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M温度远传监测仪使用说明

XTR M系列多回路温度远传监测仪
铝合金 壳体，LED高亮度显示，隔离输出 ，抗 射频 干扰
X TRM系列多回路温度远传监测 仪具 有多路输入一路输出的特 点，
本 系列 产品有2路 、3路、4路、5路和6路输入，它能 同时 对多个测
温 点进 行测量，并自动将多个被 测点 中温 度最高一个点作为输出，
输 出信 号为4～2 0mA的标准电流。仪表具有指 针表头指示或LED
数 字显 示，在无选择时显示最高 温度 点的 温度值，需要时用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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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通过 面板上的按键，选择查看任一 测温 点的温度值。
本 仪表 主要用于多点温度测量监视以 及需 要报警和需要保护的各
种 场合 。由于仪表采用SM T工艺等各项先 进技术，仪表具有较好
的 稳定 性、可靠性和抗干扰性能 ，在 生产 现场能有效抑制对讲机
及 电机 、变频器的干扰。
该 系列 产品采用紧凑的结构设计，安 装方 便；内部线路的超低功
耗 设计 ，大大降低了仪表工作时因元 器件 散热而产生的漂移，提

接线示 意图 （4路 输入举 例）

高 了产 品的长期稳定性，延长了使用 寿命 ；增加了仪表的测量精
度 ；环 境温度范围-4 0~+85℃，防护等级IP6 6，可 保证仪表在恶
劣 的环 境下正常工作。

现场

控制室

主要技 术指标
测量范围：0...100℃ ，0... 150℃ ，0...2 00℃（用户可指定）

OUT PUT

输入信号：Pt 100、Cu50（热电偶可特 殊订货 ）
输入数量：2路、3路 、4路、5路、6路

+

转换精度：≤0 .5% F S
输出信号：模 拟量4. ..20m A（两线制）

4～20mA

_

线性误差：<0 .1%
电气 隔离输 出

IN PUT

PLC/DCS
或其他二线制设备

显示器：高亮 度LED
显示精度：0.5%
显示压降：3V

RL

*热电偶 输入型 须特殊 定制

隔离压降：2V
隔离电压：15 00VA C (输 入/输出，隔离型产品具有)
最大负载：（V电源-1 4V~1 6V）/0 .025A（输出 电流）
限制电流：≤2 5mA

电气连 接图 （4路 输入举 例）

响应时间：1S
电源电压：14 ~16.. .30VD C
温度漂移：0.025% FS／1℃
长期稳定性： ≤0.1℃/年或 0.05% /年

XTRM

壳体材质：铝 合金、 工程塑 料
环境温度：-4 0～+8 5℃（铝合金 壳体）

CH1 CH2 CH3 CH4 OUT

4~ 20mA
4～20mA

RL

-2 5~+7 5℃（工程塑料壳体 ）
防护等级：IP 66（铝 合金壳 体） / IP62（工程 塑料壳 体）

PLC/DCS
或其他二线制设备

抗射频干扰：>10V/m（80MHz ...100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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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表
XTR M多回 路温度 远传监 测仪

输入
2 2路输入
3 3路输入
4 4路输入
5 5路输入(仅用于铝合金壳体)
6 6路输入(仅用于铝合金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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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1 指针显示 器（已停产 ，需定制）
铝合金 壳体X TRM多 回路 温度远 传监测 仪

2 高亮度LED显示器
量程
10 0~100℃
15 0~150℃
20 0~200℃
X X 用户指定
壳体
A 铝合金壳体 (防 护等级IP66)
P 工 程塑料壳体 (防护等级IP 62)

C H1

隔离
空 无隔离输出
G

C H2

CH 3

C H4

绍兴中仪
www.zhoyi.com

隔离输出

工程塑 料壳体XTR M多回 路温度 远传监 测仪

XTRM-

完整订货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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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RM系列温度远传监测仪在水泥生产监控系 统中的应用

