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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模式下的内容（（）内是参照章节）

软键 名称 内容

#6 文件（8.10） 写入文件的标题字符串
保存数据的目录名
手动保存时的保存数据范围

#7 文件操作，数据删除
#7-#1 保存设定数据（9.1） 保存设定数据到存储媒体中
#7-#2 读入设定数据（9.1） 读入存储媒体中的设定数据
#7-#3 保存测量数据（9.2） 通过键操作保存测量数据
#7-#4 读入显示数据（9.3） 读入 / 显示存储媒体中的显示数据
#7-#5 读入事件数据（9.3） 读入 / 显示存储媒体中的事件数据
#7-#6 文件一览(9.4) 一览显示存储媒体中的文件
#7-#7 删除文件(9.4) 删除存储媒体中的文件
#7-#8 格式化 (9.4) 格式化存储媒体
#7-#9 删除测量数据(9.6) 内存数据清除
#8 时间设定(3.7) 输入当前日期时间
#9 运算式 / 范围(11.4) 运算通道的运算式，显示范围，单位

报警(11.5) 运算通道的报警类型
运算通道的报警值
运算通道的继电器输出 ON/OFF
运算通道的输出继电器号

#10 常数(11.6) 常数(K01～K10)
#11 标记(7.1) 运算通道的标记名称

TLOG(11.7) TLOG 中使用的计时器号,累计值
单位

长时间移动平均 长时间移动平均的 ON/OFF
(11.9) 长时间移动平均的采样间隔，采样

次数

请将本快速参照与本使用说明书一起使用。

画面种类
  曲线/数字/棒图/一览显示(报警一览/信息一览/内存一览)/历史曲线

画面切换

显示数据/事件数据的采样周期及数据写入时间
· 仅写入测量通道 4 个通道的显示数据时

(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时的写入时间约为［下表时间× 3/4］)

· 仅写入测量通道 4 个通道的事件数据时

(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时的写入时间约为［下表时间× 1/4］)

AX102/AX104/AX106/AX110

 IT  Recorder  AX100

快速参照

显示画面菜单，显示画面

选择显示画面( 上下左右箭头键)

请沿此边剪下

IM 04L60A01-01C

显示更新周期(/div) 15s       30s      1min     5min   20min   30min  1h     4h

周期(秒)

写入时间 （约）

 0.5     1    2 10 40   60  120 480

采样周期            125ms    500ms        1h       5s              30s     120s

写入时间（约）        4.2小时   16小时       33小时     6天         41天     166天

10 小时 20小时 41小时 8天 34天 52天 104天 416天

     注意：根据可选件的不同，菜单的内容和编号有所不同。



模式之间的关系
运行模式 ：打开电源进入

设定模式 ：按[菜单]键进入

基本设定模式 ：在设定模式菜单画面持续按[功能]键 3 秒则进入

  测量 /运算停止

要回到运行模式 ：

设定模式 ：

基本设定模式 ： 显示菜单画面后按[结束]软键。在确认画面选择[是]

    后按[显示 /确认]键，回到操作模式。

  键的功能 ：

 注意
指出操作注意。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及仪器，操作到有该标记的地方时请参照使用说

明书。

设定模式下的设定内容(()内是参照章节)
软键 名  称 内  容

#1 量程(5.1-5.7) 输入种类，量程范围，标尺等
报警(6.2) 报警类型

报警值
继电器输出ON/OFF
输出继电器号

#2 标记(7.1) 标记名
滤波器(5.8) 滤波器时间常数/OFF(AX102/AX104)
移动平均(5.8) 采样次数/OFF(AX106/AX110)
报警延迟时间(6.4)

#3 曲线显示/保存周期 曲线显示更新周期(7.3)
自动保存周期(8.9)

#4 信息(7.5) 信息字符串
#5 画面设定

#5-#1 组设定 组名(7.6)
对各组指定通道(7.6)
分割线的位置(7.7)

#5-#2 区域(7.8) 区域显示上下限位置
图形(7.9) 曲线/棒图的显示标尺割数

棒图的基本位置
曲线的标尺显示位置

部分压缩扩大(7.10) 部分压缩扩大显示的ON/OFF
部分压缩扩大显示的位置和边界值

#5-#3 显示(7.12) 曲线显示方向
棒图显示方向
背景色(白色或者蓝色)
曲线宽度
分割线的宽度
曲线显示的栅格
显示组切换周期(滚动时间)

LCD(7.13) LCD 对比度
LCD 辉度
LCD 背光灯保护的ON/OFF
LCD 背光灯保护的等待时间和恢复原因

#5-#4是运算通道的区域，图形，部分压缩扩大设定。

功能

  显示菜单画面后按[菜单]或[退出]键则回到操作模式。

IM 04L60A01-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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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谢谢您购买 IT  Recorder  AX100。
本手册是关于 AX100的功能、设置、接线方法、操作方法、故障时的处理方

法等的说明书。除此之外还有如下所示的通信接口使用说明书和标准软件使

用说明书。在操作之前请仔细阅读这些手册，正确使用。

在您读完后，请妥善保管在便于随时翻阅的地方，以便操作时参照。在本页

前面有一快速参照页，它对日常操作进行了简洁的说明，非常方便，请把它

裁下使用。

手册名称 手册No.

AX100通信接口使用说明书 IM 04L60A01 - 11C
AX100标准软件使用说明书 IM 04L60A01 - 61C

注意
● 本书内容如因功能升级等而有修改时，恕不通知。

● 关于本书内容我们力保正确无误，但是一旦您发现有不妥或错误,请与我

们联系。

● 本书内容严禁全部或部分转载、复制。

商标
●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 本书中使用的各公司名称是各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履历
2001 年 09 月 初版发行

2002 年 07 月 2 版发行

2002 年 12 月 3 版发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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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安全使用本仪表

为了您能安全使用本仪表，操作时请务必遵守下述安全注意事项。如果用本

手册上所讲述的以外的方法，有时会损坏本仪表提供的保护。如果是因违反

这些注意事项而产生的故障，我公司不承担责任。

在本仪表中使用下述标志。

表示“使用注意”。为了保护人体和仪表，在需要参照使用说明书的

地方贴有该标志。

表示“功能接地端子”。有该标志的端子请不要用作接地保护端子。

表示“接地保护端子”。在操作仪表前请接地。

交流

ON（电源）

OFF（电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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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安全使用本仪表

如果不遵守下述注意事项，可能会发生危及使用者生命和身体的触电事故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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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通本仪表电源之前请务必进行接地保护。

● 接地保护的必要性

请不要切断本仪表内部或者外部的接地保护或者拆掉保护端子的接线。

否则会使本仪表的保护动作失效，处于危险状态。

● 保护功能无缺陷

如果您认为接地保护等保护功能还不完善，请不要运行本仪表。在运行

之前请确认保护功能是否完善。

● 在气体中使用

请不要在可燃性气体、爆炸性气体或者有蒸汽的场所运行本仪表。在这

样的环境下使用本仪表非常危险。

● 前面面板

如果不是我公司维修技术人员或者我们认可的人员，请不要拆掉前面面

板部分的螺钉，打开前面面板。本仪表内有些部分是高压。

● 外部连接

请在切实进行接地保护之后再将其与测量对象或者外部控制回路连接。

● 保护装置的损坏

如果您不按照本书进行操作，也许会损坏本表的保护装置。

3

警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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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包装内容
打开包装箱后在您使用之前请确认以下事项。一旦您收到的产品有误，或者

数量不对，或者外观不对，请与我公司或销售网点联系。

打开前面面板的操作盖，在操作盖的内侧有一个铭牌。请确认铭牌上所写的

MODEL（型号）和 SUFFIX（规格代码）与您所订产品一致。

4

型号和规格代码

      AX102　　　　       IT　RECORDER  AX100  2通道

   AX104　　　　                  IT　RECORDER　AX100　4通道

   AX106　　　　                 IT　RECORDER　AX100　6通道

   AX110　　　                IT　RECORDER　AX100 10通道

   外部存储媒体          　    无

  －1　

  －4      CF卡

－1    日文

－2    英文

－3    中文

    /A1　    报警继电器输出2点 *1

    /A2    报警继电器输出4点 *1

    /A3    报警继电器输出6点 *1*3

    /C3     RS-422A/485通信接口

    /F1    异常/内存完继电器输出 *2*3

    /M1

    /R1    遥控 *3

    /TPS2    24V变送电源输出 *3

显示语言

   型号              基本规格代码               附加规格代码            内容

   FDD

 运算功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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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包装内容

附属品
配有下述附件。确认有无短缺或损伤。

番号 名称  零部件号·型号  数量 备注

1  端子用螺钉   5 M4
2  安装架   B9568EW   2 用于面板固定

3  使用说明书   IM 04L60A01-01C   1 本书

4  使用说明书   IM 04L60A01-11C   1 AX100通信接口用（仅当指定通

信功能时）

5  使用说明书   IM 04L60A01-61C   1 AX标准软件用（当指定FDD/
CF 卡或通信时）

6  标准软件   AXA100 - 03   1 软盘(当指定FDD/CF卡或通信

时)

适用于Windows 98/2000/NT4.0/
XP/Windows Me

7  CF卡   415935 1 32MB。外部存储媒体(附加规

格)为“-4”时

配件  ( 另售)
作为另售的配件如下所示。订货时请确认是否有短缺或损伤。

关于配件的询问或订购，请与我们联系。

番号 名称 零部件号·型号 数量 备注

1 3.5英寸软盘 B9568AJ 10 2HD

2 分流电阻 B9568SC 1 250Ω±0.1%

( 螺钉端子用） B9568SD 1 100Ω±0.1%
B9568SE 1 10Ω±0.1%

3 安装架 B9568EW 2

4 CF卡 415935 1 32MB
415936 1 64MB

415937 1 128MB

415938 1 256MB
415939 1 512MB

*1:不能同时指定 /A1、/A2 和 /A3;
*2:不能同时指定 /A3和 /F1;
*3:指定/TPS2 后，不能再指定/A3，/F1和/R1。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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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的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本手册由下述第 1 章 ~第 14 章及附录构成。

关于通信功能和标准软件请参见各自的手册（IM 0 4L 6 0 A0 1 - 11 C, IM
04L60A01 - 61C）

章 标题和内容

1 功能概要

就本表的功能概要进行说明。

2 使用前

就设置和接线方法进行说明。

3 各部分的名称/使用模式/通用操作

就各部分的名称，存储媒体的使用方法，使用模式以及经常使用的键操作进行说明。

4 显示画面的切换

讲述曲线显示，数字显示等运行画面的使用方法。讲述用箭头键和显示/确认键可

进行的操作。

5 与测量通道有关的设定

对测量输入通道的量程设定，滤波器/移动平均的设定，测量周期，A/D 转换器的

积分时间，断偶，冷端补偿等输入规格的设定方法进行说明。

6 报警的操作和设定

对报警的设定方法和报警发生后的操作进行说明。

7 与显示有关的设定和操作

对运行画面的显示规格的设定和信息字符串的显示方法等进行说明。

8 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写入和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

对测量/运算数据保存到内部存储器或者外部存储媒体的方法进行说明。

9 文件操作和数据的初始化

对设定数据的保存、读入，外部存储媒体的文件操作，通过键操作将内部存储器

的数据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中的操作，以及内部存储器的初始化等进行说明。

10 其他功能

对外存键，键锁，键登录/注销等的使用方法进行说明。

11 运算功能/报表功能（附加规格）

就附加规格的运算/报表功能的使用方法进行说明。

12 故障诊断

记述错误信息的说明和本表的故障诊断方法。

13 维护

就定期检查,校正等进行说明。

14 规格

讲述AX100的规格。

附录对设定模式，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设定菜单及初始值，ASCII文件的文件格式进行说
明。

索引

注意

本手册中对显示语言为中文(显示语言为3时)进行说明。

显示语言的设定⇒ 「设定显示语言（基本设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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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的使用方法

本手册中使用的记号
单位

K⋯⋯⋯⋯代表[1024]。例如:768K(文件容量）

k⋯⋯⋯⋯代表[1000]。
M⋯⋯⋯⋯代表[1024K]。例如:1.44MB(软盘容量）

B⋯⋯⋯⋯Byte。1.44MB(软盘容量）

注意记号

在本使用说明书中，以下述记号区分注意记号。

它是本表上所使用的记号标志，在指出对人体及本表有危

险的同时也指出需参照本使用说明书。在使用说明书中用

作其参照页的标记。

在可能会危及使用者的生命或者身体时，记述防止该危险

而需注意的事项。

在可能会损伤本表时，避免其发生的注意事项。

记述在使用本表方面的重要内容。

操作上的标记

在操作说明中使用下述标记。

〔 〕⋯⋯⋯⋯  表示画面上显示的内容或软键名称。如[电压]，[退出]键。

⇒「 」⋯⋯⋯⋯表示参照章节。例如 ⇒ 「输入部分」

      ~          ⋯⋯⋯⋯ 是选择设定模式，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设定画面

时的软键号码。

警    告

注    意

注    意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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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X概要
AX100 将以前记录在记录纸上的测量/运算数据显示在液晶画面上，同时也

可以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附加规格）。

测量/运算数据可以作为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这两种数据保存在内存中，也可

以每隔一个设定时间或插入外部存储媒体时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

可选择将测量/运算数据作为显示数据保存或者作为事件数据保存，也可以作

为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同时保存。

如果内部存储器有 1.2MB，而测量/运算数据以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两种数

据保存，则有 0.9MB 用来保存显示数据，0.3MB 用来保存事件数据。

或

显示数据是 AX画面显示曲线的数据。它是由在相当于画面一点的时间内测

量数据或运算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这两个数据构成。相当于画面一点的时

间由显示更新周期决定。显示数据相当于原来的记录纸，对长时间观测很适

合。

事件数据是在预设定的每个采样周期内的测量/运算数据的瞬时值。如果将

采样周期设定与测量周期相同，则可保存全部的测量数据或者运算数据。

也可保存报警等事件发生时事件数据。适合于欲仔细观测测量/运算数据的

场 合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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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输入部分

测量通道数/测量周期
机种 输入点数 测量周期

AX102 2通道 125ms 或250ms

AX104 4通道 125ms 或250ms
AX106 6通道 1s 或2s

AX110 10通道 1s 或2s

输入种类和运算
测量通道的输入种类可以从直流电压,热电偶，热电阻,开关量输入(接点信

号或电平信号)中选择。并且，对于测量数据可以进行差值运算，开平方运

算，标尺运算。

在 AX100 中，将输入种类或运算作为设定模式进行设定。对于各自的设定

方法，请参见「与测量通道有关的设定」一章。

输入方式 设定时的标记 * 1 测量量程

直流电压 电压 20mV~50V
热电偶 TC R,S,B,K,E,J,T,N,W,L,U,WRe的各温度范围下

热电阻 RTD Pt100,JPt100的各温度范围下

开关量输入 DI 接点输入或电平输入,对应显示范围0%或100%
进行显示。

接点输入：接点闭合ON(1) / 打开OFF（0）

电平输入：2.4V以下OFF(0)/以上ON(1)
差值运算 Delta 当输入种类 *2为直流电压、热电偶、热电阻、开

关量输入时，将设定为差值运算通道的输入信号

减去另一通道（该通道称作基准通道）的测量值

后的差值作为设定为差值运算通道的测量值而显

示。

平方根运算 平方根 当输入种类*2为直流电压，对设定为平方根运算

通道的输入信号进行求平方根运算，其运算结果

作为该通道的测量值进行显示，也可以将运算结

果转换为所要求单位的数值后显示。

标尺 标尺 当输入种类 *2 为直流电压,热电偶,热电阻,开

关量输入时，可以将输入信号转换为所要求单位

的数值后显示。

不使用 不使用 不进行测量的通道。无显示。

*1 是对应AX100中使用的各种输入方式的标记。设定测量通道时使用。
*2 是在输入方式设定为差值运算、平方根运算、标尺时，对能够连接到输入端子的信号

的种类进行定义的项目。输入种类的直流电压，热电偶，热电阻，开关量输入与表中
输入方式分别为直流电压，热电偶，热电阻，开关量的说明相同。

测量信号为直流电流时，在输入端子接上分流电阻，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

号，输入方式设定为直流电压后进行测量。关于分流电阻的种类和电流输入的

设定方法，请参见「设定电压输入」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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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量程和可测量范围
在直流电压，热电偶，热电阻，开关量输入中，根据输入信号选择输入量程。

（例如，热电偶中有R，S，B，K，E，J，T，N，W，L，U，WRe)。对应各

种输入量程，均有一定的可测量范围（例如，热电偶/R时，可测量范围为0.
0℃～1760.0℃）。

断偶
用热电偶测量温度时，可以设定当热电偶断线后，测量结果固定显示为正溢出
*1或者负溢出*2。可以对每个测量通道设定断偶。初始设定为不使用断偶，关于

设定方法请参见「设定 A/D 积分时间，测量周期，断偶，冷端补偿」一节。
*1 正溢出是指输入信号超出输入量程的可测量范围上限时，测量值显示为

+*****。

*2 负溢出是指输入信号低于输入量程的可测量范围下限时，测量值显示为
-*****。

冷端补偿( RJC )
用热电偶测量温度时，可以使用冷端补偿功能。选择使用本体内部冷端补偿

功能还是使用外部的冷端补偿功能。使用外部冷端补偿功能时，设定补偿电

压。初始设定为使用内部的冷端补偿功能。关于设定方法，请参见「设定A/
D 积分时间,测量周期,断偶,冷端补偿」一节。

滤波器/移动平均

使用滤波器/移动平均可以抑制输入信号带来的干扰影响。在AX102/AX104
中标准配备有滤波器功能，在AX106/AX110中标准配备有移动平均功能。可
以对每个测量通道分别进行设定。关于设定方法，请参见「设定输入滤波器/
移动平均」一节。
滤波器功能(AX102/AX104）

抑制那些高于设定时间常数所决定的频率的干扰影响，可以设定的时间常数
为 2 秒，5 秒或 10 秒。初始设定为不使用滤波器功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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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平均(AX106/AX110）
以测量周期所取得的 m个（移动平均数据数）数据的平均值作为测量通道的
输入信号。设定移动平均数据数（m）可以从2~16中选择。初始设定为不使
用移动平均。
下图是移动平均数为 5 时移动平均计算用的缓冲器的动作演示。

A/D 转换器的积分时间
在本仪表中，通过A/D转换器将采样到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如果将
A/D 转换器的积分时间设定为使用电源的一个周期的整数倍，则可以有效地
消除电源频率干扰的影响。
100ms 是16.7ms 和20ms的整数倍，所以可以有效地去除50Hz/60Hz频率
的电源干扰，但是当积分时间为 100ms 时测量周期固定为 2s。
关于设定方法，请参见「设定 A/D 积分时间，测量周期，断偶，冷端补偿」

一节。

型号 A/D 转换器的积分时间

AX102/AX104 可以从16.7ms(60Hz)，20ms(50Hz)，AUTO(自动切换

16.7ms/20ms)中选择。

AX106/AX110 可以从16.7ms(60Hz)，20ms(50Hz)，100ms，AUTO（自

动切换16.7ms/20ms）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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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n次采样的

缓冲器数据

第n+1次采样的

缓冲器数据

第n+2次采样的

缓冲器数据
新数据 新数据

去掉 去掉

移动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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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显示功能

液晶显示器和画面的构成
本表装有 5 英寸 STN单色液晶显示器（LCD)(横 320 ×纵240 点）。画面由

状态显示部分和数据显示部分构成。

● 状态显示部分

· 显示画面名称，日期和时间，内存/外部存储媒体使用情况，报警

状态，键锁，用户名（键登录功能），运算状态（附加规格）。请参

见「状态显示部分」一节。

● 数据显示部分

· 显示测量/运算数据的曲线/数字/棒图显示或者报警/信息/文

件情报等的运行画面。

· 功能设定时显示设定模式，基本设定模式的设定画面。关于设定

模式、基本设定模式，请参见「关于功能设定」一节。

组显示

用曲线/数字/棒图画面所显示的数据是指定到组的测量通道或者运算通道的

数据。1 组最多可以指定 6 个通道,将通道指定到组的方法请参见「设定组」

一节。可以登录 4 组，曲线显示/数字显示/棒图显示均相同。

在曲线/数字/棒图显示的各个画面，可以每隔5s，10s，20s，30s或1min
自动切换显示组。

通道号或标记显示

在通道显示中，可以选择通道号或标记名，所有通道相同。关于通道显示/标

记名显示的设定方法，参见「选择标记显示 / 通道显示」一节。

曲线显示
显示测量/运算数据的波形。曲线显示的方向可以选择横向或纵向。关于显示

方法，请参见「使用曲线，数字，棒图显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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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更新/数字显示更新

AX100液晶画面的时间轴方向上30点构成一个单位，称作1div。正在显示的

曲线由设定的 1div 的时间（显示更新周期）所决定的一点的时间进行更新。

显示更新周期和曲线移动速度之间的关系如下所示:
显示更新周期   15s*   30s*  1min  2min   5min  10min   20min  30min   1h   2h  4h

(/div)

移动速度   
  2160    1080   540     270    108     54      27        18         9      4.5   2.3

(约)(mm/h)

* 仅AX102/AX104

注意

曲线显示的时间轴方向移动速度，由下式求出。

时间轴方向移动速度 =30(点)×0.3(mm)×60(min)/显示更新周期(min)

测量/运算值每秒（AX106/AX110 测量周期为 2 秒时每 2 秒)更新一次。

1.3  显示功能

曲线显示（纵向）

曲线显示（横向）

1-6



IM 04L60A01-01C

显示内容

可显示下述内容。

内容 说明

全通道显示 在一个曲线显示画面显示所有设定为曲线显示的通道的曲线。

信息显示 可以在任一时间点显示用户设定的信息。例如，如果在进行

某个操作时显示信息，则进行该操作的时间就会一目了然。

显示的信息被保存。

曲线显示方向 可以横向或纵向显示曲线。纵向显示与有纸记录仪的记录纸方

向相同，即使与有纸记录仪一起使用也不会感到不适应。

曲线宽度 可以从1，2，3点这三种中选择。所设定的曲线显示线的粗细

适用于所有通道。

分割线显示 在每组显示分割线。粗细可以选择1点，2点，3点。在一组中

最多可以显示4根分割线。

标尺显示 可以对每个通道的测量对象进行相应的标尺显示。通过主刻度

将标尺等分,分割数可以从4～12中选择(与棒图显示相同）。

主刻度之间还有中刻度和小刻度。

还可以设定各个通道是否显示标尺及显示时的显示位置。

数值显示部分 可以显示/隐藏数值显示部分。不显示数值显示部分时仅显示

的ON/OFF 曲线和标尺。

区域显示 可以将各个通道的曲线分别在不同的显示区域内显示。由于曲线

不重叠，便于读取。请参见下页关于区域显示的说明。

部分压缩扩大显示 可以将显示范围中重要部分进行放大显示。请参见下页的部分

压缩扩大显示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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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数据

画面上所显示的数据为对应 1 点的时间间隔内采样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显示数据的采样周期由显示更新周期决定。

显示更新周期和显示数据采样周期的关系如下所示:

显示更新周期(/div) 15*  30s*   1min   2min   5min  10min   20min   30min   1h   2h   4h

显示数据的      
 0.5   1     2     4      10    20      40      60       120  240  480

采样周期（s）

* 仅AX102/AX104

波形的显示数据(当显示更新率设定为1分钟时)

当显示更新率设定为1 分钟时，对应
点的时间间隔(显示数据的采样周期)
为2秒。
例如，测量周期为250ms时，输入信号
在2秒钟内被采样8次。显示数据是这8
次采样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 秒（1 点）

最大值
最小值

1 个单位（3 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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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显示的说明

区域是曲线显示的范围。可以对每个通道设定区域后进行显示。将曲线显示

在不同的区域，便于读取，如下图所示。

部分压缩扩大显示的说明

它是通过压缩波形显示范围内一部分区域从而放大剩余部分的功能。将显示范

围内的某一值（边界值）移动到显示范围的某一位置（边界值移动位置）。

数字显示
用大型数字方式显示测量/运算数据。关于显示方法，请参见「使用曲线，数

字，棒图显示」一节。

数值显示的更新

测量/运算值每隔1秒（但是，AX106/AX110的测量周期为2秒时每隔2秒）

更新一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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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显示

区域1

区域显示

区域2 区域3
100%

100%60%30%0%

0%

测量值

通常显示 局部压缩放大显示

放大部分压缩部分

测量值

相对于整个显示范围的%

6V-6V0

50 100 30

6V-6V

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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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图显示
用棒图显示测量/运算数据。关于显示方法，请参见「使用曲线，数字，棒

图显示」一节。

棒图横向显示

棒图纵向显示

数值显示和棒图的更新

测量/运算值和棒图是每隔 1秒（但是，AX106/AX110 的测量周期为2秒时

每隔 2 秒）更新一次。

可使用下述功能。

功能 内容

显示方向 可纵向或横向显示棒图。

基准位置 当棒图显示为横向时，可将棒图的起点（基准位置）放在标准处（标

尺或范围上、下限中数值较小的一方）或者中间。

标尺的显示 可在每个通道显示标尺主刻度，标尺的分割数可从4~12中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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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显示功能

总览显示
显示所有测量通道和运算通道的测量值/运算值/报警状态。

一览显示
报警一览

可以一览显示最新的报警情报。通过箭头键进行滚动操作,最多可显示最新的

120 个报警信息。

用箭头键选择任意报警情报，则可以调出包含该报警情报的显示数据或者事

件数据的历史曲线。关于历史曲线的显示，请参见本节的「历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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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一览

通过箭头键的滚动操作可以显示最多100个在曲线显示下写入的信息和时间

的信息情报。

用箭头键选择任意信息情报，则可以调出包含该信息的显示数据或者事件数

据的历史曲线。关于历史曲线显示，请参见本节的「历史曲线」。

内存一览

显示内存的显示数据文件/事件数据文件情报。显示数据是指曲线显示的数

据。事件数据与显示数据不同，是决定采样周期和数据收集时间后写入内存

的数据。并且还可显示内存的手动采样数据，TLOG 数据，报表数据（附加

规格）的采样数。带报警输出继电器（附加规格）时一览显示输出继电器的

On/Off，用箭头键选择显示数据文件或者事件数据文件后可以调出其历史曲

线。

1.3  显示功能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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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数据(附加规格，/M1)
可以显示内存的报表数据。

报表功能是指定通道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的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累计

值写入内存的功能。有时报表，日报表，周报表，月报表。关于报表功能，请

参见「运算/ 报表功能」一节。关于操作方法，请参见「一览显示（报警一

览/ 信息一览/ 内存一览)」一节。

1.3  显示功能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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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曲线
可以用历史曲线方式显示保存在内存或外部存储媒体的测量/运算数据中的显

示数据和事件数据。

在历史曲线显示中不显示报警和标尺。

历史曲线显示方法

● 用历史曲线显示内存的显示数据或者事件数据有下述四种方法:

· 从报警一览中显示。关于操作方法，请参见[一览显示]一节。

· 从信息一览中显示。关于操作方法，请参见[一览显示]一节。

· 从内存一览中显示。关于操作方法，请参见[一览显示]一节。

· 从画面菜单中调出。关于操作方法，请参见[历史曲线]一节。

● 用历史曲线显示外部存储媒体的显示数据或事件数据时请参见[读入显示

数据和事件数据]一节.

历史曲线显示内容

下述显示内容对于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的历史曲线显示是相同的。请参见[一

览显示]一节。

● 可以用箭头键将波形沿时间轴方向滚动。

● 可以放大/缩小显示时间轴。

1.3  显示功能

测量中的数据

过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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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画面
AX100 是在设定模式或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各项功能。

设定模式画面

是设定输入量程，滤波器/移动平均，报警，组设定等的画面。

基本设定模式画面

它是设定断偶，冷端补偿，A/D 转换器积分时间，内存数据写入方式等各种

功能的基本规格的画面。

LCD 画面环境
可如下设定画面环境后使用。

画面环境 设定内容

运行画面的背景色 画面的背景色可选择白或蓝色。初始值设定为[白]。

LCD 对比度 有8种对比度供选择,初始值为[4]。

LCD 辉度 对AX100有8种辉度供选择，初始值为[4]。

屏幕保护 如果一定时间内无键操作，则背光灯自动变暗以延长其寿命。

如果有键操作或者报警发生就会恢复通常亮度的画面。初始设

定为屏幕保护[Off]。

1.3  显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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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保存功能

AX可收集、保存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这两种测量/运算数据。收集的数据写

入内部存储器中，再以文件方式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关于数据保存的设

定和操作请参见「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写入和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一章。

内部存储器和外部存储媒体
内存有 2MB的快闪存储器和 512KB的 SRAM，其中一部分用于数据保存。

外部存储媒体是指 3.5 英寸软盘（1.44MB）或 CF 卡（32-512MB）

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
显示数据

测量和运算在每个设定的测量周期（AX102,AX104:125ms 或者 250ms；
AX106，AX110：1s或2s)进行。显示数据/事件数据由这些测量或运算数据

生成。

显示数据是画面上显示的波形数据。在相当于画面 1点的时间间隔即采样周

期（0.5s,1s,2s,4s,10s,20s,40s,1min,2min,4min,8min)内收集数据后写

入内部存储器中，相当于原来记录仪的记录纸记录。

显示数据是选取采样周期内的测量/ 运算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例如：

AX102 的测量周期是 125ms，采样周期为 2 秒时，每 2 秒测量 16 次，其中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就是显示数据。

显示数据的采样周期由曲线显示的显示更新周期而定。显示更新周期和对应

于画面一点的时间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显示更新周期(div) 15*  30s*  1min   2min   5min  10min   20min   30min   1h   2h   4h

显示数据的

采样周期（s）

事件数据

事件数据选取在设定的采样周期内测量/运算数据的瞬时值。

采样周期可在下述中选择。采样周期不能设定得比测量周期快。

AX102，AX104 ： 125ms,250ms,1s,2s,5s,10s,30s,60s,120s
AX106，AX110 : 1s,2s,5s,10s,30s,60s,120s
如果采样周期设定成与测量周期相同时，所有数据都会写入内部存储器中。

除了显示数据，平时也可将事件数据写入内部存储器中或者仅在报警等发生

时写入事件数据。

  0.5     1         2          4         10        20         40          60      120    240  480

最大值
最小值

显示数据

测量数据

画面一点的时间(显示数据的采样周期)

事件数据

采样周期

事件数据的采样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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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保存功能

写入内部存储器的动作
显示数据

按[开始]键则开始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写入，按[停止]键则停止。

事件数据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平时收集事件数据的方式，一种是报警等发生后再开始收

集数据的方式。收集到的事件数据写入内部存储器中。

● 平时收集事件数据的方式

按[开始]键则开始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写入，按[停止]键则停止。

● 事件发生后开始收集的方式

按[开始]键则进入事件等待状态，一旦事件发生则开始内部存储器的数

  据写入。在设定时间内的数据写入结束后就停止，按[停止]键也能停止。

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
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的方法有手动保存和自动保存两种。

手动保存

把存储媒体插入驱动器后，再按[外存]键，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存储媒

体中。

自动保存

驱动器中一直插有存储媒体。内部存储器的数据自动保存在存储媒体中，保

存在存储媒体的时间是在预先决定的数据写入时间结束后，或者通过键操作

停止数据写入后等。

其他数据的保存
除了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还有下述数据可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

手动采样数据

如果进行了手动采样的键操作，则那个时刻的所有测量/运算通道（除不使

用的测量通道和Off的运算通道）的数据（瞬时值）写入内部存储器中。保存

在外部存储媒体的方法有手动保存和自动保存。

TLOG 数据（附加规格）

TLOG运算是在每个预先决定的时间间隔求解指定通道的平均值，最大值，最

小值，累计值，最大值—最小值的运算。每个时间间隔的运算数据写入内部

存储器中。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的方法有手动保存和自动保存。最大值—最

小值不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

报表数据（附加规格）

报表数据是根据不同的报表种类每隔一个时间间隔（时报表为 1 小时，日报

表为 1 天等）求得。每个时间间隔的报表数据写入内部存储器中，保存在外

部存储媒体的方法有手动保存和自动保存。

设定数据

设定数据是用于仪表的功能设定的数据。设定数据可带上名字保存在外部存

储媒体中。

画面的图像数据

可将正在显示的画面的图像数据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该功能被称为[画面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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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报警功能
可设定报警后显示报警状态或者在报警发生时继电器输出（附加规格）。具体

的报警功能请参照「连接报警输出信号线」一节和「报警的操作和设定」一

章。

报警种类
可设定下述 8 种报警。

● 上限报警

如果测量值大于报警设定值则发生报警。

● 下限报警

如果测量值小于报警设定值则发生报警。

● 差值上限报警 *1

如果两个通道的测量值之差大于差值上限报警设定值则发生报警。

● 差值下限报警 *1

如果两个通道的测量值之差小于差值下限报警设定值则发生报警。

● 变化率上升限报警 *2

检查某一段时间的测量值的变化量，如果测量值的上升变化率大于设定

值则发生报警。

● 变化率下降限报警 *2

检查某一段时间的测量值的变化量，如果测量值的下降变化率大于设定

值则发生报警。

*1  只能对差值运算通道设定。

*2  只能对测量通道设定。

● 延迟上限报警

测量值大于报警设定值，而且该状态必须维持一定的时间（报警延迟时

间）才报警。

● 延迟下限报警

测量值小于报警设定值，而且该状态必须维持一定的时间（报警延迟时

间）才报警。

报警辅助功能

可使用下述辅助功能。

功能      内容

滞后      可设定显示范围内的大约0.5% 的滞后

报警继电器

输出(附加规格)
报警发生时输出接点信号

报警显示

在状态显示部分的报警图标或者总览显示等的运行画面上显示报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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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算式中可用下述常数。

常数 说明

常数（K01~K10) 用运算功能设定。
通信输入数据    用通信功能设定（请参见AX100通信接口使用说明书）。
（C01~C10)
遥控端子的状态 遥控功能的接点信息（0或1）。
（D01~D05)

报表功能
关于报表功能，请参见「使用报表功能」一节。

项目 说明

报表种类 Off，时报表，月报表，日+周报表，日+月报表
每个报表的通道数 最多10个通道
报表数据 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累计值
可写入内部存储器的报表数 最多40个

1.6  运算 /报表功能（附加规格）

设定运算式后求出运算结果，并将该结果作为运算通道的运算值在曲线，棒

图等画面下显示，在运算式中可以使用测量通道的数据，运算通道的数据，常

数等。运算数据同测量通道的测量数据一样可以保存。运算在每个测量周期

进行。

报表数据在作成报表后可显示/保存。作成报表的通道、报表种类在基本设

定模式下设定。

请参照「运算功能/ 报表功能（附加规格）」。

运算专用通道
机种 通道

AX102 通道31~38(8个通道）

AX104 通道31~38(8个通道）

AX106 通道31~40(10个通道）

AX110 通道31~40(10个通道）

运算种类
可进行下述运算。

种类 内容

四则运算 加（+）， 减（-) ，乘（×） ，除（÷）
* * 幂
SQR 求平方根
ABS 求绝对值
LOG 求常用对数
EXP 求常数e的幂
关系运算 判断两个数据的＜，≤，＞，≥，＝,≠后用“0”，“1”输出。
逻辑运算 求2个数据的AND（与逻辑），OR（或逻辑），XOR（异或逻辑）和

任意通道的NOT（非逻辑）后用“0”，“1”输出。
统计运算 求出指定时间间隔的累计（SUM），最大（MAX），最小（MIN），平均
（TLOG） （AVE），最大—最小（P—P）
长时间 对每个通道设定采样时间间隔和采样数据数并求出移动平均值。最大
移动平均 采样时间间隔1小时，最多采样数据数是64。初始值设定为[Off]。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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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通信功能(附加规格）

AX100 可以通过串行接口(RS-422-A/485)进行通信，还支持 Modem（详
细介绍参见说明书 IM 04L60 A01-11C）功能（附加规格）。
关于通信功能的详细内容请参见 A X 1 0 0 通信接口使用说明书（
IM 04L60A01-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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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他功能

键锁
键锁是禁止键操作。

要解除键锁，需输入密码。

键锁对象和键锁时的动作（可分别设定）

对象 键锁时的动作

开始键 不动作
停止键 不动作
菜单键 不动作
外存键 不动作
显示/确认键 不能切换运行画面
解除报警软键 不动作
运算
● 运算开始软键 *1 不动作
● 运算停止软键 *1 不动作
● 运算复位软键 *1 不动作
写入内存
● 信息软键 *2 不动作
● 手动采样软键 *2 不动作
● 触发软键 *2 不动作

*1 在运算下设置

*2 在采样开始后设置

⇒「使用键锁功能」和「设定键锁功能的规格」这两节。

键登录/注销
可设定只有特定用户才能操作 AX100。用户是通过用户名，用户号码，密码

识别。最多可以登录 7 个用户。

⇒「使用登录 / 注销功能」和「设定登录 / 注销功能」这两节。

外存
显示外部存储媒体的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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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他功能

运行记录显示
可列表显示下述信息。

● 错误信息（最新的 50 个）

● 键登录/注销记录（最新的 50 个）

● 通信命令的记录（最新的 200 个）

● AX可选件信息，出厂日期，版本等

⇒「使用运行记录显示」一节

异常/内存完功能(附加规格）
异常输出

当本表中发生系统异常时输出继电器接点信号。

⇒ 「连接异常 / 内存完输出信号线」和「使用异常 / 内存完输出信号线」

两节。

内存完输出

 当内存或外部存储媒体出现问题时，内存完继电器输出。

⇒ 「连接异常 / 内存完输出信号线」、「使用异常 / 内存完继电器输出功

能」和「设定内存完继电器输出时间」三节

遥控功能(附加规格）
当遥控端子有接点或者开路集电极信号输入时发生预先规定的动作。

可对 5 个遥控端子任意指定下述控制内容。

动作 内容

无 无动作

内存启停 内部存储器数据写入的开始/停止

触发 内部存储器开始写入事件数据的触发

解除报警 报警显示/继电器输出解除操作

调整时间 调整时间

运算 开始/停止运算

运算复位 运算复位（仅运算停止时）

手动采样 将全通道的瞬时值一次写入内部存储器

Pnl1~3读入 读入特定文件名的设定数据

信息1~8 显示信息1~8

⇒ 「连接遥控信号线」和「设定遥控功能的控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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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他功能

