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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购买MX100数据采集系统。

本手册介绍本仪器的功能、安装、接线工程图和操作流程，以及MX100数据采集系

统的故障处理方法。为了能够正确使用本仪器，操作前请先翻阅本手册。

除了本手册外，还有以下四本手册，请结合本手册一起阅读。本手册附带的光盘包

括MX100标准软件用户手册(IM MX180-01E)。

名称 编号 说明

MX100数据采集 IM MX100-02E 介绍MX100数据采集系统的简单操作
系统操作指南 和MX100标准软件的基本操作。

MX100数据采集 IM MX100-71E 总结使用MX100数据采集系统的概
系统使用说明 要。

MX100数据采集系统 IM MX100-72E 介绍MX100数据采集系统的简要安
的安装和接线指南 装过程和接线流程。

MX100标准软件 IM MX180-01E 介绍MX100数据采集系统的功能和
用户手册 操作，根据MX100主模块的标准。

注意

·本手册介绍MX100数据采集系统，型号“S1”。请核对主模块名称上的型号(参

阅Ⅳ页的登录名)。

·本手册的内容根据本仪器的性能和功能将会不断改进，恕不另行通知。

·本手册在制作的过程中，尽力确保其内容的准确度。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发现

一些错误，请与我们联系。

·未经横河电机株式会社的允许，严禁复制或重做本手册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本产品的TCP/IP软件以及相关文献，得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BSD

Networking software的授权后，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开发制作。

商标

·Microsoft、MS-DOS、Windows和Windows NT是微软公司在美国及其它国家

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Adobe和Acrobat是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的商标。

·本手册中出现的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分别是其所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版本

第一版 2004年5月

1st Edition:May 2004(YSH)
All Rights Reserved,Copyright©2004Yokog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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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本仪器

关于本手册

·请操作者阅读本手册。

·在使用本仪表之前请先熟读本手册。

·本手册只对产品的功能进行阐述，我公司不保证该产品将适合于用户的某些特殊场合。

·未经许可，严禁转载或复制本手册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本手册的内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在本手册制作过程中，制作者努力确保其内容的准确性。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不妥或错误的地方，请

通过本手册背面的联系方式，与我们联系。

关于产品的安全防范措施

·在本仪表中使用如下标志：

用户手册中涉及的警告(为避免对人身及仪表造成伤害，需要严格参照说明书的地方贴

有此标志。)

功能接地端子(不要将帖有此标志的端子作为接地保护端子。)

接地保护端子

交流电

·为了确保安全的使用本产品以及在产品控制系统中出现的意外情况，请先阅读本手册总的标有以上

标志的地方，再使用本产品。在操作本产品时，需要避免一些错误指令，否则产品的保护功能可能

遭到破坏或损伤。如果进行本手册以外的操作、对此我公司不承担责任。

·用户需要使用其他设备或仪器，实现安装保护及相关安全电路。包括：在生产、控制系统中为避雷

而安装的保护和安全电路；在生产过程和生产线上，为防止误操作和防止线路故障而设计或安装的

分离式保护和安全电路。

·如果需要更换产品的零部件，请使用横河所指定的型号规格。

·本产品不适用于直接关系到人身安全的系统。如核动力设备、使用放射能的设备、铁路系统、航空

机器、船舶设备、航空设备或医疗器械等。如果应用，则用户有责任使用额外的设备或系统确保人

身安全。

·请勿改造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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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电源

在接通本仪表的电源之前，请务必先确认仪表的电源电压是否与供给电源的电压一致。

接地保护

为了防止触电，在接通本仪表的电源之前请务必进行接地保护。

接地保护的必要性

不要切断本仪表内部或外部的接地保护线或者拆掉接地保护端子的接线。否则会使仪器的保护功

能失效，处于危险状态。

保护功能的缺陷

如果认为接地保护功能或保险丝有缺陷，请不要操作本仪表，检查无误后再进行操作。

不要在可燃性气体液体中使用

请不要在可燃性气体、爆炸性气体或者有蒸气的场所运行本仪表，在这样的环境中使用本仪表非

常危险。

不要打开仪表的外壳

非横河的维修技术人员，请不要擅自打开本仪表的前面板。表内局部存在高压，打开前面板十分

危险。

外部连接之前的接地装置

在连接到测量项或连接到外部控制回路之前，连接接地保护。

保护装置损坏

如果不按照本手册所描述的方法进行操作，有可能会损坏仪表的保护装置。

免责声明

·对于本产品保证范围以外的条款，本公司不做任何保证。

·使用本产品时，对由于用户操作不当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仪器损坏或零件丢失以及一些不可预知的

损伤，我公司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使用软件的注意事项

·对于附带的软件产品保证范围以外的条款，本公司不做任何保证。

·请在一台计算机上使用本软件。

·需在另一台计算机上使用本软件时，请另行购买。

·除备份外，严禁以其它目的复制本软件。

·请妥善保管好本软件的原始光盘。

·严禁翻版(比如利用反汇编等手段)。

·未经许可，禁止将全部或部份软件以转让、交换、转租的方式交给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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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包装的内容

在操作本仪器前打开包装箱，确认包装的内容。如果内容不正确，或部分项目丢失

或损坏，请与出售本产品的经销商联系。仪器编号MAC地址

确认型号和基本规格代码

确认铭牌标记的型号和基本规格代码，参阅下图。

注意

在联系经销商时，请给他们的仪器编号。

主模块

模块名 后缀代码 说明

MX100 MX100主模块

语言       -C 中文(附带中文说明书)

供电电压 -1 100VAC～240VAC

电源和电圈 -D 3插头,UL/CSA标准电源线(最大功率电压：125V；最大功率电流：7A)
-F 3插头,VDE标准电源线(最大功率电压：250V；最大功率电流：10A)
-R 3插头,AS标准电源线(最大功率电压：240V；最大功率电流：10A)
-Q 3插头,BS标准电源线(最大功率电压：250V；最大功率电流：10A)
-H 3插头,GS标准电源线(遵循CCC)(最大功率电压：250V；最大功率电

流：10A)
-W 螺纹端子(不符合电源线标准)

通用输入模块

型号名 后缀代码 选购代码 说明

MX110 MX100通用输入模块

输入类型 -UNV DCV/TC/DI/RTD输入

通道数和 -H04 4通道，高速测量(最小测量周期：10ms)
测量周期 -M10 10通道，中速测量(最小测量周期：100ms)

选购件 /NC* 不镀金的钳式端子

*/NC选购件仅指定-M10。



vIM  MX100-01C

数字输入模块

型号名 后缀代码 选购代码 说明

MX115 MX100数字输入模块

  输入类型 -D05 无电压连接，5V逻辑，开路集电极输入

  通道数和测量周期      -H10 10通道，高速测量(最小测量周期：10ms)

  选购件 /NC 不镀金的钳式端子

数字输出模块

型号名 后缀代码 说明

MX125 MX100数字输出模块

  输出类型 -MKC 单接点输出

  通道号和 -M10 10通道，最小输出周期：100ms
  输出周期

背板

型号名 后缀代码 说明

MX150 MX100背板(包括导轨的两个支架)

  基本类型 -1～-6 安装的后缀代码只对应输入输出模块的最大号
例：MX150-3表示一个主模块和3个输入输出模块。
    MX150-6表示一个主模块和6个输入输出模块。

标准附件

向主模块提供以下标准附件，确认所有当前内容，以防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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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件(零售)

编号 名称 型号 最小数量 注意

1 10通道 772061 1 推荐MX110-UNV-M10/MX115-
螺丝端子 D05-H10

2 在输入模块 772062-050 1 线长：50cm
和螺丝端子
之间连线

3 在输入模块 772062-100 1 线长：100cm
和螺丝端子
之间连线

4 PLATE钳式 772063 1 推荐MX110-UNV-M10/MX115-
端子 D05-H10

5 钳式端子 772064 1 推荐MX110-UNV-H04

6 钳式端子 772065 1 推荐MX125-MKC-M10

7 晶体管上盖 772066 1 闲置空槽

8 分流电阻器 438920 1 电阻：250Ω±0.1%
(钳式端子)

9 分流电阻器 438921 1 电阻：100Ω±0.1%
(钳式端子)

10 分流电阻器 438922 1 电阻：10Ω±0.1%
(钳式端子)

11 分流器电阻 415920 1 电阻：250Ω±0.1%
(钳式端子)

12 分流器电阻 415921 1 电阻：100Ω±0.1%
(螺丝端子)

13 分流器电阻 415922 1 电阻：10Ω±0.1%
(螺丝端子)

应用软件(零售)

单独购买以下两种应用软件。

·MXLOGGER(MX103)

·MX100/DARWIN的API(MX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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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的使用规定

单位

K：代表1024。例如：5KB(文件大小)

k：代表1000。

安全标记

本手册中使用以下标记。

危险。在仪表中使用的此标记，指出对人体或仪表有危险，需严格

参照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在本手册中相应的说明的位置，也标有

此标记。

误操作会危及人体安全或生命时，使用该标记说明防止危险发生的

注意事项。

误操作会导致人体伤害或仪表损坏，使用该标记说明防止错误发生

的注意事项。

记述使用本仪表时的重要内容。

警告

警告

注意



1-1IM  MX100-01C

功
能
介
绍

111111.1 MX100数据采集系统简介

MX100数据采集系统包括(1)主模块：带有以太网接口，(2)输入/输出模块：执行信

号的输入输出，(3)背板：用于安装和连接其它模块。通过以太网连接主模块和PC

机，在PC机上安装下列专用软件，便可在PC机上配置测量数据的采集条件，监视

并采集测量数据。一台PC机可连接1-20个MX100数据采集系统(用MX100 Standard

软件连接单个系统，用MXLOGGER软件连接1～20个系统(最多1200个输入通道))。

1台PC连接N个MX采集系统  1台PC连接1个MX采集系统

第一章 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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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模块

