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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Q.X系列模块

Q系列模块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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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rixx

M
od

ul
es

Q.bloxx

Q.raxx

Q.brixx

M
od

ul
es

24



        

        

          

模 块

所有模块接口多型式可选，具体请咨询厂家销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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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XL(XE) A101-2通道多功能采集模块

Q.bloxx Q.brixx Q.raxx

2 通道多功能模拟输入，电压、电流、电阻、电位计、Pt100、Pt1000、热电偶、应变信号 （可配置全桥、半桥、1/4桥），IEPE传感器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24位ADC，每通道100kHz采样率

2通道DIO，可定义输入或输出、状态、tare、触发、报警、指令

信号运算

16个虚拟运算模块、涵盖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存储、RMS、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500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模拟输入
通道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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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性 0.003 % 典型 (within 24 h)

隔离电压 500 VDC               隔离保护：通道与通道，通道与供电，
通道与总线

电压测量

输入阻抗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信噪比

电流测量
(内部分流电阻50 Ω)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电阻 / RTD 测量
电阻, 2-线

电阻, 2- 和4-线
电阻, 2- 和 4-线

Pt100, 2- 和 4-线
Pt1000, 2- 和 4-线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电位计测量
电位计阻值范围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桥路搭建模式

精度级别
传感器电阻

激励电压
测量范围

长期漂移 <0.12 µV/V / 24 h, <1.2 µV/V / 8000 h

温度影

热电偶测量

响 失调漂移 (range 2.4 mV/V): <0.2 µV/V / 10 K; 
增益漂移 <0.05 % / 10 K
类型 测量范围 冷端补偿校准后偏差 冷端补偿未校准偏差

输入阻抗 >10 MΩ

长期漂移 <0.1 °C / 24 h, <0.2°C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0.1°C / 10 K; 增益漂移<0.02% / 10 K

冷端补偿不确定性 <0.3°C

IEPE 传感器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 V ±10 mV 40 µV
±1 V ±1 mV 4 µV

激励 恒流4 mA
输入频率范围 0.5 Hz到10kHz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10 µV / 10 K; 增益漂移<0.025 % / 10 K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100 kHz (热电偶测量8 Hz)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抗混叠滤波 20 kHz

数字滤波 IIR，低通，高通，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尔（
  6，8阶），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10kHz）

平均 可配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设置

数字输入/输出
通道数 2 (每通道1 数字 I/O )

8  I/O for Q.raxx SL
反应时间 0.2 ms

输入 状态, tare, 复位

输入电压 max. 30 VDC

输入电流 max. 0.5 mA

上限阈值 >10 V ( )

下限阈值 <2.0 V ( )

输出 状态，报

高
低
警

负载 30 VDC / 100 mA (ohmic load)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60 V ±15 mV 7.2 µV
±10 V ±2 mV 1.2 µV
±1 V ±0.2 mV 120 nV
±100 mV ±20 µV 12 nV
>10 MΩ (量程 ±10 V > 1 MΩ; 量程 ±60 V > 3 MΩ)
<20 µV / 24 h; < 200 µV / 8000 h

 失调漂移 增益漂移 <50 µV / 10 K;  <0.01 % / 10 K
> 90 dB at 1 kHz; >120 dB at 1 Hz; range ±1 V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25 mA ±5 µA 3.0 nA
<0.5 µA / 24 h, <5 µA / 8000 h

到

到

；增益漂移失调漂移 < 0.025% / 10 K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0 kΩ ±100 Ω 12 mΩ
4 kΩ ±1 Ω 0.5 mΩ
400 Ω ±0.1 Ω 48 µΩ
-200  +850°C ±0.25°C 0.2 m°C
-200 +850°C ±1°C 0.2 m°C
<0.01°C / 24 h; <0.1°C / 8000 h
失调漂移 <10mΩ / 10k；增益漂移 0.025%/10k

相对测量
1 kΩ 到 10 kΩ
<0.01 % / 24 h, <0.1 % / 8000 h

失调漂移 增益漂移(range 1): <0.0001 / 10 K; <0.02 %/10 K
全桥半桥（5/6线），1/4桥(使用补偿接
头，3线)

 

0.05
>100 Ω

2.5 VDC 标称
±2.4 mV/V ±20 mV/V ±500 mV/V

Type B 400°C to 1820°C < ±1.5 °C    < ±2.5°C    

Type E, J, K -100 to 1000°C < ±0.7°C    < ±1.2°C    

Type E -270°C to 1000°C < ±1°C    < ±1.2°C    

Type K -270°C to 1372°C < ±1°C    < ±1.2°C    

Type L -200°C to 900°C < ±0.7°C    < ±1.2°C    

Type N -100°C to 1000°C < ±0.7°C    < ±1.2°C    

Type N -270°C to 1300°C < ±1°C    < ±1.2°C    

Type R, S -50°C to 1768°C < ±1.2°C < ±1.5°C    

Type T, U -100°C to 400°C < ±0.7°C < ±1.2°C    

Type T -270°C to 400°C < ±1°C    < ±1.2°C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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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
通道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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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性 0.003 % 典型 (within 24 h)

隔离电压 500VDC隔离保护：通道间，通道与供电，通道与总线

电压测量 量程 最大偏离 分辨率
±10 V ±2 mV 40 µV
±1 V ±0.2 mV 4 µV
±100 mV ±20 µV 0.4 µV

输入阻抗 >10 MΩ (量程 ±10 V = 1 MΩ)
长期漂移 <10 µV / 24 h; <25 µV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50 µV / 10 K; 增益漂移<0.02 % / 10 K

信噪比 >90 dB at 1 kHz; >120 dB at 1 Hz; range ±1 V

电流测量 
(内部分流电阻 50 Ω)

量程 最大偏离 分辨率
±25 mA ±6 µA 0.1 µA

长期漂移 <0.5 µA / 24 h; <5 µA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0.1 µA / 10 K; 增益漂移 <0.02 % / 10 K

桥路测量
精度等级 0.05

传感器类型 全桥, 半桥 (5/6 线), 1/4桥（使用补偿接头，3线）
旁路电阻 100 kΩ

激励电压 10.0 V 5.0 V 2.5 V 1.0 V

传感器阻值 >300 Ω >100 Ω >80 Ω >50 Ω

测量范围 ±100 mV/V ±200 mV/V ±500 mV/V ±1000 mV/V
±25 mV/V ±50 mV/V ±100 mV/V ±200 mV/V
±2.5 mV/V ±5 mV/V ±10 mV/V ±20 mV/V
±1 mV/V ±2.5 mV/V ±5 mV/V ±10 mV/V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range 2.5 mV/V):<0.2 µV / V/10 K; 增益漂移:<0.05% / 10 K

IEPE 传感器测量 量程 最大偏离 分辨率
±10 V ±10 mV 40  µV

激励 恒流4 mA

最小输入频率 2 Hz

频率限制 10 kHz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10 µV / 10 K; 增益漂移<0.025 % / 10 K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19 位
采样率 100 kHz

转换方式 SAR (逐次逼近)
抗混叠滤波 20 kHz

数字滤波 IIR, 低通, 高通, 带通, 巴特沃斯或贝塞尔 ( 2，4，6，
8阶) , 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10kHz）

平均 可配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设置

模拟输出
精度 0.02 %

输出类型 电压或电流可调
DAC 分辨率 16 位
输出更新率 100 kHz

输出电压 ±10 VDC
允许负载电阻 >2 kΩ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2 mV / 10 K; 增益漂移<0.05 % / 10 K

噪声电压 <10 mV at 1 kHz; <2 mV at 10 Hz

长期漂移 <1 mV / 24h; <2.5 mV / 8000 h

输出电流 0 到 20 mA
允许负载 <400 Ω

负载影响 精度 （100 Ω）: ±4mA; 增益漂移<0.25 µA / Ω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4 µA / 10 K; 增益漂移 0.05 % / 10 K

电流噪声 <20 µA at 1 kHz; <4 µA at 10 Hz

长期漂移 <2 µA / 24h; <5 µA / 8000 h

数字输入/输出
通道数 4 通道输入, 2 通道输出, 一个485接口用于控制M108

响应时间: 0.2ms

输入 状态, tare, 复位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XL(XE) A102-1通道多功能采集/输出模块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1 通道模拟输入
桥路测量（全桥，半桥，1/4桥）, IEPE传感器, 电压, 电流 
1 通道模拟输出
±10 V电压信号；0-20mA电流信号；100kHz更新率
高精度模数转换
19 位 ADC - SAR (无时间延迟), 100 kHz 采样率
4通道数字输入，2通道数字输出
状态，触发，tare，报警，指令
额外RS485总线接口用于控制多路复用开关，支持8通道，
16通道或24通道的分断，动作频率为10Hz
4通道数字输入,2通道数字输出
状态，触发，tare，报警，指令
3向隔离保护
500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27