24VDC变送器电源输出(/TPS2 附加规格)
AX100 可以向 2 台两线式变送器提供 24VDC 电源。因为在相同接线上对应

4-20mA的电流信号，所以变送器的测量值可以在与本仪表的输入端子连接

后显示。

循环使用外存(附加规格)
当自动保存数据文件，或者保存画面数据文件时，如果外部存储媒体的剩

余空间不足，或者指定目录内的文件数量达到一定数量时，AX100会将指定

目录内的最旧的文件删除，直至获得足够的剩余空间，然后保存新生成的文

件。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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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使用前

2.1  使用注意事项

在此，对使用 AX100 和外部存储媒体时的注意事项进行说明。

本表的使用注意事项
● 本表中塑料零部件较多,清扫时请用干燥的柔软布擦拭。不能使用苯剂,

香蕉水等药剂清扫,可能造成变色或变形。

● 请不要将带电品靠近信号端子,可能引起故障。

● 请不要在 LCD 或者面板键等上沾上挥发性药品或者将橡胶和塑料

(乙烯树酯)与本表长时间接触,可能引起故障。

● 请不要对本表冲击。

● 不使用时请务必关掉电源开关。

● 如果您确认从表中冒烟,闻到有异味,发出异响等异常情况发生时,请在立

即关掉电源开关的同时也切断供电电源,并及时与我公司销售人员取得联

系。

使用存储媒体的注意事项
● 存储媒体是精密产品,使用时请小心；使用 CF 卡还要注意静电保护。

● 插入 C F 卡后，向右推倒按钮，并关上盖板。

● 推荐使用本公司产品。

● 在高温或者低温环境下软盘有时会发生写入异常。如果在低温（大约

10℃以下)条件下使用,请在预热(30 分钟)后使用。

如果在高温(大约40℃以上)条件下使用,请在保存数据时插入存储媒体,

数据保存结束后取出放好(手动保存)。

● 打开/ 关闭电源前，请取出存储媒体。

● 当存储灯点亮时请不要取出存储媒体,否则会破坏数据。

● 关于存储媒体的一般使用注意事项，请参见所使用的存储媒体所带的使

用说明书。

IM 04L60A01-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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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仪表安装

在此对 AX100 的安装场所,安装方法进行说明。安装时请务必阅读此部分。

安装场所
请安装在下述场所。

● 安装盘

AX100 盘装式。

● 通风良好的地方

为了防止本表内部温度上升,请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请参照一般规格

书中的仪表盘开孔尺寸。

● 机械振动少的地方

请选择机械振动少的地方安装。

● 水平的地方

安装AX100时请不要左倾也不要右倾,尽量水平(但是可后倾最大30°)。

注意
● 将表从温度、湿度低的地方移至温度、湿度高的地方,如果温度变化大,则有时会结

露，热电偶输入时会产生测量误差。这时,请先适应周围环境1小时以上再使用。

● 如果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使用会缩短LCD的寿命(画面质量降低等)。在高温(大约40
℃以上)条件下安装时,建议您降低LCD的辉度和对比度。LCD的辉度和对比度设定

请参见c设定画面的对比度，辉度，屏幕保护功能
d
一节。

请不要安装在下述地方。

● 太阳光直射到的地方和热器具的附近

请尽可能选择温度变化小,接近常温(23℃)的地方。如果将 AX100 安装

在太阳光直射到的地方或者热器具的附近,会对仪表内部产生不好的影

响。

● 油烟,蒸汽,湿气,灰尘,腐蚀性气体等多的地方

油烟,蒸汽,湿气,灰尘,腐蚀性气体等会对 AX100 产生不良的影响。

● 电磁发生源的附近

请不要将有磁性的器具和磁铁靠近AX100。如果将AX100在强电磁场发

生源的附近,由于磁场的影响会带来显示误差。

● 不便于观看画面的地方

因AX100显示部分用的是5英寸STN单色LCD，如果从极其偏的角度看

上去就会难以看清显示,所以请尽量安装在观察者能正面观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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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仪表安装

安装方法
面板请用 2~26mm的钢板。

1. 从面板前面放入本表。

2. 用仪表所带的安装架如下图所示安装。

● 在仪表盖上下或左右用两个安装架（从仪表盖上的安装孔上取下

封条后进行）。

● 仪表盘安装架所用螺钉的标准扭矩是 0.8~1.2N·m。

如果超出上述标准扭矩,可能会造成外壳变形,安装架损坏。

安装图

注    意

IM 04L60A01-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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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连接测量输入信号线

在此对测量输入信号线的接线进行说明。连接测量输入信号线之前请务必阅读

此部分。

如果对AX100的接线施加较大的拉力,会造成本表的端子或线的破损。为了防止对本表

端子直接施加拉力,请将全部接线固定在安装仪表盘的背面。

接线时注意
连接输入信号线时请注意下述事项。

将线与端子连接时,建议使用绝缘套筒压接端子(4mm螺钉用)。

请注意在测量回路中不要混入干扰。

● 测量回路请与电源供给线(电源回路)或者接地回路分开。

● 希望测量对象不是干扰源,一旦无法避免,请将测量对象和测量回路绝缘,

并将测量对象接地。

● 对于由静电感应产生的干扰,使用屏蔽线较好。根据需要,请将屏蔽线与

AX100 的地线端连接(请不要两点接地)。

● 对于由电磁感应产生的干扰,如果将测量回路接线等距离密集绞接比较有

效。

● 地线端子接地电阻要低。

热电偶输入如果使用内部冷端补偿,请注意要使端子温度稳定。

● 请务必使用输入端子盖。

● 请不要使用散热效果好的粗线（建议使用截面面积 0.5mm2以下的线）

● 注意尽量不要使外部气温变化。特别是附近的排气扇的ON/OFF会产生

较大的温度变化。

如果将输入接线与其他仪器并联,会相互影响测量值。

不得已需要并联时:

● 将断偶 OFF。⇒ 「基本设定模式  断偶设定」

● 将各个仪器在同一点接地。

● 运行中请不要ON/OFF其中一个仪器的电源。这样会对其他仪器产生不

好影响。

● 热电阻原理上不能并联。

注    意

压接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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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连接测量输入信号线

● 为了防止触电,请确认供给电源是否 OFF。

● 输入请不要超过下述值，否则会损伤 AX100。
· 最大输入电压

0.2VDC 以下的电压量程及热电偶 : ± 10VDC
2~50VDC 的电压量程 : ± 60VDC

· 最大共模干扰电压

250VACrms(50/60Hz)

接线方法
1. 将 AX100 的电源开关 OFF 后取下输入端子盖。

2. 将输入信号线与输入端子连接。

3. 装上输入端子盖,用螺钉固定。

注意

松开输入端子块的螺钉,可取下输入端子盖,方便地进行接线工作。为了防止接触

不良,接线后请认真拧紧镙钉。

松开 松开

警  告

注    意

IM 04L60A01-01C



2-6 IM 04L60A01-01C

2.3  连接测量输入信号线

● 输入端子的位置

● 端子图

AX102/AX104 螺纹端子

AX106 螺纹端子

AX110 螺纹端子

CH4
CH3

CH2
CH1

CH6
CH5

CH4
CH3

CH2
CH1

CH10
CH9

CH8
CH7

CH6
CH5

CH4
CH3

CH2
CH1



2.3 连接测量输入接线

● 接线图

注意
  

所有通道的热电阻b端子已内部短接。

IM 04L60A01-01C

+

-

+

+ +

-

-

-

AB

b
B

b

A

DC 电流输入

DC 电压输入

DC 电流输入

DC 电压输入和DI输入 热电偶输入

热电阻输入

补偿导线

分流电阻

注意：对于4-20mA 输入，使用

      250Ω+0.1%的分流电阻
导线电阻：1 0 Ω（最大）/ 线

          三根线的电阻应相等

+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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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连接报警输出信号线(附加规格)

● 为了防止触电,请确认供给电源是否OFF。

● 当对报警端子施加30VAC/60VDC 以上的电压时请用绝缘套压接端子将信号线与所

有的输出端子连接,这种压接端子是圆型的,怎么拔也拔不出来。并且,承受

30VAC/60VDC以上的电压的信号线请用双重绝缘（耐电压性能2300VAC以上）线,

其他信号线请使用基础绝缘(耐电压性能1350VAC 以上)线。为了防止触电,接线后

装上端子盖,避免手与端子接触。

接线方法
1. 关掉本表电源开关后取下附加规格端子盖。

2. 将报警输出信号线与附加规格端子连接。根据报警继电器输出附加功能

的种类(输出点数)与 /F1 的不同组合,端子配置为下页图中任一种。

注意

如果松开附加规格端子盖的螺钉便可取下附加规格端子盖，接线操作也变得容易了。并

且,为了防止接触不良，接线后请认真拧紧螺钉。

警    告

松开松开



2.4  连接报警输出信号线(附加规格）

  报警端子的位置

  端子配置（仅指出报警端子的位置）/A1,/A1/R1,/A1/R1/F1, /A2,/A2/

   R1,/A2/R2/F1，/A3,/A3/R1

附加规格端子

接点规格
项目 内容

输出 继电器接点输出(可切换励磁/非励磁）

输出容量
250VAC(50/60Hz）,3A

250VDC,0.1A(电阻负载）

耐电压 1500VAC(50/60Hz),1分钟(输出端子  地线端子）

励磁/非励磁的切换等⇒ c设定报警辅助功能
d
一节

←→

IM 04L60A01-01C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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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连接异常/内存完输出信号线(附加规格)

● 为防止触电，请确认供给电源是否OFF。
● 如果异常/内存完输出端子要承受 30VAC/60VDC以上的电压,请对所有输出端子

    使用圆型绝缘套压接端子与信号线连接。并且,承受30VAC/60VDC以上电压的信号

    线请用双重绝缘(耐电压性能2300VAC以上)线,其他信号线请用基础绝缘(耐电压性

    能1350VAC 以上)线。为防止触电,请接线后装上端子盖,不要用手接触端子。

接线方法

1. 关掉本表电源开关,取下附加规格端子盖。

2. 连接异常/内存完输出信号线与附加规格端子。

异常/内存完输出附加规格的端子配置如下所示。

端子配置(仅指出异常/内存用完输出端子的位置)

3. 装上附加规格端子盖后用螺钉固定。

注意
●  如果松开附加规格端子盖的左上和右下螺钉可取下附加规格端子盖,接线操作就变得

 容易了。并且,为了防止接触不良,接线后请认真拧紧螺钉。

●  异常输出是非励磁继电器,存储结束输出是励磁继电器。

接点规格
项目 规格

输出形式 继点器接点输出

输出容量 250VAC(50/60Hz),3A/250VDC,0.1A(电阻负载)

耐电压 1500VAC(50/60Hz),1分钟(输出端子←→地线端子)

警    告

附加规格端子



2.6  连接遥控信号线 (附加规格）

● 为防止触电,请确认供给电源是否OFF。

接线方法
1. 关掉本表的电源开关,取下附加规格端子盖。

2. 连接遥控信号线与附加规格端子。遥控附加规格的端子配置如下所示。

并且,C 为 1～5 端子的公共端子。

端子位置

端子配置(仅指出遥控端子的位置)

3. 装上附加规格端子盖并用螺钉固定。

注意

●  如果松开附加规格端子盖的左上和右下螺钉便可取下附加规格端子盖，接线操

    作也变得容易了。并且,为了防止接触不良,接线后请认真拧紧螺钉。

●  遥控接线使用降低干扰的屏蔽线，请将屏蔽线与本表的地线端子连接。

输入规格
项目 规格

输入信号 无电压接点,开路集电极(TTL或晶体管）

ON 电压: 0.5V以下(30mA DC)

输入条件 OFF时漏电流: 0.25mA以下

信号宽度: 250ms 以上

输入形式
光电耦合器

内含隔离电源（5V±5%）

耐电压
500VDC  1分钟

输入端子   地线端子

控制内容及输入种类⇒  c设定遥控功能的控制内容
d
一节。

警    告

←→

附加规格端子

IM 04L60A01-01C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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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连接电源

此节对电源的连接方法进行说明。

连接电源时请务必阅读此部分。

电源接线时的注意事项
进行电源接线时请遵守下述警告。否则可能会触电或者损坏仪表。

● 为防止触电,请确认供给电源是否OFF。
● 为了防止火灾,请使用双重绝缘线。

● 在接通电源之前请务必用电阻小于100Ω的接地线将接地保护端子接地。

● 对于电源接线和保护接地接线请使用绝缘套压接端子(4mm 螺钉用)⇒
c连接测量输入信号线

d

● 为了防止触电,请务必关上电源接线盖(透明）。

● 在电源回路中请设置一个开关,将本表与总电源隔开。开关上明确标示出

    它是本表的电源切断装置。

开关规格 稳定电流额定值: 1A以上

突发电流额定值: 60A以上

● 在电源回路中请连接2A～15A的保险丝。

注意

  使用132～180VAC 的电源电压后有时测量精度会受到影响,所以请避

       免使用该范围电压。

接线方法
1. 关掉本表的电源开关后打开电源接线盖(透明)。

2. 将电源线和接地保护线与电源端子连接。

3. 关上电源接线盖(透明)后用螺钉固定。

警    告

电源线

接地保护线



2.8  24VDC 传感器供电

变送器电源输出(附加规格)

·请不要将变送器电源输出端子短路或者从外部施加电压等。这样会损坏本仪表。

·不能超过最大输出电流2 5 m A D C，否则会损坏本仪表。

连接

变送器和本仪表的连接如下：

AX100

变送器电源输出端子的位置

+
附加规格端子 -

回路数: 2

输出电压: 22.8～25.2VDC(额定输出电流)

额定输出电流: 4～20mADC

最大输出电流: 25mADC(过载保护电流:约 68mADC)

允许电缆阻抗: RL ≤(17.8- 变送器最小运行电压)/0.02A

其中: 17.8V=22.8V-5V

22.8V : 最小输出电压

5V : 最大电压降(分流电阻为 250 Ω时)

电缆最大长度: 2km(使用 CEV 电缆)

绝缘阻抗: 输出端子和接地端子之间 20M Ω以上(500VDC)

耐电压: 输出端子和接地端子之间 500VAC(50/60Hz,I=10mA),1 分钟

输出端子之间 500VAC(50/60Hz,I=10mA）,1 分钟

24VDC 传感器供电(TPS2):

IM 04L60A01-01C

电流

变送器

24VDC
电源端子

输入端子

分流电阻：250 Ω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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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前面面板

1. LCD 画面
显示曲线等各种运行画面，设定画面。

2. 标签
用于识别各通道。由用户记录使用。

3. 操作键
有上下、左右箭头键和[显示/确认]键。在运行模式下用于运行画面的

切换，在设定功能的设定画面下用于设定项目的选择和设定的确认操作

等。

4. 操作盖

箭头键和[显示/确认]键之外的键操作,开 /关电源、插入或取出软盘等

外部存储媒体时，请打开盖子进行。打开盖子是按动左上部的按钮面向

操作者方向一拉即可。此盖子在不进行上述操作时请务必关好。

第 3 章  各部分的名称/使用模式/通用键操作

1

2

3

4键盘盖
板按钮

5    6   9   10 7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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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5. 开始键

开始向内存写入数据。带运算功能附加规格(/M1)时,运算和报表也同时

开始。

6. 停止键

停止向内部存储器写入数据。

7. 退出键

用于取消操作。还用于从设定模式回到运行模式。

8. 菜单键

从运行模式进入设定模式。还用于从设定模式回到运行模式。

9. 外存键

在状态栏上显示软盘等外部存储媒体的状态。

10.功能键

用于在操作模式下进行各种功能设定。也用于从设定模式进入基本设定

模式。

11.软键

按[功能]键后，对软键指定功能并在画面下面部分显示。设定模式/基本

设定模式时，对软键指定项目，并在画面下面部分显示。

12.电源开关

ON/OFF 电源。

13.存储媒体驱动器

软盘驱动器或 CF 卡驱动器。

14.EJECT 按键

用于取出存储媒体。

15.软盘的存储灯(仅软盘驱动器)

正在写入、读出数据时该灯点亮。

12

15 1413

12

13 14



3-3IM 04L60A01-01C

背面面板

1. 电源端子

连接电源线和接地保护线。

2. 串行通信接口(附加规格）

RS-422-A/485 接口。连接通信电缆。

3. 输入端子

连接测量对象的输入信号线。

4. 附加规格端子

连接附加规格的输入信号线。

注意
关于串行通信口的使用方法请参见AX100通信接口使用说明书。

3.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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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ON/OFF电源开关
对打开/关闭电源开关的方法进行说明。

1. 在打开电源开关前请确认以下各点。

●   电源线/电线与本表正确连接。

●   与正确的电源连接。

注  意

将输入接线与其他仪器并联时，在运行中请不要开/关本表和其他仪器的电源开关,

以免对测量值产生影响。

2. 打开操作盖。

3. 打开电源开关。

4. 关上操作盖。

自诊断功能运行几秒后显示运行模式的画面。

注意

●     即使打开电源，显示屏上无任何显示时请关掉电源后再次确认操作步骤的第一

    项。如果确认后将电源打开,仍然无变化时就是故障。请与我们联系。

●   如果画面显示出错信息,请按照「故障诊断」进行处理。

●    接通电源后预热30分钟以上。

警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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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使用外部存储媒体

对外部存储媒体的插入 / 取出进行说明。

根据规格的不同，可使用软盘或CF卡作为外部存储媒体。

● 型号 AX***-1: 软盘

● 型号 AX***-4: CF卡

关于存储媒体的使用，请参见「使用注意事项」。

插入存储媒体

1. 打开操作盖，放入存储媒体直至发出咔嗒声。

2. 按一下[外存]键，存储媒体检测动作进行，存储媒体将被检测。

注意

● 除插入和取出存储媒体外，运行时请关上操作盖。存储媒体和驱动器应减少

与灰尘等的接触以得到保护。

● 插入C F 卡时，规格标签面朝下；否则，插不进去。

● 取出CF 卡时，先扳正按钮，向里按直至 CF 卡弹出。

● 插入CF 卡后，向右扳倒按钮，以防止CF 卡误弹出。

● 使用C F 时，要注意静电防护。

● 推荐使用本公司产品。

取出存储媒体

1. 请确认存储媒体没有进行数据存取。

注意

● 正在向存储媒体存取数据时存储灯点亮。

● 正在向存储媒体保存内部存储器数据时，显示「正在向外部存储器中保存数

据」这样的信息。

操  作

软盘 CF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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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使用外部存储媒体

2. 打开操作盖按[EJECT]键，取出存储媒体，关上操作盖。

外部存储媒体的格式化

请使用已格式化的外部存储媒体。

本表中格式化后的格式形式如下所示。

格式形式

● 软盘：2 HD，1 .4 4MB
● CF 卡：32-512MB

如果不是 AX100 所带的已格式化的存储媒体，如果它是上述形式，则也能

在 AX100 中使用。不是上述格式形式的存储媒体不能用于 AX100。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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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使用模式
在本表中有运行、设定、基本设定 3 种使用模式。下面对各模式的功能和关

系进行说明。

模式种类

模式种类 内容 可能的操作

运行模式 进行日常操作的模式。 ●  显示测量/运算数据

打开电源即进入该模式。 ●

设定模式 进行输入量程，报警等设定。 ●

在运行模式下按[菜单]键即进 ●

入该模式。

不能显示测量/运算数据。

继续进行测量，报警检测，数据保存

等动作。

基本设定模式 设定输入方式,测量数据保存方式等 ●  各功能的基本设定

AX100的基本环境。 ●  与外部存储媒体文件

在设定模式的菜单画面下持续按[功能]    有关的操作

3秒钟即进入该模式。

当正在进行向内部存储器写入数据时或

者运算时不能进入基本设定模式。

测量,报警检测,数据保存等动作停止。

件有关的操作

与外部存储媒体的文

保存数据

操作设定

电源ON
运行模式

运行画面

[菜单]或[退出]键软键

[菜单]键

菜单画面

设定画面

持续按[ 功能]

键 3秒钟以上

[菜单]或[退出]键

[退出]键

[结束]软键 -[显示 /确认]键

软键

设定画面

基本设定模式

菜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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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使用模式

运行模式的功能和操作
运行画面的切换

可显示曲线/数字/棒图/报警一览/信息一览/内存一览/历史曲线/报表

显示(附加规格)等运行画面。

用箭头键和[显示/ 确认]键进行画面切换。⇒ 「显示画面的切换」

通过[功能]键的操作

如果按[功能]则显示指定给软键的菜单。根据设定内容和附加规格的不同，

功能的菜单构成也不同。当菜单中显示[下页]时，表明菜单有数行，按[下页]

软键则显示下一行菜单。

如果按软键，则执行软键上所指定的功能。

按软键后的状态因软键对应功能的不同而不同，分别以各自操作进行说明。

如果不执行软键对应的功能，取消软键菜单，请按[功能]或[退出]键。

功能键的菜单

菜单 参照 功能（在软键菜单中显示的条件）

解除报警 「解除报警显示/ 报警显示/继电器输出解除操作

继电器输出」

信息 「使用信息字符串」 信息写入，变更（信息1～3）

手动采样 「随时保存测量/ 所有通道的瞬时值写入内存

运算数据（手动采样）」
键锁 「使用键锁功能」 键锁或键锁解除(仅当使用键锁时)

注销 「使用登录/ 注销功能」 注销(使用键登录已登录时)

触发 「将事件数据写入 开始向内部存储器写入事件数据

内部存储器」      （内部存储器开始写入事件数据的触发）

运算 「使用运算功能」 运算开始/停止(带运算功能附加规格时)

运算复位 「使用运算功能」 将运算数据复位

(带运算功能附加规格,且运算停止时)

解除运算 「使用运算功能」 清除运算数据丢失显示(带运算功能附加

规格,发生运算数据丢失后)

画面存储 「保存画面图象数据」 将图像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

记录 「使用运行记录显示」 显示运行记录画面

Modem 初始化 通信接口说明书 初始化Modem 的工作参数并保存。

Modem 拨号 通信接口说明书 使用设定的电话号码向外拨号。

Modem 挂断 通信接口说明书 挂断电话，解除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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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使用模式

注意

使用键登录功能时

注销状态下只能进行登录操作。登录时按[功能]键，进行登录。操作⇒「使用登

录/ 注销功能
」
一节

通过其他键进行的操作

● 开始/ 停止

开始/ 停止向内部存储器写入数据。⇒「在内部存储器中写入显示数

据 」

 和「将事件数据写入内部存储器」

带运算功能附加规格(/M1)时，运算和报表也同时开始。

● 外存

在状态栏显示外部存储媒体的信息。

设定模式和基本设定模式的功能和操作
用箭头键，[显示/ 确认]键,软键,设定本表的功能。

首先请参见「关于各功能的设定」。关于功能的设定方法，请参见「第 5 章

~第 11 章」的各个功能说明。关于设定数据的保存方法请参见「保存/ 读入

设定数据」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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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功能设定

设定模式和基本设定模式

基本设定模式

在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各功能的基本规格。

注意

●

●  在基本设定模式下改变数据的保存方式（设定画面的[#3 内存],[#4 内存 & 曲线]）

  后保存，回到操作模式，则内部存储器的测量/运算数据被清除。在进入基本设定模

  式之前请将必要的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上。

设定模式

在设定模式下设定各个通道的输入条件和与显示有关的规格。除下述项目外

的设定内容在运行中也能变更。不能变更的项目栏没有外框，不能将光标移

动到项目栏上面。

● 正在向内存写入数据时不能变更的项目

· 输入量程

· 曲线的显示更新周期

· 自动保存周期

· 运算式

· 运算常数

● 运算中不能变更的项目

· 输入量程

· 运算式

· 运算常数

· TLOG计时器号和累计值单位

设定顺序

欲改变「语言」时，请首先进行设定。（⇒ 「设定显示语言」）并且，基本

设定模式下的设定会影响设定模式下的设定的情况，将在各自的功能设定中

说明。

正在向内部存储器写入数据时，运算中或者正在向存储媒体存取数据时不能进入基本

设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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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功能设定

设定内容
设定模式和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设定内容如下所示。（）内是参照章节。

与输入有关的设定
项目 设定模式 基本设定模式

测量周期(5.9) ●  测量周期

输入规格(5.1~5.7) ●  输入种类

●  测量量程

●  范围上下限

●  差值运算的基准通道

●  标尺上下限

●  单位
断偶(5.9) ●  断偶Off/正显示/负显示

冷端补偿(5.9) ● 「内部」
 
/  「外部」切换

● 「外部」时的补偿电压

去除干扰 ●   滤波器时间常数/Off ●   输入A/D转换器的积分时间

   (AX102/AX104)    (5.9)

●   移动平均采样次数/Off

   (AX106/AX110)

与报警有关的设定

项目 设定模式 基本设定模式

报警 ●  报警类型(6.2) ●  显示保持/非保持(6.3)

●  报警值(6.2) ●  变化率报警周期

●  输出继电器On/Off(6.2）  （仅测量通道）(6.3)

●  输出继电器号(6.2) ●  滞后(仅测量通道）(6.3）

报警输出继电器动作(6.3) ●  再故障再报警
(附加规格) ●  与动作

●  继电器励磁/非励磁

●  继电器保持/非保持

报警延迟时间 ●  报警延迟时间（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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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显示有关的设定
项目 设定模式 基本设定模式

显示组（7.6) ●  组名

●  通道指定

标记/通道显示 ●  标记名称(7.1) ●  标记/通道显示的切换(7.2)

曲线 ●  显示更新周期(7.3) ●   曲线显示的测量通道(8.6)

●  信息字符串(7.5)     (与写入/保存测量通道相同）

●  分割线位置(7.7) ●  使用/不使用部分压缩扩大(7.11)

●  分割线线宽(7.13)

●  显示方向(纵/横向)(7.12)

●  滚动时间(7.12)

●  曲线线宽(7.12)

●  栅格(7.12)

●  标尺分割数(7.9)(与棒图相同)

●  标尺显示On/Off和显示位置(7.9)

●  区域显示上下限位置(7.8)

●  部分压缩扩大显示(7.10)

棒图 ●  棒图方向(纵/横)(7.12)

●  标尺分割数(7.9)

●  棒图基准位置(7.9)

LCD ●  背景色(白色或蓝色)(7.12)

●  辉度(7.13)

●  对比度(7.13)

●  屏幕保护(7.13)

与数据写入/ 保存有关的设定
项目 设定模式 基本设定模式

写入内部存 ●   数据种类

储器的方式（8.7) ●   事件数据的

  采样周期

 模式(自由/触发/循环)

    分割数(存储器分割数)

    数据长度(文件大小)

    前置触发位置

    触发方式

数据写入/ ●  测量通道(8.6)

保存通道   (与曲线显示的测量通道相同)

●  运算通道

   (与曲线显示运算通道相同)

存储媒体 ●  数据保存目录名(8.10) ●  保存到存储媒体的方法(8.7)

●  文件的标题字符串    (自动保存或手动保存)

   (8.10) ●  指定时间保存数据文件(8.12)

●  手动保存的数据范围 ●  循环使用外存(8.13)

   (8.10)

●  自动保存时的自动保存

   周期(8.9)

内存完报警(附加规格) ●   发生报警的内存剩余容量(10.8)

3.5  关于功能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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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功能设定

仅与运算通道有关的设定(在运算通道专用画面下设定)(附加规格)

项目 设定模式 基本设定模式

运算规格 ●  运算式

(11.4) ●  显示范围

●  单位

常数(11.6) ●  常数设定

报警规格 ●  报警类型

(11.5) ●  报警值

●  输出继电器ON/OFF
●  输出继电器号码

标记/通道显示 ●  标记名称(7.1）
曲线 ●  标尺分割数(7.9) ●  曲线显示的运算通道

●  标尺显示ON/OFF (与写入/保存运算通道相同）（8.6)
   和显示位置(7.9)
●  区域显示(7.8)
●  部分压缩扩大显示(7.10)

棒图  (与曲线相同)

●  标尺分割数(7.9)
●  棒图基准位置(7.9)

TLOG运算 ●  使用的计时器号, ●  计时器方式(绝对时间/相对时间）

   累计值单位(11.7)
●  时间间隔(11.8)
●  绝对时间的基准时刻(11.8)
●  时间间隔

●  复位ON/OFF(11.8)
●  测量/运算数据保存ON/OFF(11.8)

长时间移动平均 ●   ON/OFF
(11.9) ●  采样间隔

●  采样数

其他设定
项目 设定模式 基本设定模式

时刻 ●  输入当前时刻(3.7)
键锁(10.3) ●  有/无键锁

●  密码
●  指定键锁对象键/操作

键登录(10.5) ●  有/无键登录
●  自动注销On/Off
●  有/无用户号码
●  用户名
●  用户号码
●  密码
●  允许/禁止进入基本设定模式

遥控(10.9) ●  对遥控端子指定动作
报表(11.11) ●  报表种类

●  作成日期和时间
●  指定报表通道
●  累计值单位

显示语言(10.10) ●  选择日语/英语/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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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操作和数据清除
与内存有关的操作

项目 设定模式 基本设定模式

设定初始化/ ●  内部存储器的 ●  设定值(基本设定模式/设定模式）

数据清除    数据清除(9.6)    的初始化和内存数据的清除(9.7)

外部存储媒体的文件操作
项目 设定模式 基本设定模式

文件操作 ●  保存设定数据(9.1) ●  保存设定数据(9.1)
●  读入设定数据(9.1) ●  读入设定数据(9.1)
●  用键操作保存数据(9.2) ●  删除文件(9.4)
●  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的读入/显示(9.3)
●  存储媒体的格式化(9.4)
●  文件一览(9.4)
●  文件删除(9.4)
●  存储媒体的格式化(9.4)

设定模式的菜单画面和设定项目的对应
设定模式的菜单画面和设定项如下所示。

运算、外部存储媒体是附加功能。(  )内是参照章节。

注意：根据可选件的不同，菜单的位置和编号会发生变化。

到[画面设定]菜单

到[文件操作，删除数据]

菜单

3.5  关于功能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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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键 设定模式下的设定内容

标题 项目
#1 测量量程(5.1～5.7) 输入方式

输入量程

差值运算的基准通道
标尺上下限
单位

报警(6.2) 报警类型
报警值
输出继电器ON/OFF
输出继电器号

#2 标记(7.1) 标记名称
滤波器(5.8) 滤波器时间常数/Off(AX102/AX104)
移动平均(5.8) 采样次数/Off(AX106/AX110)
报警延迟时间 测量通道的报警延迟时间（6.4）

#3 曲线显示/保存周期 曲线显示更新周期(7.3)
自动保存周期(8.9)

#4 信息(7.5) 信息字符串

3.5  关于功能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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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功能设定

软键设定模式下的设定内容
标题 项目

#5 画面设定
#5-#1 组设定，分割线 组名（7.6）

对组指定通道（7.6）
分割线位置（7.7）

#5-#2 区域（7.8） 测量通道的区域显示上下限位置
图形（7.9） 测量通道的曲线/棒图的标尺分割数

测量通道的棒图基本位置
测量通道的曲线的标尺显示On/Off和显示位置

部分压缩扩大（7.10） 测量通道的显示的On/Off
测量通道的显示的位置和边界值

#5-#3 显示（7.12） 曲线显示方向
棒图显示方向

显示方向（7.12） 背景色（白色或蓝色）
曲线线宽
分割线的线宽
曲线显示的栅格

LCD（7.13） LCD 对比度
LCD 辉度
LCD 屏幕保护的On/Off
LCD 屏幕保护的等待时间和恢复的原因

#5-#4 区域（7.9） 运算通道的区域显示上下限位置
图形（7.10） 运算通道的曲线/棒图的标尺分割数

运算通道的棒图的基准位置
运算通道的曲线的标尺显示On/Off和显示位置
运算通道的显示的On/Off
运算通道的显示的位置和边界值

#6 文件（8.10） 写入文件的标题字符串
保存数据的目录名
手动保存时的保存数据范围

#7 文件操作，删除数据
#7-#1 将设定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9.1）
#7-#2 从存储媒体中读入设定数据。（9.1）
#7-#3 通过键操作的测量数据的保存（9.2）
#7-#4 存储媒体的显示数据读入/显示（9.3）
#7-#5 将存储媒体中的事件数据读入，并显示（9.3）
#7-#6 存储媒体的文件一览显示（9.4）
#7-#7 存储媒体的文件删除（9.4）
#7-#8 存储媒体的格式化（9.4）
#7-#9 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删除（9.6）
#8 时间（3.7） 输入当前时间
#9 运算式（11.4） 运算通道的运算式，显示范围，单位

报警（11.5） 运算通道的报警类型
运算通道的报警值
运算通道的输出继电器On/Off
运算通道的输出输电器号

#10 常数（11.6） 常数（K01-K10）
#11 标记（7.1） 运算通道的标记名称

统计运算（11.7） TLOG中使用的计时器号，累计值单位
长时间移动平均（11.9） 长时间移动平均的ON/OFF

长时间移动平均的采样间隔，采样次数
报警延迟时间 运算通道的报警延迟时间（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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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功能设定

基本设定模式的菜单画面和设定项目的对应
基本设定模式的菜单画面和设定项如下所示。(  )内是参照章节。

遥控、报表、通信是附加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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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键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设定内容

标题 项目
#1 报警（6.3） ●  再故障再报警

●  报警输出继电器的励磁/非励磁

●  报警输出继电器的动作

●  报警显示的保持/非保持

●  变化率报警的时间间隔

●  报警滞后

#2 A/D(5.9) ●  输入A/D 转换器的积分时间

●  测量周期

●  断偶Off/正显示/负显示

●  冷端补偿（选择内部/外部，外部时的补偿

   电压）

#3 内存（8.7) ●  保存到存储媒体的方法

●  写入内部存储器的数据种类

●  事件数据的采样周期

●  事件数据的方式（自由/触发/循环）

●  事件数据的块数（存储器分割数）

●  事件数据的预触发位置

●  事件数据中使用的触发种类

3.5  关于功能设定

[文件操作,初始化]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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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键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设定内容

标题 项目

#4 内存&曲线显示（8.6) ●  数据写入/曲线显示的测量通道

●  数据写入/曲线显示的运算通道

#5 其他 ●  切换标记显示/通道显示（7.2)
●  发生报警的内部存储器剩余容量（10.8)
●  设定显示语言（10.10)
●  使用/不使用部分压缩扩大（7.11)
●  循环使用外存（7.12)

#6 键锁（10 .3) ●  有/无键锁

●  密码

●  键锁对象键/操作的指定

#7 键登录（10.5) ●  有/无键登录

●  自动注销On/Off
●  有/无用户号码

●  用户名

●  用户号码

●  密码

●  允许/禁止基本设定模式

#8 文件操作，初始化

#8 - #1 ●  将设定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9.1)

#8 - #2 ●  从存储媒体中读入设定数据（9.1)
#8 - #3 ●  存储媒体的文件删除（9.4)
#8 - #4 ●  存储媒体的格式化（9.4)
#8 - #5 ●  测量/运算数据，设定数据，基本设定数据

   的初始化

#9       可选

#9-#1 遥控（10.9) ●   对遥控端子指定功能

#9-#2 报表（11.12) ●   报表种类

   作成日期和时间

   指定报表通道

   累计值单位

#9-#3 计时器（统计运算） ●  计时器方式（绝对时间/相对时间）

●   时间间隔

●   绝对时间计时器的基准时间

●   每个时间间隔的数据复位On/Off
●   数据保存到存储媒体的On/Off

#10通信

#10-#1 串行口，内存输出*

结束 结束

*  参照AX100通信接口使用说明书。

注 ：根据可选件的不同，菜单的位置和编号会发生变化。

3.5  关于功能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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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基本模式下的通用操作进行说明。

3.6 通用键操作

对经常使用的通用键进行说明。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键操作

进入基本设定模式。

1. 按[菜单]键则进入设定模式,显示设定模式菜单画面。

2. 持续按[功能]键3秒以上则进入基本设定模式，显示基本设定模式菜单画

面。

3. 按软键则依次显示各个设定画面。

注意

●  当正在向内部存储器写入数据时或正在运算时,或者正在向存储媒体存取数据时不能

 进入基本设定模式。请在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写入和运算结束后进行进入基本设定模

 式。

●  如果在基本设定模式下改变数据的写入方式（设定画面的[#3内存]，[#4内存&曲

 线显示]项），保存后回到操作模式，则内部存储器的测量/运算数据将被清除。在

 进入基本设定模式之前，请将必要的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

软键 箭头键

显示/确认键

未变化

已变化

光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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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设定项目

1.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目。在画面的下面部分显示与软键对应

的设定内容。

2. 用软键选择设定内容。设定后该项外框变粗，光标移至下一个设定项目。

确认设定

1. 按[显示 /确认]键，则确认已设定项，项目栏的外框恢复正常。光标移

至该页的第一项。

回到基本设定菜单画面

1. 按[退出]键。回到基本设定菜单画面。

取消设定

1. 取消设定时，在上述的确认设定的操作之前按[退出]键，会出现确认取

消设定的窗口，选择[是]后按[显示 /确认]键。回到基本设定模式的菜
单画面。

保存设定后回到运行模式

1. 按[结束]软键后显示确认窗口 ：[ 是否保存设定？]

2. 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 /确认]键，则保存设定后回到运行模式。

不保存设定时选择[否]后按[显示 /确认]键，则回到运行模式。

选择[取消]键后按[显示/确认]键，则回到基本设定模式。

设定模式下的键操作
进入设定模式

1. 在运行模式下按[菜单]键，显示设定模式的菜单画面。

2. 按软键依次显示各个设定画面。

对设定模式下的通用键操作说明如下：

3.6  通用键操作

设定内容

光标位置

已变化

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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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设定画面下如下操作

