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移动ＵＳＢ存储设备
（可选配附件）
类型： 与ＵＳＢ １．１或ＵＳＢ ２．０ 驱动器兼容
ｅ．ｇ． 闪存驱动器．
容量： 大约９０，０００ 数字点每兆字节

通讯界面
以太网

界面： １０ＢａｓｅＴ
协议： ＴＣＰ／ＩＰ （ＵＤＰ， ＦＴＰ）

模拟通道

桥路传感器

输入通道的数量决定于传感器的配线结构。容许不同配线
形式的传感器接在同一ＤＴ８０上。
两线有一共用端: 15
三线和四线: 5

分辩率
0.25 µV
2.5 µV
25 µV
250 µV
2.5 nA
25 nA
250 nA

满量程
100 Ω
1000 Ω
10,000 Ω
100 Hz
10 kHz

分辩率
1.5 mΩ
15 mΩ
150.00 mΩ
0.0002 %
0.0002 %

数字输入／输出

通道数量： ８个输入、输出通道适用于状态 & 计数或
状态输出。
输入类型： ８ 个逻辑电平 （最大３０Ｖ）．
测量状态或低速计数 （最大１０Ｈｚ）
在休眠状态中不能实现低速计数
输出类型： ４ 个ＦＥＴ （３０Ｖ １００ｍＡ），４个逻辑电平输出

继电器输出

专用计数通道

精度
5°C 到 40°C
0.1%
0.15%
0.1%
0.1%

数字通道

1个闭锁的继电器(最大30vdc, 1A)

可自动选择三个量程
– 45°C 到 70°C
0.35%
0.45%
0.35%
0.25%

以上表中的精度是读数的百分比±满量程的０．０１％ 。

多路转换器 （通道选择器）

继电器多路转换开头 – 提供了内置通道隔离功能
输入阻抗：可选择１００Ｋ， １Ｍ 或 ＞１００Ｍ
共模范围：±３．５Ｖ 或当电压为３０Ｖ时，共模电压为±３５Ｖ

采样

在５０／６０Ｈｚ时，能实现噪声剔除和保障精度
最大采样速度：
２５Ｈｚ （无噪声剔除时，可达７０Ｈｚ ）
有效分辩率： １８ 位
线性： ０．０１％
共模抑制３０ｍＶ范围： ＞９０ｄＢ
线路 （５０／６０Ｈｚ） 串联方式抑制： ＞３５ｄＢ

传感器激发

每个通道：
４．５Ｖ， ２５０μＡ 或 ２．５ｍＡ 或 转换到外部电源。

适用传感器

数量： ４个高速计数输入或２ 个相位调码器输入
最大100kHz
２个计数通道有１０ｍＶ灵敏的输入适用于电磁式拾音器
尺寸： ３２位

ＳＤＩ－１２ 通道

数量： ４ 个ＳＤＩ－１２输入， 共享数字通道．

传感器串口通道

方式： ＲＳ２３２， ＲＳ４２２， ＲＳ４８５
握手线： ＲＴＳ， ＣＴＳ
波特率： ３００至１１５２００
可设计提示字符串
可分析多种不同形式的返回数据

报警

使用包括变量和函数的表达式可综合计数模拟、数字和
串行传感器的数值。
函数： sin(), cos(), tan(), asin(), acos(), atan(),
abs(), sqrt(),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固定周期内的最大
值发生时间，固定周期内的最小值发生的时间，方差， 积分，
直方图，疲劳分析（疲劳循环计数）等。

报警

支持大量的不同形式的传感器，请参考下列说明（所支持
的传感器不局限于下列说明）．具有对传感器比例缩放和
线性化的功能，包括多项式、表达式（公式），函数。

条件： 高， 低， 范围内和范围外
延迟： 可选择报警延迟时间
报警的启动： 通过设定数值， 执行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的指令，传输
信息