模拟输入
通道数 8

精度 0.01 % 典型, 0.025 % 在可控环境¹, 0.05 % 在工业环境²
线性误差 0.01 % 典型
重复性 0.003 % 典型 (within 24 h)

隔离电压 100 VDC 通道间隔离，500VDC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3

电压测量 量程 最大偏离 分辨率
±10 V ±2 mV 40 µV

输入阻抗 >1 MΩ 

长期漂移 <50 µV / 24 h; < 500 µV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50 µV / 10 K;  增益漂移  <0.025 % / 10 K

信噪比 >100 dB at 100 Hz; >120 dB at 1 Hz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位
采样率 100 Hz /通道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抗混叠滤波 20 Hz     
数字滤波 IIR, 低通, 高通, 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尔（2、4、6、8阶），频率范围软件可调（0.1Hz~10kHz）

平均 可配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设置

数字输入/输出
通道数 4, 2 通道数字输入和2通道数字输出
输入 状态, tare, 复位

输入电压 max. 30 VDC

输入电流 max. 0.5 mA

上限阀值 >10 V (高)
下限阀值 <2.0 V (低)

输出 状态, 报警
负载 30 VDC / 100 mA (ohmic load)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XL(XE) A103-8通道电压采集模块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8 通道隔离输入

电压信号（差分输入）；电流信号（通过分流电阻）；

高精度模数转换

24 位 ADC, 采样率每通道100 Hz

数字量，2DI，2DO 

输入 : 状态 , tare, 存储器复位      

输出 : 状态 , 报警 , 阀值

信号运算

虚拟运算模块，涵盖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存储，RMS，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100 VDC通道间隔离 ，500VDC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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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
通道数 8   
精度 0.01 % 典型; 0.025 % 在可控环境下¹; 0.05 % 工业环境下²

3

线性误差 0.01 % 典型
重复性 0.003 % 典型 (within 24 h)

输入阻抗 >10 MΩ

隔离电压 100VDC通道间隔离，500VDC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电压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80 mV ±10 µV 10 nV

长期漂移 <1 µV / 24 h;  <10 µV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20 µV / 10k；增益漂移 0.02%/10k

信噪比 >100 dB at 100 Hz

热电偶测量
(在抗工频干扰功能启动后仍有效)

长期漂移 <0.025°C / 24 h; <0.05°C / 8000 h

温度影响 ( K型) 失调漂移 <0.05°C / 10k；增益漂移：0.02%/10k

冷端补偿不确定度 <0.3°C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100Hz/ch（快速模式）；10Hz/ch（去除60Hz工频干扰模式）；6Hz/ch（去除50Hz工频干扰模式）
数字滤波器

平均
IIR，低通，高通，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尔（2，4，6，8阶），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10kHz）

可配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设置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XL(XE) A104-8通道热电偶/低电压采集模块

Type B 400°C to 1820°C < ±1.5 °C    < ±2.5°C    

Type E, J, K -100 to 1000°C < ±0.5°C    < ±1°C    

Type E -270°C to 1000°C < ±0.8°C    < ±1°C    

Type K -270°C to 1372°C < ±0,8°C    < ±1°C    

Type L -200°C to 900°C < ±0.5°C    < ±1°C    

Type N -100°C to 1000°C < ±0.5°C    < ±1°C    

Type N -270°C to 1300°C < ±0.8°C    < ±1°C    

Type R, S -50°C to 1768°C < ±1°C < ±1.5°C    

Type T, U -100°C to 400°C < ±0.5°C < ±1°C    

Type T -270°C to 400°C < ±0.8°C    < ±1°C    

类型 测量范围 冷端补偿校准后偏差 冷端补偿未校准偏差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8通道模拟量输入

热电偶，支持热电偶类型：B/E/J/K/L/N/R/S/T/U         

低电压信号（±80mV）

高精度数字化

24bit ADC, 100Hz/ch, 隔绝50/60Hz工频干扰

自动线性化修正

热电偶开路侦测

可自动侦测热电偶损毁，断路，或失效

3向隔离保护

100VDC通道间隔离；500VDC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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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XE) A105-4通道温度(RTD)/电阻信号采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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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线性误差 0.01 % 典型
重复性 0.003 % 典型 (within 24 h)

隔离电压 500VDC隔离：通道间，通道与供电，通道与总线

传感器激励 Pt100: 1 mA (500 µA 有效), Pt1000: 100 µA (50 µA 有效)
输入阻抗 470 MΩ

 Pt100测量
量程 -200°C ~ +350°C

精度 ( 制线-4 ) 0.05°C

分辨率 0.0001°C

温度影响 0.02°C/10 K

长期漂移 0.02°C/24 h, 0.05°C/8000 h

量程 -200°C ~  +850°C

精度 (4 线制 ) 0.08°C

分辨率 0.0001°C

温度影响 0.04°C/10 K

长期漂移
P1000测量 

量程 -200°C ~ +850°C

精度 (4 线制 ) 0.1°C

分辨率 0.0005°C

温度影响 0.1°C/10 K

长期漂移 0.05°C/24 h, 0.4°C/8000 h

电阻测量400 Ω
量程 0 Ω ~  400 Ω

精度 (4 线制) 0.015 Ω

分辨率 0,0002 Ω

温度影响 0.01 Ω/10K

长期漂移 10 mΩ/24 h, 20 mΩ/8000 h

电阻测量4000 Ω
量程 0 Ω ~  4000 Ω

精度 (4 线制) 0.4 Ω

分辨率 0.002 Ω

温度影响 0.01 Ω/10K

长期漂移 100 mΩ/24 h, 1500 mΩ/8000 h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10 kHz, 通过平均降低至 10 Hz
数字滤波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IIR、低通、高通、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
尔（2、4、6、8阶），频率范围软件可设
置（0.1Hz~10kHz）

 

 

 

 

  

4通道模拟输入
支持Pt100, Pt1000温度电阻；
阻值范围0~400/4000欧姆（3线或 4线制连接） 
高精度温度测量

最大偏差 0.05°C,温漂 0.02/10K 
传感器激励

Pt100: 1 mA, Pt1000: 100 µA
高精度数字化 

24 位 ADC,  采样率10 Hz 每通道 
信号运算

虚拟运算模块，涵盖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RMS、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 ＜

＜ ＜

＜ ＜

＜0.02°C/24 h,  0.1°C/8000 h＜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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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
通道数 2  
精度 0.02 % 

0.02 %典型

典型; 0.05 % 在可控环境下¹; 
0.1 % 在工业环境下²

重复性
线性误差

0.001 % 典型 (within 24 h)
输入阻抗 >10 MΩ
隔离电压

桥路类型

传感器最大线长

分流电阻
桥路激励

桥路激励稳定度
桥路激励漂移

500 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全桥（4/6线）

长期稳定性 <0.1  µV/V/ 24hrs
温漂（量程2.5mV/V) 失调漂移<0.2  µV/V / 10k

信噪比 <0.3 µV/V at 10 Hz

<1 µV/V/ 8000hrs
增益漂移<0.05%/10K
<1 µV/V at 100 Hz

长期稳定性 <0.2  µV/V / 24hrs (直流激励）
<0.1 µV/V /24hrs (交流激励）

温漂（量程2.5mV/V) 失调漂移<0.2 µV/V/10K
信噪比 <0.3 µV/V at 10Hz

<2  µV/V / 8000hrs (直流激励）
<1 µV/V /8000hrs (交流激励）

增益漂移<0.05%/10K
<1µV/V at 100Hz

半桥（3/5线）
1/4桥120Ω或350Ω（3线，需桥路补偿端子）
<300米（直流和600Hz交流激励）
<100米（4.8kHz交流激励）
100kΩ内置
2.5-5VDC
2.5-5Ve�(交流）
<0.01%/24hrs
<0.02%/10K

输入量程 ±1.25mV/V
±2.5mV/V
±25mV/V
±50mV/V
±100mV/V
±200mV/V
±500mV/V

传感器连接 4/6线
传感器激励（可选） 5Ve�
可接传感器阻值 >300Ω
可接传感器线长 <100米

2.5Ve�
>100Ω

±2.5mV/V
±5mV/V
±50mV/V
±100mV/V
±200mV/V
±400mV/V
±1000mV/V

3

传感器激励 (可选) DC: 5 VDC CF: 5 Ve DC: 2.5 VDC CF: 2.5 Ve

允许传感器阻值 >300 Ω >300 Ω >100 Ω >100 Ω

量程 ±1.25 mV/V ±1.25 mV/V ±2.5 mV/V ±2.5 mV/V
±2.5 mV/V ±2.5 mV/V ±5 mV/V ±5 mV/V
±25 mV/V ±25 mV/V ±50 mV/V ±50 mV/V
±50 mV/V ±50 mV/V ±100 mV/V ±100 mV/V
±100 mV/V ±100 mV/V ±200 mV/V ±200 mV/V
±200 mV/V ±200 mV/V ±400 mV/V ±400 mV/V
±500 mV/V ±500 mV/V ±1000 

mV/V
±1000 
mV/V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0 bit

采样率 20kHz/ch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抗混叠滤波 2 kHz, 3rd order
（DC激励）