选择设定项目

1. 用箭头键将光标(蓝色)移至设定项目。在画面的下面部分显示对应软键的

设定内容。

2. 用软键选择设定项目。设定后的栏目栏外框变粗,光标移至下一个设定项

目。

确认设定

1. 按[显示/确认]键确认设定项目，项目栏外框恢复正常。光标移至该页第

  一项。

回到设定模式菜单画面

1. 按[菜单]键或[退出]键，回到设定模式菜单画面。

取消设定

1. 取消设定时，在进行上述的确认设定的操作前按[退出]键。出现确认取消

设定的窗口，选择[是]后按[显示 /确认]键。

结束设定模式

1. 正在显示设定模式时，按[菜单]键或[退出]键。回到运行画面。

输入数值
输入数值的操作用于日期/时间的设定，输入量程的显示范围的设定等。

数值输入窗口

● 左右箭头键 ：移动输入位置。

● 上下箭头键 ：选择数值。

操  作

选择数值

3.6  通用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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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字符
在标记设定,信息字符串设定,密码的设定/输入等时使用。

3.6  通用键操作

字符输入窗口

选择字符

覆盖 / 插入

选择的字符种类

显示字符串输入窗口后用下述键操作输入

● 左右箭头键: 移动输入位置。

● 上下箭头键: 选择字符。

● [显示 /确认]键: 确定输入字符。

● [A/a/1]软键：

每按一次[A/a/1]软键，则按照下述顺序依次变换显示可输入的字符类

型。但是，其字符串中不允许的文字类型则被跳过。被选择的文字类型

在输入窗口的右下部分显示。

大写（A）→小写(a)→数字(1)
● [DEL]软键: 消去光标位置的字符。

● [BS]软键: 消去光标位置前一个字符。

● [INS]软键: 选择插入/覆盖。每按一次，则切换插入/覆盖。被

选择的状态显示在窗口右下位置。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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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设定日期/时间

设定日期/时间。

按          键。

按              或        软键。

有外部存储器时按              键。

无外部存储器时按              键。

1. 输入时间

关于数值输入方法⇒ 「输入数值」。

确认操作

如果按[显示/确认]键，则设定有效，窗口关闭。

如果取消设定关闭窗口，按[退出]键。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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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显示画面的切换

4.1 运行画面的显示/切换

本章将对显示测量/运算数据的画面(运行画面)进行说明。

● 画面由状态显示部分和数据显示部分构成。

● 运行画面有曲线/数字/棒图/总览/报警一览/信息一览/内存一览/历史

曲线显示

● 用箭头键和[显示/确认]键切换画面。

画面菜单: 按[显示 /确认]键则显示。

子菜单: 正在显示画面菜单时,按右箭头键则显示。

● 报警显示一览,信息一览,内存一览画面中可切换至对应任意报警,信息,文

件的历史曲线。

● 可从总览画面中切换相应组设定的曲线或棒图显示。

[显示/确认]键

箭头键(4个)软键

子菜单
画面菜单

按[显示/确认]键则显示

状态显示部分

数据显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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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状态显示部分

运行模式，设定模式时在状态显示部分显示下述情报(在基本设定模式时不显

示情报，显示[基本设定模式]）。

1. 用户名

使用键登录功能，且登录成功时显示用户名。

2. 组名或画面名

在数据显示部分显示当前组名，仅全通道显示时显示[ALL]。

3. 当前日期和时间

4. 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写入ON/OFF。

交替显示 A、B: 数据正在写入或者事件数据的触发等待

  数据写入停止时无显示。

注意

接收到触发后开始采样的事件数据,即使是触发等待状态也显示正在采样。触发等

待状态,可通过第6项的棒图识别。

A

B

C

D

E

F

G

3

1

2

5 8     9     10

5-1

6-1  [自由]时

6-1  ([触发], [循环])时

6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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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状态显示部分

5. 内部存储器的显示数据写入区域的使用状况
在设定显示数据的写入时显示。
● 棒图

表示显示数据写入区域的使用量。
● 数值

显示数据写入区域的剩余写入时间。
当剩余写入时间较少时以分钟为单位显示。
存储剩余量 单位
100 天以上 : %
100 小时以上 100 天以下 : 天
60 分钟以上100小时以下 : 小时
60 分钟以下 : 分钟

● n/16
能写入内部存储器的显示数据的文件数最多为16个。(从一次开始
到结束生成一个文件)。
n 是内部存储器中已生成的文件数。

注意
 在下述任一情况下显示数据会覆盖旧文件。被覆盖的数据会丢失,这一点请注意。

 ● 当内部存储器的显示数据写入区域已写满时。
    此时状态显示部分显示[Overwrite]。
 ● 未保存到存储媒体上（保存在内存中）的文件数超过16时。

6. 内部存储器的事件数据写入区域的使用状况
当设定事件数据的写入时显示。

● [自由]模式时
● 棒图

表示事件数据写入部分的使用量。
● 数值

它是事件数据写入区域的剩余写入时间。如果剩余时间较少,则以
分钟为单位显示。
存储剩余时间 单位
100 天以上 :%
100小时以上100天以下 :天
60 分钟以上100小时以下 :小时
60 分钟以下 :分钟
n/16
能写入内部存储器的事件数据的文件数最多为16个(一次开始到停
止形成一个文件)。
n 为内部存储器中已生成的文件数。

注 意
在下述任一种情况下，事件数据会覆盖旧文件。被覆盖的数据会丢失，这一点请注

意。

 ●  当内部存储器的显示数据写入区域已写满时。
    此时状态显示部分显示[Overwrite]。

● 未保存到存储媒体上（保存在内存中）的文件数超过16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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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状态显示部分

● [触发]或[循环]模式时

● 棒图

显示相对于设定写入时间(数据长)的存储器的使用量。
设定预触发时,按开始键后变为触发等待状态,则代表预触发部分的
数据的光柱外框闪烁，一旦触发成立，光柱外框停止闪烁,数据开
始写入内部存储器中。
[触发]方式时,如果在存储器所有数据块中数据写入停止，则光柱
中显示[Full](满),当显示[Full]时,即使触发成立,事件数据也无法
写入内部存储器中。
请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

● 数据块显示
如果将事件数据写入区域分成多个数据块进行使用时,显示数据块
的使用情况。
   未填充的白色外框: 无数据
   填满的白色方块: 这次开始到数据写入结束后的数据块
    填充一半的白色块: 这次开始以前已经有数据进入的数据块

7. 外部存储媒体的状态图标

注意
● 关上操作盖后,按[外存]键检测外部存储媒体是否已插入。并且,为了减少灰尘

等影响,请关上操作盖后使用。

● 在循环使用外存时，如果存储媒体发生错误，请更换存储媒体，然后按[外存]

键，以解除错误状态。

无显示: 无存储媒体插入,或未按[外存]键
依次显示 C、D、E: 存储媒体中正在存取数据
F ： 存储媒体处于等待状态(没进行存取数据)
G ： 循环使用外存时，存储媒体发生错误
使用量： 存储媒体的使用量用数字表示，100%时显示

“Ful”,当存储媒体的剩余容量小于 10% 或者
外存发生错误时,数字闪烁。(在循环使用外存

时，即使剩余容量小于 10% 数字也不闪烁)

8. 运算图标(附加规格)

运算图标未显示: 无运算附加功能或运算停止

运算图标: 正在进行运算

运算图标闪烁: 发生运算数据丢失

注意
数据丢失是由于在测量周期内来不及进行运算处理。通过[功能]→[解除运算]软键

恢复运算图标。发生运算数据丢失时请延长测量周期或者减少正在进行运算的通道

数。

9. 键锁图标
键锁图标： 键锁 ON
无显示： 键锁 OFF

10. 报警图标

即使只发生一个报警也会显示报警图标。

具体的动作请参见「解除报警显示 / 继电器输出」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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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使用曲线,数字,棒图显示

操作流程

显示画面

正在显示别的运行画面时进行下述操作。

1.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菜单。

2. 上下箭头键: 选择[曲线]，[数字]，[棒图]中任一种。

3. 右箭头键: 显示子菜单。

左箭头键:       关闭显示的子菜单时按。

4. 上下箭头键: 选择组。

5.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

[退出]键: 不切换画面直接关闭菜单。

操   作

显示 ：箭头键：菜单画面 ：[显示 / 确认]键：子菜单

曲线 数字 棒图

切换组 切换画面

显示

显示

显示

显示

组2 组4组1 组3

切换组

数字
棒图

组显示切换

全通道显示

标尺ON/OFF

数字显示ON/OFF

(菜单画面)

(子菜单)

曲线

(运行画面)

(菜单画面)

(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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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使用曲线,数字,棒图显示

显示/ 隐藏曲线显示的标尺

它是曲线显示下的操作。

1. [显示 /确认]键: 显示菜单画面。(选择[曲线])

2. 右箭头键: 显示子菜单。

                关闭显示的子菜单时按左箭头键。

3. 上下箭头键: 选择[标尺显示 ON]。

4.  [显示 /确认]键: 显示标尺。

  [退出]键: 不显示/隐藏标尺就关闭菜单。

  * 隐去正在显示的标尺时,在上述骤3中选择[标尺显示OFF]。

  可对每个通道设定是否显示标尺。⇒「设定标尺的分割数/棒图基准位

 置 / 标尺基准位置（曲线）」一节。

显示全通道曲线/ 回到组显示

在全通道显示中,显示设定为曲线显示的所有通道的波形。⇒「设定曲线显

示/ 数据保存通道」一节。

下面是曲线显示下的操作。

1.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菜单。(选择[曲线])

2. 右箭头键: 显示子菜单。

                关闭显示的子菜单时按左箭头键。

3. 上下箭头键: 选择[全通道显示*]。

4.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

[退出]键: 不切换画面关闭菜单。

* 从全通道显示回到组显示时,在上述步骤3 中选择[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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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使用曲线,数字，棒图显示

显示/ 不显示数字值

是在曲线显示下的操作。

1.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菜单(选择[曲线])。

2. 按右箭头键: 显示子菜单。

                关闭显示的子菜单时按左箭头键。

3. 上下箭头键: 选择[数字显示 ON]*。
4. [显示 /确认]键: 显示数字。

[退出]键: 在数字值状态下关闭菜单。

*  不显示数字值时,在上述步骤3中选择[数字显示OFF]。

改变显示组

1. 在曲线、数字、棒图显示画面下按右箭头键则依照1 组,2组,3 组,4组,

1 组⋯⋯的顺序变换显示。按左箭头键则变化顺序相反。

切换曲线/数值/棒图

1.  在曲线、数字、棒图显示画面上,按下箭头键则显示画面按照曲线、数

    字、棒图、曲线⋯⋯的顺序变化。按上箭头键则显示画面的变化顺序相反。

曲线显示的通道在「设定曲线显示 / 数据保存通道」中设定。

关于切换曲线、棒图的显示方向请参照「设定显示方向/背景色/曲线宽度/

分割线宽度/ 栅格/ 滚动时间」一节。

说  明

标记/ 通道

测量值

单位

报警标志

报警种类
分割线  信息  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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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4.3  使用曲线,数字,棒图显示

曲线（横向显示，全通道显示）

标记/ 通道

测量值

单位

全通道的波形 被选择组的数据

报警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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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使用曲线,数字,棒图显示

棒图(纵向显示）

棒图(横向显示)

标记/ 通道

测量值

报警标志

棒图

范围上限值

单位

报警设定点标记

标尺刻度

范围下限值

报警设定点标记

标记/ 通道
测量值

报警标志

单位

报警种类

棒图
棒图基准位置(中央)



4-10 IM 04L60A01-01C

操  作

4.4  总览显示

操作流程图

显示画面

1.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菜单。

2. 上下箭头键 ： 选择[总览]。

3.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

[退出]键: 不切换画面就关闭菜单。

显示/ 隐藏光标

1.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菜单。

2. 右箭头键： 显示子菜单。

                关闭显示的子菜单时按左箭头键。

3. 上下箭头键: 选择[光标显示 ON]。

4. [显示 /确认]键: 关闭菜单,显示光标。

[退出]键: 关闭菜单。

* 隐蔽光标时,在上述步骤3中选择[光标显示OFF]。

显示 ：箭头键：菜单画面 ：[显示 / 确认]键：子菜单

光标显示ON/OFF

通道选择
显示

显示 显示 显示

(菜单画面)(总览显示)(菜单画面) (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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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到光标指定通道的曲线/ 棒图显示

1. 箭头键: 移动光标,选择通道。

2.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菜单。

3. 右箭头键: 显示子菜单。

                关闭显示的子菜单时按左箭头键。

4. 上下箭头键: 选择[至历史曲线]或[至棒图]。

5.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

[退出]键: 不切换画面就关闭菜单。

4.4  总览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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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一览显示(报警一览/信息一览/内存一览)

操作流程图

 操   作

显示报警一览/信息一览/内存一览

1.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菜单。

2. 上下箭头键: 选择[一览显示］。

3. 右箭头键: 显示子菜单。

                 关闭显示的子菜单时按左箭头键。

4. 上下箭头键: 选择报警一览/信息一览/存储器一览。

5.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

[退出]键: 不切换画面就关闭菜单。

调出报警发生后的曲线显示

是报警一览下的操作。

1. 上下箭头键: 选择曲线显示的报警。

2.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菜单。

操   作

选择报警

显示 ：箭头键：菜单画面 ：[显示 / 确认]键：子菜单

显示
显示

显示 显示

(子菜单)

显示

显示报表数据时

到历史曲线

到报表数据

情报选择

(菜单画面)(一览显示)(菜单画面) (子菜单)

内存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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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一览显示(报警一览/信息一览/内存一览)

5.  [显示 /确认]键: 显示历史曲线。

    [退出]键: 不切换画面就关闭菜单。

调出写入信息后的曲线

是信息一览下的操作。

1.  上下箭头键: 选择曲线显示的信息。

2.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菜单。

3.  右箭头键: 显示子菜单。

                    关闭显示的子菜单时按左箭头键。

4.  上下箭头键: 选择[至历史曲线]。

5. [显示 /确认]键: 显示历史曲线。

[退出]键: 不切换画面就关闭菜单。

选择内存一览下显示的文件种类(显示数据/事件数据)

是内存一览下的操作。

1. 左右箭头键:   选择显示数据/事件数据。在[显示数据]、［事件数据]

   左侧显示有[O]，[O]被填满的是被选择的文件种类。

   显示所选文件情报。

在内存一览下打开显示/ 事件数据文件(曲线显示)

是在内存一览下正在显示/事件数据情报时的操作。

1. 上下箭头键: 选择文件。

3.右箭头键 :显示子菜单。

            关闭显示的子菜单时按左箭头键

4. 上下箭头键: 选择[至历史曲线]

选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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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报表数据(附加规格)

是内存一览下的操作。关于报表数据请参见「使用报表功能」一节。

1.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菜单。

2. 按右箭头键: 显示[一览显示]的子菜单。

                关闭显示的子菜单时按左箭头键。

3. 上下箭头键: 选择［至报表数据］。

4. [显示 /确认]键: 显示最新的报表数据。

[退出]键 ： 不切换画面就关闭菜单。

切换显示报表数据

在报表数据［号码］栏中显示[当前报表号/保存的报表数]。最大的报表数据
号码是最新的报表数据。
正在显示报表数时按箭头键，可切换显示的报表数据。按四个箭头键后的动
作如下所示。
  上箭头键: 显示当前正在显示的报表数据的下一个报表数据。
  下箭头键: 显示当前正在显示的报表数据的前一个报表数据。
  右箭头键: 显示当前正在显示的报表数据号+10的报表数据。如果报表

数据不超过 10 时,显示最新的报表数据(报表数据号最大)。
  左箭头键: 显示当前正在显示的报表数字号-10的报表数据。如果报表

数据数不超过 10,则显示最早的报表数据(1 号报表数据)。

4.5  一览显示(报警一览/信息一览/内存一览)

2.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菜单。

3. 按右箭头键: 显示子菜单。

                关闭显示的子菜单时按左箭头键。

4. 上下箭头键： 选择[至历史曲线]。

5. [显示 /确认]键: 显示历史曲线。

[退出]键: 不切换画面就关闭菜单。

说   明

选择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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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一览显示(报警一览/信息一览/内存一览)

信息一览

内存一览

报警一览

画面最下面一行所显示的报警情报号

内部存储器的报警情报数

报警发生通道
报警号/ 种类

报警发生的日期和时间

报警解除的日期和时间

光标

标志

报警输出继电器的状态

  :ON :OFF
显示数据/事件数据的

选择

最新数据写入的日期和时间

内部存储器的数据数/能写入内部存储器的最大数据数

数据数
数据写入结束的日期/时间

数据写入开始的日期/时间

数据写入停止的主要原因

画面最下面一行所显示的信息号

信息字符串

内部存储器的信息数

信息写入的日期和时间

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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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正在显示报表数据时,即使生成了新的报表数据,画面也不改变。

如果进行下述操作则显示最新的报表数据。

· 按[显示/确认]键,从画面菜单重新显示报表数据,或者

· 按右箭头键。

4.5  一览显示(报警一览/信息一览/内存一览)

报表数据的状态显示

在制作报表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下述情况,则在状态显示部分有文字显示。
显示 情况

E--- 检测出错误数据

-O-- 检测出正/负溢出数据

--P- 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发生停电

---C 在数据采集过程中时间发生改变。

报表数据(附加规格)

开始日期和时间

正在显示的报表数据号

内部存储器的报表数

报表数据的状态

报表种类

最新报表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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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使用历史曲线

操作流程图

 操   作

显示历史曲线画面的方法有 5 种。

● 从报警一览显示 ⇒「一览显示(报警一览/ 信息一览/ 内存一览)」

● 从信息一览显示⇒「一览显示（报警一览 / 信息一览/ 内存一览）」

● 从内存一览显示⇒「一览显示（报警一览 / 信息一览/ 内存一览）」

● 从［读入显示数据］或［读入事件数据］显示

⇒「读入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

● 从画面菜单调出 ⇒ 本节说明

显示历史曲线画面(从画面菜单中调出)

被调出的是当前正在显示的显示数据文件。

1.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菜单。

2. 上下箭头键: 选择［历史曲线］。

3.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

[退出]键: 不切换画面就关闭菜单。

选择显示组，扩大/ 缩小时间轴,全通道显示(历史曲线显示下的操作)

1.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菜单。(选择的是［历史曲线］。）

2. 右箭头键: 显示子菜单。

                关闭显示的子菜单按左箭头键。

操  作

显示 ：箭头键：菜单画面 ：[显示 / 确认]键：子菜单

切换组

时间轴扩大/缩小

移动光标

显示
显示

显示 显示

报警一览

信息一览

内存一览

保存/读入显示数据

(菜单画面)

(菜单画面)

(子菜单)

(历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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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使用历史曲线

3. 上下箭头键: 选择显示组,选择［时间轴扩大］或者［时间轴缩小］,

选择［全通道显示］或者［组显示］。

4. [显示 /确认]键: 显示画面。

[退出]键: 不切换画面就关闭菜单。

滚动显示曲线

正在显示历史曲线时，持续按左右箭头键(横向显示时)/上下箭头键(纵向显

示时),则波形沿着时间轴的方向滚动。

用光标指定显示位置

光标指定的位置是下图的基准位置。( )是曲线为纵向显示时的情况。

1. 上(右)箭头键: 在画面的上部分(右部分)显示所有数据的压缩波形。

2. 左右(上下)箭头键:移动光标决定显示位置。

3. 下(左)箭头键: 显示波形显示位置改变后的历史曲线。

显示当前的显示数据/ 历史曲线

在画面的上面(右半)部分显示当前的显示数据，下(左)部分显示历史曲线。

( )内是当曲线显示为纵向的场合。

1. 下(左)箭头键: 显示当前的曲线和历史曲线。恢复时按上(右)箭头键。

文件中所有数据压缩显示

光标

显示基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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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值(在显示基准位置的最大值/最小值)

时间轴

4.6  使用历史曲线

说  明

历史曲线的背景色

历史曲线的背景色可为蓝色或者白色,但是与曲线显示画面相反。

时间轴的放大 / 缩小

时间轴最大可放大至曲线显示的 2 倍,最多可缩小至曲线显示的 1/60。

历史曲线

历史曲线(显示当前的显示数据和历史曲线)

放大缩小

标记/ 通道

测量值(全部显示范围
内的最大值/最小值)

单位

画面切换显示
显示基准位置

历史曲线 当前曲线 当前曲线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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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设定电压输入
在直流电压输入或者使用外部分流电阻的直流电流输入时设定。数据写入内

部存储器的过程中或者运算过程中不能进行量程设定。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蓝色)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下部。用软键选择。

● 改变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

2. 方式

设定为[电压]。
3. 量程

设定输入量程。(参见说明)

4. 范围下限,范围上限

设定显示范围的上下限值。(参见说明)

按[输入]软键则显示输入数值的窗口。在可测量范围内设定数值并按[显
示/确认]键。

数值的输入方法⇒c输入数值d

注意

范围上、下限值不能设定为相同的值。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设定变更时按[退出]键，会出现确认的窗口,请用箭头键选择[是],再按
[显示/确认]键。

操  作

第5章 与测量通道有关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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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设定电压输入

可测量范围
方式、量程、可测量范围如下表所示。

方式           量程 可测量范围

电压             20mV -20.00 ~ 20.00mV

60mV -60.00 ~ 60.00mV

200mV -200.0 ~ 200.0mV

2V -2.000 ~ 2.000V

6V -6.000 ~ 6.000V

20V -20.00 ~  20.00V

50V -50.00 ~  50.00V

电流输入时

在输入端子外接分流电阻，转换成电压输入。分流电阻如下所示。

例如：4~20mA 输入时，使用 250 Ω的分流电阻转换成 1~ 5V。

名称              零部件号        数量 备注

分流电阻           B9568SC   1         250Ω± 0.1%

(螺钉端子用)       B9568SD   1         100Ω± 0.1%

                   B9568SE  1         10Ω± 0.1%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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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定热电偶输入,热电阻输入
热电偶输入或者热电阻输入时设定。数据正在写入内部存储器时或者正在运

算时不能设定量程。

 操   作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蓝色)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下部。用软键选择。

● 改变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

2. 方式

设定为［TC］(热电偶)或者［RTD］(热电阻)。

3. 量程
设定热电偶或者热电阻的种类。(参见说明)

4. 范围下限,范围上限

显示范围的上下限值。(参见一般规格)

按［输入］软键,则显示数值输入窗口。在可测量范围内设定后按[显示/

确认]键。数值的输入方法⇒ c输入数值d

注意
不能将范围上限和下限设定为相同的值。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设定变更时按[退出]键，会出现确认的窗口,请用箭头键选择[是],再按

[显示/确认]键。



5.2 设定热电偶输入，热电阻输入

 说   明
可测量范围

方式，量程，可测量范围如下表所示。

方式   量程 可测量范围 备注

TC     R 0.0 ~1760.0℃ IEC584-1(1995),DIN IEC584,JISC1602-1995

       S 0.0~1760.0℃ IEC584-1(1995),DIN IEC584,JISC1602-1995

       B 0.0~1820.0℃ IEC584-1(1995),DIN IEC584,JISC1602-1995

       K -200.0~1370.0℃ IEC584-1(1995),DIN IEC584,JISC1602-1995

       E -200.0~800.0℃ IEC584-1(1995),DIN IEC584,JISC1602-1995

       J -200.0~1100.0℃ IEC584-1(1995),DIN IEC584,JISC1602-1995

       T -200.0~400.0℃ IEC584-1(1995),DIN IEC584,JISC1602-1995

       N 0.0~1300.0℃ IEC584-1(1995),DIN IEC584,JISC1602-1995

       W 0.0~2315.0℃ W-5% Re/W-26%  Re(Hoskins   Mfg.Co.) ,ASTM
E988

       L -200.0~900.0℃ Fe-CuNi,DIN 43710

       U -200.0~400.0℃ Cu-CuNi,DIN43710

       WRe 0.0~2400.0℃ W-3% Re/W-25%  Re

RTD    Pt100 -200.0~600.0℃ JIS C1604-1997,IEC751-1995,DIN IEC751-

1996

   JPt100 -200.0~550.0℃ JIS C1604-1989,JIS C1606-1989

热电偶输入时的冷端补偿，断偶设定等，请参见「设定A/D积分时间，测量

周期，断偶，冷端补偿」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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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设定开关量输入(DI)
在开关量输入时设定。内部存储器正在写入数据时或者正在运算时不能进行
量程设定。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蓝色)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下部。用软键选择。

● 改变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

2. 方式

设定为［DI］。

3. 量程
设定［电平］或者［接点］。

4. 范围下限,范围上限

设定显示范围的上下限值。

按［输入］软键,则显示数值输入窗口。输入0或者1后按[显示/确认]键。

注意
不能将范围上限和下限设定为相同的值。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设定变更时按[退出]键，会出现确认的窗口,请用箭头键选择[是],再按
[显示/确认]键。

 说   明

方式，量程，可测量范围如下表所示。

方式 量程 可测量范围

DI 电平 0：2.4V以下

                              1：2.4V以上

接点 0：断开

1：闭合

 操   作



5.4 设定差值运算(Delta)

显示两个通道的输入差时设定。差值运算通道的输入种类从直流电压、热电

偶、热电阻、开关量输入中选择。内部存储器正在写入数据或者正在运算时
不能进行量程设定。

(差值运算通道测量值)-(基准通道测量值)=差值运算通道显示的值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蓝色)移至设定项。(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部。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变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对差值显示通道进行设定。

2. 方式
设定为［Delta］。

3. 类型
输入类型从［电压］、［TC］、［RTD］、［DI］中选择。

4. 量程
输入种类为电压时输入量程；［TC］或［RTD］时输入热电偶或热电阻
的种类；［DI］时输入［电平］或［接点］。

5. 范围下限,范围上限
设定显示范围的上下限值。
按［输入］软键,则显示数值输入窗口。输入可测量范围内的数值后按[显
示/确认]键。

注意
●  TC，RTD输入时,范围设定不能超过输入量程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例 ：TC   L型的输入量程为-200.0～900.0℃,范围设定范围为-1100.0～1100.0

●  电压输入时,测量范围的设定不能超出输入量程的范围。

●  上限值和下限值不能设定为相同的值。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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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设定差值运算(Delta)
6. 基准通道

设定基准通道。(参照说明)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设定变更时按[退出]键，会出现确认的窗口,请用箭头键选择[是],再按
[显示/确认]键。

 说   明

可测量范围
方式，种类，量程，可测量范围如下表所示。

方式 种类 量程 可测量范围

Delta 电压 20mV -20.00 ~ 20.00mV

60mV -60.00 ~ 60.00mV

200mV -200.0 ~ 200.0mV

2V -2.000 ~ 2.000V

6V -6.000 ~ 6.000V

20V -20.00 ~ 20.00V

50V -50.00 ~ 50.00V

Delta TC R -1760.0 ~ 1760.0℃

S -1760.0 ~ 1760.0℃

B -1820.0 ~ 1820.0℃

K -1570.0 ~ 1570.0℃

E -1000.0 ~ 1000.0℃

J -1300.0 ~ 1300.0℃

T -600.0 ~ 600.0℃

N -1300.0 ~ 1300.0℃

W -2315.0 ~ 2315.0℃

L -1100.0 ~ 1100.0℃

U -600.0 ~ 600.0℃

WRe -2400.0 ~ 2400.0℃

Delta RTD Pt100 -800.0 ~ 800.0℃

JPt100 -750.0 ~ 750.0℃

Delta DI 电平 -1  ~  1

接点 -1  ~  1

与基准通道的关系
即使差值运算通道与基准通道的输入类型,测量量程等不相同，也可用下述
方法进行差值运算。
● 当基准通道和差值运算的小数点位置不同时，将基准通道的测量值按照

差值运算通道的测量值的小数点位置进行修正后再进行计算。
如:差值运算通道的测量值为10.00,基准通道的测量值为100.0时,运算
结果为:10.00-100.0=-90.00

● 当基准通道和差值运算通道的单位不同时,不进行单位修正。
如差值运算通道的测量值为10.00V，基准通道的测量值为5.00mV时，
运算结果为:10.00V-5.00mV=5.00V

● 基准通道为［标尺］或［平方根］等时,运算中使用标尺值。

 说   明



5.5 设定标尺

直流电压、热电偶、热电阻、开关量输入时可设定显示标尺。内部存储器中

正在写入数据或者正在运算时不能进行量程设定。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蓝色)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下部。用软键选择。

● 改变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

2. 方式

设定为［标尺］。
3. 类型

选择输入种类从［电压］、［TC］、［RTD］、［DI］中选择。。

4. 量程

对应［类型］,从软键菜单选择输入量程等。

5. 范围下限,范围上限

设定测量范围的上下限值。
如果按［输入］软键,则显示数值输入窗口。输入可测量范围内的数值后

按[显示/确认]键。

注意
范围下限和范围上限不能设定为相同的值。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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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设定标尺

6. 标尺下限,标尺上限

设定标尺的上下限值。

按［输入］软键后显示数值输入窗口。输入可测量范围内的数值,再按[显

示 /确认]键。

● 可设定范围:-30000 ~ 30000

● 小数点位置:可设定为「□.□□□□」,「□□.□□□」,「□□□.□
□」，「□□□□. □」，「□□□□□」。

● 小数点的位置由标尺下限值的设定决定。

注意

●  标尺下限和上限值不能设定为相同的值。

●  AX系列是在标尺上、下限设定值去掉小数点后的数值宽度内换算测量

   数据。也就是说:标尺设定为-5～5时的数值宽度为10,标尺设定为-5.0～5.0时

  数值宽度为100内换算。10之内换算的数值的分辨率比100之内换算的数值的分

  辨率低(画面粗糙)。因画面质量低,所以尽可能将该值设定得比100大。

7. 单位
设定单位。

按［输入］软键,则显示字符串输入窗口。输入单位(半角英文数字6个

以下)后按[显示/确认]键。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设定变更时按[退出]键。会出现确认的窗口,请用箭头键选择[是],再按

[显示/确认]键。

方式 类型 量程 /可测量范围

标尺 电压 ⇒ 「设定电压输入」

TC ⇒「设定热电偶输入,热电阻输入」

RTD ⇒「设定热电偶输入,热电阻输入」

DI ⇒「设定开关量输入( DI)」

说   明



5.6 设定平方根运算

求出直流电压输入值的平方根，将运算结果转换为所设单位的数值后显示。

设定输入显示范围上/下限以及变换后的标尺的上限/下限、单位。内存正在
写入数据时或者正在运算时不能进行量程设定。

 操    作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蓝色)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下部。用软键选择。

● 改变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

2. 方式

设定为［平方根］。

3. 量程
设定输入量程(［20 m V ］,［60 m V ］，［2 00 m V ］，［2V ］，

［6 V ］，［2 0 V ］和［5 0 V ］) 。

4. 范围下限,范围上限

设定测量范围的上下限。

按［输入］软键显示数值输入窗口。在可测量范围内输入数值后按[显
示/确认]键。

注意
范围上限和下限不能设定为相同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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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设定平方根运算

5. 标尺下限,标尺上限。
设定标尺上下限值。
按［输入］软键显示数值输入窗口。在可测量范围内输入数值后按[显
示/确认]键。
 ● 可设定范围：-30000 ~ 30000
 ● 小数点位置:可设定为「□.□□□□」,「□□.□□□」,「□□□.□

□」,「□□□□. □」,「□□□□□」。
 ● 小数点位置根据标尺下限值的设定而决定。

注意
● 标尺下限和上限不能设定成相同的值。

● 本表中,在标尺下限值和上限设定值除去小数点的数值宽度内换算测量数据。

即:标尺设定为 -5~5时为 10,标尺设定为-5.0~5.0时为 100内换算。10内

换算值的分辨率比100内换算值的分辨率低(粗糙)。因画面质量较低,请尽量

将该值设定为100以上。

6. 单位
设定单位。
按［输入］软键显示数值输入窗口。输入单位(半角英文数字6个以下)
后按[显示/确认]键。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设定变更时按[退出]键。会出现确认的窗口,请用箭头键选择[是],再按
[显示/确认]键。

 说   明
方式,量程,可测量范围请参照下表。

方式 量程/可测量范围

平方根 ⇒「5. 1 设定电压输入」

运算方式
本表的开平方运算公式如下所示。
现在,将各项如下定义。
● Vmin  ： 范围下限值
● Vmax ： 范围上限值
● Fmin  ： 变换后的标尺下限值
● Fmax ： 变换后的标尺上限值
● Vz         ： 输入电压值
● Fz        ： 标尺换算后的值

当根号内为负时
Fmin＜Fmax时, Fz=负溢出c-*****d

Fmin＞Fmax时, Fz=正溢出c+*****d

√ Vz-Vmin

Vmax-Vmin

Fz=(Fmax-Fmin) +F min



5.7 设定不使用

设定不进行测量、显示的通道。内部存储器正在写入数据时或者正在运算时

不能进行量程设定。
 操   作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蓝色)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下部。用软键选择。

● 改变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

2. 方式

设定为［不使用］。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设定变更时按[退出]键。会出现确认的窗口,请用箭头键选择[是],再按

[显示/确认]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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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设定输入滤波器/移动平均

设定输入滤波器(AX102,AX104)或者输入的移动平均(AX106,AX110)。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蓝色)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与标记字符串的设定相同)。

输入滤波器设定(AX102,AX104)
2. 滤波器—滤波器

设定［OFF］或者滤波器的时间常数。

移动平均的设定(AX106,AX110)
3. 移动平均/采样次数

设定［OFF］或者移动平均的数据个数。

注意
开关量输入时不进行滤波/移动平均处理,设定无效。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设定变更时按[退出]键。会出现确认的窗口,请用箭头键选择[是],再按
[显示/确认]键。

 说   明
设定值如下表所示。
滤波/ 移动平均 设定值 内容

滤波器 Off 不使用滤波器
2s 滤波器时间常数2秒
5s 滤波器时间常数5秒
10s 滤波器时间常数10秒

移动平均 Off 不使用移动平均
2~16 移动平均的采样数据个数

操   作

1

3

1



5.9  设定A/D积分时间,测量周期,断偶及冷端补偿模

式)
设定输入A/D转换器的积分时间,测量周期,断偶，冷端补偿。

 操   作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蓝色)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下部。用软键选择。

● 改变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3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设定输入A/D转换器的积分时间

1. A/D积分时间

用软键从［自动］，［50Hz］，［60Hz］，［100ms］中选择。

AX102,AX104: 自动 /［50Hz］/［60Hz］
AX106,AX110: 自动 /［50Hz］/［60Hz］/［100ms］

自动:   本表检测电源频率后自动切换16.7ms(60Hz)或20ms(50Hz)，

  但是，当您使用 DC 电源时，固定为20ms(50Hz)。

50Hz:  积分时间固定为20ms。

60Hz:   积分时间固定为16.7ms。

100ms:

设定测量周期
2. 测量周期

它是采样输入信号的周期。带运算功能(/M1)时以测量周期进行运算。

AX102,AX104 ： 125ms/250ms

AX106,AX110 ： 1s/2s(A/D积分时间为100ms时固定为2s)

(基本设定模式)

积分时间固定为100ms(测量周期变为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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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设定A/D积分时间,测量周期,断偶,冷端补偿(基本设定模式)

设定热电偶输入的断偶/冷端补偿

热电偶以外的量程无效。

3.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

4. 断偶

从［Off］, [ 正显示] ,［负显示］中选择。
Off : 不使用断偶功能。

正显示: 如果热电偶断线，则测量结果固定为c+*****d。

负显示: 如果热电偶断线，则测量结果固定为c-*****d。

5. RJC

设定［外部］或者［内部］。
外部： 使用外部冷端补偿功能。

内部： 使用本仪表的冷端补偿功能。

6. 电压(μV)

如设定［外部］后,则设定加进输入冷端补偿电压。

按［输入］软键,则显示电压输入窗口。输入数值(-20000μV ~ 20000μ

V，初始值为0μ V)后，按[显示/确认]键。

 说  明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设定变更时按[退出]键。会出现确认的窗口,请用箭头键选择[是],再按

[显示/确认]键。
 说   明

输入A/D转换器的积分时间
AX100通过A/D转换器将输入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A/D转换器的积分时间

有 3种 ：16.7ms(60Hz),20ms(50Hz),100ms。如果使用电源的频率与设定

的相同，可最大限度地消除电源频率干扰。

● AX102,AX104
输入A/D转换器的积分时间可从［50Hz］，［60Hz］，［自动］(自动切换

50/60Hz)中选择。

如果本表和测量对象中使用的电源频率不同时,以产生噪声大的仪器的电

源频率为准进行设定。

● AX106,AX110
输入 A/D转换器的积分时间可从［50Hz］，［60Hz］，［100ms］，［自动］

(切换50/60Hz)中选择。

为了取得最佳的消除噪声效果,选择［100ms］(输入A/D转换器的积分时

间为 100ms时,测量周期为2秒)。初始值设定为［自动］。

热电偶输入的断偶
如果事先设定好报警，则可以报警显示热电偶的断线。

如果必须与其他仪器并联时，请关闭断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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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报警的操作和设定

6.1  解除报警显示/继电器输出(附加规格)

当显示或者输出继电器的动作设定为[保持]时，解除已发生后的报警显示

或者继电器输出。显示或者输出继电器的状态因进行解除操作的不同而不

同。

 操 作
操作模式下的操作。

1. 按[功能]键，则显示软键菜单。

2. 按[解除报警]软键，解除报警显示/继电器输出。

 说 明
● 解除所有的报警显示和继电器输出。

● 当报警显示或者输出继电器的动作设定为[非保持]时无效。

● 报警显示/继电器输出的解除操作通过遥控功能(附加规格)或者通信功能

也能实现。

报警显示
报警状态可通过状态显示部分的报警图标或者曲线显示等运行画面的报警显

示得知。根据报警显示的非保持/保持，显示画面不同。

● 状态显示部分的报警图标

报警图标

显示非保持/保持 报警 报警显示

非保持* 发生时 图标出现(显示一)
解除时 图标不出现

保持 发生时 蓝色图标闪烁，但图标中的白色背景不变(显示二)
(“解除报警”后:蓝色图标及白色背景均不闪烁)
(同显示一)

解除时 蓝色图标及白色背景全部闪烁(显示二)
(“解除报警”后：图标不出现)

* 注意:报警显示设定为非保持时，“解除报警”软键不起作用。

解除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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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显示一:                图标不闪烁