一、前 言
XTRM系列温 度远传 监测仪 ，首先被应 用在水 泥生产监控系 统中。 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 ，上海 联合水 泥厂技 改工程 利用 西班牙 政府混 合贷
款，从 丹麦史 密斯公 司引进 主要生产系 统的关 键设备 ，建成 日产二 千吨 熟料的 窑外分 解生产 线。该 厂采用ABB公司AS EA ·M ASTER集散
控制系 统进行 生产管 理和控 制，要求国 产设备 的运行 信息也 集中于 系统 统一监 控，但 当时的 仪表与 该计算 机系统难以 匹配， 为此， 必须
开发新 产品。 上海工 业自动 化仪表研究 所、上 海联合 水泥厂、南京 水泥 工业设 计研究 所有关 人员， 通过共 同调研该厂 引进的 现场仪 表、
计算机 接口及 国产设 备的信 号，提出了 相关要 求。上 海工业 自动化 仪表 研究所 专门成 立了由 该所显 示室主 任金建民高 级工程 师具体 负责
的XTR M仪表 项目组 ，经艰 辛攻关 ，完成了XTRM系 列多回 路温度 远传监 测仪研 制，成功将 国产设 备的信 号与该 控制系 统相匹配， 完善
了全厂 生产集 中控制 ，取得 了很好的实 用效果 。这个 新产品，特别 适用 于水泥 生产过 程的监 控，因 此，该 产品在全国 大型、 中型干 法水
泥厂的 设计和 生产中 得到了 广泛应用。
XTRM仪表的 输出信 号直接 输入到计算 机系统 模拟输入接口 ，在中 央控制室监 控，同 时在仪 表面板 上有显 示，显 示采 用模拟 指针仪 表或
LED数 字显示 表头。 根据用 户的需 要，可将指 示仪表 、记录 仪表、 调节器 等与 电源串联在X TRM仪 表的输 出回路 ，输出 电流正比于 温度
的变化 ，用作 温度的 指示、 记录或调节 。用户 还可通 过安装 在面板上的 薄膜选 择按键 逐个查 阅相对 应回路 的温度。
二、X TRM系 列多回 路温度 远传监 测仪工作原 理
XTRM仪表系 二线制 多回路 温度变送器 。它与 多点热电阻或 热电偶 传感器配合 使用， 将各种 生产过 程中固 体、液 体、 气体的 温度显 示和
变送远 传。（ 原理框 图如图 一所示）XT RM仪 表安装 在被测 对象附 近，用 屏蔽电缆将 各回路 的热电 阻或热 电偶传 感器的测温 信号连 至该
仪表各 自独立 的前置 放大器 ，前置放大 器将微 弱变化 信号放 大处理，输 送到比 较输入 电路（ 选择高 温信号 ）或选点输 入电路 ，进行 信号
选择。 被选中 的回路 信号， 再经过电压 ／电流 转换单 元处理 ，将前 置放 大器的 输出电 压转换 成DC 4～20 mA电流信号 输出。 如选择 测温
范围0～150℃ 则对应DC 4～20m A输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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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X TRM仪 表在水 泥生产 监控中 应用例举
（一）XTRM仪表用 于煤磨 电收尘 器、大型煤 粉仓温 度测量
首先让 我们讨 论一下 水泥厂 一些现场仪 表设计 情况， 如煤磨 电收尘 器， 收尘器 各底部 有煤沉 积，如 图二（a）所 示。给 窑头、 分解炉供
煤粉的 大型煤 粉仓， 如图二 （b）所示。 这类设备， 为防止 煤粉自 燃、防 爆，确 保设备 安全 ，必需 设置多 个温度 监控。 现场有温度显示
，巡回 人员可 以了解 设备内 部情况；中 央控制 室显示 和高温 报警， 作为 重要参 数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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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煤
粉
仓

