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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DA系列六回路数字显示巡检仪表

使用说明书

一、概述

具备强大的编程输入能力，配合各种输入模块，能适合热电

偶、热电阻、电压、电流等多种信号的输入，它不仅具备通常巡检

仪的全部功能，更适合在计算机监控系统中做数据采集下位机，为

计算机提供廉价、适应性强、可靠且精确度高的模拟量采集数据。 

6个可编程输入回路，配合不同的输入模块，可以输入最多6路

的热电偶、电压或电流信号。齐全的输入规格，各路输入可以使用

不同的信号规格。当输入为线性电压、电流或电阻时，各回路可独

立定义刻度及小数点位置，当输入为热电偶或热电阻等温度传感器

时，可独立进行平移修正及选择0.1/1℃指示分辨率。各输入回路

均具备数字滤波，且滤波强度可以独立调整或取消滤波。输入显示

路数可任意设置为1-6路。

定点/自动巡回测量显示功能，并可手动设置巡检速度。本系

列仪表具备公共的上、下限报警限值设定功能，并且其报警限值与

回差各路可分别独立设置。

XMDA最多可同时支持6路输入和2路继电器输出。具备先进的

与计算机通讯功能，仪表可选配通讯组件（RS232C/RS485），

可与上位计算机通信，或接微型打印机，定时/随机打印测量数

据。它在通讯时可等同6台独立的测量仪表，可大大降低计算机采

集模拟量数据的成本

二、技术规格

输入规格:

  热 电 偶：K、S、R、WRE3-25、WRE5-26、E、B、N等

  热 电 阻：PT100、CU50、CU53等

  线性电压：0～1V、0～100MV、0～20MV等

  线性电流：4～20MA、0～20MA等

  线性电阻：0～80Ω、0～400Ω

注1：仪表对B分度号热电偶在0~600℃范围内可进行测量，但

测量的精度无法保证达到0.5级，在600~1800℃范围内可保证测量

精度。

注2：电阻输入时，必须为三线制接线方式，要求三根导线上

的引线电阻一致，且小于18Ω。

显示范围：-1999～+9999

测量精度：0.5级(±0.5%FS)

报警输出:两路继电器触点开关输出（常开＋常闭），触点容

量220VAC/2A或24VDC/2A

报警方式：上下限、上上限、下下限可任意选择

通讯接口：RS485、RS232串行通讯接口，外接微型打印机。

使用环境：环境温度，0～50℃；相对湿度≤85%

电    源：100～240VAC(50/60HZ)，开关电源

      24VDC±2V，开关电源

功    率：≤5Ｗ

重    量：≤１000G

-1-

注1：-1、-1L、-2仪表第六路输入与通讯位置冲突；

注2：-3、-4、-5仪表无第二输出位置，且第一输出位置与通

讯位置冲突。

三、仪表选型表

四、外形尺寸表

五、仪表面板及操作说明

1、面板说明

名称代号 说明

（1）PV 显示窗口
显示实际测量值

参数设定时显示参数密码

（2）SV显示窗口
显示PV窗对应的巡检通道数

参数设定时显示参数数值

（3）OUT灯 通讯指示灯

（4）RUN灯 定检显示指示灯

（5）AL1灯 AH报警指示灯

（6）AL2灯 AL报警指示灯

（7）SET键 操作确认键

（8）移位键
在参数修改数值时为移位键

在自动巡检状态时为定检键

（9）减键 参数设定时，减少参数数值

（10）加键
在参数修改数值时为加键

在自动巡检状态时为打印键



2、参数详细说明

(1) 软件参数锁 Loc

LOC参数用于控制全部功能参数的设置权限，只有当LOC设

置为对应参数组的密码时，才能查看和修改此组参数，否则只能

修改LOC参数本身。为避免现场人员误修改内部功能参数，技术

人员配置完仪表的功能参数后，应将LOC设置为0。

(2) 报警设置参数 AH**、AL**、dF**

AH**、AL**表示两个报警设定值，每个通道可独立设置。

当满足报警条件后，继电器动作输出，对应前面板的报警指示灯

点亮，只有当所有通道的报警都取消后，对应的指示灯和公共继

电器才解除动作。

（4）使用按键打印

    如果仪表配接微型串口打印机，并且仪表参数设置正

确，这时在自动巡检状态下，按 ∧ 键，仪表将启动一次数据打

印。打印结果的格式见后面说明。

(3) 输入修正设定参数Sc**、Fi**、CSC

参数SC**用于修正输入信号本身的评议误差。例如：当前

测量显示为0.5℃，实际用为0.0℃，则设置SC=-0.5，显示值

即变为0.0.  

