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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ABJ2-75W 交流电压保护器       cs/sms-106/20170101 

                         (单相三线交流漏电驱动保护器)  
 

一、使用说明： 

ABJ2-75W 交流电压保护器(单相三线漏电驱动保护器)（又名：电逸保），具有一项中国发明专利和二项中国实

用新型专利。可以单独使用或者与漏电保护器配合使用，具有被保护线路简单可靠、蜂鸣器报警、线路检测方便等

优点，是家庭用电、汽车充电桩、农村用电、装修电工的好帮手。 

电逸保安装在单相漏电保护器的线路中，电压正常、接线正确时电逸保两个绿色指示灯亮；当电压发生不正常

情况时可以使单相漏电保护器跳闸脱钩。 

电逸保平稳地插入通电的插座，能够检测插座接线是否正确，电压是否正常。插座按国家标准接线：左零线（N）

右相线（L）上地线（E），如果接线错误电逸保相应的指示灯亮，为确保用电安全应及时纠正插座错接线。 

电逸保右上角的检测按钮孔(TEST)，在电逸保指示正常时（两个绿色指示灯亮）用绝缘的竹或木牙签按下,可以

检测插座地线和线路是否正常；此时无论电逸保与漏电保护器距离多远，电逸保驱动开关位置在 ON时漏电保护器应

该跳闸脱钩，说明地线正常、漏电保护线路正常。如果不能跳闸脱钩请专业电工检修线路（包括地线），以确保安全。 

当电逸保右上角的驱动开关关闭(off)时，电压发生故障时漏电保护器将不会跳闸脱钩。 

V型号电逸保带电压显示；W 型号不带电压显示 

电逸保具有一项中国发明专利和两项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二、功能： 

1、电逸保功能（详见功能与指示灯对照表）： 

（1）超压、过电压、欠电压、零线带电：保护和报警； 

（2）缺地线、相零错：报警和指示灯指示； 

（3）正常状态、缺相线、缺零线：指示灯指示。 

2、电逸保延时：过电压、欠电压、零线带电的保护功能延时时间不大于 3 秒；超压保护功能驱动漏电保护器的时

间不大于 0.5 秒。 

3、电逸保的使用：通电后保护器正常绿色指示灯和地线正常绿色指示灯同时亮，则电压正常。 

4、 功能与指示灯对照表 

对照表 正常 缺零 缺地 缺相 缺零地 过欠压 零带电 相零错 

g（绿）         

G（绿）         

Y（黄）         

R（红）         

     代表电压正常时的指示灯亮度； 代表比正常时的指示灯亮度暗许多；  代表不亮。    

    例如：缺零时绿色指示灯 g(绿)亮，其它指示灯都不亮；缺地时红色指示灯 R(红)亮、绿色指示灯 g(绿)微亮。 

5、功能与单相漏电保护器跳闸断开、蜂鸣器报警对照表 

对照表 正常 缺零线 缺地线 缺相线 缺零地线 超压、过欠

压 

零线带电 相零线错 

漏电保护器      跳闸断开 跳闸断开  

蜂鸣器   报警   报警 报警 报警 

 

三、技术参数： 

1、额定电压等级： 单相三线：220VAC, 50HZ 

2、输入工作电压：额定电压±20%，50HZ; 

3、超压设定：额定电压+25%，50HZ 

4、工作环境温度：-2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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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对湿度：＜ 90%  

6、驱动漏电保护器漏电电流：≮30mA 

7、电压显示误差：±1%    

8、保护延时时间：不大于 3 秒。 

9、超压保护时间：不大于 0.5 秒。 

 

四、安装: 

外形尺寸：68 (长)×63(宽)×46 (高)；平行插入符合中国国家标准的 250V10A 单相三线插座。 

 

五、型号与标识 

ABJ2—7 5 W□□□□    使用地标注（中国不标注）  

                           额定电压 

                            延时类型标注：X（无标注，响应时间不大于 0.5 秒）见表 1-4 

                           过电压欠电压设定值：A～H 见表 1-3 

                           W：不带数码管电压显示；V：带数码管电压显示 

                           5：保护功能：过电压、欠电压保护、超压保护；带漏电保护器驱动开关和检测按钮 

                          7：为单相或二相 

 

