ＰＭＬ１０００系列
单通道 ＬＶＤＴ 面板式仪表
ＰＭＬ１０００ 是适用于工业和测试应用的交流供电 ＬＶＤＴ／ＲＶＤＴ
配电板式仪表。它具有一个５位数亮度可变的 ＬＥＤ 显示屏。
对于控制应用，它可以提供快速的（１２５赫兹）未标定输出
、隔离０－１０伏直流电／４－２０毫安可标定输出以及可选的串行
２或４线 ＲＳ－４２２／４８５ 通信。 ＰＭＬ １０００与所有具有用户可选
１或３伏２．５或１０ＫＨｚ供电的标准Ｓｃｈａｅｖｉｔｚ ＬＶＤＴ和ＲＶＤＴ相兼容。

该仪表可有两个逻辑控制输入，允许远程控制用户预编
程功能（清零、保持、显示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等）。
该产品还具有两个用户预编程功能键（清零、保持、显
示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等）。ＰＭＬ １０００符合配电板装
置的欧洲安全性和ＥＭＣ 要求。

特点

❏ ５位数字显示屏
❏ ９０ 至 ２６５ 伏交流电工作方式
❏自动校准
❏ ２ 个可编程逻辑输入

状态（逻辑）输入
用户可以将以下一个或多个功能分配给两个逻辑输入中的任何
一个：修正、自动（偏移）清零、显示保持、模拟输出保持、
显示最大值、显示最小值、显示平均值、显示测试、复位最大
值／最小值与平均值（复位至当前测量值）、输入按钮锁定（禁
用菜单输入）、允许“快速校准”功能。

❏ ２ 个可编程功能键
❏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清零和保持功能
❏电压和电流输出
❏ 与所有 Ｓｃｈａｅｖｉｔｚ

标准ＬＶＤＴ 和ＲＶＤＴ相兼容
可以通过外部无电压接触件或ＴＴＬ 信号切换逻辑输入。

❏ 低压工作方式

功能键
用户可以将以下一个或多个功能分配给两个面板功能按钮中
的任何一个；修正、清零、显示保持、显示最大值、显示最
小值、显示平均值、显示测试、 复位最大值／最小值与平均
值（复位至当前测量值）、允许“快速校准”功能。

选件

❏ ＲＳ４２２／４８５ 串行通信
❏低压电源
❏ 机架式适配器 （请参见第１２１）

高速模拟输出
这时候一种缓冲输出， 可以对ＬＶＤＴ解调器输出提供快速响应。
信号振幅取决于变换器励磁和传感器的行程大小。输出滤波器
：在１２５赫兹时为－３分贝。

应用

❏测试台
❏ 过程监视

快速校准启动键“Ｆａｓｔ－Ｃａｌ”
自动校准显示仪，并使之与相连的ＬＶＤＴ 变换器兼容。ＰＭＬ１０００
可以读出任意两个被测点信号输出。这两个测量值被存储为校
准参数。可以随时执行校准。

❏反馈控制
选型方式
按型号订购。
型号

说明

PML1000-000

标准产品

PML1000-040

提供 ＲＳ４２２／４８５ 串行通信

PML1000-140

低压和通信端口
江门市利德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五邑碧桂园翠山聆水二街６８号 邮编：（ｚｉｐ）５２９０００
电话：＋ ８６ ７５０ ３２８９６８０
３２８９６９８
传真：＋ ８６ ７５０ ３２８９６９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ａｄｅｒｓｅｎｓｏｒｓ．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ｌｅａｄｅｒ＠ｌｅａｄｅｒｓｅｎｓｏｒｓ．ｃｏｍ