煤磨收尘器

XTR M-42 15AG

XTRM -4215 AG
（a）

（b）

图二

煤磨收 尘器、 大型 煤粉仓最通常 的三种 现场仪 表的设 计方 案，如 图三所 示。

X TRM -42 15A G

温度 变送 器

两芯

PLC/ DCS
标准 模拟 接口

温度 传感 器

（a）

三芯

PLC /DC S
标准 模拟 接口

（b）

温 度传 感器

两芯

PLC/ DCS
标准 模拟 接口

（c）

图三
方案一 ：如图三（a）所示 ，每个 热电 阻传感 器配置 一个二 线制温 度变送 器，分别用 二芯屏 蔽电缆 引至计 算机标 准模拟接口 ，在中 央控
制室监 控。
方案二 ：如图三（b）所示 ，每个热电 阻传感 器分别 用三芯 屏蔽电 缆引至计算 机热电 阻接口 ，在中 央控制 室监控。
方案三 ：如图三（c）所示 ，四个 热电阻传感 器连接 到现场XTRM仪表， 再用一 根二芯屏蔽 电缆引 至计算 机标准 模拟接 口，在中央 控制
室监控 。
１、前 面二个 方案 的共同特点是 各个测 温点自 成一个 独立 的回路 ，在中 央控制 室屏幕 上都有 显示 ，从而 带来所 用电缆 多、接 口多， 而且
在现场 没有温 度显 示，不能给岗 位工一 个提示 。
２、方 案一现 场变 送器最多，增 加了安 装和日 常维护 。
３、方 案二省 掉了 变送器，但由 于煤磨 电收尘 器和煤灰仓 往往离 车间控 制站很 远，热 电阻的 信号 变化很 微弱， 远距离 的信息 传递不 见得
很合理 。而更主要 的是所应用的 计算机 接口电 路，不 是一 般压力 变送器 、温度 变送器 电流变送通 用的4～20mA Dc标 准模拟 接口电 路，
是专用 的热电 阻接 口电路，价格 昂贵、 通用性 差，用 了它 ，使得 计算机 系统的 硬件及 软件变 得复 杂，给 系统安 装、调 试及维 护带来 更多
的工作 。
４、比 较三个 方案 ，方案三最简 单。用 一个X TRM- 4215A G仪表 ，四个 热电阻 传感器的温 度不仅都可以 在现场 显示， 而且传 递到 在中央
控制室 监控的 仅是 四个信号中的 最高温 度点， 这是X TRM仪 表独特之处 。因为 操作员 并不需 要知道煤磨电收尘 器或煤 灰仓内 温度分 布情
况，而 必须要 知道 该设备内的最 高温度 是多少 ？是否超越 临界温 度？如 煤粉仓 ，不管 哪一点温度 大于70℃，都要高温 报警， 温度大于
80℃时 ，不但报警 还要联 锁，保 证安全 ，报警后派 人到现 场处理 ，也可 查询各 点的温度， 判断事 故情况 。所以 ，同一 设备， 在中 央控制
室设置 一个高 温报 警信号就可以 了。很 明显， 该方案 是最 省仪表 、省电 缆、省 计算机 接口的 设计 。这样 的设计 方案， 在国内 外大、 中型
水泥厂 的设计 已广 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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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上述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 同一设备需要设置多点温 度监控（如2～4点），且采用相同的测温元件 （如铂 电阻），相同
的测 量范围（如0～15 0℃）， 则采用XTR M仪表的设计是最合理的方 案，是 最省投资的方案。
（二 ）XT RM仪表用于测量各种轴承温度
１、 一个水泥厂往往有许多大型的电 机，如 原料磨2440KW电机、水 泥磨2 800KW电机等，还有许多大型风机，如 原料磨 循环风机、窑
尾排 风机、窑篦冷却风机等。工人最 关心其 轴承温度，希望在机旁有 显示， 中央控 制室能监控。象这类设备一般选 用XTRM-2型仪表。
２、 大型磨机的轴承温度测量。如原 料磨、 水泥磨、煤磨等，磨机的 进料口 、出料 口的轴承一般各配置有二个热电 阻传感器测温，一般
选用XTRM-2型仪表。
３、 辊压机轴承温度测量。如水泥粉 磨辊压机，每小时通过145吨物料，轴承配置 有4个铂电阻传感器 ，应选 用XTRM-4型仪表，当轴承
温度T＞47℃时在 中央控制室报警，当T＞5 0℃时报警并联锁， 确保设 备安全 。
４、 回转窑托轮轴承温度测量。Φ3 .75×57M回转 窑，有 三组托轮，每组托轮配置有4个铂电阻传感器，应选 用XTR M-4型仪表监控。
（三 ）XT RM仪表用于测量高压电机的绕组 温度。
水泥 厂有许多大型高压绕线型电动机 ，如上 面所说的磨机、风机，在 电机制 造时已 配置有定子测温元件（每相二个 ），电机运行时必须
监控 ，当绕组温度大于120℃时报警。XTR M仪表 还有应 用于烟 道闸门、齿轮箱等许多温 度的测 量，这 里不一一列举。
四、XTRM仪表的主要特点
1、XTRM仪表具 有多路输入一路高选输出的特点，它能 同时对 多个测 温点进行测量，并自动将 多个被 测点中温度最高的一个点的量值
显示 并以4～20m A的标 准电流 信号输出。同时它具备选择按键，用户 在需要时可通过回路按键查看对 应测温 点的温度。
2、XTRM仪表的 关键元器件从国外进口，整机设计合理 ，具有 较高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经上 海联合 水泥厂 技改工程十多年的长期使
用， 至今没有损坏）仪表密封性能好 ，适合 高温多粉的水泥厂环境中 使用。
3、工作电 压范围 宽。由于XT RM仪表内部专门设置了一 个电源 部件，在外电源13～36伏 范围波 动中能自我调整，以保证仪表在 工况恶
劣供 电条件下能正常工作。
4、具有良 好的抗 射频干扰性能。在XTRM仪表设计中采 用了多 项抗射频干扰技术，经上海仪器 仪表自 控系统 检验测试所依据G B1826 820 00《测量、控 制和实 验室用的电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试验 ，在1 0V／m（80 MHz～1000 MHz） 的场强 下它的变化范围小于0.3％ 。
因而 它能有效抑制来自现场的诸如对 讲机之 类的射频干扰。
五、 结束语
欢迎使用绍兴中仪的XTRM仪表，它是一种新颖的仪表，节能的仪表，值得推广的仪表。虽在水泥厂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冶金、化工、
电力等工业领域中知者甚少，故撰本文以示技术交流，求在应用中推广和完善。

绍兴中仪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绍兴市皋埠集成电路小镇朱林路
总机：0575-85118510
传真：0575-85118510-818
网址：http://www.maiyb.com
邮箱：zy@zhoy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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