1 kHz, 3rd order 
(4.8 kHz交流激励)

100 Hz, 3rd order 
(600Hz交流激励)

数字滤波 IIR,低通,高通,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尔(2,4,6,8阶),
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10kHz）

平均 根据选择的采样率自动配置或手动输入

模拟输出
通道数 2 
精度 0.02 %

 输出电压 ±10 VDC

允许负载电阻 >2 kΩ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1mV/10K;  增益漂移<0.05%/10K

噪声电压 <10 mV at 1 kHz; <2 mV at 10 Hz

长期漂移 <1 mV / 24h; <2.5 mV / 8000 h

数字输入/输出
通道数 4 (可配置DI/DO)  
输入 状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接触器类型
负载能力

 30 VDC Max

输入电路 PNP(漏电流)
上限阈值 >10 V (高)
下限阈值 <2.0 V (低)

10~30VDC ( 需要外接电源 )
常开漏极P型MOSFET

30VDC/100mA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2 通道模拟输入
应变和桥路 (全桥, 半桥, 1/4桥),  LVDT, RVDT
直流和交流激励
直流激励电压：2.5VDC/5VDC
交流激励电压：2.5VDCe�/5VDCe� 
载频：600Hz/4800Hz每通道可选
2 通道模拟输出
电压 ±10 V, 20 kHz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 
24 位ADC, 采样率20 kHz 每通道
4 通道数字 I/O
输入: 状态, 存储器复位    输出: 状态, 报警, 阀值
信号运算
虚拟运算模块,涵盖 线性化, 数字滤波器, 平均值, 比例运算,Max/Min,  RMS, 数字运算, 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桥路测量

LVDT/RVDT测量

通道应变/LVDT/RVDT采集模块

Q.bloxx Q.brixx Q.raxx

XL(XE) A106-2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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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通道
通道数 4 
精度 0.01 % 典型

0.02 % 在可控环境下¹
0.05 % 在工业环境下²

3

线性误差 0.01 % 典型
重复性 0.003 % 典型(within 24 hrs)

隔离电压 500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电压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 V ±2 mV 1.2 µV
±1 V ±0.2 mV 120 nV
±100 mV ±20 µV 12 nV

输入阻抗 >100 MΩ

电流测量 
(内部电阻 50 Ω)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25 mA ±5 µA 3 nA

长期漂移 <0.5 µA / 24 h; <5 µA / 8000 h

温度影响 增益漂移
<1 µA / 10 K <0.03 % / 10 K

电阻 / RTD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电阻, 2-线 100 kΩ ±100 Ω 12 mΩ

电阻 测量
信噪比

电阻, 2线3线4线
Pt100, 2线3线4线
Pt100, 2线3线4线

4 kΩ ±1 Ω 0.5 mΩ
400 Ω ±0.1 Ω 48 µΩ
-200 ~  
+850°C

±0.25°C 0.2 m°C

Pt1000, 2  和 4 线 -200 ~
+850°C

±1°C 0.2 m°C

长期漂移 <10 m Ω / 24h; <100 m Ω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1kΩ ~10kΩ

; 
<0.03 % / 10 K
<100mΩ/ 10 K

增益漂移
电位计测量
电阻范围
长期漂移 <0.02 % / 24 h, <0.2 % / 8000 h

传感器激励 640 µA(<4kΩ); 15µA(>4kΩ)

长期稳定性 输入范围 24hrs 8000hrs
±10 V
±1 V 
±100 mV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0.0001 /10 K; 
增益漂移<0.03 % / 10 K

失调漂移: <0.2µV/v/10 K
增益漂移:<0.05 % / 10 K

桥路测量
精度等级 0.05

桥路类型 全桥, 4-线连接, 半桥和1/4桥使用补偿接头，3线连接
传感器电阻 >100 Ω

供电 2.5 V 

量程 ±2.5 mV/V ±50 mV/V ±500 mV/V

温度影响

长期漂移 <0.12µV/V/24h;  <1.25µV/V/8000h;  

热电偶测量

 

 
输入阻抗 >10MΩ

长期漂移 < <0.1 °C / 24 h;  0.2 °C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0.2°C / 10K; 
增益漂移<0.025% / 10 K

冷端补偿不确定度 <0.3°C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20 kHz, (热电偶测量10 Hz)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XL(XE) A107  -4通道多功能采集模块

<200 µV
<20 µV

<2 µV

<2000 µV
<200 µV

<20 µV

温度漂移 输入范围 失调漂移 增益漂移
±10 V
±1 V 
±100 mV

>90 dB at 1 kHz             >120 dB at 1 Hz

<500 µV/10K <0.01 % / 10 K
<0.01 % / 10 K
<0.01 % / 10 K

<50 µV/10K
<5 µV/10K

4 通道模拟输入

电压, 电流, 电阻, 电位计, Pt100, Pt1000, 热电偶, 桥路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      

24bit ADC，采样率20KH/ch

信号运算

虚拟运算模块，涵盖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RMS,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失调漂移

Type B 400°C to 1820°C < ±1.5 °C

Type E, J, K -100 to 1000°C < ±0.7°C

Type E -270°C to 1000°C < ±1°C

Type K -270°C to 1372°C < ±1°C

Type L -200°C to 900°C < ±0.7°C

Type N -100°C to 1000°C < ±0.7°C

Type N -270°C to 1300°C < ±1°C

Type R, S -50°C to 1768°C < ±1.2°C

Type T, U -100°C to 400°C < ±0.7°C

Type T -270°C to 400°C < ±1°C

类型 测量范围 冷端补偿后偏差4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4 speci�cations are only valid with mains frequency rejection enabled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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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
通道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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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性 0.003 % 典型 (within 24 h)
隔离电压 500 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3

电压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

±200V

10 V ±2 mV 1.5 µV
长期漂移 <50 µV / 24 hrs; <200 µV / 8000 hrs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200 µV / 10k ；增益漂移 100ppm/10k
信噪

过压保护
比 >100 dB at 100 Hz; >120 dB at 1 Hz

模拟 / 数字  -  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20 kHz 每通道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抗混叠滤波 2 kHz  

数字滤波 IIR,低通,高通,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尔(2,4,6,8阶),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10kHz)
平均 根据选择的采样率自动配置或手动输入

数字输入 / 输出
通道数 4:2 数字输入, 2 数字输出

输入 状态, tare, 重置
输入电压  30VDC Max 
上限阈值 >10 V (高)
下限阈值
输出电压

接触器类型
负载

10~30VDC（需要外接电源）

30VDC/100mA
常开漏极P型MOSFET

<2 V (低)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XL(XE) A108-8通道电压采集模块

8 模拟通道输入

差分电压, 电流（通过分流电阻）

高精度模数转换

24 位 ADC, 采样率20kHz/ch 

数字IO：  2DI + 2DO

 状态, 触发, 复位, 报警, 指令

信号运算

虚拟运算模块、涵盖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存储、RMS、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500VDC通道间， 通道对供电， 通道对总线隔离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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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模拟输出及数字IO模块

模拟输出 边沿计数
通道数 4

精度 0.02 %

输出类型 电压和电流输出可设置
隔离电压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输出电压 ±10 VDC

允许负载电阻 >2 kΩ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2 mV / 10 K; 增益漂移 <0.05 % / 10 K
电压噪声 <10 mV at 1000 Hz; <2 mV at 10 Hz

长期漂移 <1 mV / 24hrs; <2.5 mV / 8000 hrs

输出电流 0…20 mA

允许负载 <400 Ω

负载影响
 

<0.1 µA / Ω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4 µA / 10 K; 增益漂移 <0.05 % / 10 K

电流噪声 <20 µA at 1000 Hz; <4 µA at 10 Hz

长期漂移 <2 µA / 24 hrs; <5 µA / 8000 hrs

数字/模拟-转换
分辨率 16 bit

采样率 100 kHz/ch 
响应时间 3 µs

数字输入
通道 4

逻辑电平 TTL或24VDC

TTL逻辑电平阈值 0.8VDC(逻辑低),3VDC(逻辑高)

输入电路类型  PNP(电流漏)

输入电压  30VDC max.