热电偶

数据采集计划的时序安排

ＲＴＤ’ｓ

数据存储

类型： Ｂ， Ｃ， Ｄ， Ｅ， Ｇ， Ｊ， Ｋ， Ｎ， Ｒ， Ｓ， Ｔ
校准标准： ＩＴＳ－９０
适用材料： Ｐｔ， Ｎｉ， Ｃｕ
阻抗范围： １０ 至 １０Ｋ

集成温度传感器

速度： ３００至１１５ｋ波特率（５７，６００初始设置）
握手线： ＤＣＤ， ＤＳＲ， ＤＴＲ， ＲＴＳ， ＣＴＳ
支持的Ｍｏｄｅｍ： 自动答复和拨号接出
协议： ＰＰＰ， ＴＣＰ／ＩＰ （ＵＤＰ， ＦＴＰ）

ＵＳＢ

ＵＳＢ １．１， １２Ｍｂ／秒 – 有效的ＣＯＭ通讯口

ＤＴ８０输入信号的基本形式是电流、电压、电阻和频率。
其他的输入信号将转换成电压、电流、电阻和频率，
然后进行测量。

在测量 ...
直流电压
直流电流
直流电阻
频率

４－２０ｍＡ 电流回路

并联数值：100Ω到共用端或外接并联20Ω–200Ω电阻器

基本输入范围

满量程
±30 mVdc
±300 mVdc
±3 Vdc
±30 Vdc
±0.3 mA
±3 mA
±30 mA

结构组态： ¼, ½ ＆ 全桥
激发： 电压或电流

ＲＳ２３２

适用类型： ＬＭ３４ － ６０， ＡＤ５９０， ５９２， ＴＭＰｘｘ

计划数量： １１
计划采集速率： １０ｍｓ至多日

内部存储

容量： ６４ＭＢ ＝ 约５，０００，０００采集点

系统

显示和键区

类型： ＬＣＤ， ２线，１６字符， 背后照明。
显示功能： 通道读数， 报警状态， 系统工作状况。
键区： ６ 个键用于查看通道及数据采集器状态和功能执行
ＬＥＤ状态：３个状态显示，包括采样状态、磁盘和提醒关注显示。

固件升级

通过： ＲＳ２３２， 以太网， ＵＳＢ 串口或Ｕ盘

实时时钟

标准分辩率： ２００μｓ
精度： ±１ 分／年 （０°Ｃ 至 ４０°Ｃ），
±４ 分／年 （－４０°Ｃ 至 ７０°Ｃ）

电源

外接电源的范围： １０ 至 ３０Ｖｄｃ

能耗

标准状态： ５Ｗ （１５Ｖ ３３０ｍＡ)
给电池充电： 12W (15V 800mA)
休眠状态： ３ｍＷ （５００ｕＡ由内置６Ｖ电池）

内置主电池

电压 （容量）： ６Ｖ （１．２ＡＨｒ）铅酸电池
工作时间： 连续采样１小时
每１０分钟采样一次： ８ 天
每小时采样一次１： ２１ 天

存储器和实时时钟电池

电压 （容量）： 3.6V (400mAHr) 锂电池, 1/2 AA

物理特征和工作环境

结构： 锌和氧化铝涂层
尺寸： １８１ ｘ １３６ ｘ ６３ｍｍ
重量： １．５ｋｇ （４ｋｇ 加包装）
工作温度范围： –４５°Ｃ 至 ７０°Ｃ ＊
湿度： ８５％ ＲＨ， 不冷凝
*如果工作温度在–１５°Ｃ 至５０°Ｃ
之外，将缩短电池寿命和影响ＬＣＤ正常工作

附件包括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光盘： 包括软件， 视频培训和使用手册
通讯电缆： ＵＳＢ 电缆
转换电源： 输入： １１０／２４０Ｖ交流 输出： １５ＶＤＣ ８００ｍＡ

其他可选附件

如需要其他附件，请接洽本地经销商或查看
ｗｗｗ．ｄｔｃｌ．ｎｅ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