１

ＰＭＬ１０００ 通过 ＣＥ 认证，如果正确安装，则符合
ＥＭＣ 指令 ８９同３３６／ＥＥＣ。

PML1000
单通道
ＬＶＤＴ 配电板式移表

规格
显示 ．．．．．．．．．．．．．．．．．．．．．．．．．．．．．．． ５ 位数，用户可选小数点位置
ＬＶＤＴ 输入
输入电压范围 ．．．．．．．．．．．．．．．．．．．．．．．． ０．０５伏到 ５伏ｒｍｓ
非线性．．．．．．．．．．．．．．．．．．．．．．．．．．． ＜±０．０５％
温度漂移 ．．．．．．．．．．．．．．．．．．．．．．．． ＜±０．０５％ ＦＳＯ／℃
稳定性 ．．．．．．．．．．．．．．．．．．．．．．．．．． ５ 分 钟 之 后 ＜±０．０１％ ＦＳＯ
激励电压．．．．．．．．．．．．．．．．．．．．．．．．．．可选 １ 或 ３伏 ｒｍｓ， ２５毫安
激励频率 ．．．．．．．．．．．．．．．．．．．．．．．．．．． 可选 ２．５ 或 １０ ｋＨｚ
测量分辨率 ．．．．．．．．．．．．．．．．．．．．． 超过１２０，０００分之一
测量速率 ．．．．．．．．．．．．．．．．．．．．．．． 每秒１０个读数
测量模式 ．．．．．．．．．．．．．．．．．．．．．．． 用户可选的４线差动或５线参比
隔离式模拟输出
隔离能力 ．．．．．．．．．．．．．．．．．．．．．．．． ５００伏直流点／５００伏峰值交流
输出 ．．．．．．．．．．．．．．．．．．．．．．．．．．．． 用户可选的０－１０伏、０－２０毫安或４－２０毫安
放大倍数．．．．．．．．．．．．．．．．．．．．．．．．． 用户可选
精度 ．．．．．．．．．．．．．．．．．．．．．．．．．．．．．． 超过 ０．２％
温度漂移 ．．．．．．．．．．．．．．．．．．．．．．．． ＜５００ ｐｐｍ ／℃
响应 ．．．．．．．．．．．．．．．．．．．．．．．．．．．． 在 １ ３ ２ 毫 秒 内 为 ６ ３ ％ ， 在 ２ ０ ０ 毫 秒 内 为 ９ ９ ％
分辨率．．．．．．．．．．．．．．．．．．．．．．．．．．．． ０．０５％ （５ 毫伏 ０．０１毫安）
最大电压输出 ．．．．．．．．．．．．．．．．．．．． 在２２毫安时为１１伏
最大电流输出 ．．．．．．．．．．．．．．．．．．．
在１８伏时为２２毫安
最大负载 ．．．．．．．．．．．．．．．．．．．．．．．． ９００Ω
输出阻尼滤波器 ．．．．．．．．．．．．．．．．．． 可编程
串行通信
类型 ．．．．．．．．．．．．．．．．．．．．．．．．．．．．．ＲＳ４２２／４８５， ２ 或 ４线多点
隔离能力 ．．．．．．．．．．．．．．．．．．．．．．．． ５００ 伏直流电／峰值交流
速率．．．．．．．．．．．．．．．．．．．．．．．．．．．．．．．１２００，２４００， ４８００， ９６００波特
奇偶校验 ．．．．．．．．．．．．．．．．．．．．．．．．．奇校验、偶校验或无
停止位．．．．．．．．．．．．．．．．．．．．．．．．．．．．１或２
协议 ．．．．．．．．．．．．．．．．．．．．．．．．．．．．．用户可选 ＭＯＤＢＵＳ （ＲＴＵ 或 ＡＣＳＩＩ）， Ｊ－ＢＵＳ
运算
最大值／最小值 ．．．．．．．．．．．．．．．．．．．．存储最大和最小显示值
求平均值 ．．．．．．．．．．．．．．．．．．．．．．．．．在自定义期间计算介于１和９９９９秒之间的平均值
电源要求 ．．．．．．．．．．．．．．．．．．．．．．．．．．．．．标准：通用９０至２６５伏交流电，５０－６０赫兹，１２伏安（标称）；
低电压：２４伏交流电或直流点±２０％，５０－６０赫兹，１２伏安（标称）
环境状况
温度 ．．．．．．．．．．．．．．．．．．．．．．．．．．．．．１０℃至５０℃（工作）；
－１０℃到 ７０ ℃（存放）
温度 ．．．．．．．．．．．．．．．．．．．．．．．．．．．．．．０－９５％ ＲＨ ，不冷凝
结构尺寸
配电板封装 ．．．．．．．．．．．．．．．．．．．．．．． 第 １／８ ＤＩＮ 配电板封装
外形尺寸．．．．．．．．．．．．．．．．．．．．．．．．．．．高ｘ宽ｘ深ｘ１．８９英寸（４８毫米）ｘ
３．７８英寸 （９６ 毫米） ｘ ６．８１英寸 （１７３毫米）
配电板开孔 ．．．．．．．．．．．．．．．．．．．．．．．．高 ｘ宽 １．７３英寸 （４４ 毫米） ｘ
３．６２英寸 （９２毫米）
配电板后面深度．．．．．．．．．．．．．．．．．．．． ６．６５英寸 （１６６ 毫米） ，包括接线端
重量 ．．．．．．．．．．．．．．．．．．．．．．．．．．．．．．１４．１盅司 （０．４公斤）；
１９．４盅司 （０．５５ 公斤） 装运
安全级和 ＥＭＣ
安全级．．．．．．．．．．．．．．．．．．．．．．．．．．．．．． ＥＮ６１０１０
敏感度 ．．．．．．．．．．．．．．．．．．．．．．．．．．．． ＥＮ５００８２－１ ＆ ２
辐射 ．．．．．．．．．．．．．．．．．．．．．．．．．．．．． Ｔｏ ＥＮ５００８１－１ ＆ ２； ＥＮ５００２２ Ａ类（辐射和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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