 2mA  max 输入电流
隔离电压 500 VDC通道间，通道与供电，通道与总线 

数字输入功能
状态

响应时间 10 µs

频率测量
方法 基于时钟 (时长测量和脉冲计数相结合）, 甄别

旋转方向(0°, 90°正交旋转编码)
频率范围 0.1 Hz~   1 MHz

时基 0.001 ~  1 s

参考时基频率 48 MHz

分辨率
精度 0.01%(时基>1ms)

运行模式  - 加减计数（需要两通道联合以实现加减计数）
- 正交编码计数（需要两通道联合以实现转向转速计数）
- 零位开始正交编码计数及清零/触发使能（需要三通道资源）

计数器频率 1MHz
分辨率  21ns
精度 0.01% （时基>1ms）

0.01% （时基>1ms）

PWM 测量
输入频率 0.1 Hz ~   1 MHz

分辨率 21 ns

精度

数字输出
通道数 4

输出电压

隔离电压

12~30VDC,需要外部供电

负载 30 VDC/500 mA (ohmic Load)
500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数字输出功能
状态

响应时间 >0.5 A: 10 µs;  >0.1 A: 100 µs;  <0.1 A: 1000 µs

频率输出
频率范围 0.1 Hz ~   1 kHz / 10 kHz （取决于负载）

0.1 Hz ~   1 kHz / 10 kHz （取决于负载）

精度 0.1 %

分辨率 1 µs

PWM 输出
频率范围

精度 0.1 %

分辨率 1 µs

1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4通道模拟输出：电压（±10V  ）或电流（0~20mA），可针对通道分别设置
DAC-分辨率 16bit-100kHz 每通道
模拟信号动态输出
数字逻辑4输入/4输出
输入可定义为2路计数输入，2路频率测量或2路PWM输入
输入出可定义为4路频率输出，4路PWM输出或4路静态状态输出
频率测量
最高频率可达1MHz，具备转向侦测功能
计数器-加减计数，正交计数器（带参考零位识别），高达1MHz
PWM 输入-测量占空比和频率 
3向隔离保护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21ns

1

Q.bloxx Q.brixx Q.raxx

XL(XE) A109-4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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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道模拟输入

电压信号，IEPE

输入范围

±100mV，±1V，±10V

高精度数字化

24bit ADC，采样率100kHz/ch

信号运算

虚拟运算模块，涵盖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RMS，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模拟输入
通道数 4

精度 0.01 % 典型; 0.025 % 在可控环境下; 0.05 % 在工业环境下²
线性误差 0.01 % 典型

重复性 0.003 %典型 (within 24 h)
隔离电压 500 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电压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 V ±2 mV 1.2 µV >1 MΩ

>1MΩ

>1MΩ

>1 MΩ

>1 MΩ

>1 MΩ

±1 V ±0.2 mV 120 µV
±100 mV ±20 µV 12 µV

输入阻抗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信噪比 >90 dB at 1 kHz; >120 dB at 1 Hz

 IEPE 传感器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 V ±10 mV 40 µV
±1 V ±1 mV 4 µV
±100 mV ±0.1 µV 0.4 µV

输入阻抗

传感器激励 恒流4 mA
测量频域 0.5Hz ~ 20kHz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10 µV / 10 K; 

<20 µV / 24h,<200 µV / 8000h

增益漂移<0.025 % / 10 K

失调漂移 <50 µV / 10 K; 增益漂移 <0.01 % / 10 K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100kHz/ch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抗混叠滤波 2 0kHz

数字滤波  IIR, 低通, 高通, 带通, 巴特沃斯或贝塞尔( 2, 4, 6, 8阶), 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20kHz)

平均 可配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设置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XL(XE) A111-4通道IEPE传感器及电压信号采集模块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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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XE) A116-8通道应变采集模块

模拟输入

模拟/数字-

1 according to EN 61326 2006:appendix B
2 according to EN 61326 2006: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通道数
精度

线性误差
输入抗阻
隔离电压

分辨率
采样率

转换方式
抗混叠滤波
数字滤波

平均

桥路类型

精度等级
桥路补偿电阻
电阻温度系数

输入量程

长期稳定性
温度影响

噪声

8
0.02%典型

0.05%在可控环境下
0.1%在工业环境下
0.01%典型（within 24h)

>10MΩ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24-bit
20kHz每通道
sigma-delta

1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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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Hz
可设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调整

全桥（4/6线）
半桥（3/5线）
1/4桥（3线、带线阻补偿）
0.05
每通道120Ω 或350Ω可选（其他阻值可定制）
0.05ppm/k
全桥±2.5mV/V 或±10mV/V

半桥±2.5mV/V 或±10mV/V
1/4桥±1mV/V 或±10mV/V（±2000µm/m或±20000µm/m k=2）

全桥300m

半桥300m
1/4桥100m

<0.3µV/V (at 10Hz)

每通道2VDC或4VDC可选

<0.2µ  V/V /24hrs
失调漂移<0.5  µV/V/10k

<2  µV/V /8000hrs
失调漂移<0.05%/10k

   

模拟输入

8 通道桥路模拟输入 

全桥、半桥、1/4桥，每通道可单独设置

输入量程程控可调，以达到最佳信噪比 

  高精度模数转换

24位ADC, 采样率20 kHz 每通道 

领先的线阻补偿技术

在线持续监测线阻变化并进行补偿

每通道分流标定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拟/数字-模 转换

应变测量

桥路激励
每通道可单独设置

传感器最大线长

1
2

3

（Q.raxx SL系列为32通道）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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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L(XE) A121-2通道高隔离多功能采集模块

2 通道多功能模拟输入，电压、电流、电阻、电位计、Pt100、应变信号 （全桥、半桥、1/4桥），IEPE传感器，隔离电压1200VDC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24位ADC，每通道100kHz采样率

信号运算

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存储、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隔离电压 1200 VDC / 848 VACrms

电压5 kVDC 可加载1 分钟以上

等级

1000 V CAT II 和 600 V CAT III

模拟输入
通道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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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VDC通道间，通道对电源，通道对总线隔
离 3

电压测量

输入阻抗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信噪比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 V ±2mV 1.2 µV
±1 V ±0.2 mV 120 µV
±1 00mV ±20 µV 12 nV

±20 µV 12 nV
>10 MΩ
<20 µV / 24 h; < 200 µV / 8000 h

 失调漂移: 增益漂移 <50 µV / 10 K;  : <0.02 % / 10 K
>100dB at 100Hz

电流测量
(内部分流电阻50 Ω)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电阻 / RTD测量

电阻, 2-线
电阻, 2- 和4-线
电阻, 2- 和 4-线

Pt100, 2- 和 4-线
Pt1000, 2- 和 4-线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电位计测量
电位计阻值范围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25 mA ±5 µA 3.0 nA
<0.5 µA / 24 h, <5 µA / 8000 h

到

到

；增益漂失调漂移 移 < 0.025% / 10 K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0 kΩ ±100 Ω 12 mΩ
4 kΩ ±1 Ω 0.5 mΩ
400 Ω ±0.1 Ω 48 µΩ
-200  +850°C ±0.25°C 0.2 m°C
-200 +850°C ±1°C 0.2 m°C
<0.01°C / 24 h; <0.1°C / 8000 h

失调漂移<10mΩ / 10k；增益漂移<0.025%/10k

1 kΩ 到 10 kΩ
<0.01 % / 24 h, <0.1 % / 8000 h

失调漂移 <0.0001 / 10 K;增益漂移<0.02 %/10 K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0.12 µV/V / 24 h, <1.2 µV/V / 8000 h
失调漂移: <0.2 µV/V / 10 K; 增益漂移：
<0.05 % / 10 K

IEPE 传感器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 V ±10 mV 40 µV
±1 V ±1 mV 4 µV

激励 恒流4 mA
输入频率范围 0.5 Hz到10kHz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10 µV / 10 K; 增益漂移<0.025 % / 10 K

2，4，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100 kHz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抗混叠滤波器 20 kHz

数字滤波器 IIR，低通，高通，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尔（
  6，8阶），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10kHz）

平均 可配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设置

桥路搭建模式

精度级别
传感器电阻
激励电压
测量范围

 

0.05
>100 Ω

2.  CDV 5
 ±2.5mV/V  ±5mV/V  ±10mV/V  ±25mV/V  ±500mV/V
标称

全桥半桥（5/6线），
1/4桥（3线）需补偿端子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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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XE) A123-4通道高隔离低电压采集模块

模拟输入

模拟/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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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数
精度

线性误差
重复度
隔离电压

分辨率
采样率

转换方式
抗混叠滤波
数字滤波

平均

输入阻抗
温度测量

过压保护
信噪比

4
0.01%典型

0.025%在可控环境下
0.05%在工业环境下
0.01%典型

0.003%典型（within 24h)

>10MΩ

>100dB at 100Hz

12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

24-bit
100kHz
sigma-delta

2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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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设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调整

量程
±10V
±1V
±100mV

最大偏差
±2mV
±200µV
±20µV

分辨率
1.2µV
120nV
12nV

失调漂移
<200  µV/V/10k（量程±10V）

增益漂移
<0.01%/10K

<50  µV/V/10k（量程±1V）
<50  µV/V/10k（量程±100mV）

100VDC持续 500VDC max.100ms

<50µ  V /24h
<200µ  V /8000h

量程±10V
<10µ  V /24h
<40µ  V /8000h

量程±1V和±100mV

 