参数FI**用于设定仪表对输入信号的增益修正值，以减小仪

表量程误差。  

  注：仪表出厂时都进行过内部校正，所以SC**参数出厂

时数值为0，FI出厂值为1.000。此两个参数仅当用户认为测量需

要重新校正时才进行调整。 

当仪表选择热电偶输入时，如果由于各种环境因素造成冷端

温度有误差时，可以用CSC参数修正这一误差。

DF**用于避免因测量输入值波动而导致报警输出频繁通断，

也叫回差、不灵敏区、死区、 滞环等。DF**参数对上限和下限

报警控制的影响如下：

AH**：由ALP中的A决定报警方式：A=0，上限报警；

A=1，下限报警。AL**：由ALP中的B决定报警方式：B=0，上

限报警；B=1，下限报警。

不用的报警功能可将其设置到极限值来避免报警动作。

例如：当设置AH**为上限报警,设置AL**为下限报警时，令

AH**=9999，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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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说明

仪表上电后，上排窗口显示测值，下排显示测点的序号（如

--04）。如果显示“OR”字符，则表示此通道的输入端开路、

短路或断路，或者是仪表内部输入类型参数设置与输入信号不相

符。

（1）手动定检

在仪表自动巡检时，按 <(MAN) 键，仪表进入手动定检状

态，RUN灯亮，上下排显示都停在某一测点上，按 ∧ 或 ∨ 键

可改变定检测点。再次按 <(MAN) 键，RUN灯灭，仪表又退回

自动巡检。

（2）设置参数锁

按SET键一下即放开，仪表进入查阅参数锁LOC的状态。此

时，上排窗口显示提示符LOC；下排窗口显示数值。按 < 键一

下，下排数值最后一位（个位数）的小数点开始闪动（液晶显示

时为数字反显）。按 ∨ 键减小数值，按 ∧ 键增加数值，按 < 

键可移动修改数值的位置（光标）。将数值修改合适后，再按一

下SET键，就完成设置并退出。除LOC参数外，仪表还有5组参

数。当LOC分别设置为808、1808、2808、3808、1234时，可以查

阅和修改对应的参数；当LOC设置为其它数值时，只可以查阅和

修改LOC参数本身。

（3）设置其它参数

仪表请按SET键进入查阅LOC参数状态后，如LOC与密码相

符，再按 ∧ 和 ∨ 键，仪表将依次循环显示此参数组中各个参

数。按SET键可退出设置参数状态。

找到要修改的参数后，按压 < 键移动修改数值的位置，按

∧ 和 ∨ 键修改参数值的大小。修改为需要的数值后，按压 < 

键，使闪烁的小数点取消，此时再次按压 ∧ 和 ∨ 键，仪表返

回到循环显示各个参数的状态。

在参数设置状态中，如果10秒内无操作，仪表将自动返回巡

检状态。

六、仪表参数说明

  1、参数速查表  

第 1 组参数 ( 报警限值设定 ) 密码 Loc=808

第 2 组参数（输入信号设定）密码 Loc=1808

 [注]线性定义单位指采用线性电压/电流/电阻输入时，由参

数DH*和DL*定义的单位。

第 3 组参数（通讯 / 打印设定）密码 Loc=2808

第 5 组参数（冷补修正）密码 Loc=1234

第 4 组参数（仪表功能设定）密码 Loc=3808

名称 参数含义 设置范围 备注

AH* 上限报警 -1999 9999 *:1～6

AL* 下限报警 -1999 9999 *:1～6

DF* 回差（死区、滞环） 0 2000 *:1～6

名称 参数含义 设置范围 备注

Fi* 输入增益修正 0.500～2.000 *:1～6

Sc* 输入平移修正 -1999 4000 *:1～6

dH* 输入上限显示值 -1999 9999 *:1～6

dL* 输入下限显示值 -1999 9999 *:1～6

dP* 小数点位置 0～3 *:1～6

Sn* 输入规格 0～37 *:1～6

名称 参数含义 设置范围 备注

Addr 通讯地址 0 100 打印为（月：日）

bAud 通讯波特率 300 打印为（时：分）

名称 参数含义 设置范围 备注

L－ti 自动巡检间隔时间 100 秒

cH 巡检点数设置

ALp 仪表功能定义 0～255

P－ti 打印间隔时间 0～9999 分

名称 参数含义 设置范围 备注

CSC 冷补修正参数 100.0 0.1℃



(4) 输入显示设定参数Sn**、dH**、dL**、dP**

参数SN**用于设定各通道输入信号的类型。如用户需要改变

输入信号类型时，只需对照前面的“输入信号类型表”将参数设

置为对应的数值。

注：当仪表接电流输入时，需先(通过在仪表端子上并联电

阻)将电流信号变换成电压信号(20MA×50Ω=1V)，然后再输入

仪表，此时输入规格参数SN应根据电压信号的幅度来选择。

DP**用于定义小数点的显示位置。改变DP**的 设置只影

响显示，对测量精度不产生影响。DP**=0则显示格式为0000，

DP**=1则显示格式为000.0，DP**=2则显示格式为00.00，

DP**=3则显示格式为0.000。

注：采用热电偶或热电阻输入时：此时DP**选择温度显示的

分辩率：DP**=0，温度显示分辩率为1℃；DP**=1、2或3，温

度显示分辩率为0.1℃。

  本设置只对显示有效，内部温度测量分辩率固定为0.1℃。

当温度显示分辩率设置为0.1℃而显示温度范围超出1000℃时，仪

表在1000℃以下按0.1℃分辩率显示，在1000℃以上自动转为1℃

分辩率。

DL**和DH**用于设定输入显示范围。DL**表示输入信号下

限显示量程；DH**表示输入信号上限显示量程，信号的数值显示

范围为-1999~9999(小数点可由DP**定义)。假定输入信号的范围

为0~1V，要求显示范围为0~1000，仪表显示分辨率为1。则显示参

数设定方法为：SN**=31，DL**=0,DH**=1000,D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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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仪表功能定义参数ALP