主模块备有电源插口、电源开关、以太网端口、CF卡槽和其它部分。其功能包括

为每个输入/输出模块提供电源并进行控制，与PC机进行通信，通信断开时将数据

存储到CF卡。

输入/输出模块

MX100数据采集系统共有四种类型模块。所有模块使用钳式端子。10CH中速通用

输入模块和10CH高速通用输入模块配有独立的螺纹端子板(零售)。

4CH高速通用输入模块(MX110-UNV-H04)

10CH中速通用输入模块(MX110-UNV-M10)

10CH高速数字输入模块(MX115-D05-H10)

1.1 MX100数据采集系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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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1.1 MX100数据采集系统简介

10CH中速数字输出模块(MX125-MKC-M10)

背板

背板上的连接插槽用于连接主模块与输入/输出模块。共六种背板规格可供选择(可

安装1～6个不同的输入/输出模块)。可以把MX100安装在嵌有DIN轨条的面板上。

PC软件

MX100附带一套MX100 Standard软件，支持一个MX100数据采集系统连接到PC机

并执行测量数据采集。MX100 Standard软件包括下述3个应用程序。有关软件功能

和操作步骤的详细内容，请参阅MX100 Standard软件用户手册。

综合监控程序

用于连接或断开通信、配置采集条件、显示测量通道状态、设定运算通道、监视测

量和运算数据、保存测量和运算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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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X100数据采集系统简介

数据浏览程序(Viewer)

用于(1)显示已存储的测量和运算数据，(2)使用鼠标读取某区域的数值并执行运算，

(3)将测量和运算数据转换为其它格式文件，如Excel等。

校正程序(Calibrator)

该程序用来校正MX100通用输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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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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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2 主模块功能

主模块是MX100数据采集系统的核心。微动开关

通信

主模块配有10BASE-T/100BASE-TX自动识别以太网的端口。端口左上方和左下方

的LED灯代表以太网接口通信状态。

测量

主模块获取各输入模块在指定采样周期的测量数据。然后对测量数据执行正确运算

和物理转换，并将数据通过以太网接口以最小周期100ms发送到PC机。即使输入模

块采样周期小于100ms(10ms或50ms)，数据仍以100ms间隔发送。

另外，必要时主模块接受PC机发出的命令，并产生信号输出指令，发送到输出模

块。

同步测量

·模块间的同步测量

如果设定为同样的测量周期，同一采集系统的输入模块的测量是同步的。

·通道间的同步测量

4CH 高速通用输入模块中通道之间的测量是同步的。

10CH 中速通用输入模块中对每个通道依次测量。因此，通道之间测量不同步(在

测量周期内部可认为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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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模块功能

测量时间

PC机向主模块发出开始测量请求或测量数据输出请求时，PC机的时间信息发送到

主模块。主模块根据接收到的测量请求时间，使用内部时钟并产生测量时间。当测

量数据发送到PC机上时，PC机的时间信息和主模块的测量时间信息都会发送到PC

机上。PC机上用来监控测量数据的时间信息是主模块的时间信息。

进行长时间测量时，PC机与主模块之间的时间可能有偏差(不包括PC机时钟精度，

一个星期最多60秒)。为解决这一问题，PC机记录(保存)测量数据时，同时也保存PC

机时间信息和主模块的测量时间信息。用MX100 Standard软件中的数据浏览程序

(Viewer)打开记录的测量数据时，“时间同步”功能可以根据PC机的时间信息将测量

时间校准为相应的PC机时间。有关“时间同步”功能的详细内容，请参阅“MX100性

能规格”(TI04M08B01-00E)技术信息。如需得到副本，请联系最近的YOKOGAWA经

销商。

滤波器

主模块备有一阶滞后滤波器(参阅2.7节，“MX100数据采集系统测量抗噪声”)。根据

下述表达式选择与测量周期相对应的时间常数(达到输出值63.2%的时间)。

时间常数=测量周期×N(N = 5, 10, 20, 25, 40, 50或100)

运算

通道与线性变化之间可进行微分运算。线性标定可将测量值转换为标尺值，参照下

述表达式。

远程冷端补偿

被测项距离较远时，可在该项附近设定继电器端子，使用热电偶在继电器端子和通

用输入模块的输入端子(参考通道)之间测量，并将结果值作为温度测量的冷端补偿

值。使用铜导线连接继电器端子和通用输入模块的输入端子，同时使用热电偶连接

被测项和继电器端子，便可进行温度测量，而不必使用大量昂贵的热电偶。

报警

主模块比较测量值和预设报警值，并根据比较的结果，从数字输出模块输出报警信

号。输出报警类型有如下四种。

·上限报警

测量值超过报警值时产生报警。

·下限报警

测量值低于报警值时产生报警。

·差分上限报警(通过差分运算)

两个通道的测量值的差值超过报警值时产生报警。

·差分下限报警(通过差分运算)

两个通道的测量值的差值低于报警值时产生报警。



1-7IM  MX100-01C

功
能
介
绍

11111

1.2 主模块功能

报警值滞后

可以为激活报警和解除报警的值设定带宽(滞后)。测量值在报警值附近波动时，报

警滞后可以防止频繁激活和解除报警。

报警输出时间

输出周期为100ms。因此，测量周期为10ms或50ms时，报警输出数据累积超过

100ms，根据累积数据以100ms周期输出。

7段LED显示内容

2位7段LED显示MX100数据采集系统的主模块数、操作状态、操作完成、操作错

误。

主模块数显示

单个MX100数据采集系统通过MX100 Standard软件连接到PC机上，主模块数固定

为00，显示  。使用MXLOGGER软件(零售)允许连接最多20个MX100数据采集系

统，主模块数设定范围是00～19，显示为 ～ 。

电源打开时显示自检操作

打开电源时，LED显示起动状态(如 )，并执行自检。自检过程中，重复显示以下

情况。

操作模式显示

MX100数据采集系统有三种操作模式：空闲模式、测量模式、备份模式(由于通信

中断，测量数据保存到CF卡)。各种模式显示如下。下图中， 表示主模块数。如

果主模块数不是00，则会显示实际的主模块数。

操作完成时的显示

下图所示为操作完成时的显示，如IP地址配置完成和测量条件改变完成。下图中，

表示主模块数。如果主模块数不是00，则会显示实际的主模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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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处理过程中

访问CF卡、CF卡格式化或进行校准时重复显示下图过程。

显示确认主模块

MX100数据采集系统使用MX100 Standard软件或MXLOGGER(零售)连接确认。如

下图所示。“-CALL-”单词从右向左滑动。

有关显示和操作故障的含义，请参阅3.1节，“7段LED错误显示和校正措施”。

保存数据到CF卡

通信中断数据保存

如果PC机记录(保存)测量数据时通信中断，并超过60s时间段*，则测量数据以60s周

期保存到CF卡上。保存操作开始后，每个测量周期(指MX100 Standard软件的监控

周期)生成一个文件。保存操作过程并且最短测量周期的文件达到5MB时，文件关

闭。同时其他测量周期的文件(文件没有达到5MB的文件)也被关闭。然后每个测量

周期再生成新的文件，继续保存操作。与PC机通信恢复后，测量数据采集恢复，

自动保存操作结束。按下主模块的CF卡槽上方的访问停止开关(参阅2.8节)，可手

动停止操作。

在某个测量周期下，数据保存到CF卡的时间，如下表所示。
* PC 机与MX100 之间的通信中断时间和测量数据采集停止的时刻到CF 卡开

 始保存数据的时间。

相关数据存储的其它规格，请参阅4.2节“主模块规格”中的“数据存储”。

1.2 主模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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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F卡中保存的测量数据

PC软件的数据浏览程序(Viewer)可以显示CF卡中保存的测量数据。但是，不能进行

时间同步处理。使用PC软件打开CF卡中，通信中断前连接的数据(数据保存到PC机)

和通信中断后连接的数据(数据保存到CF卡)，并转换为Excel格式。然后，使用拷贝

粘贴或其他方式将数据插入到通信中断前的适当位置。注：与PC机的通信恢复后，

PC软件要求尽可能多的重新跟踪数据。因此，CF卡中保存的数据和PC软件记录的

数据可能会有重叠。

日志文件存储

与PC机通信断开后，CF卡不仅保存测量数据，而且保存一个与CF卡操作和电源开

关信息相关的日志文件，以文本文件格式保存到CF卡(MX100MLG.TXT)。日志文

件最大为40KB，最多可记录1021个事件。超过1021事件时从头覆盖。按下访问停

止开关(参阅2.8节)时记录写入CF卡(覆盖相同的文件名)。

·保存到日志文件的信息

·电源开或关的日期/ 时间。

·将CF 卡插入或拔出的日期/ 时间。

·保存(备份)数据和开始/ 停止记录时的保存模式。

·日志文件生成和删除。

·媒介相关错误。

·CF 卡格式的记录。

·日志文件举例

CF卡规格

项目 规格

容量 最大2GB

类型 类型I或类型II

格式 支持快速(逻辑)格式化。MX运行模式为空闲时，通过PC机命令
允许1次分区格式化(硬盘格式化)

文件系统 FAT

1.2 主模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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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CH高速通用输入模块功能

该模块备有四个输入通道，可测量直流电压，热电偶，热电阻，数字输入(DI),最小

测量周期为10ms(输入类型为热电偶或热电阻时，最小周期为50ms)。

输入类型和测量范围

允许下列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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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CH高速通用输入模块功能