模拟输入

拟/数字-模 转换

电压测量

长期稳定性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4 通道高隔离输入 

电压 量程 100 mV, 1 V, 10 V 

信号运算

16 个虚拟运算通道, 涵盖线性化, 数字滤波器, 平均值, 比例运算, min/max 存储, 

RMS, 数学运算, 报警等功能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

24 bit ADC, 采样率100 kHz 每通道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隔离电压 1200 VDC / 848 VACrms

电压5 kVDC 可加载1 分钟以上 

等级

1000 V CAT II 和600 V CAT III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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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XE) A124-4通道高隔离热电偶采集模块

Q

4 通道隔离模拟输入 
特别适用于非绝缘热电偶
内置冷端补偿
信号运算
数字虚拟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 min/max 存储, RMS, 数学运算, 报警
动态线性化
根据不同热电偶类型优化内部插值点，支持热电偶类型：B,E,J,K,L,N,R,S,T,U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
24 bit ADC, 采样率20kHz 每通道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隔离电压 1200 VDC / 848 VACrms
电压5 kVrms可加载1 分钟以上 
等级
1000 V CAT II 和600 V CAT III 

模拟输入
通道数
精度

线性误差
重复度
隔离电压

分辨率
采样率

转换方式
抗混叠滤波
数字滤波

平均

输入阻抗
长期漂移

4
0.01%典型

0.025%在可控环境下
0.05%在工业环境下
0.01%典型

0.003%典型（within 24h)

>100MΩ

12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

24-bit
20kHz
sigma-delta

10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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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设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调整

类型
Type B
Type E,J,K
Type E
Type K
Type L
Type N
Type N
Type R,S
Type T,U
Type T

-270℃ to 1000℃
-200℃ to 900℃
-100℃ to 1000℃
-270℃ to 1300℃
-50℃ to 1768℃
-100℃ to 400℃
-270℃ to 400℃

<±0.8℃
<±0.5℃
<±0.5℃
<±0.8℃
<±1℃
<±0.5℃
<±0.8℃

量程
400℃ to 1820℃
-100℃ to 1000℃
-270℃ to 1000℃

偏差
<±1.5℃
<±0.5℃
<±0.8℃

<0.5℃/24h <0.5℃/8000h

增益漂移

<0.02℃/10K
<0.5℃

 

模拟输入

拟/数字-模 转换

热电偶测量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0.025%/10K

冷端补偿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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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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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XE) A127-4通道高隔离电压/电流采集模块 

 

4 通道高隔离电压输入 
2通道用于高压测试
量程±40V、±120V、±400V、±1200V
2通道通过分流电阻或传感器用于电流测试
量程±80mV、±240mV、±800mV、±2400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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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隔离电压 1200 VDC / 848 VACrms
电压5 kVDC 可加载1 分钟以上 
等级
1000 V CAT II 和600 V CAT III 

模拟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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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anent

通道数
精度

线性误差
重复度
隔离电压

分辨率
采样率

转换方式
抗混叠滤波
数字滤波

平均

长期漂移

偏差
通道1和3

温度影响

4
0.01%典型

0.025%在可控环境下
0.05%在工业环境下
0.01%典型

0.003%典型（within 24h)
12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

24-bit
100kHz
sigma-delta

2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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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设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调整

量程
±1200V
±400V
±120V
±40V

最大偏差
±300mV
±100mV
±30mV
±10mV

分辨率
6mV

200µV

2mV
600µV

失调漂移
<50mV/10k

增益漂移
<0.025%/10K

<50µV/10k <0.02%/10K

<10mV /24h <100mV /8000h

长期漂移

偏差
通道2和4

温度影响

量程
±2400mV
±800mV
±240mV
±80mV

最大偏差
±600µV
±200µV
±60µV
±20µV

分辨率
12µV

0.4µV

4µV
1.2µV

失调漂移 增益漂移

<20µV /24h <200µV /8000h

 

模拟输入

拟/数字-模 转换

电压测量

电流测量（通过分流电阻）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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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L(XE) A128-4通道高隔离高电压采集模块 

4 通道高隔离电压输入 

量程±40V、±120V、±400V、±1200V

信号运算

16 个虚拟运算通道, 涵盖线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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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隔离电压 1200 VDC / 848 VACrms

电压5 kVDC 可加载1 分钟以上 

等级

1000 V CAT II 和600 V CAT III 

模拟输入

模拟/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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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anent

通道数
精度

线性误差
重复度
隔离电压

分辨率
采样率

转换方式
抗混叠滤波
数字滤波

平均

偏差

输入阻抗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信噪比

4
0.01%典型

0.025%在可控环境下
0.05%在工业环境下
0.01%典型

0.003%典型（within 24h)

>10MΩ

>100dB at 100Hz

12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

24-bit
100kHz
sigma-delta

2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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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设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调整

量程
±1200V
±400V
±120V

最大偏差
±300mV
±100mV
±30mV

分辨率
6mV
2mV
600µV

±40V ±10mV 200µV

失调漂移

<10mV/20h

增益漂移

<100mV/8000h

<50mV/10k <0.025%/10k

 

模拟输入

拟/数字-模 转换

电压测量

1
2

3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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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XE) A146-16通道应变采集模块

模拟输入

模拟/数字-

1 according to EN 61326 2006:appendix B
2 according to EN 61326 2006: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通道数
精度

线性误差
输入抗阻

分辨率
采样率

转换方式
抗混叠滤波
数字滤波

平均

桥路类型
精度等级

桥路补偿电阻
电阻温度系数

输入量程

长期稳定性
温度影响

噪声

16
0.02%典型

0.05%在可控环境下
0.1%在工业环境下
0.01%典型

>10MΩ

24-bit
20kHz每通道
sigma-delta

1kHz

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巴特沃斯或贝塞尔（2、4、6、8阶），频率范围0.1Hz~2kHz

可设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调整

1/4桥（3线制，带线阻补偿）

0.05
350Ω可选（其他阻值可定制）
0.05ppm/k
±1mV/V 或±10mV/V每通道（±2000µm/m或±20000µm/m k=2）

150m

<0.3µV/V (at 10Hz)

2VDC每通道

<0.5µ  V/V /24hrs
失调漂移<0.2  µV/V/10k

<2  µV/V /8000hrs
失调漂移<0.05%/10k

  

模拟输入

拟/数字-模 转换

应变测量

桥路激励
传感器最大线长

1
2

3

Q.bloxx Q.brixx Q.raxx

16 通道应变输入

桥路类型：1/4桥

高精度数字化

24-bit ADC, 采样率10 kHz 每通道

输入量程程控可调，以达到最佳信噪比

领先的线阻补偿技术

在线持续监测线阻变化并进行补偿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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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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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XE) D101-8通道数字输入/输出/频率采集模块 

状态
频率测量

脉冲计数

PWM测量（占空比）

时间测量

数字输出

数字输出功能 状态

频率输出

PWM输出

1 noise pulses up to 1000VDC,permanent up to 250VDC

Q.bloxx Q.brixx Q.raxx

通道数
逻辑电平

TTL逻辑电压阈值
24VDC逻辑电压阈值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隔离电压

8

TTL或24VDC according to IEC 61131-2，Type 1

<0.8VDC（低），>3VDC（高）
-3 to 5VDC（低）

11 to 30 VDC（高）
30 VDC max.

2 mA max.

状态

数字输入

响应时间
频率测量 方式

频率范围
时基

参考频率
精度

脉冲计数 计数频率
运行模式

10μs

Chronos通过时间测量和脉冲计数的组合进行优化，识别旋转方向（0度/90度）
0.1Hz ~1 MHz

0.001s ~ 10S

48MHz

0.01%当时基>1ms（-20℃~+60℃)
max.1Mhz

正反计数，正交编码计数，正交编码计数带参考零位和重置功能

0.1 Hz ~ 1MHz

0.01%Freq < 2 kHz,0.1% 2kHz  to 20kHz,3%>20 kHz (-20℃~+60℃)

21 ns

输入频率
精度
分辨率

测量两个边缘之间的时间，测量高时间，低时间和高/低关系功能
1μs  to 32s时间范围
21ns分辨率

PWM测量（占空比）

时间测量

8通道数
12V~30VDC输出电压
30VDC/500mA （ohmic load）负载

数字输出

>0.5A >0.1A

10μs 100μs

<0.1A

1000μs
0.1Hz to 1 kHz/10kHz 依据负载频率范围
0.1%精度
1μs分辨率

响应时间
（依据负载）

数字输出功能 状态

频率输出

0.1Hz to 1 kHz/10kHz 依据负载           频率范围
0.1%精度
1μs分辨率

PWM输出

500 VDC 组对组，组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1

8 通道数字输入， 8 通道数字输出
可配置为计数器, 频率和 PWM 
状态输入输出

过程控制

频率输入输出 
频率测量高达1 MHz (Chronos method), 频率输出高10 kHz
计数器

加减计数, 正交计数带参考零位识别和缺齿检测，高达 1MHz
PWM输入输出
测量占空比和频率，输出变量频率和/或占空比

时间测量

I/O信号（4×4I/Os）对供电对总线带隔离
隔离电压500VDC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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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入

16通道数字输入

状态，单个位或组位设置

快速响应时间

10μs每通道

3向隔离

500VDC组对组，组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逻辑电平可设

TTL或24VDC(according IEC 61131-2，Type 1)

通道数 16

操作模式 状态

逻辑电平 TTL 或 24 VDC according to IEC 61131-2, Type 1

TTL逻辑电压 < 0.8 VDC （低）

> 3 VDC （高）

24 VDC 逻辑电压 -3 to 5 VDC（低）

11 to 30 VDC（高）

输入类型 PNP (current sinking)

响应时间 10 µs

输入电压 30 VDC max.