显示二:             →             部分闪烁

显示三:             →             全部闪烁

曲线报警显示

6.1  解除报警显示/ 继电器输出（附加规格）

报警标志

报警种类

发生发生

显示非保持 显示保持

图标出现

图标不闪烁部分闪烁

无无

报警 解除 解除

“解除报警”

全部闪烁部分闪烁

“解除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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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非保持/保持 报警 报警显示

非保持 发生时 报警种类出现

报警标志出现(显示一)
解除时 报警种类和报警标志不出现

保持 发生时 报警种类出现

报警标志闪烁，但外框不变(显示二)
(“解除报警”后：报警标志不闪烁)(同显示一)

解除时 报警种类不出现

报警标志全部闪烁(显示三)
(“解除报警”后：报警标志不出现)

注意:报警显示设定为非保持时，“解除报警”软键不起作用。

图例说明:显示一:

显示二:       →

显示三:       → 无标志

数字报警显示

显示非保持/保持 报警 报警显示

非保持* 发生时 报警标志出现(显示一)

解除时 报警标志不出现
保持 发生时 报警标志闪烁，但外框不变(显示二)

(“解除报警”后：报警标志不闪烁(同显示一)

解除时 报警标志全部闪烁(显示三)
(“解除报警”后：报警标志不出现)

注意：报警显示设定为非保持时，“解除报警”软键不起作用。

图例说明:显示一:

显示二:     →

显示三:     →无标志

棒图报警显示

报警标志

6.1  解除报警显示/ 继电器输出（附加规格）

报警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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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非保持/保持 报警 报警显示

非保持* 发生时 报警标志出现(显示一)
解除时 报警标志不出现

保持 发生时 报警标志闪烁，但外框不变(显示二)

(“解除报警”后：报警标志不闪烁)(同显示一)
解除时 报警标志全部闪烁(显示三)

(“解除报警”后：报警标志不出现)

* 注意：报警显示设定为非保持时，“解除报警”软键不起作用。

图例说明:显示一:

显示二:     →

显示三:     →无标志

总览报警显示

显示非保持/保持 报警 报警显示

非保持* 发生时 报警种类出现
“通道/ 标记”不闪烁

解除时 报警种类不出现

“通道/标记”不闪烁
保持 发生时 报警种类出现

“通道/标记”闪烁

(“解除报警”后 ：“通道/标记”不闪烁)
解除时 报警种类不出现

“通道/标记”闪烁

(“解除报警”后 ：“通道/标记”不闪烁)

* 注意 ：报警显示设定为非保持时，“解除报警”软键不起作用。

6. 报警一览显示

通道 /标记

报警种类

报警标志 报警情报

6.1  解除报警显示/ 继电器输出（附加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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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非保持/保持 报警 报警显示

非保持* 发生时 报警标志出现(显示一)

解除时 报警标志不出现
保持 发生时 报警标志闪烁，但外框不变(显示二)

(“解除报警”后：报警标志不闪烁)(同显示一)

解除时 报警标志全部闪烁(显示三)
(“解除报警”后：报警标志不出现)

* 注意：报警显示设定为非保持时，“解除报警”软键不起作用。

图例说明: 显示一: ●

 显示二: ●  →  ○

 显示三: ●  →无标志

6.1  解除报警显示/ 继电器输出（附加规格）

报警输出继电器

继电器输出非保持/保持 报警 报警显示

非保持时* 发生时 动作
解除时 不动作

保持时 发生时 动作(报警解除后短时不动作)

解除时 解除报警后不动作

*  报警输出继电器设定为非保持时，“解除报警”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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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设定报警
在本节中对各通道设定报警。报警辅助功能在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

注意

● 请在设定量程后设定报警。

● 如果发生下述情况，则该通道的报警设定全部被取消。

       ●   输入种类变更后(电压，TC⋯⋯)

       ●   输入量程变更后

       ●    标尺显示时及平方根运算时测量范围和标尺范围变更后(包括小数点位置变更)

● 量程设定为[不使用]时，不能设定报警(报警设定栏无外框)。

 操   作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蓝色)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对象通道(对象通道与量程设定相同)

2. On/Off
将报警设定为 O n ，则显示类型，报警值。

3. 种类

设定报警种类。

4. 报警值

输入报警发生值。

按[输入]软键，则显示数值输入窗口。

输入数值后按[显示/确认]键。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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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设定报警

5*. 继电器输出

设定是否继电器输出。设定为[On]，则显示输出继电器的[号码]栏。

6*. 继电器号码

选择一个继电器用于设定的报警的输出。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出现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说   明
报警种类

有下述 8 种报警类型。

类型 记号 内容

上限报警 H 如果测量值超过报警设定值就报警。

下限报警 L 如果测量值低于报警设定值就报警。
差值上限报警*1 h 如果两个通道的测量值之差超过差值上限报警设

定值就报警。

差值下限报警*1 l 如果两个通道的测量值之差低于差值下限报警设
定值就报警。

变化率上升限报警*2 R 检查某段时间间隔内的测量值的变化量，如果测

量值上升方向的变化量超过设定值就报警(参照
下图)，时间间隔由测量数据数设定。

变化率下降限报警*2 r 检查某段时间间隔内的测量值的变化量，如果测

量值下降方向的变化量超过设定值就报警(参照
下图)，时间间隔由测量数据数设定。

延迟上限报警 T 如果测量值超过报警设定值，而且该状态必须维

持一定的时间（报警延迟时间）才报警。
延迟下限报警 t 如果测量值小于报警设定值，而且该状态必须维

持一定的时间（报警延迟时间）才报警。

*1   仅可对差值运算通道设定。

*2   仅可对测量通道设定。

变化率报警的报警值和时间间隔

●  报警值用绝对值设定。下图的设定变化量为报警值。

●  时间间隔在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

 时间间隔=测量周期×测量数据数

测量值

变化率上限报警

时间

变化率下限报警

测量值
变化量

IT2-T1I
变化量

IT2-T1I

时间

测量值变化

测量值变化

时间间隔
 t2-t1

时间间隔
 t2-t1

T1

T1

T2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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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设定报警辅助功能(基本设定模式)

 操   作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移动光标至设定项目。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设定再故障再报警
1.* 再故障再报警

选择[On]或者[Off]。

设定报警显示动作(保持/非保持)
2. 显示保持

用软键选择保持/非保持。

设定变化率报警的时间间隔
3. 变化率报警间隔—上升数据数(指上升限报警)，—下降数据数(指下降限报

警)用软键从 1~15 中选择。

设定报警滞后
4. 滞后

用软键设定[On]或者[Off]。
On ：滞后固定为显示范围或显示标尺的 0.5%
Off ：不使用滞后

设定输出继电器的与/或
5. 继电器与/或

选择用于逻辑与/或的继电器。设定从第一个报警输出继电器到第几个继
电器为与。其余的继电器为或。

设定输出继电器动作(励磁/非励磁)
6. 继电器  动作

用软键选择励磁/非励磁。

设定输出继电器动作(保持/非保持)
7. 继电器  保持

用软键选择保持/非保持。

不带报警输出继电器附加规格时设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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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设定报警辅助功能（基本设定模式）

确认操作

确定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然后按[显示/确认]

键。

 说   明
报警输出继电器(附加规格)

报警发生时输出接点信号。输出继电器数为 2~6 点(不同规格点数不同)。

● 再故障再报警

当对一个报警输出继电器设定多个报警时，在第一次报警继电器动作后

通知第二次及以后报警发生的功能。当第二次及以后报警发生时输出继

电器短时停止动作。再故障再报警的功能仅可对继电器 I01、I02、I03设

定。其初始值设定为[Off]。

注意
 进行再故障再报警的设定与报警输出继电器的点数无关，I01~I03是再故障再报警专

 用的继电器。

● 报警输出继电器的与/或

当一个报警输出继电器有多个报警时，可选择下述任一条件下进行报警

继电器输出。

· 与: 所有设定的报警同时发生时动作

· 或: 当设定报警中只要有一个发生报警就动作

设定与报警输出继电器：I01(第一个继电器)~I××(××是继电器号)。

初始值设定为[无](无与继电器)

通道 1

输出继电器

(附加规格)

约 500ms

(I01 输出)

报警状态

报警继电器状态

(再故障再报警 =on)

(假定指定I01)

通道 2

通道 3

(假定指定I01)

(假定指定I01)

报警继电器状态

(再故障再报警=off)

输出继电器

(附加规格)

(I01 输出)

约 500ms

通道 2

通道 1

报警继电

器状态

报警状态

AN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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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输出继电器的励磁/非励磁动作

报警输出继电器可选择报警发生后励磁或非励磁。适用于所有的报警输

出。初始值设定为[励磁]。

● 报警输出继电器的非保持/保持

从报警发生状态回到报警解除状态时可选择

● 随着报警的解除，输出继电器 OFF(不保持)

● 通过报警解除操作，输出继电器 OFF(保持)

适合所有的报警输出继电器。初始值设定为[非保持]。

注意

再故障报警设定为ON 时，I01~I03是非保持。

报警显示的非保持/保持

从报警发生的状态回到报警解除的状态时可选择

● 随着报警的解除,报警显示也解除(非保持)

● 通过报警解除操作,解除报警显示(保持)

初始值设定为[非保持]。

6.3  设定报警辅助功能（基本设定模式）

注意

 当再故障再报警设定为ON 时，I01~I03进行再故障再报警动作。

NO    C     NC NO    C     NC NO    C     NC

NO    C     NCNO    C     NCNO    C     NC

非励磁

励磁

未发生报警时电源断开时 发生报警时

NO= 常开端；C= 公共端；NC= 常闭端

报警 on

* 表示使用继电器的常开接点(NO)。

  使用常闭接点时与左图相反。

报警 on

报警 off

报警 off

继电器输出 on*

继电器输出 on*

继电器输出 off*

继电器输出 off*

报警 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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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设定报警延迟时间

设定延迟上、下限报警的延迟时间。

 操   作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蓝色)移至设定项(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测量通道时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运算通道时(附加规格)

按  键两次。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通道为测量通道时与［标记］和［滤波器］或［移动平均］设

定相同。通道为运算通道时，与［标记]、［TLOG］和［长时间移动平

均］的设定相同)。

2. 报警延迟时间

按［输入］软键，显示输入报警延迟时间的窗口。报警延迟时间设定为

1～3600秒范围内的整数，然后按[显示/确认]键。测量周期为2秒时，如

果将报警延迟时间设定为奇数，则设定时间+1 秒后动作。

例如：报警延迟时间设定为 5 秒时，6 秒后动作。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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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设定报警延迟时间

 说   明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设定变更时按[退出]键。出现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

确认]键。

延迟上下限报警动作

关于延迟上下限报警动作，请参见[报警功能]的报警功能。在此对下述特殊

场合下的动作进行说明。

● 对运算通道设定延迟报警值，停止运算后

在运算值超过报警设定值的状态下如果停止运算，则经过设定时间(延

迟时间)后报警发生。

● 发生停电后的延迟报警

由于停电，报警检测动作复位。恢复来电后，报警检测动作重新开始。

● 设定变更报警后的动作

· 新设定延迟报警后

从设定时刻开始，报警检测动作开始。不受设定前的状态影响。

· 变更已经设定的延迟报警的报警设定值后

· 如果设定前未发生报警，则以新的设定值开始报警检测动

作 。

· 如果设定前正在发生报警，而且是延迟上限报警时，一旦

输入大于新的设定值，则报警继续进行。如果输入小于新

的设定值，则报警关闭。延迟下限报警时，如果输入小

于新的设定值，则报警继续进行。如果输入大于新的设定

值，则报警关闭。

发生停电 / 恢复来电

测量 / 运算值

报警 ON

T

报警值

运算值

运算停止

报警值

发生停电 / 恢复来电

Off    On  Off  On         Off          On     Off

T T

报警：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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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与显示有关的设定和操作

7.1  设定标记名称

在曲线显示，数字显示等运行画面下可以不显示通道号，而显示标记名称。标

记名称可以在数据保存时保存。
在基本设定模式下选择标记显示或者通道显示。

 操   作

设定标记名称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测量通道时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运算通道时(附加规格)

按两次      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与滤波器或移动平均的设定相同)。

2. 标记字符串

按输入软键后显示标记输入窗口。设定标记(半角英文数字16个以内)后
按[显示/确认]键。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注意
选择标记显示后未设定标记名称的通道显示通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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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选择标记显示/通道显示(基本设定模式)

在曲线显示，数字显示等运行画面下可以设定标记显示或通道号显示。初始

值是[通道]。标记名在设定模式下设定。

 操   作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3秒钟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按

1. 标记/通道
设定[标记]或者[通道]。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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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设定显示更新周期 (曲线)

显示更新周期是曲线显示时间轴每div的时间。显示数据的采样周期也由显示
更新周期决定。
显示更新周期在显示数据、事件数据写入内存时不能变更。

 操   作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显示更新周期
设定显示更新周期。可从15s*，30s*，1min，2min，5min，10min，20min，
30min,1h，2h，4h中选择。

确认操作
确定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设定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
键。

注意
在[显示更新周期]下面有时会显示[自动保存周期]。设定方法，请参见c设定显示

数据的自动保存周期d。

 说   明
显示更新周期和显示数据的采样周期，曲线显示的时间轴方向的移动速度如
下表所示。
显示更新周期(/DIV)     15*    30s*      1min       2min      5min     10min      20min     30min     1h       2h       4h

显示数据的采          0.5         1               2         4       10      20     40     60    120   240 480

样周期( 秒)
曲线移动速度        2160    1080       540      270     108    53.6     27.3     18.2     9.1   4.5   2.3

(大概值)(mm /h)

  *  仅AX102/AX104

注意
曲线显示的时间轴 1div是 LCD画面的 30点。
● 用显示更新周期除以30就得出1点的时间。

显示数据的采样周期(秒)=显示更新周期(秒)/30
● 曲线显示的时间轴方向移动速度由LCD画面的点距(0.3mm)用下式计算。

曲线显示的时间轴方向的移动速度=30(点)×0.3(mm)× 60(min)/显示

更新周期(min)

1



7-4 IM 04L60A01-01C

7.4  使用信息字符串(曲线)

设定任意字符串,在曲线画面中显示，可与显示数据/事件数据一起保存。

● 可使用的信息数：8

● 字符数 ：半角英文数字16个以下

 操   作
操作模式下的操作功能。

1. 按[功能]键，显示软键菜单。

2. 按[信息]软键，显示信息1～8的软键和信息一览窗口。

3. 按欲显示信息的软键。在曲线显示中显示信息标志/时间/信息。

注意

● 内部存储器内未进行数据写入时不能显示/写入信息。

● 正在向内部存储器写入显示数据时信息数据也被写入。

● 正在向内部存储器写入事件数据时，输入的信息也被写入事件文件。

● 信息字符串可通过遥控功能(附加规格)或者通信功能显示。

 说   明
在横向显示曲线画面时，当同一信息多次出现时，只有最先出现的一条会显

示出全部信息，后面出现的将只显示图标。

随着时间轴的移动，该信息的内容会自动出现在画面中的第一条信息上。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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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设定信息字符串(曲线)

 操   作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信息字符串

将光标移至的设定的信息番号的字符串栏。

按[输入]软键，显示字符串输入窗口。设定信息字符串(半角英文数字16

个以内)后按[显示/确认]键。

复制其他信息字符串时，按如下所示进行操作。

1. 将光标移至被复制的信息字符串后按[复制]软键。

2. 将光标移至复制目标处后按[粘贴]软键。信息字符串被复制。

删除信息字符串

1. 将光标移至欲删除的信息字符串后按[清除]软键。

确定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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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设定组

在每组进行曲线显示,数字显示,棒图显示。如对每组指定通道,则设定组名后
可登录。
● 组数： 4
● 通道数： 最多 6通道 /组
关于设定曲线显示通道请参见c设定曲线显示/数据保存通道d 一节。

 操   作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组号码

选择组号(1～4)。

2. 组名输入

按[输入]软键后显示组名输入窗口。设定组名(半角英文数字16个以内)
后按[显示/确认]键。

复制组名
复制其他组名时按如下所示操作。
1.  在[组号码]栏输入被复制的具有组名的组号。显示被复制的组设定。
2.  将光标移至[组名]后，按[复制]软键。
3.  在[组号码]输入复制目的组的组号。显示复制目的组的设定。
4.  将光标移至[组名]后，按[粘贴]软键。组名被复制。

删除组名
1.  将光标移至[组名]后，按[清除]软键。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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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道设定

对各组指定测量/运算通道。

按[输入]软键后出现输入指定通道号的窗口。

如下所示输入指定通道号后按[显示/确认]键。

● 通道号以两位输入

● 通道间以「, 」分开
● 连续通道以-连接

例如：设定 CH1,CH3,CH5 ~ CH8 时输入「01.03.05-08」。

注意

● 曲线显示，数字显示，棒图显示通道按设定的通道顺序显示。

● 可将一个通道指定给两个以上的组。

● 在一组中不能两次指定相同的通道。

确认操作

确定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说  明
组名的缺省初始值：

1 组： GROUP  1

2 组： GROUP  2

3 组： GROUP  3

4 组： GROUP  4
通道指定的初始值因实际通道数的不同而不同。

AX102 AX104     AX106       AX110

1 01.02 01.02.03.04    01.02.03.04.05.06       01.02.03.04.05.06

2 01.02 01.02.03.04       01.02.03.04.05.06       07.08.09.10

3 01.02 01.02.03.04       01.02.03.04.05.06       01.02.03.04.05.06

4 01.02 01.02.03.04       01.02.03.04.05.06       07.08.09.10

7.6  设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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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设定分割线(曲线)

在曲线显示下可显示指示目标位置的分割线。

● 可显示的分割线最多4根/组。
● 分割线的显示位置用显示范围内的位置(%)指定。

● 可设定分割线的粗细⇒「设定显示方向/背景色/曲线宽度/分割线宽

度 / 栅格 / 滚动时间」一节。

 操   作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组号

选择组号(1~4)。
2. On/Off

将光标移至欲设定的分割线，然后设定［On］。显示[位置]，[显示色]。

3. 位置(显示位置)

在显示宽度的0～100%范围内设定分割线的显示位置。



7.8 使用区域显示(曲线)

如果使用区域显示，可将各通道的波形显示区域进行分开显示。波形不

会重叠，读取方便。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

测量通道时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运算通道时( 附加规格)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与[图形]和[部分压缩扩大]的设定相同)

2. 区域下限，区域上限
波形在[上限]和[下限]之间显示。[上限]，[下限]用显示宽度的位置(%)设
定。
● [下限] ： 0～95%
● [上限] ： 5～100%
按[输入]软键，显示数值输入窗口。输入数值后按[显示/确认]键。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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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下限]只能设定为比[上限]小的值。
● 区域宽度(区域上限—区域下限)不能设定为5%以下。

确认操作

当确定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区域显示的说明

测量/运算数据的显示范围称作区域。可对每个通道设定区域显示。将波形显

示在不同的区域内，读取就变得容易了。在图例中，将通道1显示在0～30%

的区域中，通道2显示在30～60%的区域中，通道3显示在60～100%的区

域中。

说  明

7.8  使用区域显示(曲线)



7.9  设定标尺的分割数/棒图基准位置(棒图)/标尺

● 可设定曲线/棒图的标尺分割数。
● 棒图横向显示时，棒图的基准位置(棒图的起点)可在每个通道选择

[标准]或者[中央]。
标准 ： 显示范围或标尺上、下限中数值较小一方
中央 ： 显示宽度的50%处

● 可指定曲线显示下各通道的标尺位置。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画面在下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

测量通道时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运算通道时(附加规格)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与[区域]，[部分压缩扩大]的设定相同。

位置(曲线)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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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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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标尺分割数

2. 分割数

将标尺等分后在分割位置显示主刻度。分割数从4～12中选择。

设定棒图基准位置

3. 棒图(棒图的基准位置)

从[标准]或者[中央]中选择。

注意

当棒图设定为纵向显示时，固定为[标准](棒图的下端为基准位置)。

曲线显示的标尺位置指定

4. 标尺位置

在曲线显示下将标尺显示置于ON后，设定显示标尺的位置。显示位置

从[1]～[6]中选择。不显示标尺时设定为[Off]。

注意

●   显示指定给当前组的通道的标尺。

●   显示的标尺数越多，曲线显示区域越小。

在曲线显示下，通道的标尺显示位置可从1～6中选择。

● 纵向显示时，标尺显示位置从上面开始为1,2,3,4,5,6。
● 横向显示时，标尺显示位置从右面开始为1,2,3,4,5,6。

说 明

7.9  设定标尺的分割数/棒图基准位置(棒图)/标尺位置(曲线)



如上图所示，标尺有4～12等分9种。

● 当把两个以上的通道的标尺指定在相同位置时，显示组设定中号码排

在前面的通道的标尺。

10等分

12等分

11等分

4等分
5等分
6等分
7等分
8等分
9等分

例 1  指定给组的顺序是[03,02,01,05]时
  当通道3,2,1,5的标尺显示位置的设定全部是[1]时，通道3的标尺显
  示在显示位置1。

● 即使有的标尺的显示位置未指定，标尺也会向显示位置[1]收紧显示。
例 2  组指定顺序是[01,02,03,05]时标尺显示位置的设定为通道1 ：显示位

  置 1，通道2 ：显示位置 3，通道3 ：显示位置 5,通道5 ：显示位置6
    时，通道1的标尺显示在显示位置1，通道2的标尺显示在显示位置2，
  通道3的标尺显示在显示位置3，通道5的标尺显示在显示位置4。

● 如果标尺显示位置设定为[Off]，则标尺不显示。

标尺的刻度
主刻度可将标尺 4～12等分。对于AX100，主刻度是4,5等分时，主刻度之
间由小刻度和中刻度将其10等分；主刻度是6～12等分时，主刻度之间由小
刻度将其5等分。但是，在下述情况下小刻度不显示。
● 测量/运算量程的分辨率小于小刻度的总分割数时
● 区域显示后
● 部分压缩扩大显示后

7.9  设定标尺的分割数/棒图基准位置(棒图)/标尺位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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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度数字
当主刻度将标尺4～7等分时，在所有的主刻度显示刻度数字。当主刻度将标

尺8～12等分时，每隔一个主刻度显示刻度数字。并且，在标尺两端必定显

示标尺的上下限值。
规则 1： 刻度数字不包括负号，最多可以三位数显示。

规则 2： 标尺两端的数值在整数部分为1位或0时均应显示为□.□或0.□。

例1  标尺是-0.05～0.50时,标尺上下限值显示为-0.0～0.5。

例 2 标尺是-0.005～0.05时,标尺上下限值显示为-0.0～0.0。

规则 3： 当标尺两端的数值的任一个整数部分为2～3位时，去掉小数点部

分显示。
例 3  标尺是0.1～100.0时，标尺的上下限值的显示是0～100。

规则 4： 标尺两端数值如果任一个整数部分为4位以上时，以3位的数值

「× 10」,「× 10 2」等倍率的方式显示。

例 4  标尺 10～2000时，标尺的上下限值为 1～200× 10

规则 5： 标尺两端的数值如果比规则1～4所确定的显示位数多时，较小一

方的数值变为 0(0，0.0,0.00)。

例5  标尺是-0.005～0.50时，标尺的上下限值的显示是0.0～0.5。

单位显示在标尺中央附近。进行部分压缩扩大显示时，显示位置偏离中央位
置。曲线显示是横向时，可显示的字符数为半角3个以下。量程的分辨力小

于标尺分割时(例如：量程是0.00～0.10V，标尺分割数设定为12时)，单位不

显示。

棒图的基准位置

基准位置: 标准
显示的左端和右端
中数值较小一方

基准位置: 中央

7.9  设定标尺的分割数/棒图基准位置(棒图)/标尺位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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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使用部分压缩扩大显示(曲线)

如果使用部分压缩扩大显示，可将曲线的一部分沿测量值轴方向放大(其他部
分压缩)显示。

使用部分压缩扩大显示时，首先在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为[有]。进行该设定

后，在设定模式下显示部分压缩扩大设定框。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

测量通道时 运算通道时(附加规格)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与[区域]，[图形])的设定相同。

2. On/Off
如果设定为[On]，则显示[位置]和[边界值]。

3. 位置(边界值移动位置)
设定移动显示范围内的某值(边界值，参照操作4)至显示范围的百分之几
的位置。
按[输入]软键，显示输入数值的窗口。设定位置后按[显示/确认]键。
[位置]的设定范围 ： 1～99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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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边界值

是显示范围内的值。通过将设定值(边界值)移至显示范围内的其他位置

(位置，参照操作步骤3)，边界值的前后被压缩或者放大。

按输入软键后显示数值输入窗口。设定边界值后按显示/确认键。

边界值的设定范围：

范围最小值+1～范围最大值-1(标尺以外的量程时)
标尺最小值+1～标尺最大值-1(标尺时)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设定变更时,按[退出]键。出现确定窗口,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注意

●  如果在基本设定模式下变更[部分波形压缩扩大]的设定[有/无]后进行 保存，则所

   有通道均变为Off。

    ●  当通道的量程设定为不使用时，并且范围宽在1以下时不能设定。

      ([部分压缩扩大]栏无外框)。

部分压缩扩大显示的说明
通过压缩显示测量/运算数据的显示范围内的一部分,从而放大显示剩余部

分的功能。指定将显示范围内的一个数值(边界值)，移动至显示范围内的

什么位置(位置)。图例中将0V(边界值)移至范围的30%的位置(位置)。边

界的下侧 30%对应-6V～0V，边界上侧70%对应0V～6V。

说 明

7.10 使用部分压缩扩大显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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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显示 部分压缩扩大显示

测量值
相对于整个
显示范围的%

边界值

相对于整个
显示范围的%

30

放大
部分

压缩
部分

转换
边界

0

0

50

0

0

100100

-6 V-6 V

6V6V

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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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设定使用/不使用部分压缩扩大(基本设定模式)

设定是否使用曲线显示的部分压缩扩大显示。

● 初始值为[无]

● 部分压缩扩大显示功能在设定模式下设定使用。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3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部分波形压缩扩大

选择[有]，[无]。

[有] ： 在设定模式下可设定部分压缩扩大显示功能。

[无] ： 不能设定部分压缩扩大功能。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设定变更时，按[退出]键。出现确定窗口，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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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设定显示方向/背景色/曲线宽度/分割线宽

● 可设定曲线，棒图的显示方向为横向或者纵向。

● 可设定曲线，数字，棒图，信息画面背景为白色或者蓝色。(所有画面相同)

● 波形曲线的宽度可从1,2,3点中选择。

● 分割线的宽度可从1,2,3点中选择。
● 可4～12等分显示范围后，并显示波形显示区域分割线。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设定曲线的显示方向
1. 显示方向  曲线

设定[横]或者[纵]。

设定棒图的显示方向

2. 显示方向  棒图
设定[横]或者[纵]。

设定背景色

3.  背景色

    设定[白]或者[蓝]

注意

  历史曲线的背景色与曲线显示背景色相反。

度/栅格/滚动时间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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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波形线宽

4. 曲线宽度
从1,2,3点中选择曲线的波形线宽。

设定分割线的宽度

5. 分割线宽度

从1, 2, 3点中选择分割线宽度。

设定波形显示区域的栅格

6. 栅格

从 4～12中选择。

设定滚动时间

7. 滚动时间
从 5秒，10 秒，20秒，30秒和 1分钟之间选择。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7.12  设定显示方向/背景色/曲线宽度/分割线宽度/栅格/滚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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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设定画面的对比度、辉度、屏幕保护功能

● 可从1-8中选择画面辉度和对比度。
● 屏幕保护功能设定为[ON]后，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无键操作，则LCD自动

变暗，以延长背光灯寿命。如果有键操作或者发生报警，就会恢复到通

常亮度的画面。屏幕保护的初始值设定为[Off]。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设定画面对比度、辉度
1. 对比度

从1～8中选择。数值越大画面的对比度越高。

2. 辉度

从1～8中选择。数值越大画面越亮。

设定屏幕保护

3. On/Off

设定[On]后，显示[等待时间]和[恢复原因]。

4. 等待时间
可从1分钟, 2分钟, 5分钟, 10分钟, 30分钟,1小时中选择。

5. 恢复原因

从[键]或者[键/报警]中选择。

[键] ： 如果有键操作，会恢复到通常亮度的画面。

[键 /报警] ： 如发生键操作或发生报警，会恢复到通常亮度的画面。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 /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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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写入和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

8.1  可写入/保存的数据种类

数据种类和文件名
数据种类

可写入/保存的数据种类和内容如下所示。除下述数据外还有设定数据。

种类 内容

显示数据 ● 曲线画面中所显示的波形数据。

● 采样周期内测量/运算数据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 在显示数据文件中可写入标题字符串(显示数据/事件数据

  文件中通用的字符串)。

● 带报警/信息。

● 数据形式：二进制形式

事件数据 ● 在指定的采样周期内将测量/运算数据的瞬时值写入内部

  存储器。数据开始写入有触发条件成立和按开始键两种方式。

● 在事件数据文件中可写入标题字符串(显示数据/事件数据

  文件中通用的字符串)

● 带报警/信息

● 数据形式：二进制形式

手动采样数据 ● 每按一次[手动采样]软键则写入该时刻的所有通道的测量/

   运算数据(瞬时值)。

● 在内部存储器中最多可写入50次数据。

● 数据形式：ASCII形式

TLOG数据的运算 ● TLOG运算是求解在每一个计时器所设定的时间间隔内指定

(附加规格)   通道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累计值、最大值-最小值

● 每个时间间隔内写入数据。

● 在内部存储器中最多可写入400次时间间隔的数据。

● 数据形式：二进制形式

报表数据 ● 时报表、日报表、周报表、月报表的数据。报表数据在

(附加规格)   报表种类所决定的时间间隔(时报表为1 小时，日报表为1
    天等)内求出。

● 在内部有储器中最多可写入 40 个报表数据。

● 最多10通道/报表

● 数据形式：ASCII形式。



8-2 IM 04L60A01-01C

文件名

在显示数据、事件数据、手动采样数据、TLOG 数据(附加规格)、报表数据

(附加规格)的文件中自动有c(第 1 个数据的采样月，日，小时，分钟+ 连

续号)扩展名
d
这样的文件名。

● 显示数据文件 ： Mddhhmma.DDS
● 事件数据文件 ： Mddhhmma.DEV
● 手动采样数据文件 ： Mddhhmma.DMN
● TLOG 数据文件 ： Mddhhmma. DTG
● 时报表数据文件 ： Mddhhmma.DHR
● 日报表数据文件 ： Mddhhmma.DDR
● 周报表数据文件 ： Mddhhmma.DWR
● 月报表数据文件 ： Mddhhmma.DMR
其中，M：月(1~9)，X(10月)，Y(11 月)，Z(12 月))，dd：日，hh：小时，
mm:分钟，a:连续号。

注意
文件名的连续号通常为0。
例如 ：在开始写入数据后1分钟内按[停止]键，停止写入后再按[开始]键，开始数

据写入，则两个文件名在Mddhhmm(月日分钟)部分是相同的。这时，前面

一个文件的连续号为0，第2个文件的连续号为1。

8.1  可写入/ 保存的数据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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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显示数据/事件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显示数据/事件数据在设定通道、采样周期、写入时间等后写入内部存储器。

将数据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的方法有[手动]和[自动]两种。

选择数据写入方式
显示数据/事件数据

请根据使用目的设定本表的数据写入方式。下面举几个例子，在决定写入方

式时请作为参考。

例 1 如果象以前的有纸记录仪一样平时只需记录波形数据则可选择

[显示](仅显示数据)

例 2 平时记录波形数据，但报警发生后，想看报警发生前后的更加详细

的数据则选择[事+显](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事件数据的方式设

定为[触发]或者[循环]。设定内部存储器事件数据写入时间(事件

数据文件的大小)。

例 3 欲经常记录尽可能详细的数据。

选择[事件](仅事件数据)，事件数据方式设定为[自由]。

例 4 平时不必进行数据保存，但报警发生后想看尽可能详细的数据。选

择[事件](仅事件数据)。事件数据的方式设定为[触发]或[循环]。

设定事件数据的写入开始的触发条件和事件数据的写入时间(事件

数据文件的大小)。

写入数据的种类
可从[显示](仅显示数据)、[事+显](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事件](仅事件数

据)这三种中选择。

对象通道
可从测量通道，运算通道中选择。

数据写入/保存动作(手动保存时)
向内部存储器写入数据

● 显示数据

当数据种类是[显示]或者[事 +显]时。

按[开始]键即开始向内部存储器写入数据，按[停止]键后数据写入停止。

  当内部存储器已满或者显示数据的文件数(数据写入开始/停止的次数)

  超过 16 时进行覆盖。

注意
●  内部存储器的显示数据情报可通过内存一览进行确认。⇒「一览显示（报警一
   览/ 信息一览/内存一览）」一节。

●  能写入内部储器的显示数据的文件数(数据的写入开始/停止的次数)最多为16。

●  发生停电后，正在写入的显示数据作为一个文件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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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 事件数据

当数据种类是［事+显］或者［事件］时。

数据写入内部储器的方式有［自由］(当事件数据的种类是［事件］时可设
定)，［触发］，［循环］这三种模式。

模式 内容

自由 按[开始]键后则开始向内部存储器写入数据，按[停止]键后则停止向
内部存储器写入数据。如果内部存储器已满或者事件数据文件数(数据

写入开始/停止的次数)超过16时则进行覆盖。
触发 不分割内部存储器的写入区域时:

在内部存储器中生成一个事件数据文件。按[开始]键，进入触发等待

状态。触发产生后，在写入指定时间数据后停止数据写入。在这种状
态下即使产生触发，写入也不进行。

分割内部存储器的写入区域时:

在内部储器被分割成的各个数据块内分别生成一个事件数据文件。按
[开始]键，进入触发等待状态。触发产生后，在一个数据块内写入指
定时间数据后停止写入数据。接着进入触发等待，一旦触发产生，在

下一个数据块写入数据。如果在所有的数据块写入数据后，即使触发
产生，也不写入。

循环 不分割内部存储器的写入区域时:

在内部存储器中生成一个事件数据文件。按[开始]键则进入触发等待
状态。触发产生后，写入指定时间数据后停止数据写入。接着进入触

发等待，触发产生后进行数据覆盖。在触发等待状态下每次触发产生，
就重复数据覆盖。欲停止数据写入按[停止]键。

分割内部存储器的写入区域时:

在内部存储器被分割成的各个数据块内分别生成一个事件数据文件。
按开始键后进入触发等待状态。触发产生后，在一个数据块内写入指

定时间数据后停止写入数据。接着进入触发等待状态，待触发成立后
向下一个数据块写入数据。当所有数据块都写有数据时，如果触发产
生，则在第一个数据块进行数据覆盖。在触发等待状态下每个触发产

生，则重复进行数据覆盖。欲停止数据写入时按[停止]键。

触发成立 触发成立 触发成立

数据写入 数据写入 数据写入
最后一区

触发等待 触发等待 触发等待

第二区第一区

触发成立

数据写入

触发等待

触发成立 触发成立 触发成立

数据写入 数据写入 数据写入
最后一区

停止

触发等待触发等待触发等待

第二区第一区

触发成立

数据写入

停止

触发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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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 ［自由］时，能写入内部存储器的事件数据文件数(数据写入开始，停止次数)最多
   为16。［触发］、［循环］时是设定的数据块数。

●  如果发生停电，将内部存储器的事件数据作为一个文件并关闭。

外部存储媒体的数据保存

将存储媒体插入驱动器，按[外存]键后，即可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存

储媒体中。此时，可预先设定是保存内部存储器所有数据还是仅保存尚未保

存在存储媒体中的数据。

● 保存数据的目录名

可设定在存储媒体中保存数据时的目录名(半角英文数字 8 个以下)。

存储媒体插入驱动器后，每进行一次数据保存操作，目录名的连续号会

加1。
例1 设定目录名为［DATA0］时，第 1 次数据保存的目录为［DATA0.