下列输入可用于零售的MXLOGGER或MX100/DARWIN API，但不可用于MX100

Standard软件。

测量周期，积分时间和滤波器

下表列出可测量周期。该模块备有积分型A/D转换器。积分时间与测量周期之间的

关系见下表。有关噪声和积分时间之间关系的内容，请参阅2.7节“MX100数据采集

系统抗噪声测量”。抗噪声滤波器切换类型见下表。

同步测量

每个输入通道都有A/D转换器。因此，每个通道的测量都是同步的。

共模电压

施加连续信号时，单个模块中通道之间的共模电压是250VACrms。

施加连续信号时，模块之间的共模电压以及模块与地之间的共模电压是

600VAC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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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CH中速通用输入模块功能

该模块备有10个输入通道，可测量直流电压，热电偶，热电阻，数字输入(DI),最小

测量周期为100ms。

输入类型和测量范围

允许下列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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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100 Standard软件。

测量周期，积分时间和滤波器

下表列出可测量周期。该模块备有积分型A/D转换器。积分时间与测量周期之间的

关系见下表。有关噪声和积分时间之间关系的内容，请参阅2.7节“MX100数据采集

系统抗噪声测量”。抗噪声滤波器切换类型见下表。

同步测量

该模块备有一个A/D转换器，按顺序进行测量。因此，每个通道的测量不同步。

共模电压

施加连续信号时，单个模块中通道之间的共模电压是250VACrms。

施加连续信号时，模块之间的共模电压以及模块与接地之间的共模电压是

600VACrms。

1.4 10CH中速通用输入模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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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CH高速数字输入模块功能

该模块备有10个输入通道，可测量5V逻辑电压、非电压接点和开路集电极输入，

最小测量周期为10ms。

测量周期

可选择的测量周期有：10 ms, 50 ms, 100 ms, 200 ms, 500 ms, 1s, 2 s, 5 s,

10 s, 20 s, 30 s和60 s。

滤波器

该模块检测ON/OFF，如下图所示，可防止跳变。如果测量周期大于四个跳变周

期，则忽略跳变影响。

·测量周期小于等于5s：使用检测周期ON/OFF宽度(测量周期的75%～90%)

·测量周期大于5s：使用检测周期ON/OFF宽度，约4.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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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根据PC软件中的报警输出设定和输出设定，输出10个接点信号。

输出类型

可选择下列类型(输出原因)。励磁  非励磁

输出更新周期

输出更新周期为100ms。与测量周期不同步。

继电器动作和保持

PC软件输出接点信号时，可选择是否励磁输出继电器。也可选择在接收到输出解

除命令之前输出继电器是OFF(非保持)还是ON(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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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安装和连接

2.1 注意事项

本节介绍MX100的使用注意事项。使用前请务必认真阅读。

·首次使用本仪表时，请先阅读第ii页和第iii页的[请安全使用本仪表]。

·请勿打开本仪表的外壳。

检查或调整仪表内部，请联系本手册背面列出的YOKOGAWA 经销商。

·请勿在仪表上放置其它物体。

请勿在仪表上放置其它仪器或装水的容器等，以免发生故障。

·搬动仪表时

首先，关闭被测对象和MX100，除去所有接线，包括测量导线和通信电缆。然

后拔掉电源线。

·为防止内部过热，请勿堵塞模块的通风孔。

·本仪表使用许多塑料部件。清洗时，使用干燥软布擦拭。请勿使用挥发性化学

物质，否则将引起褪色或变形。

·请勿将带电物体靠近信号端子，以免引发故障。

·请勿将本仪表与挥发性物质、橡皮或PVC制品长时间接触。以免引发故障。

·请勿振荡本仪表。

·闲置时，请关闭电源。

·如有发生故障的迹象，如仪表出现冒烟、异常顺序或声音等，请立即关闭电源

停止供电。与最近的YOKOGAWA经销商联系。

·请勿损坏电源线

请勿在电源线上放置任何物体，并远离热源。从插座拔电源时，不要拽电源线，

需按住插头向外拔。如果电源线损坏，与经销商联系更换。电源线的部件号请参

阅第v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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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装

安装场所

请将仪表安装于以下室内场所。

·温度为0～50℃场所。

0～40℃场所，相对湿度在20～80%RH 之间，40～50℃场所，相对湿度在10～

50%RH 之间。不应出现浓缩现象。

注意

仪表从温度高的地方移动到温度低的地方或温度变化较大的地方，仪表可能会发生冷

凝。另外，使用热电偶时会产生测量误差。这种情况下，仪表在使用前应当适应新的

环境至少一个小时。

·安装高度低于2000米。

·通风场所

安装在通风场所，避免仪表内部温度升高。

·机械振动较小的场所

安装位置机械振动要小。

·水平位置

仪表安装在水平表面。

请勿在下列场所安装仪表。

·带有可燃液体、蒸汽或灰尘的场所。

·阳光直射或靠近热源处

选择接近室温(23℃)、温度变化小的场所。如果仪表放置在阳光直射或靠近热源

处会产生不良影响。

·带有过量烟灰、蒸汽、湿度、灰尘或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烟灰、蒸汽、湿度、灰尘或腐蚀性气体会对仪表产生不良影响。请勿将仪表安装

在含有高浓度成分的场所。

·靠近磁场源

安装场所的磁场强度小于 400A/m。请勿将产生磁场的仪表或磁体靠近本仪表。

仪表靠近强磁场源会导致测量错误。



2-3IM  MX100-01C

安
装
和
连
接

22222

2.2 安装

安装步骤

MX100数据采集系统可以安装在桌面、地面的支架或面板上。不论何种情况，请确

保垂直安装。闩杆

桌面或地面安装

每个模块都具有支脚，用以将模块垂直安装到背板上。模块的安装步骤参阅下页。

安装到DIN轨条DIN轨条架

如下图所示，在背板安装DIN轨条，可将MX100数据采集系统安装支架或面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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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装模块

警告

为防止电击和仪表故障，安装模块时请勿向主模块提供电源。

安装步骤

1.确保主模块未连接电源。

2.模块后面板的接口对准背板相应位置，插入接口。

接口连接正确时，模块后面板的滑槽销会插入到背板的导孔内。另外，背板底部

的闩杆对模块起到固定作用。

3.拧紧主模块上部的安装螺丝(M3)。模块接口

取下模块时，先卸掉螺丝，按下模块后面板的闩杆，再将模块从背板上取下。

注意

主模块必须安装在背板的最右端。

安装位置和通道号

下图为PC识别通道的方法。



2-5IM  MX100-01C

安
装
和
连
接

22222

2.4 信号线连接

端子盖的端子排列标记

每个I/O模块的端子盖背后的字符表示端子功能，符号表示端子输入/输出的信号类

型。每个端子符号相应的连线步骤参阅2-7页。

安装和卸载端子板

卸载I/O端子如下图所示。

注意

端子盖提起后，向后按可取下盖子。

螺纹端子板

10CH中速通用输入模块和10CH高速数字输入模块中可取下端子板，连接10通道的

螺纹端子板(零售，M4螺纹)，该端子板可连接到DIN轨条上(参阅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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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输入/输出信号线的注意事项

警告

·为避免连线时发生触电，确保关闭电源和信号源。连接后盖上端子盖，请勿用

手触摸端子。

·信号线上的对地电压或或信号之间电压超过30VAC/60VDC时，使用强化(双)绝

缘导线。其它信号线使用基本绝缘导线。下表为导线的耐压。

施加电压(Vrms或VDC) 基本绝缘 强化(双)绝缘

30(60 VDC)～100 490 Vrms 740 Vrms

101～150 820 Vrms 1400 Vrms

151～300 1350 Vrms 2300 Vrms

301～600 2200 Vrms 3700 Vrms

·如果取下接线端子模块和端子板，在输入和输出信号之前安装端子模块和端子

板以防止触电或着火。

注意
·如果用力拉拽MX100的输入/输出导线，可能损坏端子或信号线。为此，请将

所有导线固定到安装面板上。

·通用输入模块的输入端子上施加的电压请勿超过下述数值。否则会损坏模块。

·最大输入电压

电压范围小于等于1 VDC, TC, RTD和DI: ± 10 VDC

其它电压范围：±120 VDC

·最大共模电压：600 VACrms (50/60 Hz)

·10CH高速数字输入模块的输入端子或10CH中速通用输出模块的输出端子中施

加的电压请勿超过下述数值。否则会损坏模块。

·最大输入电压

10CH高速数字输入模块：±10 VDC

10CH中速通用输出模块：250 VAC或 250 VDC

·最大共模电压：25VACrms (50/60 Hz)

·MX100为安装II型仪表。

下列措施有助于防止噪声进入测量电路。MX100测量噪声的消除请参阅2-7页。

·测量电路远离电源线(电源电路)和接地电路。

·被测对象最好不是噪声源。但如果无法避免，则绝缘被测对象和测量电路。另

外，将被测对象接地。

·屏蔽导线对静电感应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如有必要，将MX100接地端子连接屏

蔽(确保不要两点接地)。

·相邻测量电路导线绞接可以抑制静电感应。

·确保保护地端子通过小电阻接地(≤100Ω)。

2.4 信号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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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热电偶输入使用MX100的冷端补偿时，采取措施保持端子部分的温度。