ALP参数的设置范围应为0-255，用于定义AH**、AL**等2

种报警参数的报警功能，它由以下公式定义功能：

 ALP=A×1＋B×2＋C×4＋D×8

    A=0时，AH**为上限报警；

    A=1时，AH**为下限报警。

    B=0时，AL**为上限报警；

    B=1时，AL**为下限报警。

    C=0时，只要巡检的各点中有一个测点处于报警状态，

         报警继电器即动作，而报警灯却只在巡检到有

         报警的测点时才亮；

    C=1时，报警继电器和报警灯同步，只有在巡检到有

         报警的测点时才动作。

    D=0时，仪表选择通信功能；

    D=1时，仪表选择打印功能。

例如：仪表选择上下限报警功能，则A=0，B=1；仪表选C=0

时的报警动作方式；仪表无打印功能,于是计算得：

ALP=0(A)×1＋1(B)×2＋0(C)×4＋0(D)×8=2

那么，设置ALP=2。

(10) 通讯接口参数Addr 和 bAud

当仪表辅助功能模块安装RS232或RS485通讯接口模块时，

ADDR及BAUD决定仪表通讯的地址和波特率。

BAUD参数定义通讯波特率，设置范围300-19200BIT/S

之间。ADDR定义仪表串行通讯接口的通讯地址，有效范围是

0-100。XMDA仪表的串行接口可于上位计算机构成性能完整的集

散式数据采集系统。

有关通讯协议的详细的说明请参见随表赠送的光盘。

当仪表选择打印功能时，参数ADDR设置仪表的日期，格式

为**月.**日，有效范围在01.01 - 12.30之间。参数BAUD设置

仪表的时间，格式为**时.**分，有效范围在00.00 - 23.59之

间。当仪表断电时，仪表的日期和时间不能保持。每次仪表上电

时都需要重新设置日期和时间参数ADDR及BAND。

(7) 输入数字滤波参数L** 

L**用于设定仪表的数字滤波系统的作用大小，从而解决仪表

因干扰而出现显示数字跳动。L**=0～20(L值越大，测量值越稳

定，但响应也越慢)。当仪表测量在现场受到干扰时，可逐步增大

L值。

注：在对仪表进行检定时，应将L设置为0提高响应速度。

（1）  802.1    ℃  

（2）  802.0    ℃   

（3）  802.2    ℃   

（4）  802.3    ℃  

 2 月 18 日   11：18

仪表选择打印功能，需设置ALP参数中D=1，ADDR、

BAUD参数用于设置打印显示的时间，且每次断电上电后都需要

重新设置打印时间。如果仪表与打印机接线后，仪表面板上的

COM通信灯亮，即表示可以打印。

注1：仪表与微型打印机连接：地（仪表）--地（打印机）、

发（仪表）--收（打印机）、收（仪表）--CTS（打印机）

注2：在仪表打印数据时，如果为热电阻、热电偶信号输入

时，当前通道打印结果中就带有单位“℃”，线性电压、电流、

电阻信号则没有打印单位。

八、仪表与TP系列微型打印机接口

  仪表使用RS232C串行口与TP系列微型打印机接口。在

选购微型打印机时，请用户注意要选带RS232C串行接口的打印

机。XMDA系列仪表在定时或随机打印时，将以下面的格式打印

数据（以四点巡检仪表为例）。

(9) 打印间隔时间 P_ti