000］，第2 次数据保存的目录为［DATA0.001］。
如果改变数据保存目录名，连续号归 0。
如果由于储存媒体的容量不够，数据分在几个存储媒体中保存时，以相

同的目录名保存。

在保存数据的存储媒体中如果已经有一个目录名与本表中所设定的目录

名相同时，会显示出错信息，保存动作结束(数据不保存)。

数据写入/保存动作(自动保存时)
平时已将存储媒体插入驱动器中。

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写入

● 显示数据

当数据种类是［显示］或［事+显］时。按[开始]键，则内部存储器开

始写入数据，按停止键则停止写入。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在设定的保存周

期(自动保存周期)内形成一个文件并关闭，保存在存储媒体中。

注意
● 内部存储器的显示数据情报可通过内存一览进行确认。⇒「一览显示」

●  发生停电，则正在写入的显示数据形成一个文件并关闭。来电后保存到存储媒体

   中。

● 事件数据

数据种类为［事+显］(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或者［事件］(仅事件数据)

时。

内部存储器写入数据的方式有［自由］(数据种类是［事件］时可设定)、

［触发］、［循环］这三种。

8.2  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内部存储器的事件数据情报可通过内存一览确认。⇒ 「一览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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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模式 内容

自由 按[开始]键，内部存储器开始写入数据，按[停止]键则停止写入。

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在设定的写入时间内形成文件并关闭，保存在存储
媒体中。

触发 不分割内部存储器的写入区域时：

在内部存储器中生成一个事件数据文件。按[开始]键后进入触发等待
状态。触发产生后，写入指定进时数据后，停止数据写入，数据保存
在存储媒体中。随后即使再产生触发，也不进行数据写入。

分割内部存储器的写入区域时：

在内部存储器被分割成的各个数据块内分别生成一个事件数据文件。
按[开始]键，则进入触发等待状态。触发产生后，在一个数据块内写

入指定时间数据后，数据写入停止，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接着进
入触发等待状态，待触发产生后向下一数据块写入数据。当所有数据
块都写有数据后，即使产生触发，也不进行数据写入。

循环 不分割内部存储器的写入区域时 ：

在内部存储器中生成一个事件数据文件。

按[开始]键，进入触发等待状态。触发成立后，在写入指定时间数据
后，数据停止写入，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接着进入触发等待状态，
一旦触发产生则进行数据覆盖，待数据写入结束后数据保存在储媒体

中。在触发等待状态下每次触发产生，重复数据的覆盖和存储媒体的
保存。欲停止事件数据的写入时按[停止]键。

分割内部存储器的写入区域时：

在内部存储器中被分割成的各个数据块内分别生成一个事件数据文件。
按[开始]键，进入触发等待状态。触发产生后，在一个数据块内写入

指定时间数据后，数据写入停止，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在所有数
据块都写有数据的情况下，如果触发产生，则在第一个数据块内进行
数据覆盖，当数据写入停止后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在触发等待状

态下每次触发产生，都会重复进行在下一数据块的数据覆盖、保存在
存储媒体中的动作。欲停止写入事件数据时按[停止]键。

注意
 ●  内部存储器的时间数据情报可以通过内存一览进行确认。
●  一旦发生停电，则内存事件数据形成一个文件关闭。

触发成立

数据写入

触发等待 保存在存

储媒体

触发成立 触发成立 触发成立

数据写入 数据写入 数据写入

最后一区

停止

触发等待触发等待触发等待

第二区第一区

保存在存储媒体 保存在存储媒体

保存

在存

储媒

体

触发成立

数据写入

停止

触发等待

触发成立 触发成立

数据写入 数据写入 数据写入
最后一区

触发等待 触发等待 触发等待

第二区第一区

触发成立

保存

在存

储媒

体

保存在存储媒体 保存在存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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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外部存储媒体的数据保存

预先将存储媒体一直插在外部存储媒体驱动器中。存储媒体的数据保存自动

进行。

显示数据

以设定的周期（自动保存周期参照），将内存显示数据作为一个文件关闭，并

保存到存储媒体中。

自动保存的动作

下面的向下箭头（↓）表示将内存的显示数据或事件数据（仅当[自由]方式

时）形成一个文件保存到存储媒体的时间。

例  自动保存周期或数据长 ：  1 天

事件数据

· 自由方式

以设定的周期（数据长）将内存事件数据作为一个文件关闭，并保存到

存储媒体中。请参见上图。

· 触发或循环方式

将指定时间（数据长）的数据写入内存后内存的事件数据保存到存储到

存储媒体中。

下图是触发方式下将内存的写入区域分割后的动作示意图。

箭头所指是将内存的显示数据或事件数据(仅当[Free](自由)方式时)形成一个文件保存到
存储媒体的时间。
例1 自动保存周期或数据长：1 天

关闭内存文件，保存到存储媒体的时间指定：不使用
7/19 13:10         7/20 13:10         7/21 13:10          7/22 13:10

例2 自动保存周期：1 天
关闭内存文件，保存到存储媒体的时间指定：每天0：00

7/19 13:10  7/20 13:10      7/21 13:10        7/22 13:10

例3 自动保存周期：1 2 小时
关闭内存文件，保存到存储媒体的时间指定：每天0：00

7/19 13:10 7/20 0:00 12:00   7/21 0:00  12:00    7/22 0:00  12:00

例4 自动保存周期：2 天
关闭内存文件，保存到存储媒体的时间指定：每天0：00

7/19 13:10 7/20 0:10       7/21 0:10           7/22 0:10

开始

开始

开始

开始

触发成立 触发成立 触发成立

数据写入 数据写入 数据写入

最后一区

停止

触发等待触发等待触发等待

第二区第一区

数据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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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注意

自动保存时，如果存储媒体未插入驱动器，当插入驱动器后，在最开始进行自动

保存时保存未保存的数据。

事件数据的预触发
可在事件数据模式为［触发］或者［循环］时设定。

它是将内部存储器中触发产生前的数据作为事件数据保存的功能。在报警等

发生后想看其发生前的数据时很方便。

可写入的触发产生前的最大数据数，用相当于事件数据的写入指定时间的百

分比( 0，5 ，2 5，5 0 ，7 5，9 5 ，1 0 0 %)指定。当设定为 0 % 时，全
部是触发产生后的数据，当设定为 100% 时，可以全部是触发产生前的数
据。初始值是 0 %。

事件数据的触发种类
可在事件数据的模式为［触发］或者［循环］时设定。
开始写入事件数据的触发从下述触发种类中选择设定。当选择两个以上的触
发种类后，因这些触发种类是逻辑或关系，所以只要其中任何一种触发产生
则开始写入事件数据。

种类 内容

键触发 通过[功能]- ［触发］软键触发成立
外部触发 如果对遥控端子指定了［触发］，则当输入信号ON 时触发即成立。
报警触发 如果发生一个报警，则触发成立。

能写入内部存储器的数据数和写入时间
在此对能写入内部存储器的显示数据/事件数据的数据数和写入时间进行说

明。它让您大致把握内部存储器占满的时间，或者在决定保存通道数/采样周

期等时作为参照。关于显示数据的自动保存周期或者事件数据的写入时间，

它可选择的设定范围根据这里所说明的内容，通过软键指定并显示。

每个通道的字节数

显示数据是每个采样周期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事件数据是瞬时值。

数据种类 测量通道 运算通道

显示数据 4Byte/通道 8Byte/通道
事件数据 2Byte/通道 4Byte/通道

例：通道 1～4(测量通道)和通道 31(运算通道)情况下的数据形式

显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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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内部存储器的容量

用于数据写入的内部存储器的容量是 1.2MB。根据写入数据种类的不同，内

部存储器的容量分布如下所示。

数据种类 内部存储器的容量

仅显示数据 1.2MB

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 显示数据 ：0.9MB

事件数据 ：0.3MB

仅事件数据 1.2MB

每个通道的最多数据数

每个通道的最多数据数(下面称作最多数据数)如下表所示。

能写入内部存储器的每个通道的最多数据数因数据种类，测量通道数，运算

通道数的不同而不同。可用下表的运算式计算。

保存数据 最大数据数

仅显示数据 1200000 Byte/(测量通道数×4+运算通道数×8)，但是，最

多不超过100000个数据

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 ●  显示数据

     900000 Btye/(测量通道数×4+运算通道数×8)，但是，

   最多不超过75000个数据

●  事件数据

     300000 Btye/(测量通道数×2+运算通道数×4)，但是，

  最多不超过30000个数据

仅事件数据 1200000 Btye/(测量通道数×2+运算通道数×4)，但是，最

多不超过120000个数据

最长写入时间由下式求得。
最长写入时间＝最大数据数×采样周期

最大数据数和最长写入时间计算举例

● 仅显示数据

测量通道：2 ，运算通道：无

数据 最多数据和最长写入时间

事件数据 最多数据数=1200000/(4CH ×2byte+0×8byte)=150000

但是，因数据数不能超过120000，所以最多数据数=120000

当事件数据采样周期为1 秒时，最长写入时间=120000数据×1 秒

=120000秒(约33小时)

事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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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测量通道：1 0 ，运算通道：1 0

数据 最多数据和最长写入时间

事件数据 最多数据数=1200000/(10CH ×4byte+10×8byte)=10000

事件数据采样周期为1秒时最长写入时间=10000×1秒=10000秒

（约2.8 小时)

● 仅事件数据

测量通道：2 ，运算通道：无

数据 最多数据和最长写入时间

事件数据 最多数据数=1200000/(2CH ×2byte+0×4byte)=300000

但是，因数据数不能超过120000，所以最多数据数=120000

当事件数据采样周期为1 秒时，最长写入时间=120000数据×1 秒

=120000秒(约33小时)

测量通道：1 0 ，运算通道：1 0

数据 最多数据和最长写入时间

事件数据 最多数据数=1200000/(10CH ×2byte+10×4byte)=20000

事件数据采样周期为1秒时最长写入时间=20000×1秒=20000秒

（约5.6 小时)

● 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

测量通道：2 ，运算通道：无

数据 最多数据和最长写入时间

显示数据 最多数据数=900000/(2CH ×4Byte+0×8Byte)=112500

但是，因数据数不能超过75000，则最多数据=75000

显示更新周期为30min/div(采样周期为60秒)时

最长写入时间=75000×60秒=4500000秒(约52天)

事件数据 最多数据数=300000/(2CH ×2Byte+0×4Byte)=75000

但是，因数据数不能超过30000，所以数据数最多=30000

当事件数据采样周期为1秒时最长写入时间=30000数据×1秒

=30000秒(约8小时)

测量通道：1 0 ，运算通道：1 0

数据 最多数据和最长写入时间

显示数据 最多数据数=900000/(10CH ×4Byte+10×8Byte)=7500

当显示更新周期为30min/div(采样周期为60秒)时

最长写入时间=7500×60秒=450000秒(约5.2天)

事件数据 最多数据数=300000/(10CH ×2Byte+10×4Byte)=5000

当事件数据的采样周期为1秒时最长写入时间=5000×1秒=5000秒

(约1.4小时)



8-11IM 04L60A01-01C

8.3  其他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手动采样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手动保存时

● 按[手动采样]软键后所有通道(设定为“不使用”的测量通道及设定为Off
的运算通道除外)的瞬时值都被写入内部存储器。

● 在内部存储器中最多可写入 50 次的数据。如果超过 50 次，则从最早的

数据开始覆盖。

● 在驱动器中插入存储媒体，按外存键后，可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

存储媒体中。此时，可预先设定是保存内部存储器所有的数据还是仅保

存尚未存入存储媒体的数据。

注意

内部存储器的手动采样数据可通过存储器一览表确认。⇒  「一览显示」

自动保存时

● 按下[手动采样]软键后，在所有通道(设定为“不使用”的测量通道及设定

为off的运算通道除外)的瞬时值写入内部存储器的同时也保存在外部存储

媒体中。

● 在内部存储器中最多可写入 50 次的数据。超过 50 次时，从最早的数据

开始进行覆盖。

● 在最初进行手动采样后，存储媒体中生成手动采样数据的文件。以后

每次进行手动采样，都会在该文件中追加数据。

● 当存储媒体中手动采样数据文件的大小超过100K 时，重新生成新的数

据文件。

注意
● 内部存储器的手动采样的数据数可通过存储器一览确认⇒ 「一览显示」一节。

● 自动保存时，如果存储媒体尚未插入驱动器，则在存储媒体插入后首先保存进

   行手动采样后尚未保存的数据。

TLOG数据的写入和保存(附加规格)
手动保存时

● 在每个时间间隔内数据写入内部存储器中。

● 内部存储器中最多可写入 400 次的数据。

如果超过 4 00 次，则从最早的数据开始进行覆盖。

● 在驱动器中插入存储媒体，按[外存]键后可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

存储媒体中。此时，可预先设定是保存内部储器的全部数据还是仅保存

尚未存入储媒体中的数据。

注意
● 可写入内部存储器的TLOG数据的事件数(运算开始→停止的次数)最多为16。

如果事件数超过16，即使数据数小于40 0，也进行数据覆盖。
● 内部存储器的TLOG 数据数可通过内存一览表确认⇒「一览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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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其他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自动保存时
● 每次时间间隔结束，TLOG 数据在写入内部存储器的同时也保存在外部

存储媒体中。
● 在内部存储器中最多可写入 400 次的数据，如果超过 400 次，则从最

早的数据开始进行覆盖。
最初进行 TLOG 运算后，在存储媒体中生成 TLOG 运算数据文件。每
次时间间隔内数据追加在该文件中。当 TLOG 数据保存次数超过 400
时，重新生成新文件。

注意
●   内部存储器的TLOG数据数可通过内存一览表进行确认。⇒「一览显示」一节。

●  自动保存时，如果驱动器中未插入存储媒体，则在插入存储媒体后保存首

    先进行TLOG 运算后未保存的数据。

报表数据的写入和保存(附加规格)
手动保存时
● 在每个时间间隔内(例如：时报表为 1 小时，日报表为 1 天)，报表数据

写入内部存储器中。
● 在内部存储器中最多可写入 40 次的报表数据。如果超过 40 次，则从最

早的数据开始进行覆盖。
● 在驱动器中插入存储媒体。按[外存]键后，可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

存储媒体中。此时，可预先设定是保存内部存储器内所有的数据还是仅保
存尚未存入存储媒体中的数据。时报表，日报表等各种报表种类分别生成
一个文件。

注意

内部存储器的报表数据可通过内存一览进行确认。⇒ 「一览显示」一节。

自动保存时
● 每次时间间隔结束，报表数据在写入内部存储器的同时保存在外部存

储媒体中。
● 内部存储器中最多可写入 40 次的报表数据。如果超过 40 次，则从最早

的数据开始进行覆盖。
最初进行报表运算后在存储媒体中生成报表数据文件。在每个时间间隔
内数据追加到该文件中。时报表、日报表等各报表分别生成一个文件。

注意

●内部存储器的报表数据可通过内存一览表进行确认。⇒ 「一览显示」一节。

●自动保存时，如果未在驱动器中插入存储媒体，则在插入存储媒体后首先保存进

 行报表运算后尚未保存的数据。

报表文件的分割

报表文件按照下述时间进行分割

● 停止报表后

● 时报表时

●  每天 0点生成报表后

●  一个文件的数据数到 25时

● 日报表时

●  每月 1日生成报表后

●  一个文件的数据数到 32时

● 周报表和月报表时

●  文件大小超过100K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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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在内部存储器中写入显示数据

写入数据种类为［显示］或者［事+显］时的操作。

 操  作
内部存储数据写入开始

1. 按[开始]键。开始数据写入，并在状态显示部分出现正在进行数据写入的

图标。

内部存储器数据写入停止

1. 按[停止]键出现确认窗口。

带运算功能时，在确认窗口中出现[内存+运算](结束显示数据的写入和所有

运算通道的运算)，［内存］(结束显示数据的写入)以及［取消］这三种选择。

2. 按[显示/确认]键，结束数据写入，在状态显示部分出现数据写入停止的

图标。

注意
●   进行一次开始/停止操作就生成一个文件。能写入内部存储器(未保存在外部存储
   媒体)的文件数最多为16。
●  如果写入区域已满或者文件数据超过16，则从最早的数据开始进行覆盖。

●  如果发生停电，则文件关闭，来电后数据写入新文件中。
●  写入动作的开始/停止，也能通过遥控或者通信功能进行。
●  进行开始/停止操作，报表也开始/停止。

●  运算停止时，按[开始]键后运算开始。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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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将事件数据写入内部存储器

写入数据是［事件］或者［事+显］时的操作

 操   作
［自由］模式时

● 内部存储器写入开始

按[开始]键数据写入开始，在状态显示部分出现表示正在数据写入的图

标。

● 内部存储器写入停止。

1. 按[停止]键。显示确认窗口。

带运算附加规格时，在确认窗口中显示［内存+运算］，［内存］以及［取消］

这三种选择。

2. 按[显示/确认]键，则数据写入停止，在状态显示部分出现数据写入停止

图标。

注意
●   进行一次开始/停止操作就生成一个文件。能写入内部存储器(未保存在存储媒

    体)的文件数最多为16。
●   如果写入区域已满或者文件数超过16，则从最早的数据开始进行覆盖。
●   如果发生停电，则文件关闭，来电后数据将写入新文件中。

●   写入动作的开始/停止也能通过遥控或者通信功能进行。
●   进行开始/停止操作，报表动作也开始/停止

●  运算停止时按[开始]键，运算开始。

[触发]模式和[循环]模式时

● 内部存储器写入开始

1. 按[开始]键，进入触发等待状态。在状态显示部分出现数据正在写入

   图标，并且表示内部存储器的事件数据写入区域使用情况的棒图的

       外框闪烁。

2. 触发成立时数据写入开始，外框停止闪烁。

● 内部存储器写入停止

进行设定的写入时间(数据长度)的写入后停止。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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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将事件数据写入内部存储器

注意

［触发］模式时，如果所有数据块内部都写入了数据，则在状态显示部分的棒图中显

示［Full］(满)。此时，即使触发成立数据也不能写入。

● 通过键操作的数据写入停止(事件数据的写入停止)
1. 按[停止]键。显示确认窗口。

带运算功能时，在确认窗口中显示［内存+运算］、［内存］以及［取消］

这三种选择。

2. 按[显示/确认]键，写入停止，并且在状态显示部分出现数据写入停止图

标。

注意
●  进行一次开始/停止操作，生成1个文件。能写入内部存储器(未保存在外部存储

   媒体)的文件数为设定的数据块数。
●  如果发生停电，则文件关闭。来电后如果触发成立，则数据写入新的数据块内。
●  进行开始/停止操作，报表动作也开始/停止。

●  运算停止时按[开始]键，则运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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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设定曲线显示/数据保存通道

设定曲线显示通道。曲线显示通道的显示数据、事件数据可写入内部存储器
中或者保存在存储媒体中。
设定为 Off 的通道无波形显示，但是有数字、棒图显示和报警显示。

 操   作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钟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显示设定画面。

1. 测量通道/ 运算通道
对测量通道进行设定时选择［测量通道］，对运算通道进行设定时选择
［运算通道］。
运算通道仅在带运算/报表附加规格(/M1)时显示。

2.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号

3. On/Off
On：显示曲线
Off：不显示曲线
所有通道的初始值的均设定为［On］。
请根据需要重复上述操作 1，2，3。

确认操作
确定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操   作
机种和测量/运算通道数

机种 测量通道 运算通道

AX102 2通道(1～2) 8通道(31～38)

AX104 4通道(1～4) 8通道(31～38)

AX106 6通道(1～6) 10通道(31～40)

AX110 10通道(1～10) 10通道(31～4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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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设定显示/事件数据的写入/保存方式

设定显示数据/事件数据的写入/保存方式。

 操   作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外部存储器保存

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的方式。

选择［自动］或者［手动］。

写入内部存储器

● 仅显示数据时

2. 数据种类

选择［显示］。

注意

●  在操作步骤1中设定［自动］后，设定显示数据的自动保存周期。

  ⇒c设定显示数据的自动保存周期
d
一节。

●  在操作步骤1中设定［手动］后设定插入存储媒体后是保存内部存储器全部数据

   还是仅保存尚未保存的数据。⇒c设定文件标题，保存目录名，手动保存时保存

   数据的范围
d
一节。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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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设定显示数据/事件数据的写入/ 保存方式

● 仅事件数据时

2. 数据种类

选择［事件］。

显示设定事件数据的写入方式的对话框。

3. 采样速度

它是事件数据的采样周期。不能设定得比测量周期快。

AX102/AX104：125ms/250ms/500ms/1s/2s/5s/10s/30s/60s/120s
AX106/AX110：1s/2s/5s/10s/30s/60s/120s

4. 事件——模式

从［自由］、［触发］、［循环］中选择。

如果选择［自由］，则显示第 6 项。

如果选择［触发］或者［循环］，则显示第 5，6，7，8 项。

5. 事件——分割数

将事件数据写入区域分割成设定数进行使用。

从 1，2，4，8，16 中选择(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写入时从1，2，4中选

择)。

6. 事件——数据长

事件数据写入内部存储器的时间。

可设定的数据长因采样周期(第 3 项采样速度)、分割的数据块数、测量

运算通道数的不同而不同。

7. 事件——前置触发

它是将触发成立前的数据作为事件数据进行存取的范围。用相对于数据

长的百分比(0，5，25，50，75，95，100%)指定。0%是所有触发成

立后的数据，100%可以是所有触发成立前的数据，初始值为 0%。

8. 事件——触发

［键］: 进行键触发时设定为 On。
［外部］: 通过遥控(附加规格)触发时，设定为 On。
［报警］: 用报警发生进行触发时，设定为 On。

 注意
●

●  按[开始]键后，报警已发生则触发成立。

● ［键］，［外部］，和［报警］是或(并列)关系。设定为On的任何一个条件，则触发

   成立。

●  当保存的触发产生前的数据已超过设定的范围时，覆盖以前的数据。

●  当触发产生时，如果保存的触发产生前的数据未超过设定的范围，则从当前

   位置继续写入数据，直至写满。

   例如：前置触发设定为50%，则即使触发产生前的数据再多，也只能在50%的

   区域内写入；如果在30%处触发产生，则从30%处继续写入触发产生后的数

   据，直至写满。

［报警］On时，任一个报警发生，触发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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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设定显示数据/事件数据的写入/ 保存方式

● 保存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

2. 数据种类

选择［事+显］。
注意

在操作步骤1 中设定为［手动］后，请参照［设定文件标题，保存目录名，手

动保存时间保存数据的范围］一节设定插入储媒体后是保存内部储器中所有数据

还是仅保存尚未保存的数据。

显示设定事件数据的写入方式的对话框。

各项的设定方法与［仅事件数据时］相同。

确认操作

确定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说   明
事件数据的数据长的选择

数据长的最大值因采样周期的不同而不同。并且，也与数据种类(显示数据和

事件数据/仅事件数据)，测量/运算通道数有关。可选择的数据长显示在软

键菜单中，如下表所示。

采样周期   0.125 0.25   0.5    1           2   5       10          30      60      120

(秒)

数据长

（候补）

 4 小时

 6 小时

3分钟 3分钟 3分钟 3分钟 3分钟

5分钟 5分钟 5分钟 5分钟 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10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20分钟 20分钟 20分钟 20分钟2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30分钟 30分钟

1小时 1小时 1小时 1小时 1小时 1小时 1小时 1小时 1小时 1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3小时 3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6小时 6小时 6小时 6小时 6小时 6小时 6小时 6小时 6小时

8小时 8小时 8小时 8小时 8小时 8小时 8小时 8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12小时12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1天 1天 1天 1天 1天 1天 1天

2天 2天 2天 2天 2天 2天

3天 3天 3天 3天 3天

5天 5天 5天 5天 5天

7天 7天 7天 7天

14天 14天 14天

10天 10天 10天 10天

31天 3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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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附加规格)

是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的操作。这里的数据是指显示

数据/事件数据/手动采样数据/TLOG数据(附加规格)/报表数据(附加规格)

手动保存时
 操   作

插入存储媒体后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

1. 插入存储媒体，按[外存]键。显示是否进行数据保存的确认窗口。

2. 保存时按[显示/确认]键。

不保存时用箭头键选择[否]后按[显示 /确认]键。

注意
●  可设定是保存内部存储器所有的数据还是仅保存尚未保存的数据。
●  按[外存]键后进行存储媒体检测动作。

●  存储媒体中正在进行数据存取时请不要取出存储媒体。

● 当存储媒体的剩余容量不足时

更换驱动器中的存储媒体后保存数据。

1. 显示[内存中还有数据未保存，请更换外部存储器]时，更换存储媒体后

按[外存]键，则会显示[是否继续保存数据]。

2. 选择[是]后按[显示 / 确认]键，继续保存数据。选择[否]后按[显示 /

确认]键，则不继续保存数据。

注意

当显示[内存中还有数据未保存，请更换外部存储器]五分钟后数据保存操作中断。这

时会显示[外部存储器数据保存被断]。通过下一个的手动保存操作，剩余数据保存到

外部存储媒体中。

手动保存的目录名

关于设定保存数据的目录名的方法，请参见c设定文件标题，保存目录名，手

动保存时保存数据的范围
d
一节。

● 在驱动器中插入存储媒体后，每进行一次数据保存操作，则目录名的连

续号会递增1。

例 设定目录名为[DATA0.001]时，第1 次数据保存的目录名为
cDATA0.000

d
，第 2 次数据保存的目录为cDATA0.001

d
。

● 如果改变数据保存目录名，则连续号变为 0。
● 由于存储媒体的容量不足，数据被分开保存到多个存储媒体时，以相

同的目录名保存。

● 在保存数据的存储媒体中，如果有与本仪表中设定的目录名相同的目录

名，则会显示出错信息，保存动作停止（不保存数据）。

如果事先插入存储媒体，则自动保存数据。关于数据保存动作，请参见c

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d
和c 其他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d
。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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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附加规格)

注意
●   存储媒体中正在进行数据存取时，请不要取出存储媒体。

●  关于存储媒体的使用情况的显示，请参见c 状态显示部分
d
。

●  确认存储媒体的剩余容量时，请参见c存储媒体的文件操作/可用容量显示
d
。

　　 ●  关于保存数据的目名，请参见c设定文件标题，保存目录名，物动保存时保存数

　 据的范围
d
。

存储媒体的剩余量不足时

请更换存储媒体。

1. 显示[内存中还有数据未保存，请更换外部存储器]，未保存的数据将在下

次保存数据时保存到存储媒体。

注意
存储媒体剩从量不足时，或者未插入存储媒体时，内存数据在下述情况下将被覆盖，

这一点请注意。
●  显示数据的文件数超过16(3.5`软盘)/1000(CF卡)时。在每个自动保存周期生成

  一个文件。

●  事件据以自由方式写入内存而文件数超过16(3.5`软盘)/1000(CF卡)。在每个

  指定写入时间生成一个文件。

● 关于CF 卡及循环使用外存的情况，请参阅c 循环使用外存
d

自动保存时，通过键操作将数据保存到存储媒体中

这是显示数据或者事件数据以自由方式开始写入内存，存储媒体的数据保存

为自动保存时的操作。在按[开始]键之后的任意时间，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

都可以保存到存储媒体中。即使进行该操作，内存数据的写入继续进行。

1. 按[功能]键，显示下述软键菜单。

保存显示数据 ： 内存写入数据 *1 为[显示数据]或[事 +显]时

保存事件数据 ： 内存写入数据 *1 为[事件数据]，且自由方式 *1*2时

*1 关于设定方法，请参见c设定显示、事件数据的写入、保存方式
d
。

*2 触发或循环方式时，软键不显示。

2. 按软键，则内存数据保存到存储媒体 。

保存显示数据：显示数据文件关闭，保存到存储媒体中。

保存事件数据：事件数据文件关闭，保存到存储媒体中。

自动保存时通过键操作将数据保存到存储媒体的动作

通过键操作将数据保存到存储媒体后,重复进行将指定时间数据写入内存并保

存到存储媒体的动作。但是自动保存时间将以上次键操作时间作为起点。如

下图所示。

说   明

通过键操作将数据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

保存在存储媒体

       10:00        11:00        12:00       12:20        13:20
       时间

       11:20

保存
显示数据

保存
事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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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键操作将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

通过键操作可将内存中所有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

当内存数据正在写入时或正在运算时不能进行。

⇒ 「通过键操作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

注意
清除内存数据时，请参见「清除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和「初始化设定数据」

8.8  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附加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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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设定显示数据的自动保存周期

内部存储器数据保存到存储媒体的方式为自动保存时，设定自动保存周期。
● 自动保存周期适用于保存显示数据。
● 内部存储器的显示数据在自动保存周期内形成一个文件并关闭，自动保

存在存储媒体中。
  操   作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自动保存周期

从软键菜单中显示的选择方案中选择。

确认操作
确定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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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自动保存周期的选择方案
自动保存周期的最大值因显示更新周期(由显示更新周期决定采样周期)的不同而不同，也
与数据种类(仅显示数据/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测量/运算通道数有关。下表为自动
保存周期选择方案 ，显示在软键菜单中。

显示更新周期(/div)          30s*   1min     2min    5min     10min  20min   30min    1 h       2h         4h

采样周期(秒)   0.5        1           2           4         10         20         40         60          120      240      480

自动保存周期
(候补)

说   明

8.9  设定显示数据的自动保存周期

15s*

10分钟 10分钟1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20分钟20分钟 2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3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
1小时 1小时 1小时 1小时 1小时 1小时 1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4小时

6小时 6小时 6小时 6小时 6小时 6小时 6小时 6小时6小时 6小时

8小时 8小时 8小时 8小时 8小时 8小时 8小时 8小时 8小时

1天 1天 1天 1天 1天 1天 1天 1天

2天 2天 2天 2天 2天 2天

3天 3天 3天 3天 3天

5天 5天 5天 5天
7天 7天 7天

14天 14天

10天 10天 10天

31天31天

1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

1小时 1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4小时

6小时

8小时 8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12小时12小时 12小时

1天 1天

*  仅对AX102/AX104

2天 2天 2天
3天 3天 3天

5天 5天 5天
7天 7天 7天

10天 10天 10天

14天 14天 14天

31天3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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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设定文件标题,保存目录名,手动保存时保存数据的范围

文件标题

可在显示数据/事件数据中写入半角英文数字32个以下的标题注释。设定的

标题写在所有的显示数据/事件数据/手动采样数据/TLOG数据/报表数据

文件中。

目录名

外部存储媒体中保存数据时，可设定保存目录名。设定数据以外的所有数据

(显示数据/事件数据/手动采样数据/TLOG数据(附加规格)/报表数据(附

加规格)/画面数据)保存在设定的目录中。设定数据保存在根目录中。

手动保存时的保存数据

手动保存时，可预先设定插入存储媒体后，是保存内部存储器所有的数据还

是仅保存尚未保存的数据。

 操   作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目(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标题

按[输入]软键，显示字符串输入窗口。输入标题(半角英文数字 32 个以

下)后，按[显示/ 确认]键。字符串的输入方法⇒「输入字符」。

注意
下列字符串不能用作目录名。
   AUX，CON，PRN，NUL，CLOCK
字符串中间的空格，全部空格。

2. 目录名

输入目录名（半角英文数字 8 个以内）的操作步骤与上面标题的输入相

同。

(附加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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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设定文件标题，保存目录名，手动保存时保存数据的范围(附加规格)

3. 保存数据

设定[手动]时显示。设定[未保存]或者[全部]。初始值为[未保存]。

● 未保存 ：插入存储媒体后仅保存未保存的数据

● 全部 ： 插入存储媒体后保存所有的数据

确认操作

确定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说   明
手动保存时的目录名

每次插入存储体，进行数据保存操作，目录名的连续号会依次加 1。
例∶  设定目录名是[DATA0]时，第1次数据保存的目录名是[DATA0. 000]，

 第 2 次数据保存的目录名为[DATA0.001]。
         如果改变数据保存的目录名，则连续号归零。当存储媒体的容量不足，

 数据分开保存在两个以上的存储媒体中时，数据保存在相同的目录名中。

 如果在将进行数据保存的存储媒体中已有与本表中所设定的目录名相同

     的目录时会显示出错信息，保存动作停止(不保存数据)

通过键操作进行数据保存后的目录名

保存数据的目录名为设定的目录名.A**(**连续号)。每进行一次键操作，连

续号加 1。
例∶设定的目录名是[DATA0]时，第 1次键操作数据保存在[DATA0.A00]目

录中，第 2 次键操作数据保存在[DATA0.A01]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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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随时保存测量/运算数据(手动采样)(附加规格)

通过键操作可保存所有测量/运算通道(除设定为不使用的测量通道，Off的
运算通道外)的瞬时值。

运算功能是附加规格。

⇒ c 其它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d

 操   作
操作模式下的操作。

1. 按[功能]键。显示功能菜单软键。

2. 按[手动采样]软键。保存所有通道(除设定为不使用的测量通道，Off 的
运算通道)的瞬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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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指定时间保存数据文件(基本设定模式)

内存数据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的方法为“自动保存”时，如果到达

指定日期＆时间，则内存中的显示数据或事件数据( 仅“自由”方

式时) 形成一个文件并关闭，自动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中。以后，

就会在自动保存周期会或者指定的日期和时间到来时重复该动作。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变更后的项目栏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恢复至通常显示。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进入此功能设定画面

1.时间种类

未设定为[Off]时，显示[日期]或[]和[时间]。

Off : 不使用该功能。

小时 ： 在每天的每个正点将内存数据保存到存储媒体中。

日 ： 每天在作成时刻中设定的正点将内存数据保存到存储媒体中。

周 ： 每周在设定的某一天(固定)的某一正点(固定)将内存数据保存到

存储媒体中。

月 ： 每月在设定的某一天(固定)的某一正点(固定)将内存数据保存到

存储媒体中。

2.作成日期 / 作成星期(每月的某一天或每周的某一天)

在时间种类中如果设定为[小时]，[天]或[月]，则显示[日期]。但是[日期]仅在

[保存时间种类]为或[月]时有效，其它情况无效。

按[输入]软键，显示数据输入窗口。输入日期(1～28)* 后按[显示 / 确认]键

* 不能设定为2 9 ，3 0，3 1 。

如果时间种类为周，则显示作成星期，用软键选择具体设定。

1
2
3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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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成时间[小时]

保存数据的时刻。当时间种类为[小时] 无效。

与操作 2 进行相同的操作输入时刻(00～23)。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 / 确认]键。

取消设定变更时按[退出]键。会出现确认的窗口,请用箭头键选择[是],再按[显

示 / 确认]键。

自动保存期间出现停电时

停电后在恢复来电时将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以后与停电前的动作相同。

自动保存时如果通过键操作将数据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参见 8 . 8 节的说明。）

数据保存操作不受该键操作影响。

说  明

8.12  指定时间保存数据文件(基本设定模式)

例：保存时间种类设定为[Hour](小时)

例：保存时间种类设定为[Hour](小时)

15:20 停电 15:41 恢复来电

15:25 通过键操作进行数据保存

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

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开始

开始

13:10     14:00      15:00       16:00     17:00 时间

13:10     14:00      15:00       16:00      17:00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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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循环使用外存(基本设定模式，附加规格)

当自动保存数据文件，或者保存画面数据文件时，如果外部存储媒体的剩

余空间不足，或者指定目录内的文件数量达到一定数量时，AX100会把指定目

录内的最旧的文件删除，直至有足够的剩余空间，然后保存新生成的文件。

·在基本设定模式下操作。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变更后的项目栏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恢复至通常显示。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菜单画面。

按 键，再按 软键，进入此功能设定画面。

选择“ 有 ”或“ 无 ”

1. 本表带有 C F 卡，才会有本功能。

2. 文件的删除与保存

● 数据文件

· 当保存的方式为自动保存时，如果指定的目录内的文件数到达

1000 或者保存后的剩余空间不足1M 时，将依次删除最旧的文

件，直至保存后的剩余空间超过 1 M，并保存新文件。

· 数据文件是指：显示数据文件(.DDS)，事件数据文件(.DEV)，

报表数据文件(时报表.DHR、日报表.DDR、周报表.DWR、月报

表.DMR)，手动采样数据文件(.DMN)，TLOG 数据文件(.DTG)，画

面数据文件(.PNG)。

● 文件删除的目录

对于数据文件，只对用户指定的目录进行操作(缺省为“DATA0”)。

● 可以删除指定目录内除系统文件、只读文件和隐藏文件之外的各种文

件 。

● 如果将保存的目录更改，更改前的目录内的数据文件不会被删除。

● 如果外存剩余容量不足，不进行数据文件的保存。

操  作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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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文件操作和数据的初始化

9.1  保存 /读入设定数据(附加规格)

可将设定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并且还能将设定数据从存储媒体

中读入。

有设定模式下的操作和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设定数据最大为 22KB。

保存设定数据(设定模式)
将设定数据(设定模式,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的数据)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

与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数据保存功能相同。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文件操作,删除数据]菜单画面。

按   软键,显示[保存设定数据]画面。

1.文件名

输入文件名。

按[输入]软键,显示字符串输入窗口。输入字符串后(半角英文数字 8 个

字符以下)按[显示 /确认]键。

取消操作,回到[文件操作,删除数据]菜单时按[退出]键。

注意
●  在设定数据文件中自动带扩展名 .PNL。
●  下列字符或字符串不能设定为文件名。

 AUX，CON，PRN，NUL，CLOCK
●  文件名中不允许空格。

●  字符串的开始和中间均不允许空格。

操 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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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件列表部分

按[显示/确认]键则进行保存,被保存的文件显示在文件列表部分显示。

如果有同名的文件存在,则会显示确认画面,需要覆盖原文件则选择[是],

否则选择[否],然后按[显示/确认]键。

读入设定数据(设定模式)
从外部存储媒体的设定文件中仅将设定模式下的设定数据读入到本表中。

如果读入的内容与本表的基本设定模式下的内容相矛盾,则该设定项目不能

选用。读入完成后回到运行模式。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移动光标。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文件操作,删除数据]菜单画面。

按   软键,显示[读入设定数据]画面。

1. 文件列表部分

它是外部存储媒体的设定文件列表。

选择欲读入的文件(设定数据文件的扩展名是.PNL)。
取消操作,回到[文件操作,删除数据]画面时按[退出]键。

2. 按[显示 /确认]键则进行读入。

完成读入后回到运行模式。读入的设定数据有效。

注意

如果读入的设定数据内容无效, 请参照错误记录。

9.1  保存／读入设定数据(附加规格)

操 作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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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保存／读入设定数据(附加规格)

保存设定数据(基本设定模式)
将设定数据(设定模式,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

与设定模式下的设定数据保存功能相同。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文件操作,初始化]菜单画面。

按   软键,显示[保存设定数据]画面。

1. 文件名

输入文件名。

按[输入]软键则显示字符串输入窗口。

输入字符串(半角英文数字 8 个以下)后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操作,回到[文件操作,初始化]画面时按[退出]键。

注意
●   设定数据文件自动带扩展名 .PNL。

●   下述字符或者字符串不能设定为文件名。

      AUX，CON，PRN，NUL，CLOCK

●   文件名中不允许有空格。

●   字符串的开始和中间不允许有空格。

2. 文件列表

按[显示/确认]键,保存数据。被保存的文件显示在文件列表部分。

如果有同名文件存在时，会出现确认画面。需要覆盖原文件时选择[是],

否则选择[否]后按[显示 /确认]键。

操 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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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保存／读入设定数据(附加规格)

读入设定数据(基本设定模式)
将设定数据(设定/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的数据)从外部存储媒体读入后就开

始有效。

设定数据的读入完成后回到运行模式。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移动光标。

按         键。

持续按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文件操作,初始化]菜单画面。

按  软键,显示[读入设定数据]画面。

1. 文件名

它是外部存储媒体的设定文件的列表。

选择欲读入的文件(设定数据文件的扩展名是.PNL)。
取消操作,回到[文件操作,初始化]画面时按[退出]键。

按[显示/确认]键,读入文件。

读入完毕，回到运行操式。读入的设定数据有效。

注意
如果读入的数据无效,请参照错误记录。

操  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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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通过键操作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外部存
     储媒体中 (附加规格）

通过键操作将保存在内部存储器中的下述数据全部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

显示数据/事件数据/手动采样数据/TLOG数据(附加功能)/报表数据(附加

功能)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文件操作,删除数据]菜单画面。

按  软键,则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

注意

 当正在进行数据写入时不能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中。

通过键操作保存数据的目录名

保存数据的目录名是c设定目录名
d
.A**(**是连续号)。每进行一次键操作则

连续号增加 1。
例如  指定的目录名是[DATA0]时，第一次键操作数据保存在[DATA0.A00]