·保持端子盖密闭盖紧。

·请勿使用热辐射效应较大的粗导线(推荐使用截面积小于0.5mm2)。

·保持环境温度恒定。附近的电扇开关等会引起较大的温度波动。

输入导线与其它仪表并联时会互相影响测量值。

如果需要并联：

·关闭断偶。

·每个仪表同一点接地。

·测量过程中请勿开/关仪表。否则对其它仪表产生不良影响。

注意RTD不能并联。

连线步骤

1.关闭MX100电源。

2.松开端子盖螺丝，打开端子盖。

3.信号线连接端子。

4.端子盖复位，拧上螺丝。

通用输入模块连线 导线阻抗  DC电压输入  分流器

注意

10CH中速通用输入模块中，每个通道的RTD输入端子A和B为绝缘的。所有通道的b端

子被短路。热电偶输入

2.4 信号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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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信号线连接

数字输入模块连线

主要输入规格晶体管输入

输入类型： 非电压接点、开路集电极、5-V逻辑输入

输入格式： 约5V/约5kΩ提高电压，通道之间的共模电压

最小检测脉冲宽度： 测量周期的两倍或以上接点输入

输入门限电平： 非电压接点、开路集电极：100Ω以下为ON，100kΩ以上

为OFF

5-V逻辑：1V以下为OFF，3V以上为ON

接点/额定晶体管：

接点：15VDC以上，30mA以上

额定晶体管：Vce>15Vdc，lc>30mA

端子类型： 钳式端子

可用导线尺寸： 0.14～1.5 mm2 (AWG26～16)

注意

数字输入模块中，所有通道的负极端子和空白端子被短接。

数字输出模块连线

主要输出规格

接点类型： A接点(SPST)

接点容量： 250 VDC/0.1 A, 250 VAC/2 A, 或30 VDC/2 A (阻性负载)

端子类型： 钳式端子，5个通道的模块

可用导线尺寸： 0.08～2.5 mm2 (AWG28～12)

注意

数字输出模块的空闲端子不能进行任何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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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连接电源

警告

·为防止触电，连线时请关闭电源。

·为防止触电和火灾，请务必使用YOKOGAWA为MX100数据采集系统提供的电

源线。

·确保使用接地保护，以防止触电。MX100数据采集系统的电源线连接到带有保

护地端子的三相电源中。

请勿使用功能接地端子作为接地保护端子(参阅 2-3 页)。

·请勿使用没有保护地的导线。否则会削弱保护功能。

所使用的电源需满足下表条件。

项目 规格

额定电压 100～240 VAC
额定电源范围 90～132/180～264 VAC
额定电源频率 50/60 Hz
允许线频率范围 50/60 Hz±2%
最大功耗 安装6个模块时，最大约70VA

注意

请勿使用132～180VAC范围的电源，否则对测量精度产生不良影响。

电源线连接步骤(电源和电源线的代码为D)电源代码

1. 确保主模块电源关闭。

2. 将电源线插头连接到MX100数据采集系统电源接口中。(使用随包附带的电源

   线。)

3. 将电源线另一端插入符合上述条件的电源插座中。AC电源插座必须为三相，

   并带有接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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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连接电源

电源端子连线步骤(电源和电源线的代码为W)

1.确保电源和主模块电源关闭。

2.松开主模块电源端子盖的螺丝，打开盖子。

3.如下图所示，连接电源线和接地线到电源端子。

  电源线和接地线使用带有绝缘套的接线片(4mm螺纹)。

4.盖上电源端子盖，拧上螺丝。

打开/关闭电源开关

将开关打到I侧，则打开仪表。将开关打到O侧，则关闭仪表。

打开仪表时，7段LED等显示(参阅1-7页)。仪表准备好时(自检结束)，显示模块号。

使用MX100 Standard 软件时，模块号固定为00(显示为 )。

注意

·打开电源前，确保模块和电源线正确连接。

·打开电源开关后，若7段LED未点亮，则关闭开关，并进行如下检测。如果还未点

亮，则可能发生故障。此时请联系与您最近的YOKOGAWA经销商。

·电源线正确插入。

·供电电压在上页给出的供电范围之内。

·打开电源开关后，若7段LED没有显示模块号，请参阅3.1节“7段LED错误显示和校

正措施”，并执行相应的校正措施。此后，若显示信息仍不改变，则可能发生故障。

请联系与您最近的YOKOGAWA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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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连接以太网网线

连接步骤

连接

将以太网网线连接到主模块的以太网端口(10BASE-T/100BASE-TX)。以太网网线

使用UTP网线(5类或更好的)或STP网线。

连接到PC

通过集线器(Hub)连接。下图为一对一连接到PC。一台PC最多可连接20个MX100数

据采集系统。但是，控制多个MX100数据采集系统时需使用MXLOGGER(零售)。

MX Standard软件不能控制多个系统。

注意

·PC的NIC应支持100BASE-TX(推荐)或10BASE-T。

·连接外网时，网络内部与MX100无关的通信会干扰MX100的测量操作。

·MX100可连接到自动适应集线器(10BASE-T 和100BASE-TX之间)，但某些集线器

(Hub)上的连接可能失败，原因是集线器不能识别MX100输出的信号。此时，关闭主

模块微动(dip)开关6，将数据速率固定在10Mbps。仅在电源关闭时才可操作微动开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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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连接以太电缆

检测通信状态 LINK LED

通过以太网端口右上和右下的LED，可以检测通信状态。ACT LED

初始化设定

主模块的微动开关用于初始化MX100的各项设定，包括IP地址。

1.关闭MX100 电源。

2.关闭MX100 主模块微动开关5。

3.打开MX100 电源。

  7 段LED 显示上电过程中的自检操作(参阅 1-7 页)，然后显示bF。

4.检测 3 步的状态，并关闭电源。

5.打开微动开关5。

检测设定是否被初始化(例如使用MX100 Standard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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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X100数据采集系统测量抗噪声

测量抗噪声方法可参考下列技术资料。

·记录仪抗噪声(TI 4D5B1-80E)

介绍有关噪声的基础知识，分两部分介绍抗噪声的方法：基础版和应用版。

·MX100性能规格(TI 04M08B01-00E)

详细介绍MX100 数据采集系统专用的噪声抑制方法。

本节简要介绍MX100数据采集系统使用的积分A/D转换和一阶滞后滤波抗噪声方

法。

积分A/D转换法

MX100输入模块采用积分A/D转换，将模拟测量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积分A/D转

换在指定时间对测量值进行积分。如果指定时间与期望消除的信号一致，则该信号

被消除。

例如，如果积分时间为20ms，那么频率为50Hz及50Hz整数倍的信号被消除。同

理，如果积分时间为16.67ms，那么频率为60Hz及60Hz整数倍的信号被消除。如果

积分时间为100ms，那么频率为10Hz及10Hz整数倍的信号被消除。商用电源是噪声

源之一。设置这些积分时间可以消除50Hz或60Hz的商用电源噪声。

下表为MX100积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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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X100数据采集系统测量噪声抑制

一阶滞后滤波

MX100数据采集系统使用一阶滞后滤波来消除电源噪声之外的噪声源，对于阶跃输

入的输出特性如下图所示。其时间常数可通过PC软件选择(MX100 Standard软件、

MXLOGGER(零售)或用于MX100/DARWIN的API (零售))。

测量周期(s) 可选时间常数

n=5 n=10 n=20 n=25 n=40 n=50 n=100

0.01 0.05 0.1 0.2 0.25 0.4 0.5 1

0.05 0.25 0.5 1 1.25 2 2.5 5

0.1 0.5 1 2 2.5 4 5 10

0.2 1 2 4 5 8 10 20

0.5 2.5 5 10 12.5 20 25 50

1 5 10 20 25 40 50 100

2 10 20 40 50 80 100 200

5 25 50 100 125 200 250 500

10 50 100 200 250 400 500 1000

20 100 200 400 500 800 1000 2000

30 150 300 600 750 1200 1500 3000

60 300 600 1200 1500 2400 3000 6000

如果对输入信号进行一阶滞后滤波，则可获得下图所示的低通滤波特性。

如果一阶滞后滤波的时间常数较大，则截止频率减小，被消除的频带变宽。根据需

要消除的噪声频率，需要设定适当的时间常数。截止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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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F卡操作

CF卡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CF卡时请注意以下事项。CF卡的一般操作注意事项请参考CF卡的操作手册。

·CF卡为贵重电子设备。请勿将其防止于带有强静电的环境或容易出现电子噪

声的场所。

·写数据时请勿从卡槽中拔下CF卡。否则会破坏或消除数据。

插入CF卡

将CF卡插入卡槽中时，打开槽盖，卡的正面朝右方向。

         

弹出CF卡

从卡槽中弹出CF卡之前，确保没有对CF卡进行访问。访问CF卡时，7段LED点亮(参

阅1-8页)。访问停止开关

弹出CF卡的方法是打开槽盖，并触摸金属排放静电，按一次弹出杆。然后再按一

次弹出杆，从槽中取出CF卡。

注意

·如果用手指不易按下弹杆，则使用铅笔之类的尖头物体来按，如图所示。

·弹杆弹出时，请勿关闭槽盖。否则损坏CF卡槽。不使用弹杆时，将其推进以关闭槽

盖。

·CF卡被读写时，如需弹出CF卡(备份操作模式时)，打开槽盖，按下槽上方的访问停

止开关(见上图)。CF卡的数据保存操作停止后(参阅1-7页，7段LED的操作模式从备

份变为测量时)，弹出CF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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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维修和维护

3.1 7段LED的错误显示和校正措施

主模块有两个数字7段LED，参阅下图显示。7段LED显示系统状态。本节介绍了当

系统发生错误时7段LED显示内容及相应的校正措施。正常显示以外的错误显示，

参阅1-7和1-8。

对于必要的服务，或如果程序在执行校正措施后，仍不能正常运行，请与最近的横

河经销商联系。系统错误

电源打开错误

7段LED的左右数字位，分别显示”b”和错误代码。LED显示：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显示b*(*表示除F以外的任意字符) 关闭电源，取出CF卡，设置所有的微动开关为”ON”， 2-15
微动开关设置不正确 再次打开电源。如果状态未改变，则请求服务。