输入电流 2 mA max.

隔离电压 500 VDC  组对组, 组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1

1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XL(XE) D104 -16通道数字输入模块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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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XE) D105-16通道数字输出模块

16 通道数字输出 

状态, 单个位或组位设置

快速响应时间 

10 µs 每通道

高负载能力

30 VDC / 500 mA, 短路验证通过 

3向隔离

500 VDC 组对组，组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数字输出

通道数 16

操作模式 状态

输出电压 12 to 30 VDC（需要外部供电）

负载 30 VDC / 500 mA (ohmic load)

10 µs (>0.5 A)

隔离电压

响应时间

500 VDC 组对组, 组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¹ 

100 µs (>0.1 A) 1000 µs (<0.1 A)

1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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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XE) D107-6通道可调数字输入/频率模块 

2 至 6个可调数字输入
通道数量依据参数设置, 可测计数器, 频率, PWM, 差分或单端
256 段阈值可调 
差分输入: -20 V ~+ 20 V 
单端输入: 0 V ~ +26 V 
频率输入 
频率测量可达1 MHz (Chronos方式), 带方向检测 
计数器

加减计数, 正交计数带参考零位识别和缺齿检测, 输入频率可达1 MHz 
PWM 输入
测量占空比和频率, 输出变量频率和/或占空比
功能组1 对功能组 2 ，组对供电，组对总线带隔离
隔离电压500 VDC 

max. 30 VDC

差分 单端

10 µs

288 MHz

正反计数、正交编码计数、正交编码计数带参考零位和重置功能

21 ns

测量两个边缘之间的时间，测量高时间，低时间和高/低关系

21 ns

2

5 VDC

<150 mA

数字输入

数字输入功能
状态

频率测量

脉冲计数

PWM测量（占空比）

时间测量

传感器激励

响应时间

方式

通道数
输入电压
输入阻抗

256 段阈值可调

隔离电压

频率范围
时基

参考频率
精度

计数深度
计数频率

运行模式

输入频率
精度

分辨率

功能
时间范围

分辨率

通道数
电压
电流

2 至 6 通道隔离输入, 差分和单端可设

20 kΩ

500 VDC 组1 对组 2 ，组对供电，组对总线隔离

-20 V~+20 V

10 kΩ

0 V ~+26 V

Chronos

0.1 Hz ~1 MHz

0.001 s ~ 10 s

0.01%  当时基> 1ms (-20°C to +60°C)

通过时间测量和脉冲计数的组合进行优化，识别旋转方向（0度/ 90度）

32-bit (±31-bit)

max 1 MHz

0.1 Hz ~1 MHz

0.01% Freq < 2 kHz, 0.1% 2 kHz to 20 kHz, 3% > 20 kHz (-20°C to +60°C) 

1 µs ~ 32 s

Q.bloxx Q.brixx Q.raxx

注：XE为EtherCA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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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85现场总线接口高达48 Mbps：本地总线，高达115.2 
Kbps：Modbus RTU，ASCII 
可连接到控制器Q.Station X

电磁兼容性符合EN61000-4和EN55011 
电源供电10...30VDC
DIN导轨安装（EN60715）

4通道电荷放大器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
24 bit ADC, 采样率100kHz每通道

面向压电传感器信号采集应用
测量范围：1,000~1,000,000 pC

信号运算
线性化，数字滤波，平均值，比例运
算，Max/Min存储，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Q.bloxx XL A141电荷采集模块

Q.Bloxx XL是Q.Series产品系列的新成员--广泛分布的理想DAQ解决方案需要更高性能和

定制传感器终端的安装。Q.bloxx XL产品是封装在模块化、可安装在DIN导轨上的外壳中，

便于在系统扩展时咬合在一起。分布上的灵活性允许高度同步的数据，连接到传感器线缆

使用更短的连接线缆使得数据传输中不会被噪音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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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程[pC]时间常数 长 [s] 短 [s]
± 1000 > 10000  1.3
± 10000 > 100000  1.3
± 100000 > 100000  123
± 1000000 > 100000  123

-20°C to +60°C
-40°C to +85°C
5 % to 95 % at 50°C, 不冷凝

技术参数

通道数
线性误差

重复度
隔离电压 

输入范围
误差

温度影响
长期漂移

漂移 
频率范围

Reset-Measure-jump
传感器最低阻抗 

分辨率 
采样率

转换方式

工作温度
储存温度
相对湿度

抗混叠滤波

数字滤波

平均 

24-bit
100kHz/ch 
Sigma-Delta 
20/2 kHz
IIR，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巴特沃斯或贝塞尔（2，4，6，8阶），频率
范围（ ，步进0.1）软件可调
可配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设置

过载
通道串扰

1000 ~ 1000000 pC
<± 1 % FSO
 < 500 ppm / 10K
 < 20 µV / 24h；  <200 µV / 8000h
 0.5pCpp
0 ‒ 20000 Hz
 <± 0.3 pC
 > 10¹¹ Ω
± 105 % FS
 < 0.5 pC

0.01 % 典型
4

0.003 % 典型(within 24 hr)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Q.bloxx XL A141电荷采集模块

模拟输入

电荷测量

模拟/数字-转换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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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1
ANSI/TIA/EIA-485-A, 2-wire

10 to 30 VDC, 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
approx.. 2 W
<0.001 %/V

所有列出的规范的有效性都要经过至少45分钟的预热期。
配置如有更改，不另行通知。

铝合金和ABS
30x 145 x 135mm
大约500 g

协议

数据格式
电气标准

供电
功耗

输入电压影响

预热时间

材料
尺寸
重量

专用本地总线（115200 bps到48 Mbps，延迟<100 ns）              
          ）spb 002511到spb 00291（IICSA

Modbus远程终端 

Q.bloxx XL A141电荷采集模块

通信接口本地总线

供电

备注

尺寸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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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ps: Modbus-RTU, ASCII

可连接到控制器  Q.station X  （（TT )E2

电磁兼容性符合RS485 现场总线接口高达 48 Mbps: 本地总线, 高达112  EN61000-4 和 EN55011

电源供电10 ... 30 VDC

DIN 导轨安装  (EN60715)

每个控制器最多连接16通道；

每通道4MHz采样率，1.7MHz带宽；

最大输入±1000VDC；

2000VDC隔离电压

与Q.station X E2或者Q.station X TE2联合使用；

高带宽

高分辨率

高电压

ICP可选。

Q.Bloxx XL是Q.Series产品系列的新成员--广泛分布的理想DAQ解决方案需要更高性能和

定制传感器终端的安装。Q.bloxx XL产品是封装在模块化、可安装在DIN导轨上的外壳

中，便于在系统扩展时咬合在一起。分布上的灵活性允许高度同步的数据，连接到传感

器线缆使用更短的连接线缆使得数据传输中不会被噪音干扰。

Q.bloxx XL boost A101高速采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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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模拟输入
Q.boost A101

输入参数

<1ns
BNC和高电压Banana接口
±2500V
±500mV,±10V,±1000V*
1 MΩ_50 pF, [10 MΩ_5 pF at ± 1000 V]*
单端（AC/DC）

（只有±500mV和±10V可以用AC）
量程 带宽

有效位数

5 kHz 50 kHz 1 MHz
± 1000 V 110 dB 104 dB 94 dB
± 10 V 115 dB 109 dB 98 dB
± 500 mV 102 dB 94 dB 82 dB

ENOB (THD + 噪声)
有效位数

串扰
输入保护

量程 dB @ 125 Hz 采样率
± 1000 V typ 15.3 Bit - 95 dB
± 10 V typ 15.6 Bit - 97 dB
± 500 mV typ 14.3 Bit - 89 dB
< - 120 dB (DC - 200kHz)
± 17.5 V @ 量程 ± 500 mV, ± 10 V
± 2000V @ 量程 ± 1000 V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 Optional specifications marked with *