    中，第二次键操作数据保存在[DATA0.A01]中。

说  明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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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读入显示数据和事件数据(附加规格）

读入显示数据或事件数据后显示(设定模式)
将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的显示数据或事件数据读入后在历史曲线画面显示。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移动光标。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文件操作，删除数据]菜单画面。

显示显示数据时:

按               软键，显示[读入显示数据]画面。

显示事件数据时: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读入事件数据]画面。

1. 目录名

显示存储媒体的目录。选择欲下载的显示数据的目录名。文件列表显示

在右栏。[/]是根目录。

按右箭头键,则光标移至文件列表部分。

2. 文件列表部分

用上下箭头键选择欲下载的显示数据。

3. 按[显示 /确认]键，则在历史曲线画面显示曲线。

不显示曲线，回到[目录名]时按左箭头键。

操  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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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存储媒体的文件操作/可用容量显示(附加规格)

可显示外部存储媒体内的文件列表和可用容量（仅设定模式）

可删除外部存储媒体内的文件。

可格式化外部存储媒体。

可在设定模式下的操作，也可以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外部存储媒体的文件一览/显示剩余容量(设定模式)

可进行外部存储媒体的文件一览显示。并显示存储媒体的剩余空间。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移动光标。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文件操作,删除数据]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文件一览]画面。

1. 目录名

显示存储媒体的目录。如果选择了目录,则该目录下的文件以列表方式显

示在右侧。[/]是根目录。

2. 文件列表部分

用上下箭头键可滚动显示。

回到[目录名]时按左箭头键。

3. 可用空间

显示外部存储媒体的可用空间。

操  作

1 2

3



9-8 IM 04L60A01-01C

9.4  存储媒体的文件操作/可用容量显示(附加规格)

删除外部存储媒体的文件,目录(设定模式)
删除外部存储媒体文件的操作。与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文件删除功能相同。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移动光标。

按   键。

按   键。

按   软键。显示[文件操作，删除数据]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删除文件]。

删除目录内的文件

1. 用上下箭头键在[目录名]一栏中显示的目录中选择欲删除文件所在目录。

在[文件名]一栏中显示所选目录下的文件。

[/]是根目录

2. 按右箭头键,光标移至[文件名]栏。用上下箭头键选择欲删除文件。

3. 按[显示 /确认]键,则显示确认文件删除的窗口。

4. 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则所选文件被删除。删除的文件

从文件清单栏消失。

不删除文件时,选择[否],然后按[显示/确认]键。

注意

操作过程中按[退出]键,则回到[文件操作,删除数据]菜单画面。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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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目录内的全部文件

1. 用上下箭头键,在[目录名]栏中显示的目录中选择欲删除文件所在目录。

在[文件名]栏中显示所选的目录内的文件。

[/]是根目录。根目录不能删除。

2. 按[显示 /确认]键,则出现确认目录删除的窗口。

3. 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 /确认]键,则目录被删除,删除的目录名从

[目录名]栏消失。

如果不删除目录,则选择[否]后按[显示 /确认]键。

注意

正在操作过程中如果按[退出]键,则回到[文件操作,删除数据]菜单画面。

9.4  存储媒体的文件操作/可用容量显示(附加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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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存储媒体的文件操作/可用容量显示(附加规格)

格式化外部存储媒体(设定模式)
可格式化外部存储媒体。与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格式化功能相同。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移动光标。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格式化]画面。

1. 卷标名
要改变格式化后的卷标名时设定新的卷标名。按[输入]软键后显示输入字
符串的窗口。输入字符串(半角英文数字11个以下)后按[显示/确认]键。

字符串的输入方法 ⇒c 输入文字
d

注意
●   下述字符或字符串不能设定为卷标名。
      AUX，CON，PRN，NUL，CLOCK
●   字符串的开始和字符串中不能有空格,全空格。

2. 类型
选择[快速]或[通常]。
取消操作,回到[文件操作,删除数据]菜单时按[退出]键。

3. 按[显示/确认]键,则显示确认窗口,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进行
文件的格式化。

类型
[快速]: 仅进行逻辑格式化。
[通常]: 进行物理格式化和逻辑格式化。
格式化形式
软 盘 ： 2HD,1.44MB               CF 卡：  32MB
格式化时间

存储媒体种类 快速 通常

软盘 约6秒 约1分钟30秒

CF卡 约2秒 约1分钟30秒

操  作

说  明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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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存储媒体的文件操作/显示可用容量(附加规格)

删除外部存储媒体的文件,目录(基本设定模式)
删除外部存储媒体的文件。与设定模式下的文件删除功能相同。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移动光标。

按    键。

持续按 3 秒键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删除文件]画面。

操作与设定模式下的文件删除相同。

格式化外部存储媒体(基本设定模式)
格式化外部存储媒体。与设定模式下的格式化功能相同。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文件操作,初始化]菜单画面。

按        软键。显示[格式化]画面。

操作与设定模式下的存储媒体的格式化相同。

操  作

操  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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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保存画面图像数据(附加规格)

通过[功能]键可将正在显示的画面的图像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中。每个画面

图像数据文件的大小约为 1～4KB/画面。

通过[功能]键的操作

操作模式下的操作。软键的图像或者信息不被保存。

1.   按[功能]键,显示软键的菜单。

2.   按[画面存储]软键。画面图像数据被保存在存储媒体中(需事先插入

     存储媒体)。

文件形式

画面图像数据的文件格式是.PNG。

文件名

在画面图像数据的文件名上自动带有c(起始数据的采样月,日,时,分钟+连续

号).PNG
d
。

Mddhhmma.PNG
其中, M:月(1～ 9, X(10月),Y(11月),Z(12月)), dd:日, hh:小时, mm:分钟,

a:连续号

注意

● 文件名的连续号

连续号通常为0

例如  画面图像数据1分钟内保存2次时,两个文件名在Mddhhmm(月日分)

部分是相同的。这时,第一个文件的连续号是0,第2个文件的连续号为1。

说  明

操  作

画面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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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清除内部存储器的数据
清除内部存储器的数据。被清除的是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 手动采样数据/

TLOG 数据/报表数据/运行记录情报。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移动光标。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文件操作,清除数据]画面。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确认窗口,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则内

部存储器的数据被清除。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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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初始化设定数据
初始化内部存储器设定数据的同时删除测量/运算数据。

有[清除 1]，[清除2]，[清除3]。完成初始化后回到运行模式。基本设定模式

下的操作。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按                软键, 显示[文件操作,初始化]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显示[初始化]画面。

1. 种类

选择初始化种类。

取消操作,回到[文件操作,初始化]画面时按[退出]键。

按[显示/确认]键,则显示确认窗口。按[显示/确认]键,则进行初始化,

回到运行模式。

动作说明

将设定数据回到初始值,有下面 3 种动作。

清除 1  ：在初始化基本设定模式下的设定值和设定模式下的设定值的同时

    清除内部存储器的数据。

清除 2  ：在初始化设定模式下的设定值的同时清除内部存储器的数据。

清除 3 ：清除内部存储器的数据。

注意
被清除的是内部存储器中的显示数据/事件数据/手动采样数据/TLOG数据/报表

数据/登录情报。

操 作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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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其他功能

10.1  使用外存键

可用[外存]键来检测外部存储媒体是否插入。

 操  作
1. 运行模式下或者设定模式下按[外存]键，则检查外部存储媒体是否已插

入，如果已插入，则在状态栏上显示图标及外部存储媒体的使用量；如果未

插入，则不显示 (或清除)该图标。

注意
1. 对于没有软驱可选件的机型，[外存]键不起作用。

2. 由于AX不能自动检测有无外部存储媒体，在插入或取出外部存储媒体后

都应按一下[外存]键，让其状态得以正确显示。

外存键



10-2 IM 04L60A01-01C

10.2  使用键锁功能

键锁是禁止键操作的功能。要解除键锁则要输入密码。即使关闭电源，键锁

的ON/OFF仍被记忆，下次打开电源时在相同的状态下开始。键锁在基本设

定模式下设定。

 操  作
键锁有效时

运行模式下的操作。

1. 按[功能]键。显示软键菜单。

2. 按键锁软键。键锁有效。

注意
● 当键锁功能有效时，按被键锁的键则会显示“键已被锁住”。

●  在键锁有效时，键锁标志显示在状态显示部分。⇒ c 状态显示部分
d
。

解除键锁

1. 按[功能]键。显示软键菜单。

2. 按[键锁]软键。显示密码输入窗口。

3. 输入密码(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后按[显示/确认]键。

●  字符串的输入方法 ⇒ 输入字符
 键锁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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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设定键锁功能的规格(基本设定模式)

对于各个按键及软键，可以分别设定为[自由]或[锁定]。初始值全部为[自由]。

 操   作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变为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菜单。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有 /无

选择[有]或者[无]。如果选择[有]，则出现设定项目。

2. 密码

设定在运行模式下解除键锁时所需的密码。按[输入]软键，则出现字符串

输入窗口，输入字符串(半角英文数字6个以下)后按[显示/确认]键。字

符串的输入方法 ⇒c 输入字符
d

3. 对各项分别设定键锁是否有效。

●  [自由]: 无效

●  [锁定]: 有效

确认操作

确定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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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键锁对象和键锁时的动作(可单独设定)

对象 键锁ON 时的动作

[开始]键 不动作
[停止]键 不动作

[菜单]键 不动作
[外存]键 不动作
[显示/确认]键 不能切换运行画面

[解除报警]软键 不动作
运算
●[运算开始]软键*1 不动作

●[运算停止]软键*1 不动作
●[运算复位]软键*1 不动作
写入内存

●[信息]软键*2 不动作
●[手动采样]软键*2 不动作
●[触发]软键*2 不动作

*1   在[运算]项下同时设定。

*2  在写入内存项下同时设定。

10.3  设定键锁功能的规格（基本设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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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使用键登录/注销功能

让 AX100只能是规定用户才可以使用的功能。用户通过用户号码、密码来识

别。可选择是否使用用户号码。并且，还可对每个用户设定是否允许进入基

本设定模式进行操作。在注销状态下只能进行登录操作。

登录时用户名显示在状态显示部分。

注意

关闭电源后再打开电源则为注销状态。

 操  作

登录

1. 按[功能]键。显示软键菜单和用户名一览。

2. 用软键选择用户。

3. 使用用户号码时，显示输入用户号码的窗口，输入用户号码后按[显示/

确认]键。字符串的输入方法 ⇒「输入字符」

4. 显示密码输入窗口，输入密码后按[显示/确认]键。字符串的输入方法

⇒ 「输入字符」

在状态显示部分显示用户名。

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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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使用键登录/注销功能

注销

1.  按[功能]键。显示软键菜单。

2.  按[注销]软键。状态显示部分的用户名消失。

自动注销

运行模式下的操作。

如果10分钟内无键操作，则自动注销（要使用自动注销功能，请在基本设定

模式下设定自动注销[On]）。

 说  明
● 电源 ON时的动作

● 结束基本设定模式后

  从基本设定模式回到运行模式后，进入注销状态。

● 用户名的保存

  当显示数据/事件数据开始/停止向内部存储器写入时，以及信息写入时

  的用户名保存在显示数据/事件数据的文件中。

注销状态

注销操作或
自动注销

登录操作
[功能]键
密码
用户号码

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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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设定键登录/注销功能（基本设定模式）

 操  作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有 /无

  选择[有]，[无]。如果选择[有]，则显示设定项目2，3，4，5，6，7，8,
    9。

2. 自动注销

  [On]: 使用自动注销。

  [Off]: 不使用自动注销。

3. 有 /无用户号码

  [有]: 使用用户号码

  [无]: 不使用用户号码

  如果设定[有]，则显示设定项目 7（用户号码）。

4. 号码

  用户的登录号（1~7）。
5. 开 /关

  设定是否使用登录号用户的键登录功能。即使设定下述用户名等，如果

  在此设定为 Off，也不能使用登录功能。

6. 用户名

  输入用户名（半角英文数字 16 个以下）。

  按[输入]软键，显示字符串输入窗口。输入字符串后按[显示/确认]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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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设定键登录/ 注销功能（基本设定模式）

注意
● 不能注册相同的用户名。
● 用户名不能设定为 Quit 。
● 不能将用户名全部设定为空格。

7. 用户号码

  输入用户号码（半角英文数字 4 个以下）。

  按[输入]软键显示字符串输入窗口。输入字符串后按[显示/确认]键。

8. 密码

  输入密码（半角英文数字 6 个以下）。

  按[输入]软键，显示字符串输入窗口。输入字符串后按[显示/确认]键。

9. 基本设定

  [允许]: 可进入基本设定模式。

  [禁止]: 不能进入基本设定模式。

注意

不能将所有用户的基本设定项设定为[禁止]。如果将所有用户的基本设定设定为[禁

止]后，则在设定项5设定为[On]的用户中最新登录号的用户自动变为[允许]（在保

存设定数据，结束基本设定模式后变更）。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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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使用运行记录显示

以下内容在运行记录画面中显示。

● 错误信息（最新的 50 个）

● 键登录/注销（最新的 50 个）

● 通信命令记录（最新的 200 个）

● 可选件信息，出厂日期，版本

 操  作

运行记录显示

1. 按[功能]键。显示软键菜单。

2. 按[记录]软键。将可显示的运行记录种类指定给软键后进行显示。

3. 按软键后进行记录显示。

   ●  [错误]软键: 出错信息的运行记录显示。

   ●  [通信]软键: 执行的通信命令的运行记录显示。

   ●  [登录]软键: 登录 /注销的运行记录显示。

   ●  [系统]软键: 查看 AX的可选件情况，出厂日期，版本等

4. 可用上下箭头翻动记录。

回到运行画面

要从记录显示回到运行画面，按[显示/确认]键后选择显示画面。

 说  明
错误信息记录显示

键登录/注销运行记录显示

键登录/注销运行记录显示

 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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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使用异常/内存完继电器输出功能(附加规格)

异常输出

当本表的 CPU发生异常后输出继电器接点信号（1 个）。

继电器是非励磁型，不能变更成励磁型。因此，当电源OFF（包括停电）时

也进行继电器输出（参照下述继电器输出说明）。

如果电源ON时该继电器进行输出，则表明系统出现故障，请与我公司营业部

或网点联系。

⇒c 连接异常/内存完输出信号线（附加规格）
d

● 异常继电器输出(非励磁型)

内存完输出

当内、外部存储器的剩余容量较少或外存出现错误时时输出继电器接点信号

（1 个）。该继电器输出是励磁型，不能变更为非励磁型（参照下述继电器

输出说明）。当输出内存无报警信号时请将数据保存在存储媒体（手动保存

时）或者更换存储媒体（自动保存时）。

⇒c 连接异常 / 内存完输出信号线（附加规格）
d

⇒c 设定内存完继电器输出时间（附加规格，基本设定模式）
d

内存完输出功能的动作如下所示。

不使用“循环使用外存”功能

● 自动保存时

自动保存状态下已插入存储媒体时，如果存储媒体剩余容量低于

1 0 % 时，

继电器进入励磁状态。

当未插入存储媒体时，动作与下述手动保存时的动作相同。

● 手动保存时

当保存数据种类仅为显示数据或者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时，如果

内部存储器显示数据的剩余写入时间低于设定时间时，继电器进

入励磁状态。

● 当保存数据种类仅为事件数据时

「自由」模式时，如果事件数据的剩余写入时间低于设定时间

时，继电器进入励磁状态。

「触发」，「循环」模式时继电器不被励磁（无报警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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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循环使用外存”功能

● 外存发生错误时

● 在保存文件时，如果发生错误，MEMEND 继电器励磁输

出 。

● 在运行画面下，按[ 外存] 键，如果发生除“媒体未插

入”以外的错误时，MEMEND 继电器励磁输出。

● MEMEND 继电器如果励磁输出，在解除错误之前，励磁

输出一直保持。

● 外存不发生错误时

● 自动保存

即使内存剩余容量在设定值以下，或者外存剩余容量在

10% 以下时，MEMEND 继电器非励磁输出。

● 自动保存

内存剩余容量在设定值以上时，MEMEND 继电器非励磁

输 出 ；

内存剩余容量在设定值以下时，MEMEND 继电器励磁输

出 。

继电器动作

10.7  使用异常/ 内存完继电器输出功能（基本设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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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设定内存完继电器输出时间(附加规格，基本设定

      模式)

如果内部存储器或者存储媒体的剩余写入时间较少时，则进行继电器输出的

功能。

● 设定继电器输出内部存储器的剩余写入时间（初始值为 1 小时）。

● 带异常/内存完继电器输出（/F1）附加规格时有效。

  关于内存完继电器输出功能的动作，请参见c使用异常/内存完输出继电

  器功能（附加规格）
d
和c 循环使用外存

d
。

 操  作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变为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内存报警时间

  发生报警的内部存储器的显示数据或者事件数据的剩余写入时间。

  可从 1h,2h,5h,10h,20h,50h 和 100h 中选择。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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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设定遥控功能的控制内容(附加规格，基本设定模式)

对 5 个遥控端子指定动作后，可通过遥控输入信号进行指定的动作。遥控输

入通过接点或者开式集电极信号提供。

 操  作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变为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菜单画面。

按两次  软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动作

对 1~5 遥控端子指定动作。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说  明

可指定的动作

● 无
不指定动作。

● 内存启停（开始 /停止）

·遥控输入: 信号上升/内存写入开始，信号下降/内存写入停止

·开始/停止向内部存储器写入显示数据，事件数据。（与开始/停止键

  动作相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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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设定遥控功能的控制内容（附加规格，基本设定模式）

● 触发

·遥控输入:触发，250ms以上。

·向内部存储器开始写入事件数据的外部触发。

● 解除报警

·遥控输入:触发，250ms以上。

·进行报警显示/继电器输出的解除动作。

● 时间调整

·遥控输入:触发，250ms 以上。

·根据遥控信号输入时间如下变更本表的内部时钟。

信号输入时间 变更时间

00分00秒~01分59秒
分钟以下舍去。

例：10点01分50秒时变为10点00分00秒
02分00秒~57分59秒 时间不变

58分00秒~59分59秒
分钟以下进位。

例：10点59分50秒时变为11点00分00秒。

● 运算（附加规格）

·遥控输入：信号上升/运算开始，信号下降/运算停止。

·开始/停止运算。

● 运算复位（附加规格）

·遥控输入：触发，250ms 以上。

·运算数据复位。

● 手动采样

·遥控输入：触发，250ms 以上。

● Pnl1~Pnl3 读入

·

·读入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文件名为「LOAD1.PNL」,「LOAD2.

   PNL」或「LOAD3.PNL」的设定数据。需预先形成「LOAD1.PNL」,

 「LOAD2.PNL」或者「LOAD3.PNL」这样的设定数据文件后，再保

  存在存储媒体中。

● 信息 1~信息 8

·遥控输入:触发，250ms以上。曲线显示下在信号输入时刻的位置显示

    信息。并且，信息保存在显示数据/事件数据文件中。

 说  明

遥控输入信号

接点输入时，接点关闭则遥控输入信号上升，接点打开则下降。

遥控输入：触发，250ms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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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设定显示语言(基本设定模式)

设定各种显示画面中使用的语言。

· 在所有的模式下有效。

· 初始值为中文。

注意

显示语言请在进行其他设定之前设定。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

● 变更后的项目栏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 3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的菜单画面。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语言

选择［中文］。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操  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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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设定温度单位

从[C]或者[F]中选择温度单位。
  操  作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

● 变更后的项目栏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菜单画面。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温度单位

选择[C]或者[F]。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说  明

摄氏度/华氏度选择功能仅在显示语言为[2]（英语）或特殊规格中可以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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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设定标准时制/夏时制的转换

设定标准时制/夏时制是否转换，以及何时转换。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

● 变更后的项目栏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

1. 夏时制 ON/OFF
将夏时制设定为 On，则显示时间设定（项 2）

2. 时间设定

按[输入]软键，则显示数值输入窗口，输入数值后按[显示/确认]键。

3. 标准时 ON/OFF

将标准时设定为 On，则显示时间设定（项 4）

4. 时间设定

按[输入]软键，则显示数值输入窗口，输入数值后按[显示/确认]键。

  操  作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时间项2是指夏时制开始时间，项4是指夏时制结束时间。

说  明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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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运算功能概要
可以将一个运算式写入运算专用通道，再对其进行运算，并将运算结果进行

显示或保存。运算式的变量可以包含测量数据和运算数据。

运算功能
不同的机种，使用不同的运算专用通道，如下所示。

机种 通道

AX102/AX104 通道3 1- 38（8 通道）

AX106/AX110 通道31 -4 0（10 通道）

运算种类
可进行下述运算（下表中y为运算结果，X、n为测量数据或常数等。请参见
「运算中可以使用的数据」

种类 说明

四则运算 加(+)，减(-)，乘(×)，除(÷)

** 求幂。y=Xn

SQR　 求平方根。

ABS 求绝对值。

LOG 求常用对数。y=Log10X
EXP 求常数e的幂。y=ex

关系运算 判断＜，≤，＞，≥，＝，≠后以“0”，“1”输出。
逻辑运算 求出两个通道的AND(逻辑与)，OR(逻辑或)，XOR(逻辑异

或)，或者任意通道的NOT(逻辑非)后以“0”，“1”输出。

统计运算(TLOG) 求出每个指定时间间隔的累计(SUM)，最大值(MAX)，最小

值(MIN)，平均值(AVE)，最大值-最小值(P-P)。有3个计时

器用于设定时间间隔。

长时间移动平均 对每个通道设定采样间隔和采样数据数后求出移动平均。最

长的采样间隔为1小时，最多的采样数据数为64。初始值设

定为［Off］。

常数（K01～K10）
常数范围（有效数字最多为 5 位）。

-9.9999E+29～-1.0000E-30,0,1.0000E-30～9.9999E+29
测量数据

用通道号指定。有标尺时，运算使用标尺换算后的值。

-9.9999E+29～-1.0000E-30，0，1.0000E-30～9.9999E+29
通信输入数据(C01～C10）
常数范围内（有效数字最多为 5 位）

-9.9999E+29～-1.0000E-30，0，1.0000E-30～9.9999E+29
C01-C10 的缺省值为 0
遥控端子状态（D01-D05)

将ON/OFF（1/0）当作常数使用（遥控输入是接点输入时，ON，Close(关），

OFF，Open(开））。如果没有遥控可选取件，D01-D05 被当作：OFF（0）。

第 11 章 运算功能/报表功能(附加规格)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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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式

● 最多可输入 40 个字符。

● 一个运算式中可以使用的块(通道,常数,通信输入数据,遥控端子控

制状态)请控制在 16 个以内。超过 17 时将出现运算错误，显示为

「+ * * * * * * * 」。

例如：运算式 01+K01*(03+04*K02)的块为 5。

运算范围

如果运算过程中数值超过± 3.4 ×1038 左右，则发生溢出，运算结果为正溢

出或者负溢出（ ± * * * * * * *)。

运算对象数据

使用下面的数据进行运算。TLOG 运算时只能用测量数据或者运算数据。在

其他运算中可使用所有的数据。

● 测量数据 ： 用通道号指定。

● 运算数据 ： 用运算通道号指定。

● 常数 ： 设定给 K01-K10 的值。

● 通信输入数据: 使用通信接口所设定的数据。用数据号（C01-C10）指定。

● 遥控端子的状态（1/0): 用端子号(D01-D05)指定。

运算式中的数据处理

在运算中，测量数据/运算数据是除去单位后进行使用。例如01通道的测量

数据为 20mV，02 通道的测量数据为 20V时，01+02 的运算结果为 40。

运算顺序

运算式中各项的运算顺序如下。优先顺序从高到低排列。

种类 运算项

函数 ABS（），SQR（），LOG（），EXP（），TLOG.MAX（），TLOG.

MIN（），TLOG.P-P（），TLOG.SUM（），TLOG.AVE（）

幂 * *

逻辑非 NOT

乘，除 *，/

加，减 +，-

大小关系 .GT．，.LT．，.GE．，.LE．

等，不等关系 .EQ．，.NE．

逻辑与 AND

逻辑或，逻辑异或 OR，XOR

运算出错

设定下述运算后则出现运算出错，运算结果为正溢出（+ * * * * * * *）

● X/0
● SQR(-X)
● LOG(-X)
● 在运算式中加入了设定为[不使用]的通道号

11.1  运算功能概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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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移动平均

运算结果作为运算通道的数据而显示。运算结果的数值显示范围为除去小数

点后-9999999～99999999。小数点的位置与运算通道的上下限范围的小数

点位置相同。

与测量通道一样可在各个运行画面下显示。

请参见下面的内容。

将运算通道指定给各组 ⇒  「设定组」

标记显示 ⇒  「设定标记名称」和「选择标记显示 / 通道显示」

使用区域显示 ⇒  「使用区域显示」

设定标尺分割数 ⇒  「设定标尺的分割数/ 棒图基准位置 / 标尺位置」

设定标尺显示的 On/Off 和显示位置

⇒ 「设定标尺的分割数/ 棒图基准位置 / 标尺位置」

部分波形压缩扩大显示

⇒  「使用部分压缩扩大显示」和 「设定使用 / 不使用部分压缩扩大」

报警

对各运算通道最多可设定4个报警。报警种类为上限报警（H），下限报警（L）。
延迟上限报警（T）和延迟下限报警（t）。报警的设定 ⇒ 「设定报警」

运算数据的写入/保存

运算通道的显示数据/事件数据与测量通道的相同，可保存。

⇒ 「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写入和保存到外部存储媒体」

通过手动采样操作可将运算通道的瞬时值写入内部存储器中。

⇒ 「其他数据的写入和保存」和 「随时保存测量/ 运算数据存」

TLOG 运算数据可在每个时间间隔内写入内部存储器中。

⇒ 「其他数据的写入和保存」

运算通道的设定

运算通道的规格在设定模式下设定。TLOG运算的计时器的规格在基本设定

模式下设定。

11.1  运算功能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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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运算式的说明

本节对运算式的含义和用法进行说明。

可进行 TLOG运算的仅是测量通道或者运算通道。在其他的运算式中可以用

测量通道，运算通道，常数（K01-K10），通信输入数据（C01-C10），遥控

端子状态（D01-D05）。

四则运算
运算式举例

● 加法运算时 01+02
(求通道 1 和通道 2 的测量值之和)

● 减法运算时 01-02
(求通道 1 和通道 2 的测量值之差)

● 乘法运算时 01*K03
(将通道 1 的测量值乘以常数 K03)

● 除法运算时 01/K02
(通道 1 的测量值除以常数 K02)

注意
如果进行如下设定，则可求出指定通道(此时为01)每次扫描的累计值。

31=31+01

幂运算
运算式举例

● 幂 01 * * 02

(求通道 1 的测量值的通道 2 的测量值次幂)

● 平方根 SQR(02)
(求通道 2 的测量值的平方根)

● 绝对值 ABS(02)
(求通道 2 的测量值的绝对值)

● 常用对数 LOG(01)
(求通道 1 的测量值的常用对数 log

10
)

● e 的幂 EXP(01)
(求 e 的通道 1 的测量值次幂)

注意

如果设定为下式，可求得 lnX。

logbX=logaX/logab或者 lnX=log10 x/log10e

因此，求通道1的自然对数 lnX时，设定为LOG(01)/K01，

其中K01=0.43429(log10e的值)。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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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运算
运算举例

02.LT.03
通道 2 的测量值小于通道 3 的测量值时，运算结果为[1]。反之则为[0]。

02.GT.03
通道 2 的测量值大于通道 3 的测量值时，运算结果为[1]。反之则为[0]。

02.EQ.03
通道 2 的测量值等于通道 3 的测量值时，运算结果为[1]。反之则为[0]。

02.NE.03
通道 2 的测量值不等于通道 3 的测量值时，运算结果为[1]。其他情况为

[0]。

02.GE.03
通道 2 的测量值大于等于通道 3 的测量值时，运算结果为[1 ]。其他情况

为[0]。

02.LE.03

通道 2 的测量值小于等于通道 3 的测量值时，运算结果为[1 ]。其他情况

则为[0]。

逻辑运算
确认 e1,e2 两个数据（NOT 时是 e1）是 0 还是非 0，然后按照具体条件

进行运算。逻辑运算对象可以指定包含运算因子的运算式。

AND
逻辑与

（定义）  e1 AND e2
（条件） 如果 e1,e2同时为非 0则运算结果为“1”，否则为“0”。
（说明）  e1 = 0
              e2 = 0

              e1≠ 0
              e2 = 0

              e1 = 0
              e2≠ 0

              e1 ≠ 0
              e2 ≠ 0

11.2  运算式的说明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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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AND e2=0

e1 AND e2=0

e1 AND 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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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逻辑或

（定义） e1 OR e2
（条件） e1,e2 两个数据同时为 0 时运算结果为“0”，否则为“1”。

（说明） e1 = 0
e2 = 0

e1 ≠ 0
e2 = 0

e1 = 0
e2 ≠0

e1 ≠ 0
e2≠ 0

XOR
逻辑异或

（定义）  e1 XOR e2
（条件） 当e1,e2 两个数据状态不同时为“1”，相同时为“0”。
(说明） e1 = 0

e2 = 0

e1 ≠ 0
e2 = 0

e1 = 0
e2 ≠ 0

e1 ≠ 0
e2 ≠ 0

NOT

逻辑非

（定义） NOT e1
（条件）  与某个数据e1 的状态（0 或者非0）相反。

运算式举例

01AND02

当通道 1和通道2 的测量值均为“非0”时，运算结果为「1」，否则为「0」。

11.2  运算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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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XOR e2=0

→   e1 XOR e2=1

→    e1 XOR e2=1

→    e1 XOR e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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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OR e2=0

e1 OR e2=1

e1 OR e2=1

e1 OR 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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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OG 运算
能进行 TLOG 运算的只有测量通道或者运算通道。在下面的说明
中，e1 为测量通道或者运算通道。

TLOG.MAX()
最大值

（定义）  TLOG.MAX(e1)
（条件） 求通道 e1 的最大值。

TLOG.MIN()
最小值

（定义） TLOG.MIN(e1)
（条件） 求通道 e1 的最小值。

TLOG.AVE()

平均值

（定义） TLOG.AVE(e1)
（条件） 求通道 e1 的平均值。

TLOG.SUM()
累计

（定义） TLOG.SUM(e1)
（条件） 求通道 e1 的累计值。

TLOG.P-P()
最大值-最小值

（定义）  TLOG.P-P(e1)

（条件）  求通道e1的最大值-最小值。

运算式举例

TLOG.MAX(01)+K01*SQR(02)

错误的运算式举例

TLOG.AVE(01)+TLOG.AVE(02)
理由：一个运算式中不能使用 2 个 TLOG。

TLOG.AVE.(ABS(01))
理由：（）中有运算因子。

   11.2 运算式的说明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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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式的写法（通用事项）
请按照下述规则书写运算式。

● 运算式不超过 40 个字。

● 可以用（）指定运算的优先顺序。

● 运算式中的通道用通道号表示

● 运算式中的通道，常数，通信输入数据，遥控端子状态的位数为一

位的号用 01 或 1 这种形式表示。

例：01，1，K01，K1，C0 1，C1，D01，D1
● 运算式中，本通道号或比本通道号大的通道号使用前一次扫描的数

据。

● 一个运算式中可以使用的块（通道，常数，通信输入数据，遥控端

子状态）请控制在 16 个以内。超过 17 时将出现运算错误，显示为

「+ * * * * * * * 」。

例如：运算式 01+K01*（03+04*K02）的块为 5。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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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使用运算功能
与运算功能有关的操作如下所示。

● 开始/停止运算

● 运算数据复位

● 解除运算数据的丢失显示

开始/停止运算
通过[功能]键进行运算的开始/停止。通过遥控功能（附加规格）或者通信功

能也能进行运算的开始/停止。在此，对通过[功能]键控制的方法进行说明。

1. 按[功能]键，显示软键菜单

运算停止状态显示[运算开始]，运算进行过程中显示[运算停止]。

2. 按[运算开始]软键，则运算开始。如果运算开始，则在状态显示部分显示

运算图标。⇒c 状态显示部分
d

按[运算停止]软键，则运算停止。运算内容保留。

注意

带运算功能时，按[开始]键，则在开始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写入的同时运算也开始。按

[停止]键，可以通过键操作选择是否在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写入停止的同时也停止运

算。 ⇒  c在内部存储器中写入显示数据
d

运算复位
仅在运算停止状态下可进行。所有运算通道的数据将被清除。

1. 按[功能]键，显示软键菜单。

仅运算停止时显示[运算复位]。

2. 如果按[运算复位]软键，则运算通道的数据被清除。

清除运算数据丢失显示
如果在运算中发生数据丢失，则状态显示部分显示的运算图标闪烁。通过运

算数据丢失解除操作，运算图标恢复至正常。

1. 按[功能]键，显示软键菜单。

仅在发生运算数据丢失时显示[解除运算]。

2. 按[解除运算]软键，则状态显示部分的运算图标从闪烁恢复至正常。

运算数据丢失发生在测量周期内无法进行运算处理时。如果频繁发生运算数
据丢失请用减少运算通道数，延长测量周期等方法减少 CPU负荷。

操  作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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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设定运算通道

对运算通道的运算式的设定方法进行说明。运算式在设定模式下设定。内部

存储器正在进行数据写入或者正在运算时不能设定运算式。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不能设定的栏目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正常。

按          键 。

按两次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

2. 运算 On/Off
如果选择 On，则显示运算式输入对话框，不使用运算时选择 Off。

3. 运算式

输入运算式（40 个字符以下）。

按［输入］软键，显示运算式输入窗口。进行下述键操作输入运算式后

按[显示/确认]键。

操  作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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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设定运算通道

● 左右箭头键 ： 选择输入位置。

● 上下箭头键 ： 选择输入字符。

用[算 1/ 算 2]软键切换成数值输入或者运算因子输入后输入。

● [算 1/ 算 2]软键: 切换数值输入或者运算因子输入画面。

选择的数值输入或者运算因子输入，将在运算式输入窗口的下面部分显
示。

[算 1] ： 选择数据时。

[算 2] ： 选择运算要素时。

● [Del]软键 ： 消去光标位置的文字。

● [Bs]软键 ： 消去光标前一个文字。
● [Ins]软键 ： 切换插入/覆盖。

每按一次[Ins]软键，切换插入/ 覆盖。所选状态显示在软键显示右侧。

[覆盖] : 覆盖。

[插入] : 可在光标处插入字符。

注意
当使用TLOG功能时，需在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计时器规格,并设定在设定模式下

使用的计时器号和累计值单位（仅TLOG.SUM时）。

4. 范围上限，范围下限

设定显示范围的上下限值。
按［输入］软键后显示数据输入窗口。用下述可设定范围内的值设定后

按[显示/确认]键。

小数点可设定在下述位置：

□. □□□□，□□.□□□，□□□. □□，□□□□. □，

□□□□□

注意

范围上、下限值不能设定为相同的值。

5. 单位

按［输入］软键后显示字符串输入窗口。

输入单位（半角英文数字 6 个以下）后[显示/确认]键。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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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单位

复制单位时按下述步骤操作。

1.  在[起始通道]，[结束通道]设定被复制单位的通道。

2.  将光标移至[单位]栏后按[复制]软键。

3.  在[起始通道]，[结束通道]设定欲复制单位的通道。

4.  将光标移至欲复制[单位]栏，按[粘贴]软键即可。

删除单位字符串

1.  将光标移至[单位]，按[清除]软键。

确认操作

确定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运算式的写法

● 运算式在 40 个字符以内。

● 一个运算式中可用的块（通道，K01～K10，C01～C10，D01～D05）数，

请设定为 16 个以下。如果块数为 17个以上，则会运算出错，运算结果

变成正溢出。
● 不需要「= 」。

● 运算式中，本通道号或者比本通道号大的通道号使用前一次扫描的数据。

● TLOG 运算的（ ）内只限于测量通道号或者运算通道号。

11.4  设定运算通道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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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设定报警

对各运算通道最多可设定4种报警。报警种类有上限报警（H),下限报警（L)，
延迟上限报警（T)和延迟下限报警（t)。

注意
在[运算On/Off]中如果选择On，则显示运算式输入对话框的同时，报警设定栏变为

可输入状态（外框出现）。请在设定运算式之后设定报警。如果改变运算的On/Off，

运算式，范围的设定，则该通道的报警设定变为Off。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两次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

2.   On/Off
　　 如果设定（On),则显示项目 3，4，5。
3.  种类

　  设定报警种类（H，L，T，t)。
  H：上限报警

  L：下限报警

  T： 延迟上限报警

  t ： 延迟下限报警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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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警值

如果按[输入]软键，则显示数值输入窗口。设定数值后按[显示/确认]

键。

5*. 继电器输出

设定使用继电器输出（On）或者不使用继电器输出（Off)。设定为On，
显示输出继电器号。

6*. 号码

设定输出继电器号。输出继电器号码和输出继电器的位置对应 ⇒c 连

接报警输出信号线（附加规格）
d

确认操作

确定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 / 确认]键。

报警种类

有下述四种报警。

名称 记号 内容

上限报警 H 当测量值超过报警设定值时发生报警。

下限报警 L 当测量值低于报警设定值时发生报警。

延迟上限报警 T 当测量值大于报警设定值的状态维持一定时间（报警延

迟时间）后报警。

延迟下限报警 t 当测量值小于报警设定值的状态维持一定时间（报警延

迟时间）后报警。

说  明

11.5  设定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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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设定常数

AX100 可设定 10 个（K01～K10）常数。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两次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常数

　　按[输入]软键，显示数值输入窗口。用可设定范围内的数值设定后按

[显示／确认]键。

用指数设定时，不必输入指数部分的+号。

例：5.0E+12(+不用输入）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有效位数为 5位（除去小数点）。用指数设定时尾数部分5位以下，指数部分

2 位以下。可设定范围如下所示：

●　-9.9999E+29～-1.0000E-30
●　0
●　1.0000E-30～9.9999E+29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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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使用 TLOG运算(设定计时器号/积算单位）

设定使用的计时器号/积算单位。

对设定了TLOG运算的通道所使用的计时器号进行设定。并设定TLOG.SUM
中求解累计值时的单位。

计时器的规格在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不能设定的项目栏无外框）。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两次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与标记字符串，长时间移动平均的设定相同）。