显示bF 电源打开在预设模式。关闭电源，设置所有的微动 2-12
微动开关设置不正确 开关，再打开电源。因为所有设置如IP地址均被初始

化，需要重新设置。

系统错误

7段LED的左右数字位，分别显示”F”和错误代码。LED显示：

显示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F0 系统ROM错误 需要检修 -

F1 SRAM错误 需要检修 -

F2 EEPROM错误 需要检修 -

F3 主模块的内 需要检修。 -
置电池错误 然而，更换电池后立即显示错误。

如果发生错误，重新启动MX100。

F4 以太网控制器错误 需要检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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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7段LED的错误显示和校正措施

模块错误

7段LED的左右数字位，分别显示”E”和错误代码。LED显示：

当模块发生错误的情况下，错误号和对应的模块号交替显示，如下表所示：

显示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E0 范围信息错误 需要检修 -

E1 校正值错误 重新校正模块，在重新校正后， *
仍发生错误，就需要检修

E2 校正参考电压 检查是否提供正确的校正参考 *
不正确(校正过程中) 电压和通道电压

E3 写入校正错误值 需要检修 -

E4 不使用安装模块 更换模块 -
*请参阅MX100 Standard 软件使用手册。

媒体相关错误

7段LED的左右数字位，分别显示”P”和错误代码。LED闪烁。保存错误代码到日志

文件(参阅1-9页)。

显示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P0 在存储过程中使用CF卡 在存储过程中不要操作CF卡 2-15

P1 CF卡错误 CF卡不能被格式化或者被损坏。检查 -
CF卡。

P2 CF卡不能正确格式化 将CF卡插入CF卡插槽，然后将卡格式化。 *
更换CF卡。

P3 CF卡没有足够的空间 删除不需要的数据增大剩余空间，更换 *
CF卡

P4 CF卡保存文件数超过512 删除不需要的文件释放空间或更换CF卡 *

P5 数据存储缓冲区写入错误过多 根据时间减少存储的文件，删除不需要的 *
文件节省更多的空间，格式化CF卡。
如果通过MX100/DARWIN API使用应用
软件，超时设置不正确，请更改超时设定值。

*参阅MX100 Standard 软件的使用说明书。

通信错误

7段LED的左右数字位，分别显示”C”和错误代码。连接LED：

显示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C1 通信连接错误 断开当前连接或者重新连接。当以太网 *
断开连接后再次连接时，也会出现错误。

*参阅MX100 Standard 软件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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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故障诊断与排除

如果需要检修，或者在执行以下校正措施后模块不能正常运行，请与横河最近的经

销商联系。

7段LED不能显示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电源未打开 打开电源开关。 2-9

电压太低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额定范围内。 2-9

保险丝烧断 需要检修。 -

电源故障 需要检修。 -

7段LED重复闪烁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电源在输入/输出模块 逐个拆卸输入/输出模块在找到出 -
内部短路 现问题的模块(需要检修)。

电源在主模块内部短路 代替主模块(需要检修)。 2-4

在PC机上不能检测到MX100或不能用搜索键检测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LINK LED没有点亮，网线故障 更换网线。 2-12

LINK LED没有点亮，Hub故障 检查Hub电源，如果它一直没有工作，更换Hub 2-11，2-12
并检查Hub的运行情况。
试使用10Mbps固定模式连接MX100。

LINK LED没有点亮，PC机故障 检查PC机是否能连接网络。更换PC机的网卡。 2-12

ACT LED 没有点亮，Hub和 检查Hub电源，如果它一直没有工作，更换Hub 2-11，2-12
MX100之间的连接故障 并检查Hub的运行情况。

也可以使用10Mbps固定模式试着连接MX100。

ACT LED 没有点亮，PC机故障 检查PC机是否能连接网络。更换PC机的网卡。 2-12

网络配置故障，设置不对 检查PC机的IP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设置是 *
否与MX100的设置相对应。

网络配置故障，设置改变不受影响 关闭PC机和MX100的电源，进行再连接。 *

使用MX100/DARWIN API软件 使用MX100 Standard 软件检查是否能连接。 *
时的错误

PC机和MX100不在同一网段 在同一网段连接PC机和MX100。如果PC机和 *
MX100进行连接，按下图所示，则不能使用搜
索键检查MX100。你可以手动连接MX100指定
的IP地址。

*参阅MX100 Standard 软件的使用说明书。

使用搜索键可以检测到MX100，但是连接失败。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IP地址设为默认值。不能 设置正确的IP地址。 *
使用默认的IP地址连接。

网络配置问题 检查PC机和MX100的IP地址，子网掩码， *
默认网关的设置是否正确。

*参阅MX100 Standard 软件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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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故障诊断与排除

校正软件不能连接到MX100。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试图进行多次连接，用其他软件 关闭所有其他软件，如MX100 Standard。 *
(如MX100 Standard 软件)已经连
接上MX100。
*参阅MX100 Standard 软件的使用说明书。

检测不到连接的输入/输出模块。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模块连接或模块启动错误。 关闭电源，取出输入/输出模块后， 2-4，2-9
在电源为”ON”时连接模块。 再重新连接。

执行错误校正。 重新校正。 *
*参阅MX100 Standard 软件的使用说明书。

测量值错误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输入线错误 检查输入线。 2-7

测量值显示为正溢出(+Over) 进行正确的范围设置。 *
或负溢出(-Over)。测量值范
围的设置和输入范围不匹配。

温度误差大或温度不稳定。 进行正确的设置。 *
TC的设置和实际连接的类型不同

温度误差大或温度不稳定。 进行正确的设置。 *
冷断补偿(RJC)设置不正确。

温度误差大或温度不稳定。 压紧螺纹端子。 -
压紧螺纹端子板。

温度误差大或温度不稳定。 为了不受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
周围的温度环境变化过大。 可将MX100放于盒中

温度误差大或温度不稳定。 三根导线的厚度和长度一致。 2-7
阻抗有错误(RTD)。

测量误差大或温度不稳定。 采用抗噪声措施。 2-13
受噪音影响

测量误差大或温度不稳定。 减少信号源阻抗如插入一个转换器。 -
受信号源阻抗的影响。

温度误差大或温度不稳定。 停止并行连接。不要使用断偶设置。 -
并行连接产生的影响。
*参阅MX100 Standard 软件的使用说明书。

无报警输出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报警设置中错误。报警和 进行正确的报警和输出继电器设置。 *
输出继电器都必须设置。
*参阅MX100 Standard 软件的使用说明书。

检测不到CF卡

原因 校正措施 参考页

CF卡故障 更换CF卡。取出并格式化CF卡后，再次插入。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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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校正

建议将MX100一年校正一次，确保它的测量精度。校正MX100需要一台具有一定精

度和分辨率的校准仪。购买校准仪的相关信息以及校准的详细信息，请与最近的横

河经销商联系。

关于校正的详细内容，请与最近的横河经销商联系。

直流电压和RTD测量范围的校正

所需仪器

·标准直流电压

必须符合以下规格(FLUKE公司 5520A或同类产品)

输出范围：20mV～100V

输出范围精度：±(0.005% + 1 μV)或更少

·十进电阻箱

必须符合以下规格(横河M&C 公司 2793-01 型或同类产品)

电阻范围：0.1～500 Ω

阻抗范围精度：±(0.01% + 2 mΩ)

精度：0.001Ω

校正步骤

1.通用输入模块和校准仪连线，如下表所示。充分预热MX100 的数据采集系统

(MX100 数据采集系统的预热时间至少30 分)。

2.检查带有标准运行条件的运行环境，如：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参阅4.4和 4.5节)

3.连接PC机和MX100的数据采集系统，因此可进行通讯。启动MX100 Standard

软件的校正程序进行通讯，然后开始校正。

校准仪的操作过程，请参阅MX标准说明书(IM MX180-01E)。

连线图

校正4通道高速通用输入模块的直流电压



3-6 IM  MX100-01C

·校正4通道高速通用输入模块的RTD的范围

·校正10通道中速通用输入模块的直流电压范围

·校正10通道中速通用输入模块的RTD范围

3.3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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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偶温度测量的校正

所需仪器

·标准直流电压

必须符合以下规格(FLUKE公司 5520A 或同类产品)

输出范围精度：±(0.005% + 1 μV)或更少

·0℃标准温度设备

必须符合以下规格(Coper Electronics 公司ZC-114/ZA-10或同类产品)

标准温度稳定精度：±0.05℃或更小

热电偶输入的冷端补偿

因为通用输入模块的输入端子通常为室温，热电偶的实际输出与0℃温差电动势表

中给出的值不同。通用输入模块在输入端通过温度测量执行补偿，加上热电偶实际

输出所对应的温差电动势的温度值。因此，测量端子短路时（相当于探头温度为0

℃），测量值表示输入端子的温度。校正通用输入模块时，必须将该补偿电压（输入

端子温度所对应的0℃参考温差电动势）从标准发生器输出中减掉才能应用。如下图

所示，使用0℃标准温度设备进行0℃的冷端补偿，可以从标准直流电压输入0℃参

考温差电动势，并执行校正。

连线图

注意

·与DC电压或RTD范围校正不同，MX100数据采集系统的热电偶，不能调整温度测量

校正的输入部分。如果热电偶温度测量校正不能满足精度规格（参阅4.4节和4.5节），

请仔细检查输入错误和其它因素，并联系YOKOGAWA经销商。

·如果热电偶导线和TC扩展导线存在问题，则不可能进行正确的校正。请务必使用校

正过的热电偶。

3.3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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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部件保养