2通道模拟输入：
-每通道4MHz采样率//24位模数转换
-±500mV，±10V AC/DC
-±1000VDC
-ICP/IEPE 4mA供电；
-电荷输入
-脉冲/脉冲计数-输入精度1.20ns
-2.5kV隔离电压
USB 3.0接口
数字 I/O
上下同步接口可连接多个Q.boost模块

最大采样率
最大带宽

滤波

相位同步精度
输入接口 
隔离电压

输入电压范围
输入电压阻抗
输入电压耦合

动态范围

4M每通道
分辨率 24 bits

DC-1.7MHz
模拟：1.7MHz低通滤波
数字：多段可选

Q.bloxx XL boost A101高速采集模块

51



信号调理

IEPE (ICP®) * 恒流供电4mA
输入耦合AC和DC

使用环境

数据记录

RAM
512MB8通道
64MB每通道

数据转换速率

通道数

尺寸重量

电荷 1mV/pC 范围±5nC(±500nC可选)
高通0.15Hz
自动电荷清除；手动清除

脉冲/计数输入 输入信号TTL
时间分辨率1.20ns（832MHz）

供电电压 12-16VDC(最大10-35VDC)

环境温度 ＋10℃-30℃
操作系统 windows7/8/10，Linux及其它

PC接口 USB3.0,USB2.0
记录介质 内部RAM，PC硬盘

内部固态硬盘 256MB/s
USB连接到电脑 170MB/s(USB3.0) - 35MB/s(USB2.0)

最大可连设备数 每个Q.station连接8个Q.boost A101

材料 铝合金和ABS
尺寸 30×145×135mm
重量 大约500g

5W每通道
外部供电：100-240VAC

Q.bloxx XL boost A101高速采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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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  件

Q.bloxx A101 模块冷端补偿接头

Q.bloxx A104 模块冷端补偿接头

Q.bloxx A107 模块冷端补偿接头

Q.bloxx A101 模块1/4桥120ohm转接接头

Q.bloxx A101 模块1/4桥350ohm转接接头

Q.bloxx A102 模块1/4桥120ohm转接接头

Q.bloxx A102 模块1/4桥350ohm转接接头

Q.bloxx A106 模块1/4桥120ohm转接接头

Q.bloxx A106 模块1/4桥350ohm转接接头

Q.bloxx A107 模块1/4桥及半桥120ohm转接接头

Q.bloxx A107 模块1/4桥及半桥350ohm转接接头

SR
Q.bloxx A103 及 A108 模块电流测量接头

ST 100 MV
施密特触发器接头，对>100mV的零点对称信号进行
频率测量，适用于Q.bloxx A109和Q.bloxx D101

ST PROG
施密特触发器接头，对>100mV的零点对称信号进行
频率测量，适用于Q.bloxx A109和Q.bloxx D101

用于连接RS-422传感器的接头，适用于Q.bloxx 
A109 和 Q.bloxx D101

BNC SHUNT
BNC接头集成精密电阻，用于电压输入模块测量电
流，适用于Q.raxx A108 slimline 100 ohm, 0,01 %

CONNECTION TERMINAL A116
将Q.bloxx A116 模块的8通道6线输入转成8个可插
拔螺纹连接端子, 包括A116模块到终端的线缆, DIN
导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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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 101  2 通道多功能采集模块

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Q.raxx slimline

（Q.raxx SL系列为8通道）

2 通道多功能模拟输入，电压、电流、电阻、电位计、Pt100、Pt1000、热电偶、应变信号 （可配置全桥、半桥、1/4桥），IEPE传感器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24位ADC，每通道100kHz采样率

2通道DIO，可定义输入或输出、状态、tare、触发、报警、指令

信号运算

16个虚拟运算模块、涵盖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存储、RMS、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500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Q
 s

er
ie

s 
M

od
ul

es

模拟输入
通道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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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性 0.003 % 典型 (within 24 h)

隔离电压 500 VDC               隔离保护：通道与通道，通道与供电，
通道与总线

电压测量

输入阻抗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信噪比

电流测量
(内部分流电阻50 Ω)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电阻 / RTD 测量
电阻, 2-线

电阻, 2- 和4-线
电阻, 2- 和 4-线

Pt100, 2- 和 4-线
Pt1000, 2- 和 4-线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电位计测量
电位计阻值范围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桥路搭建模式

精度级别
传感器电阻

激励电压
测量范围

长期漂移 <0.12 µV/V / 24 h, <1.2 µV/V / 8000 h

温度影

热电偶测量

响 失调漂移 (range 2.4 mV/V): <0.2 µV/V / 10 K; 
增益漂移 <0.05 % / 10 K
类型 测量范围 冷端补偿校准后偏差 冷端补偿未校准偏差

输入阻抗 >10 MΩ

长期漂移 <0.1 °C / 24 h, <0.2°C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0.1°C / 10 K; 增益漂移<0.02% / 10 K

冷端补偿不确定性 <0.3°C

IEPE 传感器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 V ±10 mV 40 µV
±1 V ±1 mV 4 µV

激励 恒流4 mA
输入频率范围 0.5 Hz到10kHz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10 µV / 10 K; 增益漂移<0.025 % / 10 K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100 kHz (热电偶测量8 Hz)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抗混叠滤波 20 kHz

数字滤波 IIR，低通，高通，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尔（
  6，8阶），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10kHz）

平均 可配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设置

数字输入/输出
通道数 2 (每通道1 数字 I/O )

8  I/O for Q.raxx SL
反应时间 0.2 ms

输入 状态, tare, 复位

输入电压 max. 30 VDC

输入电流 max. 0.5 mA

上限阈值 >10 V ( )

下限阈值 <2.0 V ( )

输出 状态，报警

负载 30 VDC / 100 mA (ohmic load)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60 V ±15 mV 7.2 µV
±10 V ±2 mV 1.2 µV
±1 V ±0.2 mV 120 nV
±100 mV ±20 µV 12 nV
>10 MΩ (量程 ±10 V > 1 MΩ; 量程 ±60 V > 3 MΩ)
<20 µV / 24 h; < 200 µV / 8000 h

 失调漂移 增益漂移 <50 µV / 10 K;  <0.01 % / 10 K
> 90 dB at 1 kHz; >120 dB at 1 Hz; range ±1 V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25 mA ±5 µA 3.0 nA
<0.5 µA / 24 h, <5 µA / 8000 h

到

到

；增益漂移失调漂移 < 0.025% / 10 K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0 kΩ ±100 Ω 12 mΩ
4 kΩ ±1 Ω 0.5 mΩ
400 Ω ±0.1 Ω 48 µΩ
-200  +850°C ±0.25°C 0.2 m°C
-200 +850°C ±1°C 0.2 m°C
<0.01°C / 24 h; <0.1°C / 8000 h
失调漂移 <10mΩ / 10k；增益漂移 0.025%/10k

相对测量
1 kΩ 到 10 kΩ
<0.01 % / 24 h, <0.1 % / 8000 h

失调漂移 增益漂移(range 1): <0.0001 / 10 K; <0.02 %/10 K
全桥半桥（5/6线），1/4桥(使用补偿接
头，3线)

 

0.05
>100 Ω

2.5 VDC 标称
±2.4 mV/V ±20 mV/V ±500 mV/V

Type B 400°C to 1820°C < ±1.5 °C    < ±2.5°C    

Type E, J, K -100 to 1000°C < ±0.7°C    < ±1.2°C    

Type E -270°C to 1000°C < ±1°C    < ±1.2°C    

Type K -270°C to 1372°C < ±1°C    < ±1.2°C    

Type L -200°C to 900°C < ±0.7°C    < ±1.2°C    

Type N -100°C to 1000°C < ±0.7°C    < ±1.2°C    

Type N -270°C to 1300°C < ±1°C    < ±1.2°C    

Type R, S -50°C to 1768°C < ±1.2°C < ±1.5°C    

Type T, U -100°C to 400°C < ±0.7°C < ±1.2°C    

Type T -270°C to 400°C < ±1°C    < ±1.2°C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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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
通道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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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性 0.003 % 典型 (within 24 h)

隔离电压 500VDC隔离保护：通道间，通道与供电，通道与总线

电压测量 量程 最大偏离 分辨率
±10 V ±2 mV 40 µV
±1 V ±0.2 mV 4 µV
±100 mV ±20 µV 0.4 µV

输入阻抗 >10 MΩ (量程 ±10 V = 1 MΩ)
长期漂移 <10 µV / 24 h; <25 µV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50 µV / 10 K; 增益漂移<0.02 % / 10 K

信噪比 >90 dB at 1 kHz; >120 dB at 1 Hz; range ±1 V

电流测量 
(内部分流电阻 50 Ω)

量程 最大偏离 分辨率
±25 mA ±6 µA 0.1 µA

长期漂移 <0.5 µA / 24 h; <5 µA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0.1 µA / 10 K; 增益漂移 <0.02 % / 10 K