2.  计时器号码

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的计时器的号码。从 1，2，3 中选择。

3.  积算单位

进行 TLOG.SUM运算的通道，从[Off],[/s],[/min][/h]中选择。初始

值为[Off]。未指定 TLOG.SUM的通道不用设定（[Off]即可）。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键。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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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使用 TLOG 运算（设定设时器号/积算单位）

说  明

TLOG运算是求解指定通道在每个指定时间间隔内的累计值（SUM），最大值

（MAX），最小值（MIN），平均值（AVE）或者最大值-最小值（P-P）。时间

间隔由计时器设定。

下面举例说明求解通道 1 的每个时间间隔的平均值（TLOG.AVE（01））。

计时器的种类和动作
计时器种类

计时器有绝对时间方式和相对时间方式。

● 绝对时间方式

  运算开始后，计时器在一定的时间后会自动复位，该时间由基准时间和时

  间间隔所决定。

  例 1： 基准时间 ：14:00

时间间隔 ：12h
计时器复位时间为 2 点和 14 点

  例 2： 基准时间 ：00:00
时间间隔 ：10min
停止时刻为 0 点，0 点 10 分，0 点 20 分...23 点 40 分,23 点 50
分.例如,在 9 点 36 分运算开始,则计时器复位时间为 9 点 40 分,

                9 点 50 分,10 点,...。

● 相对时间方式

　 在运算开始的同时开始计时，并在每个时间间隔暂停后重复计时。在这

种方式下，停电则计时器停止，不进行计时。

例：时间间隔：00：15
　　计时器复位时间为运算开始后每隔 15 分钟。

计时器的种类和动作设定

计时器的种类和时间间隔在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关于设定方法，请参见

「计时器的设定和数据保存」一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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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使用的计时器

TLOG运算中使用的计时器是在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的计时器1,2,3中选择后

进行设定。在设定模式下设定。关于设定方法，请参见前面部分．

累计值(TLOG.SUM）单位
使用累计运算（TLOG.SUM）时设定累计值单位。

TLOG.SUM是在每个测量周期对数据进行累加，但是，像流量值这样带/s，/

min,/h 的输入时，因测量周期和输入值的单位不同，如果单纯地相加，则实

际值与运算结果不一致。这时，通过将各自积算单位与输入值的单位设定为

一致，则在测量周期内将测量数据换算成与输入单位一致后进行运算。

Off :Σ（每个测量周期的测量／运算数据）

/s　 :Σ（每个测量周期的测量／运算数据）×测量周期

/min :Σ（每个测量周期的测量／运算数据）×测量周期/60
/h　 :Σ（每个测量周期的测量／运算数据）×测量周期/3600
/day :Σ（每个测量周期的测量／运算数据）×测量周期/86400

TLOG 运算值的复位动作
可以选择是否在每个时间间隔将TLOG运算值复位。下面是累计运算（TLOG.
SUM)时的复位动作说明。

在最大值（MAX）求解中，如果复位On，则求出每个时间间隔的最大值，如

果复位 OFF，则求出运算开始到现在的最大值。

停电时的动作
正在进行 TLOG 运算时发生停电后恢复来电时的动作。

恢复来电后重新进行TLOG运算。停电恢复时刻是在TLOG运算进行之前或

者 TLOG 运算进行之后，其动作不同。
恢复时间　　　　　　 报表动作

TLOG运算进行之后 恢复后立即进行TLOG运算。它所使用的数据是停电之前

的测量／运算数据。在下一个TLOG运算时刻，用恢复后

的数据作成TLOG数据。

TLOG运算进行之前 恢复后在报表作成时刻作成报表。所使用的数据是除去

停电期间的测量／运算数据。

11-18

11.7  使用 TLOG 运算（设定设时器号/积算单位）

时间间隔
复位 复位 复位

Reset=On

Reset=Off

1 2 3



IM 04L60A01-01C

异常数据的处理
测量／运算数据发生异常后进行如下处理。

异常数据种类　　TLOG 运算AVE MAX/MIN/P-P 累计值

+ 溢出*          不使用 使用 不使用

- 溢出*          不使用 使用 不使用

  出错*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  是指测量通道的量程溢出或者运算通道的运算溢出。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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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计时器的设定（基本设定模式）和数据保存

可设定 3 个计时器。

计时器的种类。

计时器有绝对时间模式和相对时间模式

●  绝对时间模式

   运算开始后在每个由设定的基准时间（准点）和时间间隔所决定的时刻反

   复计时。

●  相对时间模式

   在运算开始的同时进行计时，并在每个时间间隔内反复计时。在这种模式

  下，停电则计时器停止，不进行计时。

TLOG运算中所使用的计时器

在 TLOG运算中从运算开始到运算停止之间，在每个指定的时间间隔（由计

时器设定）内求出指定通道的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累计值或者最大值-

最小值。并且，可以选择在每个时间间隔内是否进行运算数据复位。

数据的写入/保存

在每个指定的时间间隔内可写入/保存全通道的瞬时值。

数据保存在 TLOG 数据文件中。⇒c 可写入/保存的数据种类
d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菜单画面。

按    软键两次。

按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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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时器号码

选择要设定的计时器。从 1, 2, 3 中选择。

设定相对时间计时器

2. 模式

输入[相对时间]。显示[间隔]，[复位]和[动作]。

3． 时间间隔

设定时间间隔截止时间c 时∶分
d
。

按[输入]软键，显示时间输入窗口。输入时间（00：01～24：00）后按

[显示/确认]键。

4． 复位

[On] ：     在每个时间间隔将这之前的TLOG运算值复位。

[Off] ：   即使时间间隔结束，在此之前的 TLOG运算值也不复位。

5． 动作

[数据保存] ：在每个时间间隔将所有的测量/ 运算通道的瞬时值写入

  内部存储器中。自动保存时也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

[Off] ：   不进行测量/运算数据的写入/保存。

设定绝对时间计时器

2. 模式

输入[绝对时间]。显示[间隔][基准时间][复位][动作]

6. 时间间隔

从 19 种（1 分钟到 24 小时）中选择间隔时间。

7. 基准时间

按[输入]软键，显示时间输入窗口。输入时刻（00～23）后按[显示/确

认]键。

8. 复位

[On] ：   在每个时间间隔将这之前的 TLOG 运算值复位。

[Off] ：   即使时间间隔结束，在此之前的 TLOG运算值也不复位。

9． 动作

[数据保存] ：在每个时间间隔将所有的测量/运算通道的瞬时值写入内

  存中。自动保存时也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

[Off] ：   不进行测量/运算数据的写入/保存。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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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11.9　使用长时间移动平均

对每个运算通道可设定运算结果的移动平均。设定采样间隔和采样次数。最

长的采样间隔为 1小时，最多采样次数为64。通过长时间移动平均可抑制运

算结果的不稳定。

●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用软键选择。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按两次  软键。

按   软键，显示设定画面。

1． 起始通道，结束通道

设定通道（与标记值字符串，TLOG 的设定相同）。

2． On/Off
　 On：使用长时间移动平均

Off：不使用长时间移动平均

如果设定为 On，则显示[采样间隔]和[采样数]。

3. 采样间隔

　 从 1s～1h的范围内显示的23种选择中选择。但是，当测量周期为2s时
采样间隔不能设定为1s。并且，当测量周期为2s时，如果采样间隔设定

为奇数（1s，3s，5s，15s），则实际的采样间隔分别变为 2s，4s，6s，
16s。

4． 采样次数

它是移动平均的数据数。设定为 1～64 的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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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

键。

● 当移动平均的数据数未达到设定的采样次数时，对已有数据进行平均运

算。

● 运算出错的数据不参加长时间移动平均的运算。

● 当运算数据超过下述上下限值时，用上下限值计算移动平均。上下限值

因运算通道的量程上下限值的小数点位置的不同而不同。

运算通道的量程上下限值的小数点位置 上下限值

□□□□□□ ± 100000000
□□□□□.□ ± 10000000
□□□□.□□ ± 1000000

□□□.□□□ ± 100000
□□.□□□□ ± 10000
□.□□□□□ ± 1000

说  明

11.9  使用长时间移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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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报表功能的概要

形成时报表，日报表，周报表，月报表的功能。报表数据可以显示在画面，以

ASC II 形式保存在外部存储媒体中。

报表的种类和内容
报表种类

● 时报表：

每天的每个正点生成一个报表，在此 1 个小时之前的数据中指定通道的

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累计值写入内存。

● 日报表：

每天在设定时间生成一个报表，在此 1 天前的数据中指定通道的平均

值/最大值/最小值/累计值写入内存。

● 周报表：

每周固定在设定的某一天生成一个报表，在此 1 周前的数据中指定通道

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累计值写入内存。

● 月报表：

每月在设定的某一天的某一时刻生成一个报表，在此 1 个月之前的数据

中指定通道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累计值写入内存。

报表数据输出举例（时报表时）

请参见「一览显示」。

报表组合

可从[时报](仅时报表)，[日报](仅日报表)，[日 + 周](日报表+ 周报

表)，[日 + 月]（日报表 + 月报表）中选择。

报表中可以指定的通道数

最多为 10 个通道/一个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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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报表功能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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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值(TLOG.SUM）单位
使用累计运算（TLOG.SUM）时设定累计值单位。

TLOG.SUM是在每个测量周期对数据进行累加，但是，像流量值这样带/s，/
min,/h 的输入时，因测量周期和输入值的单位不同，如果单纯地相加，则实

际值与运算结果不一致。这时，通过将各自积算单位与输入值的单位设定为

一致，则在测量周期内将测量数据换算成与输入单位一致后进行运算。

Off :Σ（每个测量周期的测量／运算数据）

/s　 :Σ（每个测量周期的测量／运算数据）×测量周期

/min :Σ（每个测量周期的测量／运算数据）×测量周期/60
/h　 :Σ（每个测量周期的测量／运算数据）×测量周期/3600

/day :Σ（每个测量周期的测量／运算数据）×测量周期/86400

停电时的动作
正在生成报表时发生停电后，恢复来电时的动作如下所示。

恢复来电后重新进行报表生成动作。停电恢复时刻是在报表生成时刻之前或

者报表生成时刻之后，其动作不同。
恢复时间　　　　　　 报表动作

报表生成之后 恢复后立即进行报表生成。它所使用的数据是停电之前

的测量／运算数据。在下一个报表生成时刻，用恢复后

的数据作成报表数据。

报表生成之前 恢复后在报表作成时刻作成报表。所使用的数据是除去

停电期间的测量／运算数据。

异常数据的处理
测量／运算数据发生异常后进行如下处理。
异常数据种类　　报表数据AVE MAX/MIN 累计值

+ 溢出*         不使用 使用 不使用

- 溢出*         不使用 使用 不使用

  出错*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 是指测量通道的量程溢出或者运算通道的运算溢出。

报表数据的显示
显示画面

在操作模式下可以通过[一览显示]-[内存一览]进行显示。关于操作方法，请

参见「一览显示」。

状态显示

测量/运算通道的数据在响应的时间间隔（时报表为1小时，日报表为1天）

内如果有一次成为下页表中所示状态，则报表中输出该状态。请参见「一览

显示」中报表数据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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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状态 状态显示

测量/ 运算通道相同

测量异常，运算异常 E
测量通道时

+ 量程溢出 O
- 量程溢出 O
电压输入时,如果超出可测量范围的±5%,则为量程溢出。

例如,量程为2V,可测量范围为-2.000～+2 .000V时,如超过2.200V则为+ 量程

溢出,如果低于-2.200V则为- 量程溢出。

TC(热电偶)或RTD(热电阻)输入时，如超出可测量范围的±10℃左右即为量程溢

出。例如,量程R,可测量范围为0.0～1760.0℃时,如果超出约1770.0℃则为＋量

程溢出；低于约-10.0℃则为-量程溢出。

运算通道时

+ 运算溢出（超过约 3.4E+38 后） O
- 运算溢出（低于约-3.4E+38 后） O

停电/ 时刻变更 状态显示

发生停电后 P
时间变更后 C

数值显示

报表数据的显示数据范围与运算数据的显示数据范围相同,不包括小数

点为-9999 999～99999999。小数点位置与指定通道的上下限范围或

上下限标尺(定标时)的小数点位置相同。但下述情况下进行特殊显示。

● 测量通道
项目 测量通道的数据状态 报表输出的显示

平均值 所有数据为测量异常或量程溢出时 （空白）

最大值/最小值 ●  所有数据测量异常时 （空白）

●  + 量程溢出时 99999
●  - 量程溢出时 -99999

累计值 ●  所有数据为测量异常或量程溢出时 （空白）

●  累计值超过约3.4E+38 时 9.999999E+99
●  累计值低于约-3.4E+38 时 -9.999999E+99

● 运算通道

项目 运算通道的数据状态 报表输出的显示

平均值 所有数据为运算异常或运算量程溢出时 （空白）

最大值/最小值 ●   所有数据为运算异常时 （空白）

●  最大值超过99999999 时 999999999
●  最小值低于-9999999 时 -99999999
在最大值和最小值中反映运算式范围设定时的小数点位置。

例如，运算式的范围设定为 200.0 时，如果超过 9.9999999，
则显示999999999；如果低于-999999.9，则显示-

99999999。
累计值 ●   所有数据为运算异常或运算溢出时 （空白）

●  累计值超过约3.4E+38 时 9.999999E+99
●  累计值低于约-3.4E+38 时 -9.99999E+99

报表数据写入内存和保存到存储媒体
形成报表时，报表数据写入内存。最多可以写入 40 个报表数据到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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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使用报表功能

开始/停止报表功能

报表的开始/停止与内部存储器的数据写入的开始/停止连动。

报表功能开始

按[开始]键，报表功能开始。报表数据写入内部存储器中。

报表功能停止

按[停止]键，报表功能停止。

注意
如果停止报表功能，则报表文件关闭，下次从报表功能重新开始的时间起数据写

入新的文件中。

清除内存报表数据

设定模式下的操作。同显示数据等其他数据一起被清除。⇒c清除内存数据
d

报表正在生成时发生停电后再来电时的动作

停电后再来电时报表动作重新开始。重新开始的报表动作因再来电时是在报

表生成时间之后还是在报表生成时间之前而不同。
来电时刻 报表动作

报表生成时间之后 来电后立即生成报表数据。使用的数据是停电以前的测量/运

算数据。在下次生成报表时间，使用来电后的数据生成报表。

报表生成时间前 来电后，在报表生成时间形成报表数据。使用的数据

是除去停电期间的测量/ 运算数据。

测量/运算数据异常时的处理

异常数据的种类 报表数据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累计值

正溢出 不使用 使用 不使用

负溢出 不使用 使用 不使用

出错 不使用 不使用 不使用

指定报表通道设定为[不使用]时，不生成报表。

操  作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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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设定报表功能

报表功能在基本设定模式下设定。

● 基本设定模式下的操作。

● 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设定项。

● 设定内容显示在画面的下面部分。

● 变更后的项目栏外框变粗，待进行确认操作后外框恢复正常。

按　　  　　 键。

持续按   键 3 秒以上。显示基本设定模式的菜单画面。

按两次　　　 　  软键。

按    软键。

按　　　      　 软键， 显示设定画面。

1.  报表种类

可从[时报]，[日报]，[日 +周]，[日 +月]中选择。

2.  作成日期

●  月报表时

   按[输入]软键，显示日期输入窗口。输入日期（01～28）后按[显示

   / 确认]键。

●  周报表时

   用软键选择星期几。

   [时报]，[日报]时该设定无效。

3. 作成时间

按[输入]软键，显示时刻输入窗口。输入时刻（00～23）后按[显示/确

认]键。

[时报]时该设定无效。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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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表通道

报定报表通道的号码。AX100 可设为 R01～R10，报表数据按照该号码

顺序进行保存。

5. 开 /关

[开] ：对报表号码指定通道。

[关] ：对报表号码不指定通道。

6. 通道

设定报表号码的通道。

7. 积算单位

从[Off],[/s],[/min],[/h],[/day]中选择。

确认操作

确认设定内容时按[显示/确认]键。

取消时按[退出]键。显示确认窗口，用箭头键选择［是］后按[显示/确认]

键。

作成日期

月报表生成日和周报表的生成周日。

报表在生成日或者生成周日的设定时间生成。

作成时间

是日报表，周报表，月报表的报表生成时间。时报表在每个正点生成。

报表文件的分割

如果报表数据开始向内部存储器写入，则被写入新的文件中。并且，如果停

止向内部存储器写入，则文件关闭。另外，在下述时间报表文件也被关闭。

●  时报表在每天的 0 点（完成 0 点的报表后），月报表在每月 1 日（完成每

月 1 日的报表后）文件关闭，从下一个报表开始写入新文件中。

●  并且，当时报表中有 25 个数据，日报表中有 32 个数据时文件也关闭。

11.12  设定报表功能

11-29

说  明



12-1IM 04L60A01-01C

12.1  信息一览
在使用 AX100的过程中，有时会在画面上出现错误号码和信息。下面是它们

的一览表。与通信有关的错误号码和信息也包括在内。

使用通信接口时将只返回英文信息。

与设定有关的错误

● 设定错误
号码 信息 说明/处理办法/参照章节

1 系统出错 与我们联系(地址见本书封底)

System error.

2 日期，时间设定错误 「设定日期/ 时间」

Incorrect date or time setting.

3 选择的通道不允许设定 参照通信接口手册

A disabled channel is selected.

4 功能参数设定错误 参照通信接口手册

Incorrect function parameter.

5 输入的数值超过设定范围 输入正确数值

The input numerical value exceeds the set range.

6 输入的字符串不正确 输入正确的字符串

Incorrect input character string.

7 输入的字符串太长 输入允许长度的字符串长

Too many characters.

8 输入的模式不正确 参照通信接口手册

Incorrect input mode.

9 输入的测量量程码不正确 参照通信接口手册

Incorrect input range code.

21 未使用通道不能设定报警功能 参照通信接口手册

Cannot set an alarm for a skipped channel.

22 范围设定上限值和下限值不能设定成相同值 与测量通道有关的设定一章

The upper and low er span limits  are equal.

23 标尺设定上限值和下限值不能设定成相同值 「设定标尺」和「设定平方根

The upper and low er scale limits  are equal. 运算 」

30 部分压缩扩大显示的边界值超过设定范围上下限值 「使用局部压缩放大显示」

The partial boundary value exceeds the range of the span.

31 未使用通道不能设定部分压缩扩大显示 参照通信接口手册

Partial-expansion display is set ON for a SKIPPED channel

35 显示区域的下限位置和上限位置不能设定成相同值 「使用区域显示」

The upper and low er limits of the display band  are equal.

36 显示区域的下限位置比上限位置大 「使用区域显示」

The low er limit of the display band  is  greater than the upper limit

37 显示区域的下限位置和上限位置的差小于5% 「使用区域显示」

The display band cannot  be narrow er than 4% of the entire display.

40 设定组名的字符串有错误 「设定组 」

Incorrect group set character string.

41 指定的输入通道不存在 参照通信接口手册

There is no specif ied input channel.

第 12 章  故障诊断



错误号码 错误信息 说明/处理办法/参照章节

42 通道数设定超过允许范围 参照通信接口手册
Exceeded the number of channels w hich can be set.

43 同一通道不能在一个组内被设定两次以上 「设定组」

A channel number cannot repeat in a group.

45 剪贴板中没有保存字符串 先进行复制操作

There is no character string saved in the clipboard.

46 剪贴板中保存的字符串太长 只选取允许长度的字符串

The character string saved in the clipboard is too long.

61 运算式中指定的通道不存在 「设定运算通道」

There is no channel specif ied by the MATH expression

62 运算式有语法错误 「运算式的说明」

MATH expression grammar is incorrect.

63 运算式的前后关系有错误 「运算式的说明」

MATH expression sequence is incorrect.

64 运算的上限值和下限值不能设定成相同值 「设定运算通道」

MATH  upper  and  low er  span  values  are  equal.

70 运算常数的记述有错误 「设定常数」

MATH  constant  description  is  incorrect.

71 运算常数的设定超过允许范围 「设定常数」

The  range  of  the  MATH  constant  is  exceeded..

80 相同的用户名已经登录 输入新的用户名

This  username  is  already  registered.

81 不能指定全部是空格或’quit’字符串 「设定键登录/ 注销功能」

All space or ’quit  ’string cannot be specif ied.

82 没有用户能进入基本设定模式 「设定键登录/ 注销功能」

There is no user who can enter to the SETUP mode.
83 用户号码和密码的组合出现重复 「设定键登录/ 注销功能」

Duplicate used combinabtion of user ID and  passw ord.

85 登录的用户号码或密码有错误 「使用键登录/ 注销功能」

The login passw ord is incorrect.

86 取消键锁的密码有错误 「使用键锁功能」

The key-lock release passw ord is incorrect.

87 键已被锁住 「使用键锁功能」

This key is locked.

88 指定的功能已被锁住 「使用键锁功能」

This function is locked.

89 请使用功能键登录 「使用键登录/ 注销功能」

Press [FUNC] key to login.

90 不具有能进入基本设定模式的权限 「设定键登录/ 注销功能」

No permission to enter to the SETUP mode.

91 密码错误 「使用键锁功能」「使用键登

Passw ord is incorrect. 录/ 注销功能」

92 请使用退出键返回操作模式 按[退出]键

Press[ESC]key to change to the operation mode.

 12.1  信息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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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过程中的错误

错误号码 错误信息 说明/处理办法/参照章节

150 内存数据正在采样，不能变更或执行 等到采样停止

This action is not possible because sampling is in progress.

151 内存数据正在采样或运算中，不能执行 等到采样或运算停止

This action is not possible during sampling or calculationg.

152 外部存储器正在进行数据保存，不能变更或执行 等到保存结束

This action is not possible because saving is in progress.

153 外部存储器正在格式化，不能执行 等到格式化结束

This action is not possible because formatting is in progress.

155 内存数据采样已停止，不能写入信息 「使用信息字符串」

The message is not w ritten w hile sampling is stopped.

160 不能读取指定的数据。请改变内存的设定 「设定显示/事件数据的写入/保

Cannot  load  the  specif ied  data . Change the memory setting. 存方式」

动作错误
● 与外部存储媒体操作有关的错误

错误号码 错误信息 说明/处理办法/参照章节

200 外部存储器有问题，中止处理 参照通信接口手册

Operation aborted because an error w as found in media.

201 外部存储器的可用空间不足 更换媒体

Not enough free space on media.

202 外部存储器处于写保护状态 变成可写入

Media is read-only.

210 外部存储器没有插入驱动器中 插入媒体

Media has not been inserted.

211 外部存储器损坏或没有格式化 更换或重新格式化媒体

Media is damaged or not formatted.

212 格式化错误 重新格式化

Format error.

213 该文件为只读状态 将文件属性变更为可修改

The f ile is read-only.

214 文件或目录不存在 参照通信接口手册

There is no f ile or directory.

215 超过允许生成的文件数 更换媒体或删除不需的文件

Exceeded the allowable number of f iles.

216 文件名或目录名不正确 「设定文件标题,保存目录名,

The file or directory name is incorrect. 手动保存时保存数据的范围」

217 本机器不允许使用的文件名 指定AX支持的文件

Unknown file type.

218 相同目录名已存在，请改变或删除目录 「设定文件标题,保存目录名,手

Directory exists. Delete the directory or changedirectory name. 动保存时保存数据的范围」

219 文件名或目录名使用不正确 「设定文件标题,保存目录名,手

Invalid file or directory operation. 动保存时保存数据的范围」

220 指定的文件正在使用，请完成以后再试 等待该文件使用完毕或选择其他

The file is already in use. Try again later. 文件

230 没有设定文件 选择其他文件

There is no setting file.

231 设定文件的内容有错误 选择其他文件

Abnormal setting exists in file.

12.1  信息一览

12-3IM 04L60A01-01C



12-4 IM 04L60A01-01C

● 设定/ 基本设定 / 输出的通信命令执行的存储器存取错误

通过通信接口只返回英文信息。

错误号码 错误信息

360 内存数据输出必须用'XO'命令从Ethernet或RS中选择一种。
 Ouptput interface must be chosen from Ethenet or RS by using 'XO' command.

(注意,对于AX100只能选择串行接口)

361 输出缓冲器中没有保存内存数据。

Memory data has not been saved to the communication output buffer.
（注意：要输出内存数据，必须确保数据保存在输出缓冲器中。使用“MO DIR”或“MI DIR”命

令。）

362 没有数据可以用‘NEXT’或‘RESEND’发送。
There are no data to send 'NEXT' or 'RESEND'.

（注意:在数据发送之前不能使用‘NEXT’或‘RESEND’）

363 所有数据已发送完毕。
All  data  have  already  been  transferred.

（注意：在所有数据发送完毕后不能使用'NEXT'）

● 与历史曲线有关的错误

错误号码 错误信息 说明/处理办法/参照章节

232 没有可用的数据 选择其它文件

There is no available data.

233 指定的历史数据不存在 选择存在的历史数据

The specif ied historical data do not exist.

234 指定的通道没有在显示组中使用 重新设定显示组

The specified channel is not assigned to the display group.

与通信有关的错误

关于 AX100 的通信功能，请参照通信接口手册 IM  04L60A01-11C。

● 通信命令或设定文件读入时的错误

错误号码 错误信息

300 命令字符串太长
Command is too long.

301 使用';'分隔的命令数太多
Too many number of commands delimited w ith '；'.

302 该命令不能使用
This command has not been defined.

303 不能使用‘; ’这样的命令
Data request command can not be enumerated w ith sub-delimiter.

350 当前用户不能使用指定的命令
Command is not permitted to the current user level.

351 在当前模式状态下不能执行指定的命令
This command cannot be specif ied in the current mode.

352 由于没有安装可选件，不能执行可选件的命令
The option is not installed.

353 在当前模式状态下不能执行指定的命令
This command cannot be specif ied in the current setting.

354 内存数据正在采样或运算，不能执行
This command is not available during sampling or calculating.

12.1 信息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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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信息一览

● 与Modem有关的错误
代码  信息 说明/处理办法/参照章节

553 Modem初始化成功 初始化Modem时

Success to initialize modem.

554 Modem初始化失败 初始化Modem时

Fail to initialize modem. 检查串行口的设置，看Modem是否损坏

555 Modem已经连接 拨号连接时

Modem connected.

556 Modem连接断开 拨号连接时

Modem disconnected.

557 Modem命令错误 用Modem通讯时

Modem command errors. 检查Modem是否支持标准AT 指令集

558 电话号码全为空 向外拨号时

The telephone No. are all space 至少设定一个非空的电话号码

559 Modem拨号失败 拨号连接时

Modem dialup failed. 检查串行口的设置，看Modem是否损坏

560 Modem拨号超时 拨号连接时

Modem dialup timeout. 检查串行口的设置，看Modem 是否损坏

● 通信的其他信息

注意：在使用通信接口时，将只返回英文信息。

错误号码 错误信息

390 命令错误。
Command error.

391 分隔符错误。
Delimiter error.

392 参数错误。
Paramete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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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一览

状态信息

号码 信息

500 正常结束

Execution is complete.

501 请稍等...

Please w ait a mement...

503 正在向外部存储器中保存数据

Data are being saved to media⋯

504 正在从外部存储媒体中读取数据

File is being loaded from media⋯

505 正在格式化中

Formatting...

506 外部存储器数据保存被中断

Memory save to media w as interrupted.

507 内存中还有数据未保存，请更换外部存储器

Exchange media to continue the saving operation.

510 内存数据正在采样或运算时，不能变更测量量程

Range cannot be changed during sampling or calculating.

511 内存数据正在采样或运算时，不能变更运算式

MATH expression cannot be changed during sampling or calculating.

520 线路正在使用中...

Connceting to the line...

521 测量数据文件正在传输中

The data f ile is being transferred.

540 CODE1下载完毕

Code1  dow nload  f inished.

541 CODE2下载完毕

Code2  dow nload  f inished.

542 外部存储器读取错误

Media  read  error.

543 Flash内存写入错误
Flash  w rite  error.

550 正在进行 A/D校正

The  A/D  calibration  is  being  executed...

警告信息

号码 信息 说明/处理办法/参照章节

600 初始化设定条件和测量数据 -

Measured data and settings have been initialized.
601 初始化测量数据 -

Measured data have been initialized.
610 相同的用户名已经登录 「使用键登录/ 注销功能」

This username is already registered.
611 没有用户能进入基本设定模式 「使用键登录/ 注销功能」

There is no user w ho can enter to the SETUP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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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信息一览

系统错误

发生系统错误后需要维修，请与营业部联系。

错误号码 错误信息

901 ROM异常
ROM   failure.

902 RAM异常
RAM  failure.

910 全通道 A/D异常
A/D memory failure for all input channels.

911 A/D内存异常
A/D memor y failure.

912 A/D内存异常
A/D memory failure.

913 A/D内存异常
A/D memory failure.

914 A/D内存异常
A/D memory failure.

921 A/D校正值异常
A/D calibration value error.

922 A/D校正值异常
A/D calibration value error.

923 A/D校正值异常。
A/D calibration value error.

924 A/D校正值异常
A/D calibration value error.

930 数据采样内存异常
Memory acquisition faihure.

950 A/D号码错误
A/D  number  error.

951 EEPROM 写入错误
EEPROM  w rite  error.

952 EEPROM 读取错误
EEPROM  read  error.

●  出现错误 911～924 是由于进行 AD 校正时的输入信号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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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否

与我们联系

否

是

是

12.2  故障的检查方法
完全不动作( 什么也不显示)

电源开关是否打开，
开关动作是否正常 正确打开电源

电源连接
是否正确

供给电源
是否正常

正确连接

供给与规定的电压 /
 频率相符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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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故障的检查方法

● 误差较大

● 显示值不稳定

● 曲线倒向 0% 一侧或者 100 % 一侧

输入是否

满足规格

否

调整输入，与规格一致

是

量程 / 范围设
定是否适当

否
      改变量程/范围设定

「与测量通

道有关的设

定 」

是否采取了防干

扰措施

   ● 将输入接线远离干扰源%
   ● 将记录仪接地%
   ● 将测量对象接地%
   ● 将热电偶和热电阻绝缘%
   ● 输入使用屏蔽线%
   ● 改变输入A/D转换器的积分

时间(「设定A / D积分时间，
测量周期,断偶,冷端补偿」)

   ● 使用输入滤波/移动平均
（「设定输入滤波器 / 移动
平 均 」)

是否采取了防止外
界气温变化的措施

输入接线是否正确

   ● 正确安装输入端子盖
   ● 远离风扇等进行保护
   ● 减少输入端子附近气温

变化

是否未与其
他仪器并联

冷端补偿设定是
否正确(TC输入)

   ● 正确接线(「设定A /D积分
时间，测量周期,断偶,冷端
补偿」)

   ● 正确安装端子盖
   ● 正确拧紧端子螺钉
   ● 将热电阻与地绝缘
   ● 更换已断线的热电偶

   ● 停止其他仪器的断偶功能
   ● 将记录仪与其他仪表 1点

接地
   ● 取消并列连接

(使用双元素 TC等)

与我们联系

正确设定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设定 A / D
积分时间，
测量周期,
断偶,冷端
补 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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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或者其他功能异常

是否采取了防止
 干扰的措施

否

与我们联系

   ● 输入,通信接线与干扰源远
离

   ● 将记录仪接地
   ● 输入,通信接线使用屏蔽线
   ● 电源线路中加入绝缘变压

器
   ● 电源线路中加入电源线路

滤波器
   ● 当报警输入线路中使用感

性负载后，在报警输出线
路中加入浪涌抑制器

是

12.2  故障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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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定期检查

请定期检查动作状态，使仪表随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进行下述检查，必要时请用备品更换。

● 显示·保存是否正常。

异常时请参照「故障诊断」。

● LCD 背光灯的对比度和辉度是否正常。

需要更换时请参照「推荐零部件更换周期」。

第 13 章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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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校正

为了保证测量精度，请每年校正一次。

必要的仪器
AX100 的校正需要具备所需分辨率的校正仪器。

推荐仪器

● 直流标准电源电压发生器 ：YOKOGAWA的 Model 2552 相对应产品

主要规格

输出范围 20mV~20V的精度：± 0.005%
● 精密电阻箱 ：YOKOGAWA M&C 的 Model 2793-01 相对应产品

主要规格

输出范围 0.1~500 Ω的精度：± 0.001%
分辨率：0.001 Ω�

(购买校正仪器请与我们联系)

校正步骤
1. 将本表和校正仪器如下图所示接线，并充分预热。

(本表预热时间为 30 分钟以上)

2. 确认周围温度、湿度等在正常动作条件内。(参照第 14 章)

3. 对设定输入量程上的各点(0，50，100%)分别输入对应信号，从输入值

与测量值之差得出误差值。

如果误差值不在规定的精度以内，请与我们联系。

注意

热电偶输入时，需在测量输入端子温度后，加上考虑了冷端补偿温度后的电压。

直流电压测量时(以 AX110 为例)

输入端子

(电压,TC 输入) 直流标准电流电压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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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热电阻测量温度时(以 AX110 为例)

使用热电偶测量温度时(以 AX110 为例)

热电偶输入的冷端补偿

因记录仪测量端子通常处于室温状态，所以实际的热电偶输出与 0℃基准的

热电势表的值不同。测量出记录仪端子温度后需通过运算进行补偿。因此，在

将测量端子短路的状态下(相当于检测端为 0℃)，指示值即为测量端子的温

度。校正时的输入需减去该温度对应的热电势值。如图所示，使用标准零度

箱进行 0℃的冷端补偿校正较为方便。

13.2  校正

使用的3根导线电阻值相同

输入端子

(RTD 输入)

拨号式可变电阻器

(YOKOGAWA Model 2793-01)

铜导线

铜导线 热电偶线

输入端子

(电压，T C 输入)

直流标准电压电流发生器
加入冰块

使其为 0oC
(标准零度箱)

热电偶或补偿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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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推荐零部件更换周期

为了维护本表的可靠性，能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请定期更换

零部件。

消耗品的推荐更换周期如下表所示。

这里的更换周期是指在标准动作状态下的值。

实际的更换周期请参照本值综合考虑实际使用情况后作出判断。

所有操作均需由我公司技术人员进行，所以必要时请与我们联系。

项目 更换周期 名称      数量

LCD 5年 背景光模块 1

电池 10年 锂电池 1

软驱 5年 1

CF驱动器 5年 1

注意
LCD 的更换周期为辉度的半衰期。辉度的降低因使用状态的不同而不同，同时也

与主观判断有关。

实际的更换周期请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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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输入部分的规格

输入点数: AX102 : 2 通道 AX104 : 4 通道

AX106 : 6 通道 AX110 : 10 通道

测量周期: AX102,AX104:  125ms 或 250ms
AX106,AX110:   1s 或2s（当A/D积分时间100ms时为2s）

输入种类: DCV（直流电压），TC（热电偶），

RTD（热电阻），DI（开关量输入）

DCA（直流电流，附加外部分流电阻）

测量量程及测量范围

*1 R.S.B.K.E.J.T.N: IEC584-1(1995), DIN IEC584, JIS C1602-1995
*2 W:W-5% Rd/W-26% Rd(Hoskins Mfg.Co.), ASTM E988
*3 L:Fe-CuNi, DIN43710, U:Cu-CuNi, DIN43710
*4 Pt100:JIS C1604-1997, IEC751-1995, DIN IEC751-1996

JPt100:JIS C1604-1989, JIS C1606-1989
*5 测量电流：i = 1m A
*6 WRe  3-25,

第 14 章 规格

输 入 量 程 可测量范围

DCV

TC

RTD*5

DI

20mV

60mV

200mV

2V

6V

20V

R*1

S*1

B*1

K*1

E*1

J*1

T*1

N*1

WRe*6

W*2

L*3

U*3

Pt100  *4

JPt100 *4

   电平输入

   接点输入

-20.00～20.00mV

-60.00～60.00mV

-200.0～200.0mV

-2.000～2.000V

-6.000～6.000V

-20.00～20.00V

0.00～1760.0℃

0.00～1760.0℃

0.00～1820.0℃

-200.0～1370.0℃

-200.0～800.0℃

-200.0～1100.0℃

-200.0～400.0℃

0.00～1300.0℃

0.00～2400.0℃

0.00～2315.0℃

-200.0～900.0℃

-200.0～400.0℃

-200.0～600.0℃

-200.0～550.0℃

OFF:2.4V以下
ON:  2.4V以上

接点 ON/OFF

50V -50.00～50.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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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积分时间：

可从 20ms(50Hz），16.7ms(60Hz）,100ms (50/60Hz,仅 AX106,
AX110),AUTO(根据不同的电源频率可自动切换20ms,16.7ms)中
选择

热电偶断偶：

可切换 ON/OFF（可对每个通道设定）

可切换断偶正显示/负显示

滤波器功能 ：

AX102,AX104:  可切换滤波器功能ON/OFF（可对每个通道设定），

   时间常数可从 2 秒，5 秒，10 秒中选择。

AX106,AX110:  可切换移动平均 ON/OFF（可在每个通道设定），

   移动平均次数可以从 2-16 次中设定。

：
差值运算:可以进行任意通道之间的差运算。

可运算方式 ............ 电压,TC,RTD,DI
标尺 ：

         可换算量程............ 电压,TC,RTD,DI
         可设定范围............ -30000～30000
         小数点位置............ 可以任意设定

         单位 .................. 可任意设定（最多 6 个字符）

平方根运算:可以进行测量通道的开平方运算和显示标尺的转换。

可运算量程 ........... 电压

标尺宽度 ............. -30000～30000
小数点位置 ........... 可任意设定

单位记号 ............. 可任意设定（最多 6 个字符）

14.1   输入部分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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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显示: 报警一览显示:

列表显示报警履历。用光标指定报警后,则跳至该报警发生

前后的历史曲线显示。

信息一览显示:

显示信息时间和内容清单，用光标指定信息后，则跳至该信

息的历史曲线显示。

内存一览显示:

显示内存文件清单，用光标指定文件后则跳至其历史曲线显

示。

标记显示: 可以显示的字符数 ：最多 16 个字符

可以显示的字符 ：英文字符，日文假名

14.2  显示功能的规格

显示器 : 5 英寸 STN LCD（320 × 240 点)

