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靠快速地处理重量值，增量120,000增量。
高效的重量显示器配有大块半透反射式显示
屏，即使阳光直射也能提供卓越的可读性。

“智能校准”确保基于PC的校准没有重量
偏差。有效减少安装时间至最低限度。

适用于称重和灌装过程

  高精度、可靠并快速处理重量值

 可靠显示重量值  

 一分钟内方便有效的校准

  具有远程服务功能，可进行全球远
程服务

  EasyFill®单组份填充软件减少编程
需要

优势

茵泰科X3称重显示器能确保快速可靠地显示重量值。内置成EasyFill®应
 用软件，能控制液体、粉体、颗粒物灌装。

全球远程服务功能最大限度避免生产中出现
停工。

标配的EasyFill®应用软件，可以减少针对液
体、粉体、颗粒物单组份填充的编程时间，
确保快速灵活的过程调整。

 

茵泰科X3重量显示器
清晰可读的显示并集成填充功能



灵活多样的个性配置
X3重量显示器标配有三个可自由配置的数字输入和输出，可以进行特定应用的限制功能，以避免相关重量
值的过量或欠量填充。重量显示器还配有用于接口和输入/输出插卡的选项卡槽。各种接口允许集成到现有
网络中。串行接口RS232可连接打印机或额外的远程显示器用于记录和打印重量值。

结构

背视图*

*所有尺寸为mm侧视图* 面板切割图*

187 + 05 × 91 + 0.5

产品描述

前视图*

包括EasyFill®应用程序
EasyFill®是一款用于液体、粉体、颗粒物单组份填充的基础软件应用，用户可设定目标值、允差和过冲值。集
成的数字输入/输出能直接控制过程。众多的选项/接口集成到您的生产网络，能保证简单的填充过程实现有效
简单的控制。

通过IP地址分配
有很多灵活的解决方案可以对IP地址进行分配：可以通过操作员手动设置；可以通过显示器直接自动设置，或者
从分配的DHCP 服务器中提取。如果自动匹配时IP 地址不详，产品附带的茵泰科浏览器能够帮助您在网络中搜
索正确的设备。

简单的在线操作
通过内置网络，用户可以访问X3称重显示器的很多称重过程功能


  
在您的浏览器中使用IP 地址，显示与仪器集成的网络



  

显示及更改仪器配置
 

 

使用以下方法校准仪器：

 

- 通过称重传感器数据（“智能校准”）

 

- 使用砝码

 

- 使用mv/V


  

查看并打印整体配置



技术参数

X3重量显示器 ‒ 料罐重量显示及记录

可选用于防
爆2/22区

  在电脑屏幕上显示重量
  查看并读出Alibi内存或读出错误内存
  以PC 文件形式存储/下载仪器配置

多种接口
可集成到现有系统中

  标准：具有集成Modbus TCP 协议的以太网TCP /IP 接口
  选项：现场总线接口ProfiBus DP、Profi net、DeviceNet 或Ethernet / IP 

包括用于连接到高级系统的OPC 服务器/客户端

一分钟内通过电脑校准
“智能校准”集成功能可通过PC 对罐秤进行有效的校准，无需砝码

外壳 尺寸 192 × 96 × 150 mm
前面板切割 187+0.5 × 91+0.5 mm
材质 铝
防护等级 IP30
前面板 IP65

符合RoHS要求
电源 110 V/240 VAC, -15%/+10%, 50/60 Hz 或24 VDC
功率 13 VA/11 W
显示 LCDLCD，反光，背光灯

字符 6位 (7段式)
数字尺寸 18 mm
颜色 黑白
重量和状态符号

键盘
Status display -> 0 <- 在此之间的零读出

± 1/4 d 稳定
B 显示毛重
NET 显示净重
T 显示皮重
可设置为 g, kg, t, lb
可设置小数点位置

控制输出 数量 3个光耦隔离，无源，最大30 VDC，最大30 mA
控制输入 数量 3光耦隔离，无源，最大30 VDC，最大10 mA

功能 清零，去皮，EasyFill®应用
传感器连接 应变片称重传感器

可连接6 线或4线
 

传感器供电 12V，短路保护
可外接传感器供电

负载阻抗 最小：75Ω
例如6 个传感器600Ω
或者4 个传感器350ΩΩ

测量原理 测量放大器 Delta-Sigma转换器
测量时间 最小5 ms ‒ 最大1920 ms

精度

最小信号 0.5 µV/e
内部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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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个双功能键（短提升键）

10,000 e，三级，符合EN45501；
符合OIML R 76



防爆认证 仅PR 5410/03
防爆2/22区 II 3G Ex nA II T4 X

II 3D Ex tD A22 IP5x T80°C X 
温度效应 零点 TK0m < 0.05 µV/K RTI

量程 TKspan < +/- 2.5 ppm/K
连接传感器的数字过滤器
Alibi内存 内部50,000输入

IP地址分配 - 自动IP
- DHCP服务器分配

环境温度条件 法定应用 -10°C to +40°C
工业应用 -10°C to +50°C
存储 -20°C to +70°C

防护等级 前面板IP65，外壳IP30
包装尺寸 宽291 × 高331 × 深160 mm
重量 净重 1.45 kg

毛重 2.3 kg

订购信息

X3 重量显示器技术参数 - 续表

型号 描述 订购号

PR 5410/00 X3称重显示器，110‒230 V 9405 154 10001

PR 5410/01 X3称重显示器，24 VDC 9405 154 10011

PR 5410/03 X3称重显示器，24 VDC用于防爆2/22区 9405 154 10031

选项 描述 订购号

PR 5510/02 2个RS 232串行口 9405 355 10021

PR 5510/04 1个RS 232和1个RS 485串行口 9405 355 10041

PR 5510/07 4个模拟输入/1模拟输出 9405 355 10071

PR 5510/08 BCD开口发射端 9405 355 10081

PR 5510/09 BCD开口收集端 9405 355 10091

PR 5510/12 扩展6个数字输入和12个数字输出 9405 355 10121

PR 1721/31 Profibus DP 9405 317 21311

PR 1721/34 Device NET 9405 317 21341

PR 1721/35 CC-Link 9405 317 21351

PR 1721/36 Profinet 9405 317 21361

PR 1721/37 Ethernet/IP 9405 317 21371

 

四级（低通）、贝塞尔、非周期性、巴特沃斯

以太网接口 Ethernet TCP/IP和Modbus TCP

- 固定输入IP 地址
自动检测信号变送和相应的改变（交叉或接线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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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t.siwe@minebea-intec.com 
www.minebea-intec.com 

北京 广州 江西 沈阳
电话: (86-10)61460706  电话: (86-20)83071636  电话: (86-791)88116633 电话: (86-24)22566368 
传真: (86-10)61460706  传真: (86-20)83071636  传真: (86-791)88110866 传真: (86-24)22566368 

上海 成都 西安
电话: (86-21)64270612  电话: (86-28)86666526  电话: (86-29)87512312 
传真: (86-21)64270604  传真: (86-28)86666977  传真: (86-29)87512332 

技术数据仅作为产品描述，不作法律保证。
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版本 08/2018

扫描二维码，订阅茵泰科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