.1/0.2/0.5

0.08/0.3/0.4/1 0.04/0.3/0.4/1 0.04/0.3/0.4/1

CLJ3、CLJ3W

CLJ3、CLJ3W

CLJ3U

CLJ3U

注：极限不驱动时间△t=0s时非延时型，其他为延时型。
note: relay is non-time delay type when△t=0s，other it is time delay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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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性 能

表3　输出触头额定参数

使用类别

Usage category

AC-15

5A

AC230V

DC-13 DC24V

3A

说  　明

Description

电源复位：断开辅助电源实现复位
Source reset：disconnecting auxiliary source may be reseted

电源指示灯：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辅助电源正常时亮。
Source indication light：auxiliary source is normal and the light is on

CT断线指示灯：剩余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时亮。
CT disconnecting indication light：residual sensing means secondary circuit disconnecting and the light is on

Technical performance

主 要 功 能 Main function

Table 3 rated parameter of output contact

约定发热电流Ith

Conventional thermal current

额定工作电压Ue

Rated operational voltage
额定工作电流Ie

Rated operational current

功  　能
 function

剩余电流保护

 Residual current protection

CT断线检测功能

 Test function of CT disconnection

复位功能

 Reset function

试验功能

 Test function

显示功能

 Display function

整定功能

 Setup function

当剩余电流值小于等于0.5I△n时，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不动作；当剩余电流值达到或

超过I△n时，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延时△t动作（11、12断开，11、14闭合）

When residual current up to and including 0.5I△ n,the relay does not operate;when residual 
current including and greater than I△n,the relay delays △t and operates（11、12 opened and 
11、14 closed）

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的S1、S2、K1、K2分别与剩余电流互感器上的S1、S2、K1、K2对

应接线，当S1、S2任何一线断开时，CT断线指示灯亮，但输出触头不动作

The terminal S1、S2、K1、K2 of the relay are connected with the terminal S1、S2、K1、K2 
of sensing means.When any line of S1、S2 is disconnected，the light of CT disconnecting is 
on，but outer contact does not operate 

手动复位：通过面板上的复位按钮实现复位
Handle reset：using reseting button can be reseted

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的S1、S2、K1、K2分别与剩余电流互感器上的S1、S2、K1、K2对

应接线，按下试验按钮，若动作指示灯亮并且输出触头动作（11、12断开，11、14闭

合），则表示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工作正常。

The terminal S1、S2、K1、K2 of the relay are connected with the terminal S1、S2、K1、K2 
of sensing means， play test button， operating display light is on and outer contact operates
（11、12 opened and 11、14 closed），the relay normal operates 

动作电流调节旋钮：调节额定剩余动作电流

延时时间调节旋钮：调节极限不驱动时间
Operating current adjust knob：adjust rated residual current
Time-delay adjust knob：adjusting limiting non-actuating time

动作指示灯：剩余电流故障动作时亮。
Operating indication light：when residual current fault operating, the light is on



6

外 形 及 安 装 尺 寸

       定安装时的尺寸。
注：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具有35mm卡规安装和螺钉固定安装两种方式，图中虚线部分为螺钉固   

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外形及安装尺寸
Outline and mouning dimension of the relay

2-Φ4.5

10
2.

2

95
.2

85

35

35
.6

36

52.2

62

51

Note：the relay mounting type 35mm slideway and fixing type.the dismensins of dotted square is fixing 
install type

Outline and mounting dimensions



外 形 及 安 装 尺 寸 Outline and mounting dimensions

注：

1、剩余电流互感器采用插脚螺钉固定安装方式；
2 22、剩余电流互感器至继电器的连接线截面积为0.5mm ~1.5mm ；

3、剩余电流互感器至继电器的连接线为非屏蔽线时长度不大于10m，连接线为屏蔽线时长度不大于30m。

3、The connecting length by non-shielded wire does not exceeded 10m，but the length by shielded wire does not execeed 30m.

Note：：

2 22、The connecting wire area of sensing means to the relay is 0.5mm ～1.5mm .

1、Sensing means is installed by inserting sc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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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30外形及安装尺寸
Outline  and mounting dimensions of LH30 

LH100外形及安装尺寸
Outline  and mounting dimensions of LH100 

LH140外形及安装尺寸
Outline  and mounting dimensions of LH140 

22
8

22
0

210

5.
5

74 44

116

φ
14

0
Lh140零序电流互感器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

Lh140零序电流互感器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

19
1

18
2

φ
100

172

63 4
4

5.5 121

2

K1 K2 S1 S2

2

5.5
43.2

2
0

3
7

LH30剩余电流互感器

P1

7
4

6
5

.5

58

Φ
30

Lh140零序电流互感器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

φ
8016

7
15

8

146

55

5.5 76

LH80外形及安装尺寸
Outline  and mounting dimensions of LH80 

3
6

2 



N L1 L2 L3

AC230V

复位

Usn 12 11 14

K2

K2

K1K1

K1

S2S2

S2

S1S1

S1

剩余电流互感器

断路器

A2

A1

8

电 气 接 线

接线示意图

Wiring diagram

Electrical diagram

说明：复位按钮为可选方案，由用户自行配置。
Description：reset button is selective scheme by userself

负载
Load

Circuit breaker

断路器分励脱扣器

Shunt release of 
circuit breaker

Residual sensing means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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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货 须 知

用户订货时，应说明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型号及配用剩余电流互感器型号。如订购额定电流100A、额

定剩余动作电流为0.5A/1A/3A/5A产品10台，则写作CLJ3W继电器10台，配用LH30互感器10台。

Ording notice

Users ording,must descripe the type of residual current operated relay and residual current sensing means.for 
example ording produsts of rated current 100A and rated residual operating current 0.5A/1A/3A/5A， writing 
CLJ3W relays ten and LH30 sensing means ten.



全国一级经销商明细表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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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森电器有限公司  0571-8694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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