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S 21 

技术参数 

Q.brixx XL A127
测量电力的模块

Q.brixx XL 是Q系列产品家族的一个新成员，它是在可能恶劣的环境下需要更高性能的运行应用程序的理想
DAQ解决方案。Q.brixx XL DAQ 系统由多达16个测量模块和一个集成的高性能控制器组成，用于通信、控制
和数据记录目的，所有这些都在一个坚固的铝制外壳内，能够承受严重的冲击和振动而不牺牲性能。

高密度和灵活性，16个模块在一个系统在任何星座

可连接到控制器Q.station

电磁兼容性符合EN61000-4和EN55011

工作电压10 … 30 VDC 

4个电压输入通道
2个电压测量输入
量程 ±40 V, ±120 V, ±400 V, ±1200 V
2通道通过分流电阻或传感器用于电流测试

量程±80 mV, ±240 mV, ±800 mV, ±2400 mV 

信号运算

线性化, 数字滤波器, 平均值, 比例运算, min/max 存储, RMS, 数学运算, 报警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

24 bit ADC, 采样率100 kHz 每通道

电隔离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1200 VDC / 848 VACrms 电压5 kVDC 可加载1 分钟以上

等级

1000 V CAT II and 600 V CA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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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模拟输入

通道数 4

精度

0.01 % 典型

0.025 % 在可控环境下¹

0.05 % 在工业环境下²

线性误差 0.01 %典型

重复度 0.003 % 典型 (within 24 h)

隔离电压 1200 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³

1 according to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to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High voltage lifetime (TDDB E Model). Time to fail approx.. 4 years at 1200 VDC and 60 °C 
permanent

电压测量

偏差

通道1和3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200 V ±300 mV 6 mV

±400 V ±100 mV 2 mV

±120 V ±30 mV 600 µV

±40 V ±10 mV 200 µV

长期漂移 <10 mV / 24 h <100 mV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增益漂移

<50 mV / 10 K <0.025 % / 10 K

Q.brixx XL A127
测量电力的模块 

Block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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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流器

通道2和4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2400 mV ±600 µV 12 µV

±800 mV ±200 µV 4 µV

±240 mV ±60 µV 1,2 µV

±80 mV ±20 µV 0,4 µV

长期漂移 <20 µV / 24 h <200 µV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增益漂移

<50 µV / 10 K <0.02 % / 10 K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bit

采样率 100 kHz

采样率 Sigma-Delta (group delay time 380 µs)

抗混叠滤波 20 kHz, 3rd order

数字滤波
IRR、低通、高通、带阻、巴特沃斯或贝塞尔（2、4、6、8阶），频率范围0.1Hz~10kHz（软件可调）

平均 可设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调整

环境

工作温度 -20°C to +60°C

存储温度 -40°C to +85°C

 相对湿度 5 % to 95 % at 50°C, non-condensing

通信接口Localbus

协议 proprietary Localbus (115200 bps to 48 Mbps, latency <100 ns)
ASCII (19200 bps to 115200 bps)
Modbus RTU

数据格式 8E1

电气标准 ANSI/TIA/EIA-485-A, 2-wire

工作电压

工作电压 10 to 30 VDC, 过压过流保护

功耗 approx.. 2 W

输入电压的影响 <0.001 %/V

备注

预热时间 所有上市的有效性speci铿乧军内受预热期至少45分钟

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Q.brixx XL A127
测量电力的模块  

电流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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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gantner-instruments.com

www.gantner-instruments.com 

High Voltage Warnings

-注意高压装置，不定期使用会危及生命和健康.
-只有特殊的和足够的受过教育的人被允许只处理这个装置
-所有金属外壳部件必须安全永久地连接到接地保护(PE)上
-只能使用接触保护插头和电缆。所有部件必须经过批准，电压不超过1200vdc
- -在安装期间，整个系统必须没有电压和安全断开电源。
- -必须考虑所有相关的安全规定

符合欧洲标准EN61010-1 

Mechanical Information

Material Aluminium

Measurements (W x H x D) 30x 145 x 160mm

Weight approx. 500 g

Ordering Information 

Article number 568431

Gantner Instruments 

Q.brixx XL A127
Module for Measuring Electric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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