MX100不具有需要定期更换的部件。

然而，主模块(MX100)使用扩展部分，如下表标记。所列部件没有更换服务。

如需长期使用MX100，修复或再购买主模块时，请参考部件的寿命及实际工作条

件。

部分名称 使用寿命 注意

锂电池 大约10年 在标准操作环境下使用。

一次性使用铝电解电容 大约10年 在标准操作环境下使用。

注意

主模块也有保险丝，但是用户不能更换。如果保险丝断了，请与最近的横河公司经销

商联系。

[参考]保险丝额定值

     最大额定电压：250V，最大额定电流：3.15A，类型：时滞(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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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使用通信命令维护测试MX100

网络管理员使用MX100维护/测试功能检查MX100的通信状态。

PC与主模块连接，在PC上使用终端仿真器，如Te l n e t ,便可通过通信命令执行

MX100的维护与测试。通讯方法是命令和响应的类型(从PC机发到MX100的命令，

然后从MX100向PC机返回一个响应)。一台PC机只能连接一台MX100。

连接主模块和PC机维护和测试命令

参阅2.6节“连接过程”，“连接以太网”。

设置终端仿真器

使用通讯命令，执行MX100的维护和测试时，设置终端仿真器，如下表所示。

指定MX100的IP地址，终端仿真器的目标端口号设为34317。

·本地echo：ON

·传送数据的结束符代码：CR+LF

维护/测试命令的列表

命令名 功能

con 输出TCP连接信息
eth 输出以太网的统计信息(数据链接层)
help 输出命令帮助
net 输出其他网络信息
quit 退出维护/测试(中断连接)

维护测试部分的规格

端口号 34317/tcp

传送数据 ASCII码

结束符(命令) CR+LF或者LF

结束符(响应) CR+LF

接收缓冲 128B

发送缓冲 8192B

连接超时 3min(固定)

同步连接最大数 1

*不可以改变连接超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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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使用通信命令维护测试MX100

con 输出连接信息

功能 输出MX100的连接信息列表。

设置 con

举例 con

EA

03/01/01 00:02:45.490

Active Connections

proto Local Address Foreign Address State

TCP 0.0.233.25:34316 10.0.232.124:1382 ESTABLISHED

TCP 10.0.233.25:34317 10.0.232.124:1380 ESTABLISHED

TCP 0.0.0.0:34316 0.0.0.0:0 LISTEN

TCP 0.0.0.0:34317 0.0.0.0:0 LISTEN

EN

描述： 以EA开头和EN结尾输出连接列表

Proto: 使用协议

Local Address： MX100地址和端口号

Foreign Address： PC机地址和端口号

State： 连接状态(ESTABLISHED、LISTEN、CLOSE_WAIT...)

连接信息中输出的最大连接数是24。

eth 输出以太网的统计信息

功能 输出包的统计信息，经过MX100接口访问(Io0:回环装置，lan0:网络装置)。

在MX100连接电源后，输出总和值。

设置 eth

举例 eth

EA

03/01/01 00:02:45.490

Ethernet Statistics

Name In Pkt In Err Out Pkt Out Err 16 Coll

lo0 0 0 0 0 0

lan0 1492 176 93 0 0

EN

描述： 以EA开头和EN结尾输出列表的数据包统计信息

Name： 接口名称(lo0:回环装置，lan0:网络装置)

In Pkt: 接收数据包数

In Err: 产生接收错误的数据包数

Out Pkt: 发送数据包数

Out Err: 产生传送错误的数据包数目

16 Coll: 发生16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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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输出帮助

功能 输出命令帮助。命令被指定为参数时，则输出其简要的使用方法。

设置 help[,p1]

(p1:指定输出帮助的命令名。Con,eth,help,net或者quit)

举例1 help

EA

03/01/01 00:02:45.490

Command Help

con - echo connection status

eth - echo ethernet statistice

help - echo help

net - echo network statistics

quit - close this connection

EN

举例2 help, help

EA

help[, <command name>] - echo help

EN

描述 输出命令帮助或如何使用以EA开头和EN结尾的命令。如果指定一个无效的

命令，则输出”E1未知命令(CR+LF)”。

net 输出其他网络信息输出网络信息

功能 输出的设置和统计信息指定到MX100(APP,TCP和DLC)。此输出值是MX100

在电源打开时的值或在MX100电源打开后的一个总和值。

设置 net

举例 net

EA

03/01/01 00:02:45.490

Network Statistics

APP: applalive = 180 min

TCP: keepalive = disable

TCP: connects = 1

TCP: closed = 1

TCP: timeoutdrop = 0

TCP: keepdrops = 1

TCP: sndtotal = 5

TCP: sndbyte = 71

TCP: sndrexmitpack = 0

TCP: sndrexmitbyte = 0

TCP: rcvtotal = 10

TCP: rcvbyte = 5

DLC: 16 collisions = 0

DLC: speed = 100 Mbps

EN

3.5 使用通信命令维护测试M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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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使用通信命令维护测试MX100

描述 以EA开头和EN结尾，将输出设置和统计信息指定到MX100。

APP: applalive: APP继续检查周期

TCP: keepalive: TCP继续检查周期

TCP: connects: 所建立的总连接数

TCP: closed: 断开总连接数

TCP: timeoutdrop: 由于TCP再传输超时造成的断开连接总数。(如

果发送包(发送数据单位)未被接收，则再预定时

间段后重新发送该包。若重发14次后仍未收到

该包，则发生超时，并中断连接)。

TCP: keepdrops: 由于TCP继续溢出而中断的连接总数

TCP: sndtotal: 传送包的总数

TCP: sndbyte: 传送字节的总数

TCP: sndrexmitpack: 再传送包的总数

TCP: sndrexmitbyte: 再传送字节的总数

TCP: rcvtotal: 接收包的总数

TCP: rcvbyte: 接收字节的总数

DLC: 16 collisions: 发生冲突数(如果网络中两个以上设备试图同时

发送数据时，就会发生冲突。网络拥塞时，产

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16个冲突表示连续16起

冲突事件。)

DLC: speed: 连接速度

quit 退出维护/测试(断开运行设备的连接)

功能 中断PC机和MX100之间的连接。

设定 quit

举例 quit

描述 在返回”E0”后，MX100发出一个中断需求(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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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格

4.1 一般规格

标准运行条件

温度范围： 0 ～ 50°C

湿度范围： 20～80％RH(在0～40℃)

10～50％RH(在40～50℃)

额定电压： AC电源，100～240VAC

电源电压范围： AC电源，90～250VAC

电源频率： 50Hz ± 2%, 60Hz ± 2%

功耗： 使用6模块时最大值约为70VA

振动： 10～60Hz，≤0.2m/s2

冲击： 不允许

磁场： ≤400A/m (50/60Hz)

位置： 垂直或水平

结构： 无防爆

地点： 屋内

使用高度： ≤2000米

安装范围： II (IEC1010-1:1992)

污染程度： 2 (IEC1010-1)

运输和保存条件

运输和保存的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25℃～60℃

相对湿度： 5～95%RH(不冷凝)

振动： 10～60Hz，≤4.9m/s2

冲击： ≤392m/s2(在包装状态)

外部尺寸

外部尺寸： 大约442 × 131 × 159 mm(连接6个插槽)

重量: 大约4.1 kg (最重)

安装方法： 桌面、地板和面板固定、或连接DIN导轨

材料： 钢板、压铸铝、树脂塑料模型

标准

CSA: 通过CSA22.2 No.1010.1-M1992

UL: 通过UL3111-1(CSA NRTL/C)

CE: EMC 符合EN61326-1

指示低电压：EN61010-1:1992安装Ⅱ

                            污染程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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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模块规格

测量

测量范围和精度：

参阅每个输入模块指定规格的测量范围和精度

最大输入数：

60(不包括最多可控制6个模块)

测量周期： 10, 50, 100, 200, 500 ms, 1, 2, 5, 10, 20, 30, 或 60 s

输入模块最多设置3种周期(多种周期)

模块间的同步测量：

相同采样周期间的同步(在同一模块中)

通道间的同步测量：

4通道高速通用模块：通道间同步测量(扫描A/D转换器)

10通道中速通用模块：通道间同步测量(扫描A/D转换器)

时间设定：

根据PC机开始测量的时间进行测定。

滤波器功能：

一阶标记过滤器，应用测试类型：DC电压，TC，RTD

对应采样周期，选择时间常数(时间达到输出值的63.2％)，参阅下表。

时间常数＝测量周期x N(N=5, 10, 20, 25, 40, 50或100)

测量周期(s) 选择时间常数(s)

N=5 N=10 N=20 N=25 N=40 N=50 N=100

0.01 0.05 0.1 0.2 0.25 0.4 0.5 1

0.05 0.25 0.5 1 1.25 2 2.5 5

0.1 0.5 1 2 2.5 4 5 10

0.2 1 2 4 5 8 10 20

0.5 2.5 5 10 12.5 20 25 50

1 5 10 20 25 40 50 100

2 10 20 40 50 80 100 200

5 25 50 100 125 200 250 500

10 50 100 200 250 400 500 1000

20 100 200 400 500 800 1000 2000

30 150 300 600 750 1200 1500 3000

60 300 600 1200 1500 2400 3000 6000

温度单位转换：

在℃和°F之间转换

运算

主模块执行运算

通道之间的差分运算：

任何通道间的差分运算(直流电压，热电偶，热电阻，数字输入和线性

标尺)

线性标尺：

可用标尺量程：DCV(直流电压)，TC(热电偶)，RTD(热电阻)，DI(开关

量)