 

                      46                           63 

                  21           

 

 

                                                                  68 

  

 

                                                                        

 

                                       外形尺寸                                    

表 1-3     

电压设定值分类 A B C  E F G H 

过电压 

欠电压 

+ 10 % 

－10 % 

+ 15 % 

－15 % 

+ 10 % 

－15 % 

+ 12.5 % 

－10 % 

+ 12.5 % 

－12.5 % 

协定 + 20 % 

－20 % 

 

表 1-4 

延时类型  （除错相保护

外） 

无标识 X 

          对应的延时方式  

对应的保护功能 

无 延时输出 

过电压、欠电压 0.5S＜ 3s 

超压 0.5S＜ 0.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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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荐电路： 

1、电逸保单相负载保护 

                 L  N 

                                                           

                                                      特点：1、ABJ2-75W 是插头形式的家用保护器，用于零线 

                                                             和单相过欠压、超压的保护，有使驱动漏电保护器断开的能力。                                  

漏电开关                                              2、只要插入与负载并联的插座，就能够控制漏电保护器以 

                                                             断开电路的方式保护负载。可以实现远距离多负载并联保护，       

                                                             节约保护成本。  

                                                             3、当外线路零线断开后形成零线带电回路时，驱动漏电保护 

                                                             断开电路，保护负载安全。 

                                                             4、测试按扭的作用：无论插入多远距离的插座，按测试按钮 

                                                                 可以检测电逸保是否能使漏电保护器成功断开，如果不能断开，                               

                                        电逸保               请检查漏电保护器是否正常。 

                                                             5、驱动开关作用：线路故障检修时可以拨到 OFF，线路保护   

                                                      时拨到 ON。 

                                                             6、蜂鸣器的作用：是保护方式的补充，当蜂鸣器报警时应该 

                             负载     ABJ2-75W              人为参与故障的确认和判断，或断开漏电保护器。 

                                                             7、插座的检查：电逸保（ABJ2-75W）可以检查已经安装完成                    

                远距离保护负载                               的插座是否接线正确，普遍的错误是相线和零线接错，应根据电                                                              

                                                             逸保（ABJ2-75W）的指示纠正接线错误。 

    

2、漏电保护器驱动电路多负载保护 

 

 

 

 

 

 

 

 

 

 

 

 

 

 

 

 

 

 

    以上线路特点：用一个电逸保（ABJ2-75W）保护器可以保护负载 1、负载 2 等，甚至更多负载。特别适用于农村用电的远距离多

负载保护，还可以用于检测线路是否正常与安全。 

    对供电不稳定的场合，过欠压保护与超压保护可以对设备的安全运行进行保护，投入成本少、效果好。 

 

 

漏电保护器 

电逸保（ABJ2-75W）保护插头插入插座 

L 

N 

 

N 

 

 

负载 2 负载 1 

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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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流供配电变化方式：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新建住宅、商务楼都采用三相五线配电方式直接进户；商铺，公房都采用单相三线

的配电方式；但是无论采用哪种配电方式，都具有一根连在一起的零线来保持大家的用电平衡，保护零线的安全的

重要性要远大于保护相线。 

   

                                                                                  用户 4 三相负载  

 

                      E 

         UA           A 

                     B 

           N0          C 

 UB           UC 

               N                                                                  

                                                                                                                               

          单相漏电保护器                                        

                                                                                

                         用户 1          用户 2           用户 3         用户 4 开关  

                                                                                             用户 4 房间 1    用户 4 房间 2      用户 4 房间 3                

                             3 个用户的户外共用零线                         1 个用户的户内共用零线                    

 

当零线断开时，每个用户单元电压都有可能变为 380VAC，所以保护零线至关重要！ 

 

 

注：1、详细介绍请参阅 ABJ2-75W技术指导书。  

2、产品说明书有更新的可能，敬请关注公司网站或直接（以电话或邮件方式）联系公司来获取最新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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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利产品，不得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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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制造 

地址：上海市平凉路 2716号   邮编: 200090  

电话：021-65663671  

邮箱：info@chaoshish.com 

传真：021-65671999  

网址：http://www.chaoshi1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