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关柜中DIN 顶部导轨安装，节省空间、节约成
本

标配的EasyFill®软件，可以减少针对液体、粉体、
颗粒的单个组份填充的编程时间，确保更改过程
也方便快速。基于PC 的“智能校准”确保没有重量偏差。有效减

少安装时间。

远程服务功能避免了生产当机

理想的重量变送器，快速、高精度地处理重量值

 高精度、可靠以及快速地处理重量值

 一分钟内方便有效的校准

 带有远程服务功能，全球远程服务
 

  EasyFill®填充应用程序减少编程时间

 DIN 顶部导轨安装，节省空间设计

优势

PR 5220“德国品质”重量变送器可以快速可靠地处理来自料罐秤数 

可靠快速地处理重量值，最高可达120,000 增量。

茵泰科PR5220 过程变送器
节省空间的设计，内含EasyFill®填充功能

字或者模拟传感器的重量数据。



快速、简单、节省空间的安装和连接性
专为节省空间的安装在开关柜中而设计，紧凑的外壳可直接安装在DIN高帽导轨上。 插入式COMBICOM螺丝
端子使得设备易于安装和更换。
PR 5220系列重量变送器具有三个标准的数字输入和输出，可以与特定应用程序的限值功能和关联的值一起
使用，以避免填充过多和不足。 量身定制的界面可确保与领先的控制系统进行优化集成。

 

结构

产品描述

PR 5220/00
以太网变送器

PR 5220/01
带有Profibus DP

PR 5220/04
带有DeviceNet

PR 5220/06
带有Profinet

PR 5220/07
带有Ethernet/IP

尺寸为mm



包括EasyFill®应用程序
EasyFill®是适用于液体、粉末和颗粒物单组份填充的应用程序，可以由用户定义配置目标值、允差和过冲量。
可以使用集成的数字输入/输出直接控制过程。集成到您的生产网络中的众多选项/接口，可以确保有效而轻松
地实施简单配料过程的控制。

通过IP地址分配
IP地址分配有灵活的解决方案：可以通过操作员手动输入，也可以由PR 5220重量变送器自动设定IP，也可以
从DHCP服务器取得。如果自动指派时，不知道IP地址，随机附赠的茵泰科浏览器可以在网络中搜寻到正确
的变送器。

 

简单的在线操作
使用集成的网站，用户可以使用PR 5220重量变送器访问多种称重过程功能：
  使用浏览器中的IP地址显示与设备集成的网站
  显示和更改设备配置
  使用各种方法校正设备
 - 通过传感器数据 (‘智能校正′)
 - 通过砝码
 - 通过mv/V值
  查看和打印整体配置
  在电脑屏幕上显示重量
  读取故障存储器
  将设备配置存储/下载为PC文件

所有茵泰科设备一目了然
“显示器浏览器”使您网络中的所有茵泰科变送器，显示器和过程控制器都能显
示在电脑上。 产品随附软件工具。

通过接口
用于简单集成到各种现有控制系统中。

  标准：Ethernet TCP/IP接口，带有Modbus TCP协议
  可选：总线接口ProfiBus DP、Profinet、DeviceNet或Ethernet/IP
包括OPC服务器/客户端 ‒ 用于连接更高级别系统

通过电脑在一分钟内校正
集成的“智能校准”功能可通过PC对料罐秤进行高效校准，无需砝码。

订购信息
型号 描述 Order number

PR 5220/00 重量变送器，24 VDC 9405 152 20003
PR 5220/01 带有Profibus DP的重量变送器，24VDC 9405 152 20013
PR 5220/04 带有DeviceNet的重量变送器，24VDC 9405 152 20043
PR 5220/06 带有Profinet的重量变送器，24VDC 9405 152 20063
PR 5220/07 带有Ethernet/IP的重量变送器，24VDC 9405 152 20073

供货包括：重量变送器、手册、PC工具和OPC服务器



外壳

符合RoHS指令
尺寸 版本/00 99 × 116 × 45 mm

版本/01/04/06/07 99 × 116 × 68 mm
供电 24 V DC, +/-20%
耗电量 6 W/8 W (版本/01/04/06/07)
状态显示 LED状态等，用于操作准备，沟通活动等
控制输出 数量 3个，光电耦合器隔离，无源，最大30VDC，最大30 mA

功能 限值、状态、重量等
控制输入 数量 3个，光电耦合器隔离，最大30VDC，最大10 mA

功能 清零，去皮等
输入和输出 与辅助电源和传感器电路电隔离
传感器连接 所有应变片称重传感器； 6或4线连接
传感器供电 12 V，短路保护，可外部传感器供电
负载阻抗 最小75 Ω

例如6个传感器，每个600 Ω
或4个传感器，每个350 Ω 

测量原理 测量放大器 Delta-Sigma转换
测量时间 最小5 ms ‒ 最大1160 ms

灵敏度（内部） 7.5 nV (约480万分度)
可用分辨率 0.2 µV/d

输入信号 测量信号 0到36 mV
(100%额定负载)

线性 < 0.002%
温度效应 零点 TK0m < 0.02 µV/K RTI

测量范围 TKspan < +/- 2 ppm/K
传感器连接的数字过滤  

 以太网接口
(功能) IP地址指派 - 自动IP

- DHCP服务器指派

通过SOAP|UPnP网络服务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同步Modbus UDP

模拟输出 0/4 … 20 mA,
内部分辨率16位，
可用步宽0.5 µA
负载阻抗最大500 Ω
功能可自由配置

串行接口 螺丝端子，最大2.5 mm2，可插入，Phoenix / COMBICON系统
环境温度条件 工业应用 -10°C到+50°C

存储 -40°C到+70°C
包装尺寸 W 291 × H 331 × D 160 mm
重量 版本/00 净重：0.29 kg

版本 /01/04/06/07 净重：0.35 kg
证书 CE, UL

技术数据

PR 5220重量变送器 ‒ 安全记录料罐秤的精确重量值
外壳，可插拔的COMBICOM螺丝终端，IP30防护，符合DIN 40050要求
可安装在35 mm的顶部导轨上，符合DIN 46277

4级（低通）、贝塞尔、周期性或巴特沃斯

Ethernet TCP/IP和Modbus TCP

- 输入固定IP地址
自动检测信号传输，带有相应的转换（交叉或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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