标尺范围： －30000 ～ 30000

标尺显示范围：－32000 ～ 32000

小数位置： 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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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冷端补偿

测量项在较远地方时，要将设置的继电器端子靠近测量项，用热电偶测量继电器端

子和通用输入模块的输入端子之间的值，用它们的合成值作为温度测量的冷端补

偿。在参数通道和测量通道上使用同一类型的热电偶。

报警

报警在主模块上有效(通信中断激活事件)

报警类型： 上限、下限、差分上限和差分下限

设定数： 每通道两项

报警设置范围：

DCV, TC, RTD, DI和标尺

报警输出数：

10～60输出(每个DO模块10点)

输出模块： 励磁/非励磁，OR，保持/非保持，命令输出

*在MX100 Standard软件中，1CH可以用”OR”。

**命令输出的检测变化，至少需要100ms响应时间。

数据存储

当通讯中断时，记录的测量数据保存到PC机上。

支持外部存储媒体：

CF卡(最多2GB) Ⅱ型x 1插槽(使用Ⅰ型)

保存触发： 向PC机记录测量数据时，通讯中断，记录为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根据

PC机和MX100之间通信中断时间和测量数据采集时间，为CF卡开始保

存数据的时间，初始时间为60s)。

保存模式： 通信中断时保存模式有以下两种。

循环：

保留最新的测量数值。当有足够磁盘空间时，数据会被保存。保存文

件大于30个时，会根据时间戳删除根目录中最旧的文件(不允许有子目

录)。被删除的文件不一定是MX100的文件。如果磁盘空间不够或保存

文件时间太长，会在7段LED显示相关错误信息。详细内容请参阅3.1

节“媒体相关错误”

全面停止(FullStop)：

保留最老的测量数据。如果CF卡上没有足够的空间，停止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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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模块规格

条件检测： 有两种类型：

插入CF卡：是/否，使用CF卡：是/否

·CF卡没有插入：

插入：否，使用：否

·CF卡插入：

插入：是，使用：是

·发生错误：

插入：是，使用：否

·按停止开关**:

插入：是，使用：否
* 如果相关媒体发生错误或者卡不能使用，数据存储停止(不包括日

志文件的创新)。清除此条件，按停止键开关(参阅2.8节)并弹出CF

卡。检查CF卡的内容和PC机上的日志文件，再次插入CF卡。
**如果相关媒体发生错误或者卡不能使用，数据存储停止(不包括日

志文件的创新)。自动清除此状态，开始下一个时间的记录。

超时： 默认设置为60s(可用零售MX100/DARWIN API改变)

为正确保存数据而不发生丢失，超时必须适当设置。如果设置不当，

在7段LED上标记错误，并且不执行数据存储。7段LED显示的详细内

容，请参阅3.1节“媒体相关错误”。
* 超时设置(方针)

超时[s]<2[MB](/每秒数据大小)-20[s]

每秒数据大小指的是1秒内所有测量周期采集的数据总量。

每个测量周期每秒的数据大小

＝时间16[字节]＋(测量值4[字节]x通道数)/测量周期[s]

举例：

测量周期：10ms(类型1)，通道数：60通道

数据大小＝16 bytes + (4 bytes×60))/(10×10－3 [s])

= 25600 bytes

因此，超时：

(2 [MB]/25600 bytes)－20 [s] = 61.9 [s] >60 [s]

保存通道： PC机监控通道(而不是记录通道)

保存周期： 60秒(用超时时间作为保存周期时会自动保存)

文件大小： 大约5MB/文件(文件具有最小测量周期)

每通道数据大小：

4字节/通道

文件名： MDDIXXXX.MXD

M： 保存月(当地时间)，1～9，X(10月)，Y(11月)，Z(12月)

DD： 保存日期(当地时间)，1～31

I： 测量周期数，0～2，最多有三种类型的测量周期按由小到大

的顺序排列。

如果测量周期是同一事件的不同组时，数据保存到同一测量

周期数的信号文件中。

XXXX：顺序号(0000～9999)

MXD： 延长到M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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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44444

4.2 主模块规格

电源关闭中的数据保证

保证在电源关闭前立即保存数据。

(在断电恢复后，不继续保存(备份数据))。

计算保存文件大小的表达式：

保存文件字节的大小＝头文件大小*+(数据大小**×写文件***)
*  头文件＝416 [bytes] + 176 [bytes]×保存通道数
** 数据大小＝4 [bytes]×保存通道数×采样数

  采样数＝保存周期[s]/测量周期[s]
*** 总计=((5 [MB]－头文件大小)/(数据文件大小))取整

举例：

测量周期：10ms,通道数：24CH

头文件＝416 [bytes] + 176 [bytes]×24 = 4640 [bytes]

数据大小＝4 [bytes]×24×(60 [s]/0.01 [s]) = 576000 [bytes]

采样数＝保存周期[s]/测量周期[s]

总计=(5 [MB]－4640 [bytes])/576000 [bytes] = 9.1≈9

因此，文件大小是

4640 [bytes] + (576000 [bytes]×9) = 5188640 [bytes]

不同CF卡采样时间的参考值(使用一种类型的测量周期)

显示：

LED: 以太网通讯状态(LINK,ACT)

两位数字7段LED:

MX100数据采集系统的状态(模块数，操作状态和错误标记)

通信：

接口： 以太网(10BASE-T/100BASE-TX)

晶体管类型： RJ-45

协议： TCP, IP, UDP, ARP和 ICMP

传送功能： 传送测量值和设定

接收功能： 接收设置

TCP连接超时： 使用TCP没有打包的变化不超过3秒钟，发生连接超时。

使用MX100/DARWIN API(零售)时发生时间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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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模块规格

其他功能

时间功能： PC的时钟正常运行

备份功能有效(记录主模块的通信采集中断时的数据时间)

内部时间精度： ±100 ppm

微动开关： 用初始化设定等(开关数：8)

CF卡停止开关： 关闭写入CF卡的数据文件，保存日志文件。

一般规格

功耗： 大约8W

绝缘电阻： 电源端子和接地端子之间≥20MΩ(500VDC)

耐压： 电源端子和接地端子之间每分钟1500 VAC (50/60 Hz)

外部尺寸： 大约 92 (W) × 131 (H) × 137 (D) mm

重量： 大约0.85 kg

外部尺寸：

                     单位：mm

默认公差为±3%（当尺寸＜10mm，允许公差为±0.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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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44444

4.3 背板规格

连接主模块数：

1(保持连接)

输入/输出模块数的连接：

1～6(指定后缀代码)

外部尺寸：

大约118 ～ 408 (W) × 75 (H) × 35 (D) mm

重量：

大约0.37kg(主模块，可连接6个输入/输出模块)

外部尺寸：

                                                        单位：mm

默认公差为±3%（当尺寸＜10mm，允许公差为±0.3mm）。



4-8 IM  MX100-01C

4.4 4CH高速通用输入模块规格

测量类型： 直流电压，TC, RTD, DI (接点, 电平)

输入通道： 4CH

输入方法： 浮动不平衡输入，通道之间绝缘输入

A/D分辨率:16 位 (±20000/±6000)

测量范围和精度：

精度提供标准的操作条件：

环境温度：23±2°C

环境湿度：55±10% RH

电压：90～250 VAC

频率：50/60 Hz ± 1%

预热时间：至少30分钟，不受其他条件的影响，如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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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44444

4.4 4CH高速通用输入模块规格

使用MXLOGGER或MX100/DARWIN API软件(零售)，如下表所示。

测量周期，积分时间和滤波器

冷断补偿：

在每个通道外部和内部之间切换，远程冷断补偿功能(参阅4-3)

冷端补偿精度：

冷端补偿≥0℃时，并且输入端的温度平衡时，

R, S和W: ±1°C

K, J, E, T, N, L, U: ±0.5°C

N (AWG14), PLATINEL, NiNiMo,WRe3-25和W/WRe26: ±1°C

注意：对于B型和PR40-20，冷端补偿内部固定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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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CH高速通用输入模块规格

最大输入电压：

200mV DC 范围以下, 热电偶, RTD和DI(无电压接点):

±10 VDC(连续)

其它测量范围: ±120VDC (连续)

串模电压: DCV, TC, DI (电平):额定范围的≤1.2倍(50/60 Hz,

包含信号的峰值)

RTD 100Ω系统:50mV (峰值)

RTD 10,25,50Ω系统:10mV (峰值)

串模抑制比(NMRR):

积分时间≥16.67ms时:≥40dB (50/60Hz±0.1%)

积分时间1.67ms时:50/60Hz不去除

共模电压:

600VACrms (50/60 Hz), 高绝缘(2重绝缘)

共模抑制比(50/60Hz±0.1%, 500Ω不平衡,负端-接地端):

积分时间≥16.67ms时:≥120dB

积分时间1.67 ms时:≥80dB。

通道间共模电压:

250VACrms (50/60Hz), 2重绝缘

抗噪声: 利用A/D积分或低通滤波器

输入阻抗: 直流电压≤200mV范围及热电偶范围时：≥10MΩ

直流电压≥2V范围时：约1MΩ

测量停止时：约1MΩ

绝缘阻抗: 输入-接地端:20MΩ (500VDC)

输入偏置电流:

≤10nA (断偶设置时除外)

耐电压: 输入端子间 2300VAC(50/60Hz),１分钟

输入端子－接地间　3700VAC(50/60Hz),１分钟

输入信号源阻抗:

直流电压及热电偶时：≤2kΩ

RTD 50Ω和100Ω时：每根导线≤10Ω

10，25Ω时：≤1Ω

热电偶断偶RTD:

电流重叠方式、检测在热电偶范围内(ON/OFF可能)

可以进行Up/Down设置，电流约100nA，断偶≥10MΩ,正常：≥2kΩ

对测量精度的影响：≤±15μV(不受信号源阻抗的影响)

RTD时并联容量:

≤0.01μF

功耗: 约3W

外部尺寸: 约57(W)×131(H)×151(D)mm (包含端子外壳)

重量: 约0.5 kg

端子形状: 钳式端子，可将各通道分离

适用电线尺寸:

0.2～2.5mm2(AWG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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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44444

4.4 4CH高速通用输入模块规格

运行条件的影响

以下规格，适用于积分时间为16.67ms或以上的情况。

预热时间： 打开电源30分钟以上

环境温度的影响：

环境温度变化10℃时的影响为:≤±(rdg的0.05%＋ rdg的0.05%)

Cu10Ω时：±(量程的0.2% + 1 digit)

电源变动的影响：

90～132V/180～250V的AC电源，来满足精度要求。

外部磁场的影响：

交流(50/60Hz)以及直流400A/m对外部磁场的变动为≤±(rdg的0.1% ＋

10digits)

信号源电阻的影响：

直流电压，热电偶的信号源电阻变动1kΩ时的影响

直流电压：≤1V ±10μV以下

          ≥2V ±0.15%rdg的以下

热电偶：  ≤±10μV

          但，设定断偶时为≤±150μV

热电阻：  一根100Ω的导线电阻变化为10Ω

          (三根导线为同一电阻 值)：≤±0.1℃，

          100Ω以外：≤±1.0℃，对于导线之间的阻值差为40mΩ

          (三根导线之间的最大差)的变化为约0.1℃(指Pt100)

位置的影响：

保持仪器底部支脚水平放置

振动的影响：

频率数10～60Hz，加速度0.2m/s2，正弦波沿着3个轴的方向振动时的

变化为≤±(rdg的0.1% ＋ 1digit)

外部尺寸

                                                     单位：mm

默认公差为±3%（当尺寸＜10mm，允许公差为±0.3mm）。



4-12 IM  MX100-01C

4.5 10CH中速通用输入模块的规格

测量类型: 直流电压,热电阻,热电偶,DI(无电压接点,电平)

输入通道: 10CH

输入方式: 浮动非平衡输入,通道之间绝缘(RTD通用b端子)

A/D分辨率:

16位(±20000/±6000)

测量范围/精度：

精度是在以下的标准运行条件下：环境温度：23±2℃，环境湿度：55

±10%RH，电源电压：90～250VAC，电源频率：50/60Hz±1％，预

热时间：30分钟以上，并且不受其他条件影响，如：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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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44444

4.5 10CH中速通用输入模块的规格

下面的输入，可在使用另售的MXLOGGER或MX100/DARWIN用的API时应用。

测量周期/积分时间/滤波器：

冷端补偿(RJC):

每个通道都可以进行外部/内部切换，有远程冷端补偿功能（请参阅4-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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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0CH中速通用输入模块的规格

冷端补偿精度:

测量温度≥0℃测量时、输入端子温度平衡

Type R, S, W: ±1℃

Type K, J, E, T, N, L, U: ±0.5℃

Type N (AWG14), PLATINEL, NiNiMo, WRe3-25, W/WRe26:1 C

注意：Type B，PR40-20的内部冷端补偿固定为0℃

大输入电压:

直流电压≤1V范围, 热电偶, 热电阻, DI(接点): ±10VDC(连续)

其它测量范围:±120VDC(连续)

串模电压:

DCV, TC, DI (电平): 额定范围的1.2倍以下(50/60Hz, 包含信号的

峰值)

RTD 100Ω系统: 50mV (峰值)

RTD 10,25,50Ω系统: 10mV (峰值)

串模抑制比(NMRR):

积分时间≥16.67ms时: ≥40dB以上(50/60Hz ±0.1%)

积分时间1.67ms时: 50/60Hz不去除

共模电压:

600VACrms (50/60Hz), 双重绝缘

共模抑制比（50/60Hz±0.1%, 500Ω不平衡,负端-接地端）:

积分时间≥16.67ms时: ≥120dB

积分时间1.67ms时: ≥80dB。

通道间共模电压:

120VACrms(50/60Hz)

抗噪声: 利用积分型A/D 或低通滤波器去除

输入阻抗: 直流电压≤1V范围，使用热电偶时：10MΩ以上

直流电压≥2V范围时：约1MΩ

绝缘阻抗： 输入-接地端:≥20MΩ (500VDC)

输入偏置电流:

≤10nA(断偶设置时除外)

耐电压: 输入端子间　1000VAC(50/60Hz) ,１分钟

输入端子－接地间　3700VAC(50/60Hz),１分钟

输入信号源阻抗:

直流电压，热电偶：≤2kΩ

RTD 50，100Ω时：每个导线≤10Ω

RTD 10，25Ω时：每个导线≤1Ω

热电偶断偶:

在每个测量周期按照所设定的检测周期，在热电偶范围内进行断偶检

测（检测可为ON/OFF）

可进行Up/Down设置

≥2kΩ为正常，≥200kΩ时为断偶(并行的0.01μF容量)，检测大约10

μA的电流，并且检测大约2ms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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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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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0CH中速通用输入模块的规格

RTD时并联电容:

≤0.01μF

功耗: 约1.2W

外部尺寸: 约57(W)×131(H)×151(D)mm (包含端子外壳)

重量: 约0.5 kg

端子形状： 钳式端子(可从端子板上拆卸)

电线尺寸: 0.14～1.5mm2(AWG26～16)

运行条件的影响

以下规格，适用于积分时间为≥16.67ms的情况。

预热时间： 打开电源30分钟以上

环境温度的影响：

环境温度变化10℃时的影响为：

≤±(rdg的0.05%＋rdg的0.05%)

Cu10Ω时：±(rdg的0.2% + 1 digit)

电源变动的影响：

AC电源90～132V/180～250V时，满足精度规格

外部磁场的影响：

交流(50/60Hz)以及直流400A/m对外部磁场的变动为≤±(rdg的0.1%＋

10digits)

信号源电阻的影响：

直流电压，热电偶的信号源电阻变动1kΩ时的影响

直流电压： 1V范围以下 ≤±10μV

2V范围以上 ≤±0.15%rdg的

热电偶： ≤±10μV

热电阻： 对于1线10Ω的变化(3线也为同一电阻值)100Ω：

≤±0.1℃，100Ω以外：≤±1.0℃，对于导线之间的阻

值差为40mΩ(3线之间的最大差)的变化约为0.1℃(Pt100时)

位置的影响：

保持仪器底部支脚水平放置

振动的影响：

频率数10～60Hz，加速度0.2m/s2，正弦波沿着3个轴的方向振动时的

变化为≤±(rdg的0.1% ＋ 1di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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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0CH中速通用输入模块的规格

外部尺寸

                                                单位：mm

默认公差为±3%（当尺寸＜10mm，允许公差为±0.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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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0CH高速数字输入模块的规格

输入类型: 无电压接点, 开路集电极, 5V逻辑

输入通道: 10CH

输入形式: 向上约5V/约5kΩ，通道间不绝缘

测量周期: 可选择10/50/100/200/500ms、1/2/5/10/20/30/60s

滤波器： 测量周期5秒以下：取测量周期的ON/OFF幅度的宽的一方

测量周期5秒以上：约4.5秒期间的ON/OFF幅度的较宽部分(的约75～

                90%期间的约75～90%期间)的一方

最小检测脉冲宽度:

采样周期的2倍以上

输入阀值电平:

无电压接点,开路集电极：≤100Ω为ON、≥100kΩ为OFF

5V 逻辑: ≤1V为OFF、≥3V为ON

滞后宽度: 约0.1V

接点、额定晶体管：

额定15VDC以上、30mA以上的接点

额定Vce>15Vdc 、Ic>30mA的晶体管

最大输入电压:

±10V

绝缘阻抗: 输入端子-接地端　≥20MΩ (500VDC)

耐电压: 输入端子-接地端　2300VAC(50/60Hz),１分钟

最大共模电压:

250VAC(50/60Hz)

端子形状: 钳式端子

功耗: 约1.5W

电线尺寸: 0.14～1.5mm2(AWG26～16)

外部尺寸: 约57(W)×131(H)×151mm(D)(包含端子外壳)

重量: 约0.5kg

外部尺寸

                                                  单位：mm

默认公差为±3%（当尺寸＜10mm，允许公差为±0.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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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0CH中速数字输出模块的规格

输出通道: 10CH

接点模式: A接点(SPST)

更新周期: 每100ms输出(与测量周期不同期)

接点容量: 250VDC/0.1A, 250VAC/2A, 30VDC/2A (负载阻抗)

接点寿命*: 额定负载10万次(标准型)

无负载2000万次(标准型)
*根据载入条件和使用环境的不同，决定接点使用寿命的长短。

绝缘阻抗: 输出端子-接地端之间:　≥20MΩ(500VDC)

输出端子之间: ≥20MΩ(500VDC)

耐电压: 输出端子-接地端之间:2300VAC(50/60Hz),１分钟

输出端子之间 2300VAC(50/60Hz),１分钟

最大共模电压:

250VAC

功耗: 约2W(所有继电器状态都为ON时)

端子形状: 钳式端子,以5CH为单位连接和拆卸

电线尺寸: 0.08～2.5mm2(AWG28～12)

外部尺寸: 约57(W)×131(H)×151mm(D)(包含端子外壳)

重量: 约0.5kg

外部尺寸

                                                   单位：mm

默认公差为±3%（当尺寸＜10mm，允许公差为±0.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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