显示颜色 : 背景色 : 可从蓝,白中任选一种

曲线显示 : 方向 : 纵向或横向

通道数 : 最多 6 个通道/画面

画面组数 : 4 组

曲线宽度 : 从 1,2,3 点中选择

显示更新周期 :

曲线显示: (1div = 30 点)

AX102,AX104:
15 秒,30 秒,1 分钟,2 分钟,5 分钟,10 分

钟,20 分钟,30 分钟,1 小时,2 小时,4 小

时/div
AX106,AX110:

1 分钟,2 分钟,5 分钟,10 分钟,20 分钟,

30 分钟,1 小时,2 小时,4 小时/div
棒图显示: 方向  : 纵向或横向

通道数 : 1 个画面最多 6 个通道

画面数 : 4 组

标尺   : 可以设定为 4～12 分割

标尺基准位置 : 两端(标准)或中央(仅横向显示时)

显示更新周期 : 1 秒(测量周期为 2 秒时变为 2 秒)

数字显示: 通道数   :  1 个画面最多 6 个通道

画面数   :  4 组

显示更新周期 : 1 秒(测量周期为 2 秒时变为 2 秒)

总览显示: 显示所有通道的测量值和报警状态



其他显示内容 ： 存储器状态，标尺值（自动切换显示ON/OFF），栅格

（分割数可以设定为 4～12）以及时 ：分，时间(年/

月 /日，时 ：分 ：秒)，分割线(粗细可选择 1 点，

2 点，3点)、信息(最多 16个字符，8 种类型)，报警

标志

历史曲线: 可以再现内存或者外部存储媒体数据。

显示形式 :  2 画面显示或者全画面显示

时间轴操作: 可压缩/放大，滚动显示

LCD 屏幕保护功能：

如果一定时间（可设定为1分钟,2分钟,5分钟,10分

钟，20分钟,60 分钟）内无键操作，则LCD背景变暗

14.2   显示功能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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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保存功能的规格

外部存储媒体(附加规格) ：3.5` 软盘(2HD,1.44MB)/CF 卡(32MB)
数据保存方法 : 手动保存或自动保存

手动保存 : 通过插入外部存储媒体保存数据
正在测量时 : 保存内存数据
测量停止时 : 保存未保存的数据

自动保存 ： 显示数据的保存 : 以一定周期(10 分钟～31 天)保存
到外部存储媒体

事件数据的保存 ：以一定的周期(3分钟～31天)保存
到外部存储媒体(自由触发时)
采样结束时保存(指定触发时)

数据保存周期 :
显示数据文件 : 与曲线显示更新周期连动
事件文件 : 指定采样周期

事件文件采样周期 ：
AX102，AX104 : 125ms，250ms，500ms，1s，2s，5s，10s，30s，

60s，120s
AX106，AX110 : 1s，2s，5s，10s，30s，60s，120s

测量数据文件 ：
可生成下述两种文件 ：
(1) 事件文件(在指定采样周期内保存采样瞬时值)
(2) 显示数据文件(在测量周期内采样到的测量数据中保存数据保存周

期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可以将这两种文件格式按下述组合保存:
(1) 事件文件(仅触发、循环)＋显示数据文件
(2) 显示数据文件
(3) 事件文件
数据形式 ： 二进制
每个通道的数据 ：

显示数据 : 测量数据⋯4byte/1 个数据
运算数据⋯8byte/1 个数据

事件数据 : 测量数据⋯2byte/1 个数据
运算数据⋯4byte/1 个数据

采样时间举例:
自动保存时,每个文件(1 个 FD)的采样时间通过下式求出:

采样时间=每个通道的数据数×数据存储周期
显示数据文件:

测量通道数为 10ch,运算通道数为 10ch,显示更新周期为 30 分钟 /

div(数据保存周期为 60 秒)时:
每个通道的数据数 =1200000byte/(10 × 4byte+10 × 8byte)

 =10000 个数据 *

* 最多100000 个数据

每个文件的采样时间 =10000 × 60 秒 = 约 7 天



事件文件:

测量通道数为 10ch,运算通道数为 10ch,数据保存周期为 1 秒时:

每个通道的数据数=1200000byte/(10 × 2byte+10 × 4byte)
 =20000 个数据 *

* 最多120000 个数据

每个文件的采样时间 =20000 × 1 秒= 约 5.6 小时

显示数据 + 事件数据:

显示数据文件大小=900000 byte
最多 75000 个数据。

事件数据文件大小=300000 byte
最多 30000 个数据。

用上述方法同样可以进行计算。

14.3   保存功能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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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测量 = 4 ch，运算通道 = 0 ch
仅显示数据文件                                  (约 )

显示更新率
1 5 20 30 60 120

(分钟/div)

采样周期
2 10 40 60 120 480

(秒)

可保存时间 41小时 8天 34天 52天 104天 416天

仅事件数据文件                                  (约 )

采样周期 125毫秒 500毫秒 1秒 5秒 30秒 120秒

可保存时间 4.2小时 16小时 33小时 6天 41天 166天

显示数据文件 + 事件数据文件
显示数据文件                                  (约 )

显示更新率
1 5 20 30 60 120

(分钟/div)

采样周期
2 10 40 60 120 480

(秒)

可保存时间 31小时 6天 26天 39天 78天 312天

事件数据文件                                  (约 )

采样周期 125毫秒 500毫秒 1秒 5秒 30秒 120秒

可保存时间 1小时 4.2小时 8.3小时 41小时 10天 41天

测量通道 = 6 ch，运算通道 = 0ch
仅显示数据文件                                  (约 )

显示更新率
1 5 20 30 60 120

(分钟/div)

采样周期
2 10 40 60 120 480

(秒)

可保存时间 27小时 5天 23天 34天 69天 277天

仅事件数据文件                                  (约 )

采样周期 1秒 5秒 10秒 30秒 60秒 120秒

可保存时间 27小时 5天 23天 34天 69天 277天

显示数据文件 + 事件数据文件
显示数据文件                                  (约 )

显示更新率
1 5 20 30 60 120

(分钟/div)

采样周期
2 10 40 60 120 480

(秒)

可保存时间 20小时 4天 17天 26天 52天 208天

事件数据文件                                  (约 )

采样周期 1秒 5秒 10秒 30秒 60秒 120秒

可保存时间 6.9小时 34小时 2天 8天 17天 3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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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采样数据：
保存触发： 键输入或者接点输入
数据形式： ASCII形式
最多保存数： 50 个数据

TLOG 数据(仅带运算附加规格时) ：
保存触发： 保存 TLOG 时间到时的数据

报表数据(仅带运算附加规格时)
种    类： 时报，日报，日报＋周报，日报＋月报
数据形式： ASCII形式
最多保存数： 40 个报表数据

画面存储功能：
存储方法： 通过键操作
数据形式： PNG 格式
输    出： 外部存储媒体或通信输出

14.3   保存功能的规格



  14.4   报警功能的规格

报警数： 每个通道最多 4 个报警

报警类型： 上下限，差值上下限，变化率上升/下降限，延迟上

下限报警

变化率报警间隔时间 ：

测量周期× 1～15，所有通道相同

显示： 任一报警发生时，在每个通道的数字显示部分显示报

警种类和通用报警标志。

报警指示动作可选择非保持或保持。

滞后： 可选择 On(显示范围的0.5％)/Off(所有测量通道共

用)。

继电器输出(附加规格) ：

点数： 2,4,6 点

继电器动作： 可选择励磁/非励磁，保持/非保

持。

记录：

记录情报 ： 报警发生/解除的日期和时间，报

警种类等

记录量 ： 内存中最多可以保存最新的120个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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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附加功能的规格

报警继电器接点输出(/A1, /A2, /A3)
报警发生时，从后面进行继电器输出

不能同时指定 /F1 和 /A3。
输出点数 ： 从 2 ，4 ，6 点中选择

继电器接点容量： 250VDC/0.1A(电阻负载)，250VAC(50/60Hz)/3A
输出形式 ： NO-C-NC(可切换励磁/ 非励磁，AND/OR，保

持/非保持)

串行通信(/C3)
可由主计算机进行控制，设定，或者向主计算机输出数据。

介质 ： 符合 EIA RS-422 － A/485(4 线式)(/C3)
协议 ： 专用协议、Modbus 协议或者 Modem
同步方式 ： 起止同步式

通信方式(R-422-A/485) ：
4 线式半双工多点连接方式 1：N(N＝ 1-31)

传输速度 ：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
数据长 ： 7，8 位

停止位 ： 1 位

奇偶校验 ： ODD，EVEN，NONE
最远通信距离(RS-422-A/485) ：1200m
通信模式 ：

控制，设定的输入输出为 ASCII
测量数据的输出为ASCII 或二进制方式

MODBUS ：
动作方式 ： RTU / SLAVE
SLAVE-数据种类 ： 数据读/写

异常/内存完输出(/F1)
在系统出现异常以及指定的数据文件覆盖开始时间(可指定 1，2，5，10，
20，50，10 0 小时)之前从仪表背面进行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接点容量 ：

250VDC/0.1A(电阻负载)，250VAC(50/60Hz)/3A

运算功能(/M1)
可进行下述运算以及运算通道的曲线 / 数字显示，记录。

运算通道数 ： AX10 2，AX1 04∶ 4 通道

AX10 6，AX110∶ 10 通道

运算种类 ： 通用运算 ：四则演算，平方根，绝对值，常用对数，

指数，幂，关系运算(〈，〉，＝，≠) ，逻辑运

算( AND，OR，NO T，X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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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运算 ：数据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累

计值，最大值 - 最小值。

移动平均 ：对运算结果进行移动平均

常数 ： 最多可设定 10 个

通信输入数据 ： 最多有 10 个通信数据，可用于统计运算以外的运算

式。

遥控输入 ： 最多可以有 5 个遥控输入。可在运算式内使用遥控状

态（0/1）
报表功能 ： 报表种类 ：时报，日报，日报＋周报，日报＋月报

运算种类 ：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累计值

数据格式 ： ASCII形式

遥控(/R1)
 通过接点输入,可进行下述控制(最多可设定 5 点)。

● 存储开始/停止(电平)

● 事件文件外部触发输入(电平）

● 时间调整(通过接点对时，触发，250ms以上)

● 运算开始/停止(电平)

● 运算数据复位(触发，250ms 以上)

● 手动采样(触发，250ms 以上)

● 信息写入(触发，250ms 以上)

● 读入设定数据

(最多可设定 3 点，触发，250ms 以上)

● 报警解除(触发，250ms 以上)

24VDC 传感器供电(/TPS2)
通道数： 2
输出电压： 22.8-25.2VDC（额定输出电流）

额定输出电流： 4-20mADC
最大输出电流： 25 mADC（过载保护电流：约 68 mADC）

允许电缆阻抗： RL ≤(17.8- 变送器最小运行电压)/0.02A

其中： 17.8V=22.8V-5V
2 2 . 8 V：最小输出电压； 5V ：最大电压降(分流电阻为250欧姆)

电缆最大长度： 2km(使用 CEV电缆)

绝缘阻抗： 输出端子和接地端子之间 20 兆欧以上(500VDC)

耐电压： 输出端子和接地端子之间500VAC(50/60Hz,I=10mA),1分钟

输出端子之间 500VAC(50/60Hz,I=10mA),1 分钟

信号输入时间 处理

hh:00:00～hh:01:59
不足一分钟的舍去
例如，10:00:50调整为10:00:00

hh:58:00～hh:59:59
不足一分钟的凑足一分钟
例如，10:59:50调整为11:00:00

hh:02:00～hh:57:59 不处理

14.5   报警功能的规格

14-10 IM 04L60A01-01C



14.6  一般规格

构   造

安装方法 : 嵌入式安装(垂直面板)

可向后倾斜 30°安装，左右水平。

安装面板厚 : 2～26mm
材质 ：

外壳 : 钢板

面板 : 聚碳酸酯

喷漆颜色 ：

外壳 : 浅兰灰色(相当于迈歇尔 3.1GY6.1/0.2)
面板 ： 浅炭灰色(相当于迈歇尔 10B3.6/0.3)
外形尺寸 ： 144(W)× 144(H)× 239(D)mm
质量 ： AX102: 约 3.0kg AX104: 约 3.0kg

AX106: 约 3.0kg AX110: 约 3.0kg

■ 基本性能
测量及显示精度：

(在标准动作状态: 23±2℃，55±10％RH，电源电压90～132，180～250VAC，电源频率50/60Hz±1％以内，预

热30分钟以上，在振动不影响仪表动作的状态下的性能)

标尺时的测量精度 ：

   标尺时的测量精度(digits)＝测量精度(digits)×    ＋ 2digits
   * 小数点以下进位

标尺范围(digits)
测量范围(digits)

输入 量程 测量精度(数字显示) 数字显示的最高分辨率

DC电压

20mV

+(rdg 的 0.2% + 2 digits)

               10μV

60mV                10μV

200mV                100μV

2V                1mV

6V                1mV

20V                10mV

50V +(rdg 的 0.2% + 3digits)                10mV

TC
(不包括冷端
补偿精度)

R +(rdg 的 0.2% + 1 oC) 但是，
R,S:+ 3.7 oC (0 ～ 100  oC)
       + 1.5 oC (100 ～ 300  oC)
B:   + 2 oC (400 ～ 600  oC)
(400 oC 以下不保证精度)

               0.1 oC

S

B

K
+(rdg 的 0.2% + 0.7 oC) 但是，
+(rdg 的 0.2% + 1 oC)(-200 ～ -100  oC)

E +(rdg 的 0.2% + 0.5 oC)

J +(rdg 的 0.2% + 0.5 oC) 但是，
+(rdg 的 0.2% + 0.7 oC)(-200 ～ -100  oC)T

N +(rdg 的 0.2% + 0.7 oC)

W +(rdg 的 0.2% + 1 oC)

L +(rdg 的 0.2% + 0.5 oC) 但是，
+(rdg 的 0.2% + 0.7 oC)(-200 ～ -100  oC)U

WRe +(rdg 的 0.2% + 1 oC)

RTD
Pt100

+(rdg 的 0.2% + 0.3 oC)
JP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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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端补偿 ： 可切换内部 / 外部 (全通道相同)
冷端补偿精度：
(0℃以上测量时) R，S，B，WRe，W 型 : ± 1℃

K，J，E，T，N，L，U 型： ± 0.5℃

最大输入电压：

0.2VDC 以下的电压量程及热电偶：± 10VDC(连续)

2VDC 以上的电压量程: ± 60VDC(连续)

输入阻抗：

0.2VDC 以下电压量程及热电偶  ： 10MΩ以上

2VDC 以上电压量程 ： 约 1MΩ

输入外部阻抗：

直流电压，热电偶输入 ： 2KΩ以下

热电阻输入（Pt100） ： 每根线 10 Ω以下(3 线应相等)

输入偏置电流 ： 10nA以下

最大共模干扰电压 ： 250VACrms(50/60Hz)
通道间最大干扰电压：250VACrms(50/60Hz)
通道间干扰 ： 120dB(输入外部阻抗 500 Ω，向其他通道的输入为

30V时)

共模抑制比： 120dB(50/60Hz± 0.1％，500 Ω

不平衡，负极端子-地之间)

串模抑制比: 40dB(50/60Hz± 0.1％)

电源部分：
额定电源电压 ： 100～240VAC(自动切换)

使用电源电压范围 ： 90～132，180～250VAC
额定电压频率? ： 50/60Hz(自动切换)

功耗：

正常工作条件
电源电压 ： 90～132，180～250VAC
电源频率 ： 50Hz± 2％，60Hz± 2％
周围温度 ： 0～50℃(软盘工作时：5～40℃）

周围湿度 ： 20～80％RH(在 5～40℃下)

振动 ： 10～60Hz 0.2m/s2

冲击 ： 不允许

磁场： 400A/m以下(DC 及 50/60Hz)

14.6  一般规格

电源
100VAC
240VAC

屏保时
14.6VA
20VA

通常时
15.3VA
21VA

最大
40VA
53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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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一般规格

外部干扰 ：

串模(50/60Hz)
电流、电压⋯ 包含信号的峰值在测量量程的 1.2 倍以下

热电偶⋯⋯⋯ 包含信号的峰值在测量热电动势的 1.2 倍

                            以下

热电阻⋯⋯⋯ 50mV以内

共模(50/60Hz)
所有量程均为 250VACrms 以下

安装姿势 ：

可前后倾斜 30°以内，左右水平

预热时间 ：从接通电源开始 30 分钟以上

安装高度： 海拔 2000 米以下

工作条件的影响

环境温度 ：

对 10℃之内的变动 ：

±(rdg的 0.1％＋ 1digit)以内

*不含冷端补偿瞮

电源变动：

电源在 90～132，180～250VAC 范围内(频率为 50/60Hz):
± 1digit 以内

额定电源频率±2Hz变动(电源电压100VAC) ：

±(rdg 的 0.1％＋ 1digit)以内

外部磁场：

对交流(50/60Hz)以及直流 400A/m的外部磁场变动 ：

±(rdg的 0.1％＋ 10digits)以内

信号源阻抗 ：

对信号源阻抗＋ 1k Ω的变动 ：

(1) 直流电压量程：

0.2VDC 以下....± 10 μ V以内

2VDC 以上...... rdg的－ 0.1％
(2) 热电偶量程 ：

± 10 μ V以内(指定断偶时为 100 μ V)
(3) 热电阻量程(Pt100) ：

Ⅰ) 对于每根线 10Ω的变化(三线电阻均等)，其变

动为 ：

±(rdg的 0.1％＋1digit)以内

Ⅱ) 对于导线间电阻值相差 40mΩ(3 线间最大的

差)的变动：
约 0.1℃(P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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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及保管条件
仪表从发货到开始使用的运输，保管以及暂停使用的运输，保管环境条件。
如果满足下面的条件范围，有时即使需要再调整，也不会是永久性的难于修复的损伤，可以回到
正常动作状态。

周围温度 ： － 25～60℃
湿度 ： 5～95％RH(应不结露)

振动 ： 10～60Hz，4.9m/s2 以下
冲击 ： 392 m/s2以下(包装状态下)

其他
时钟： 带日历(西历)

通过外部接点可以对时（遥控附加规格)

时钟精度：

± 100ppm，但不含电源开启时的延迟（1 秒以下)

电池 ： 设定值通过内置的锂电池(寿命约 10 年，室温下)保护

键锁功能： 设定 ON/OFF 及密码

登录功能 ： 电源开启时，如果未进行登录则不允许任何操作

在输入用户名，用户号码，密码后，才能进入操作模式登录

并且，为了保护各种设定，通过密码可以键锁

绝缘阻抗 ：

各端子-地　 20MΩ以上(500VDC)

耐电压：

电源端子-地  1500VAC(50/60Hz)   1 分钟

接点输出端子-地  1500VAC(50/60Hz)    1分钟

测量输入端子-地  1500VAC(50/60Hz)   1分钟

测量输入端子相互间 ：

1000VAC(50/60Hz)  1 分钟 (因 AX100 的 RTD 输入小 b
端子共用，所以不包括在内)

遥控端子-地: 500VDC，1 分钟

14.6  一般规格

安全和EMC标准
安全标准： 通过CSA22.2 No.1010.1和 UL3111-1(CSA NRTL/C)

符合 EN61010-1

安装范畴(过电压范畴)II*1

污染程度2*2

*1 “安装范畴(过电压范畴)”描述了定义瞬时过电压条

件的编号。它表示冲击承受电压。
“I I”适用于固定安装(如配电盘)的电气设备。

*2 “污染程度”描述了因绝缘强度或表面电阻系数恶化

粘附的固体、液体或气体的强度。
“2 ”适用于正常室内空气。通常，仅产生非传导

性污染。

E M C 标准： 符合EN61326-1

14-14 IM 04L60A01-01C



14.7  外形图及开孔尺寸

 外形图
单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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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外形图及开孔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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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设定内容和初始值一览

设定模式
粗线内是初始值。

附录

设定项目 菜单 备注

量程

电压 20 mV 60 mV 200 mV 2 V
其他设定 :范围上限 /下限

6 V 20 V 50 V

TC

R S B K

E J T N

W L U WRe

RTD PT JPT 其他设定 :范围上限 /下限

标尺

Volt
20 mV 60 mV 200 mV 2 V

其他设定 :
          范围上限 /下限
          标尺上限 /下限

6 V 20 V 50 V

TC

R S B K

E J T N

W L U WRe

RTD PT JPT

DI 电平 接点

单位 输入字符串

差值

电压
20 mV 60 mV 200 mV 2 V

其他设定 :范围上限 /下限

6 V 20 V 50 V

TC

R S B K

E J T N

W L U WRe

RTD PT JPT

DI 电平 接点

基准通道 因规格不同而不同

DI Level Cont 其他设定 :范围上限 /下限

平方根

20 mV 60 mV 200 mV 2 V 其他设定 :
          范围上限 /下限
          标尺上限 /下限6 V 20 V 50 V

Unit 输入字符串

不使用

报警

On/Off On Off

类型
H L h l

R r T t

报警值 输入数值

继电器 On/Off On Off

号码 I01 to I06 因规格不同而不同

标记 标记 输入字符串, 初始值为空格

移动平均 采样次数

Off 2 3 4

AX106/AX110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滤波器 Off 2 s 5 s 10 s AX102/AX104

报警延迟时间 1 s to 3600 s 10 s

曲线显示/
保存周期

显示更新周期

15 s 30 s 1 min 2 min

15 s 和  30 s 仅对 AX102 和AX1045 min 10 min 20 min 30 min

1 h 2 h 4 h

自动保存周期 10 min to 31 days 1 h 因规格不同而不同

信息 字符串  No.1 to No.8 输入字符串, 初始值为空格

文件

标题名 输入字符串, 初始值为空格

目录名 输入字符串, 初始值为[DATA 0]

S保存数据 未保存 全部

标准时刻
夏时制

夏时制 On Off

标准时刻 On Off

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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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设定内容和初始值一览

设定项目 菜单 备注

组设定

组号码 1 2 3 4 不能设定

组名 GROUP 1 GROUP 2 GROUP 3 GROUP 4 输入字符串

通道设定 初始值请参见「设定组」

分割线
On/Off On Off

位置 输入数值

区域
下限 0 - 95

输入数值
上限 5 - 100

图形

分割数

4 5 6 7

8 9 10 11

12

棒图 标准 中央

标尺位置
1 2 3 4

5 6 Off

部分压缩扩大

On/Off On Off

位置 1 to 99
输入数值

边界值

显示

显示方向
曲线 横 纵

棒图 横 纵

背景色 白 蓝

曲线宽度 1 2 3

分割线宽度 1 2 3

栅格

4 5 6 7

8 9 10 11

12

滚动时间 l
5 s 10 s 20 s 30 s

1 min

LCD

对比度
1 2 3 4

5 6 7 8

辉度
1 2 3 4

5 6 7 8

LCD保护

On/Off On Off

等待时间
1 min 2 min 5 min 10 min

30 min 1 h

恢复原因 键 键 + 报警

运算通道区域
下限 0 - 95

输入数值
上限 5 - 100

运算通道部分
压缩扩大

On/Off On Off

位置 1 to 99
输入数值

边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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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设定内容和初始值一览

设定项目 菜单 备注

运算通道图形

分割数

4 5 6 7

8 9 10 11

12

棒图 标准 中央

标尺位置
1 2 3 4

5 6 Off

文件操作,
删除数据

保存设定数据

读入设定数据

保存测量数据

读入显示数据

读入事件数据

文件一览

删除文件

格式化

清除数据

时间
YY/MM/DD HH:MM:SS 输入数值

DST 夏时制 冬时制

运算设定

运算式

On/Off On Off

运算式 输入运算式

范围下限
输入数值

范围上限

单位 输入字符串

报警

On/Off On Off

类型 H L T t

报警值 输入数值

继电器输出 On Off

号码 I 01 - I 06 与型号有关

常数 K01 to K10 输入数值，初始值为  [1]

标记 字符串 输入字符串，初始值为空格

TLOG
计时器号码 1 2 3

积算单位 Off /s /min /h

长时间移动
平均

On/Off On Off

采样间隔

1 s 2 s 3 s 4 s

5 s 6 s 10 s 12 s

15 s 20 s 30 s 1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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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设定内容和初始值一览

基本设定模式

设定项目 菜单 备注

报警

再故障报警 On Off

继电器 与
无 I01 I01-I02 I01-I03

根据型号而定
I01-I04 I01-I05 I01-I06

动作 励磁 非励磁

继电器保持 保持 非保持

显示保持 保持 非保持

变化率
报警间
隔

上升数据数，
下降数据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滞后 On Off

A/D

积分时间 自动 50 Hz 60 Hz 100 ms 100 ms 仅对 AX106 和  AX110

扫描周期
125 ms 250 ms AX102/AX104

1 s 2 s AX106/AX110

断偶 Off 正显示 负显示

冷端补偿 内部 外部

电压(µ V) 输入数值

温度单位 C F

内存

外部存储器保存 自动 手动

数据种类 显示 事件+显示 事件

事件

采样速度

125 ms 250 ms 500 ms 1 s

125 ms, 250 ms, 和  500 ms 仅对AX102
和 AX104有效

2 s 5 s 10 s 30 s

60 s 120 s 300 s

触发模式 自由 触发 循环

分割数
1 2 4 8

当数据种类为 [事+显 ]时只能为1、2和4
16

数据长 3 min 至 31 day 根据其他参数的设定而定

前置触发
0 5 25 50

75 95 100

触发

键 On Off

外部 On Off

报警 On Off

内存&
曲线显
示

测量通道/运算通道 测量通道 运算通道

起始通道
结束通道 根据规格而定

On/Off On Off

指定时
间数据
保存

保存时间种类
Off 时 日 周

月

做成日期 数值输入

做成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做成时间 数值输入

其他

标记 /通道 标记 通道

内存报警时间
1 h 2 h 5 h 10 h

20 h 50 h 100 h

语言 英语 日语 中文 根据规格中的语言进行选择

部分压缩扩大 有 无

循环使用外存 有 无

粗线内是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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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设定内容和初始值一览

设定项目 菜单 备注

键锁

有 /无 有 无

密码

输入字符串

开始 自由 锁定

停止 自由 锁定

菜单 自由 锁定

显示/确认 自由 锁定

解除报警 自由 锁定

运算 自由 锁定

写入内存 自由 锁定

键登录

有 /无 有 无

自动注销 On Off

用户号码有 /无 有 无

号码
1 2 3 4

5 6 7

开 /关 On Off

用户名 1-7

输入字符串用户号码 1-7

密码

基本设定 允许 禁止

文件操作，
初始化

保存设定数据

读入设定数据

删除文件

格式化

初始化

遥控
(附加功能 ) 动作1 - 5

无 内存启 /停 触发 解除报警

时间调整 运算启 /停 运算复位 手动采样

Pn 1 读入 Pn 2 读入 Pn 3 读入 信息 1

信息  2 信息 3 信息  4 信息 5

信息  6 信息 7 信息  8

可选
计时器
(统计运算 )

号码 1 2 3

模式 Off 相对时间 绝对时间

初始值： 计时器1：绝对时间
               计时器2，3：Off

间隔
(绝对时间 )

1 min 2 min 3 min 4 min

5 min 6 min 10 min 12 min

15 min 20 min 30 min 1 h

2 h 3 h 4 h 6 h

8 h 12 h 24 h

(相对时间 ) 输入数值

基准时间 输入数值，初始值为  [0:00]

复位 On Off

动作 Off 数据保存

可选
报表功能

报表种类
Off 时报 日报 日 + 周

日  + 月

做成日期 输入数值

做成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做成时间 输入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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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设定内容和初始值一览

设定项目 菜单 备注

可选
报表

报表通道

R01 R02 R03 R04

R05 R06 R07 R08

R09 R10

开/关 On Off

通道 根据规格而定

积算单位
Off /s /min /h

/day

通信串行口

波特率
1200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数据长 7 8

奇偶校对 偶 奇 无

RS-422A/485
地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通信协议 标准 Modbus Modem

内存输出 串行口

Modem用户名和
密码

校验ON/OFF Off On

用户名 输入字符串

密码 输入字符串

Modem拨号

电话类型 复频 脉冲

开机拨号 Off On

报警拨号 Off On

重拨次数 1 2 3

超时 2min 5min 10min 20min

最小间隔
10min 20min 30min 1h

2h

电话1

输入字符及数字电话2

电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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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ASCII 文件的数据格式

本节描述了ASCII文件的数据格式。AX100创建了两种类型的ASCII文件，手

动采样数据文件和报表文件。

手动采样数据文件的数据格式
· 手动采样数据采取使用逗号分隔的数字和字符的 ASCII格式输出。

· 输入种类设定为[Skip]或运算设定为 OFF 的通道的通道 / 标记，单位和

手动采样值不输出。

文件举例

以下示例为 1,2,3,4 和 31 通道。

“MANUAL SAMPLE DATA”
“Model Serial No.:””,”×××××××××××××××× ”
“File Header:“,“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CH/TAG“，“CH01    “，“CH02      “，“CH03    “，“CH04   “，“CH31  “
“UNIT“，“V  “，“V    “，“V   “，“V   “，“mV   “
2001/05/01 01:08:43,0.000,0.000,0.000,0.014,12.00
2001/05/01 01:08:48,0.000,0.000,0.000,0.014,12.00
2001/05/01 01:09:15,0.000,0.000,0.000,0.014,12.00

“CH/TAG“，“CH01    “，“CH02      “，“CH03    “，“CH04   “，“CH31  “
“UNIT“，“V  “，“V    “，“V   “，“V   “，“V   “
2001/05/01 01:15:30,0.000,0.000,0.000,0.014,12.00
2001/05/01 01:18:12,0.000,0.000,0.000,0.014,12.00

数据大小

· 头部区大小

以下等式可用于推导出头部区大小。

标题+回车换行+系列号+回车换行+文件头部+回车换行+通道/标记

(8+19×输出的通道数)+回车换行+单位(6+9×输出通道数)+回车换行

· 标题的大小固定为20字节。

· 系列号的大小固定为38字节。

· 文件头部的大小固定为49字节。

· 回车换行的大小固定为2字节。

计算举例

10 个通道的手动采样数据

20+2+38+2+49+2+(8+19 × 10)+2+(6+9 × 10)+2 = 411 字节

· 一个手动数据设定的数据区大小

以下等式可用于推导出一个手动采样数据设定的数据区大小。

手动采样的日期和时间+测量值(8×测量通道数)+运算值(10×运算通

道数)+回车换行

· 创建日期和时间的大小固定为19字节。

· 回车换行的大小固定为2字节。
计算举例

10 个测量通道的手动采样数据

19+(8 × 10)+(10 × 0)+2=101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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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采样数据数和文件大小

10 个测量通道进行 50 次采样后的数据文件大小如下计算 ：
头部区大小+50 × 1个手动采样数据的大小=5461 字节
*  50是可以写入AX100的手动采样数据最大数。如果超过50个数据，将从最早的

  数据开始覆盖。

注意
● 测量通道的正(＋)/负(－)溢出

输入种类为电压，输入超出测量范围的±5%时产生溢出。

例如，当测量量程为2V，测量范围为-2.000～2.000V时，如果输入信号超过2.
200V，产生＋溢出;如果输入信号低于-2.200V，产生－溢出。

输入种类为TC(热电偶)或RTD(热电阻)，输入超出测量范围约±10℃时产生溢出。

例如，当测量量程为R，测量范围为0.0～1760.0℃，如果输入信号超过约1770.0
℃,产生＋溢出;如果输入信号低于约-10.0℃,产生－溢出。

· 运算通道的的正(＋)/负(－)运算溢出

当运算值超过3.4E+38时产生正(＋)运算溢出。

当运算值低于-3.4E+38时产生负(－)运算溢出。

· 当检测到出错数据，测量溢出数据，或运算溢出数据时的输出

通道 数据 输出值

测量通道 测量出错 (空白)

正溢出 99999

负溢出 -99999
运算通道 运算出错 999999999

＋ 运算溢出 999999999

－ 运算溢出 -99999999

●  CH/TAG和UNIT行

 在下述情况下，换行后CH/TAG行和UNIT行重写。

 · 当测量通道的设定切换为[不使用]。

 · 当测量通道由[不使用]切换为其他设定。

 · 当运算通道由On变为Off或由Off变为On。

 · 当单位改变时。

前面文件输出例的下面四行表示当通道31的单位由“mV”变为“V”的输出。

附-8

附录2  ASCII 文件的数据格式

报表文件的数据格式
● 时报，日报，周报和月报以逗号分隔的ASCII格式数字和字符符形式输出。
● 输入种类设定为[不使用]或运算设定为 OFF的通道的通道号/标记、单

位、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累计值不输出。
文件输出举例
以下示例为 4 通道的日报表。

“DAILY REPORT” , ”START TIME”, 2001/04/31 20:00
“Model Serial No.: ” , ”××××××××××××××××”
“File   Header  : “ ,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CH/TAG“， “CH01    “，“CH02      “，“CH03    “，“CH04   “
“UNIT“，“V  “，“V    “，“V   “，“V   “

2000/05/01  00:00,”     C”,”    C”,”    C”,”    C”
“AVE”,      0.00,    0.10,    0.20,    0.30
“MAX”,      0.00,    1.00,    2.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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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0.00,    -1.00,    -2.00,    -3.00
“SUM“，0.000000E-01,1.000000E+04,2.000000E+04,3.000000E+04

数据状态
● 创建报表数据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事件作为状态数据保存并输出到报表中。
● 报表中各种状态的位置是固定的。

E : 出错(检测出异常)
O : 溢出(检测出量程/运算溢出)
P : 电源异常(发生停电)

C : 改变(时间变更)

数据大小
● 头部区大小

以下等式可用于推导出头部区大小。
标题+ 回车换行 + 系列号 + 回车换行 + 文件头部 + 回车换行 + 通道/
标记(8+19 ×输出通道数)+ 回车换行 + 单位(6+9 ×输出的通道数)+
回车换行
·  标题的大小根据报表类型不同而变化。
  ·时报表(HOURLY) :  45 字节
  ·日报表(DAILY) :  44 字节
  ·周报表(WEEKLY) :  45 字节
  ·月报表(MONTHLY) :  46 字节

·   系列号的大小固定为38字节。
   ·文件头部的大小固定为 49 字节。
   ·回车换行的大小固定为 2 字节。
计算举例
10 个通道的月报表数据
46+2+38+2+49+2+(8+19 × 10)+2+(6+9 × 10)+2=437 字节

● 一个报表数据的数据区大小
下式可用于推导出一个报表数据设定的数据区大小。
回车换行+创建日期和时刻+状态(11×输出通道数)+回车换行+平均值
(5+14×输出通道数)+回车换行+最大值(5+14×输出通道数)+回车换行
+最小值(5+14×输出的通道数) +回车换行+累积值(5+14×输出的通道
数)+回车换行
·  创建日期和时间的大小固定为16字节。
·  回车换行的大小固定为2字节。
计算举例
10 个测量通道的月报表数据
2+16+(11× 10)+2+(5+14× 10)+2+(5+14× 10)+2+(5+14× 10)+2+
(5+14× 10)+2=718 字节

● 报表数据数和文件大小
文件大小根据报表数据设定数的不同而不同。
·  月报表的一个报表数据设定
    头部区大小+1个报表数据的数据区大小=1155 字节

● 40 个 报表数据的月报表时
头部区大小+40 ×1个报表数据的数据区大小=29157 字节
* 40是可以写入内存的报表数据的最大数。如果超过40，将从最早的数据开始

  覆盖。

附录2  ASCII 文件的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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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当测量和运算通道数据为下表描述的状态时，在报表中输出状态“E”和“O”。

数据条件 状态

测量通道和运算通道相同

测量出错或运算出错 E
对测量通道

＋ 溢出 O
＋ 溢出 O
输入种类为电压，输入超出测量范围的±5%时产生溢出。

例如，当测量量程为2V，测量范围为-2.000～2.000V时，如果输入信号超过2.
200V，产生＋溢出，如果输入信号低于-2.200V，产生－溢出。

输入种类为TC(热电偶)或RTD(热电阻)，输入超出测量范围约±10℃时产生溢出。

例如，当测量量程为R，测量范围为0.0～1760.0℃，如果输入信号超过约1770.
0℃,产生＋溢出，如果输入信号低于约-10.0℃,产生－溢出。

对运算通道

＋ 运算溢出(当运算值超过3.4E+38) O
－ 运算溢出(当运算值低于-3.4E+38) O

●  求解MAX和MIN 时不包括测量/运算出错。

   ●  求解AVE和SUM时不包括测量/运算出错，量程溢出和运算溢出。

●  AVE，MAX，MIN和SUM的报表输出值根据下表中测量和运算通道的数据状态不同

 而不同。

项目 测量通道的数据状态 报表输出值

AVE 当所有数据测量出错或 (空白)

(平均值) 量程溢出时

MAX，MIN ● 当所有数据测量出错 (空白)

 (最大值，最小值) ● ＋ 溢出 99999
● － 溢出 -99999

  SUM ● 当所有数据测量出错或溢出 (空白)

 (累计值) ● 当累积值超出3.4E+38 9.999999E+99
● 当累积值低于-3.4E+38 -9.999999E+99

项目 运算通道的数据条件 报表输出值

   AVE 当所有数据运算出错或溢出 (空白)

(平均值)

  MAX，MIN ● 当所有数据运算出错 (空白)

(最大值，最小值) ● 当最大值超出99999999 999999999
● 当最小值小于-9999999 -99999999

最大值和最小值中反映运算式的范围设定时的小数点位置。例如，如果运算式的范

围设定为“200.0”，当运算值超过“9999999.9”时输出“999999999”，当运算

值小于“-999999.9”时输出“-99999999”。
  SUM ● 当所有数据为运算出错或 (空白)

(累积值)    运算溢出

● 当累积值超出3.4E+38 9.999999E+99
● 当累积值低于-3.4E+38 -9.999999E+99

附录 2  ASCII 文件的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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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机型及其对应功能

本节描述了新增加或者变动的型号及其功能。

在型号“S2(Style 2)”中增加的功能
● CF 卡(附加规格代码：-4)
● 24VDC 变送电源输出(附加规格：/TPS2)
● 50VDC 输入量程

● AX102 和 AX104 的运算通道由 4 个增加为 8 个(附加规格：/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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