当仪表选择打印功能时，每经过P_TI（分），仪表自动打印

一次所有通道的数据。

注：允许最大自动打印间隔时间为255分钟

(6) 自动巡检间隔时间L_ti：1-100 秒

(5) 巡检软件点数设置参数 CH

参数CH用来设置仪表的巡检点数。仪表在实际使用时，按

1-CH的范围来巡检。例如，一台六点巡检仪表，它的最大巡检点

数为6，那么，CH必须设置在1-6的范围之内。如CH设置为3，那

么这台仪表就只在前三点巡回检测。

七、输入信号类型表

Sn 输入类型 测量范围 Sn 输入类型 测量范围

00 K -50 1300℃ 18 BA2 -203 720℃

01 S -50 1700℃ 19 CU53 -80 133℃

02 R -50 1700℃ 20 CU50 -50 150℃

03 T -200 350℃ 21 Pt100 -200 600℃

04 E  0 1000℃ 26 0 80Ω -1999 9999

05 J 0 1000℃ 27 0 400Ω -1999 9999

06 B 0 1800℃ 28 0 20mV -1999 9999

07 N 0 1300℃ 29 0 100mV -1999 9999

08 Wr5-26 -16 2481℃ 30 0 60mV -1999 9999

09 Wr3-25 -22 2236℃ 31 0 ～ 1V/0 ～ 20mA -1999 9999

11 EA1 -33 795℃ 32 0.2 1V/4 20mA -1999 9999

12 EU2 -145 1244℃ 35 -20 20mV -1999 9999

17 BA1 -164 660℃ 36 -100 100mV -1999 9999



十、抗干扰措施

1、仪表弱电信号线应尽量短，较长的信号线应采用屏蔽线，

屏蔽层接大地，并尽量与100V以上动力线分开；可能情况下，使

用净化电源或隔离电源（采用变压器，接仪表的次级绕组悬空不

接地）消除电源干扰。

2、仪表供电与感性负载（如交流接触器）供电尽量分开，并

在感性负载控制节点上并联RC火花吸收电路。

错误接法

正确接法

C=0.033UF/1000V

R=1K  1/4W

-4-

九、仪表接线

1、-1 型 -1L 型和 -2 型仪表接线图

注1：此型号仪表当选择带有通讯（打印）功能时，将没有第

六回路输入。

注2:在电流信号输入时，需要在输入端之间并联一个50Ω的取

样电阻，将电流信号变成电压信号输入仪表(20MA×50Ω=1V)。

如用户的输入类型固定为电流输入，可以在订货时特别说明，由

厂家将电阻焊装在仪表内部。

2、-3、-4、-5 型仪表 6 回路信号输入接线图

注1：-3/-4/-5仪表6回路信号输入时，无第二输出位置，且

第一输出位置与通讯位置冲突。

注2:在电流信号输入时，需要在输入端之间并联一

个50Ω的取样电阻，将电流信号变成电压信号输入仪表

(20MA×50Ω=1V)。如用户的输入类型固定为电流输入，可以在

订货时特别说明，由厂家将电阻焊装在仪表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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