桥路测量
精度等级 0.05

传感器类型 全桥, 半桥 (5/6 线), 1/4桥（使用补偿接头，3线）
旁路电阻 100 kΩ

激励电压 10.0 V 5.0 V 2.5 V 1.0 V

传感器阻值 >300 Ω >100 Ω >80 Ω >50 Ω

测量范围 ±100 mV/V ±200 mV/V ±500 mV/V ±1000 mV/V
±25 mV/V ±50 mV/V ±100 mV/V ±200 mV/V
±2.5 mV/V ±5 mV/V ±10 mV/V ±20 mV/V
±1 mV/V ±2.5 mV/V ±5 mV/V ±10 mV/V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range 2.5 mV/V):<0.2 µV / V/10 K; 增益漂移:<0.05% / 10 K

IEPE 传感器测量 量程 最大偏离 分辨率
±10 V ±10 mV 40  µV

激励 恒流4 mA

最小输入频率 2 Hz

频率限制 10 kHz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10 µV / 10 K; 增益漂移<0.025 % / 10 K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19 位
采样率 100 kHz

转换方式 SAR (逐次逼近)
抗混叠滤波 20 kHz

数字滤波 IIR, 低通, 高通, 带通, 巴特沃斯或贝塞尔 ( 2，4，6，
8阶) , 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10kHz）

平均 可配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设置

模拟输出
精度 0.02 %

输出类型 电压或电流可调
DAC 分辨率 16 位
输出更新率 100 kHz

输出电压 ±10 VDC
允许负载电阻 >2 kΩ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2 mV / 10 K; 增益漂移<0.05 % / 10 K

噪声电压 <10 mV at 1 kHz; <2 mV at 10 Hz

长期漂移 <1 mV / 24h; <2.5 mV / 8000 h

输出电流 0 到 20 mA
允许负载 <400 Ω

负载影响 精度 （100 Ω）: ±4mA; 增益漂移<0.25 µA / Ω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4 µA / 10 K; 增益漂移 0.05 % / 10 K

电流噪声 <20 µA at 1 kHz; <4 µA at 10 Hz

长期漂移 <2 µA / 24h; <5 µA / 8000 h

数字输入/输出
通道数 4 通道输入, 2 通道输出, 一个485接口用于控制M108

响应时间: 0.2ms

输入 状态, tare, 复位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A 102  – 1  通道多功能采集/输出模块

Q.bloxx Q.bloxx EC Q.raxx

1 通道模拟输入
桥路测量（全桥，半桥，1/4桥）, IEPE传感器, 电压, 电流 
1 通道模拟输出
±10 V电压信号；0-20mA电流信号；100kHz更新率
高精度模数转换
19 位 ADC - SAR (无时间延迟), 100 kHz 采样率
4通道数字输入，2通道数字输出
状态，触发，tare，报警，指令
额外RS485总线接口用于控制多路复用开关，支持8通道，
16通道或24通道的分断，动作频率为10Hz
4通道数字输入,2通道数字输出
状态，触发，tare，报警，指令
3向隔离保护
500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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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
通道数 8

精度 0.01 % 典型, 0.025 % 在可控环境¹, 0.05 % 在工业环境²
线性误差 0.01 % 典型
重复性 0.003 % 典型 (within 24 h)

隔离电压 100 VDC 通道间隔离，500VDC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3

电压测量 量程 最大偏离 分辨率
±10 V ±2 mV 40 µV

输入阻抗 >1 MΩ 

长期漂移 <50 µV / 24 h; < 500 µV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50 µV / 10 K;  增益漂移  <0.025 % / 10 K

信噪比 >100 dB at 100 Hz; >120 dB at 1 Hz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位
采样率 100 Hz /通道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抗混叠滤波 20 Hz  
数字滤波 IIR, 低通, 高通, 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尔（2、4、6、8阶），频率范围软件可调（0.1Hz~10kHz）

平均 可配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设置

数字输入/输出
通道数 4, 2 通道数字输入和2通道数字输出
输入 状态, tare, 复位

输入电压 max. 30 VDC

输入电流 max. 0.5 mA

上限阀值 >10 V (高)
下限阀值 <2.0 V (低)

输出 状态, 报警
负载 30 VDC / 100 mA (ohmic load)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A 103   8  通道电压采集模块

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8 通道隔离输入

电压信号（差分输入）；电流信号（通过分流电阻）；

高精度模数转换

24 位 ADC, 采样率每通道100 Hz

数字量，2DI，2DO 

输入 : 状态 , tare, 存储器复位      

输出 : 状态 , 报警 , 阀值

信号运算

虚拟运算模块，涵盖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存储，RMS，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100 VDC通道间隔离 ，500VDC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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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
通道数 8   
精度 0.01 % 典型; 0.025 % 在可控环境下¹; 0.05 % 工业环境下²

3

线性误差 0.01 % 典型
重复性 0.003 % 典型 (within 24 h)

输入阻抗 >10 MΩ

隔离电压 100VDC通道间隔离，500VDC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电压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80 mV ±10 µV 10 nV

长期漂移 <1 µV / 24 h;  <10 µV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20 µV / 10k；增益漂移 0.02%/10k

信噪比 >100 dB at 100 Hz

热电偶测量
(在抗工频干扰功能启动后仍有效)

长期漂移 <0.025°C / 24 h; <0.05°C / 8000 h

温度影响 ( K型) 失调漂移 <0.05°C / 10k；增益漂移：0.02%/10k

冷端补偿不确定度 <0.3°C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100Hz/ch（快速模式）；10Hz/ch（去除60Hz工频干扰模式）；6Hz/ch（去除50Hz工频干扰模式）
数字滤波器

平均
IIR，低通，高通，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尔（2，4，6，8阶），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10kHz）

可配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设置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A104  8通道热电偶/低电压采集模块

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Q.raxx slimline

8通道模拟量输入

热电偶，支持热电偶类型：B/E/J/K/L/N/R/S/T/U         

低电压信号（±80mV）

高精度数字化

24bit ADC, 100Hz/ch, 隔绝50/60Hz工频干扰

自动线性化修正

热电偶开路侦测

可自动侦测热电偶损毁，断路，或失效

3向隔离保护

100VDC通道间隔离；500VDC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Type B 400°C to 1820°C < ±1.5 °C   < ±2.5°C    

Type E, J, K -100 to 1000°C < ±0.5°C   < ±1°C    

Type E -270°C to 1000°C < ±0.8°C   < ±1°C    

Type K -270°C to 1372°C < ±0,8°C   < ±1°C    

Type L -200°C to 900°C < ±0.5°C   < ±1°C    

Type N -100°C to 1000°C < ±0.5°C   < ±1°C    

Type N -270°C to 1300°C < ±0.8°C   < ±1°C    

Type R, S -50°C to 1768°C < ±1°C < ±1.5°C    

Type T, U -100°C to 400°C < ±0.5°C < ±1°C    

Type T -270°C to 400°C < ±0.8°C   < ±1°C    

类型 测量范围 冷端补偿校准后偏差 冷端补偿未校准偏差

（Q.raxx SL系列为16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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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A 105   4  通道温度(RTD)/电阻信号采集模块

Q.raxx slim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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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线性误差 0.01 % 典型
重复性 0.003 % 典型 (within 24 h)

隔离电压 500VDC隔离：通道间，通道与供电，通道与总线

传感器激励 Pt100: 1 mA (500 µA 有效), Pt1000: 100 µA (50 µA 有效)
输入阻抗 470 MΩ

 Pt100测量
量程 -200°C ~ +350°C

精度 ( 制线-4 ) 0.05°C

分辨率 0.0001°C

温度影响 0.02°C/10 K

长期漂移 0.02°C/24 h, 0.05°C/8000 h

量程 -200°C ~  +850°C

精度 (4 线制 ) 0.08°C

分辨率 0.0001°C

温度影响 0.04°C/10 K

长期漂移
P1000测量 

量程 -200°C ~ +850°C

精度 (4 线制 ) 0.1°C

分辨率 0.0005°C

温度影响 0.1°C/10 K

长期漂移 0.05°C/24 h, 0.4°C/8000 h

电阻测量400 Ω
量程 0 Ω ~  400 Ω

精度 (4 线制) 0.015 Ω

分辨率 0,0002 Ω

温度影响 0.01 Ω/10K

长期漂移 10 mΩ/24 h, 20 mΩ/8000 h

电阻测量4000 Ω
量程 0 Ω ~  4000 Ω

精度 (4 线制) 0.4 Ω

分辨率 0.002 Ω

温度影响 0.01 Ω/10K

长期漂移 100 mΩ/24 h, 1500 mΩ/8000 h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10 kHz, 通过平均降低至 10 Hz
数字滤波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IIR、低通、高通、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
尔（2、4、6、8阶），频率范围软件可设
置（0.1Hz~10kHz）

4通道模拟输入
支持Pt100, Pt1000温度电阻；
阻值范围0~400/4000欧姆（3线或 4线制连接） 
高精度温度测量

最大偏差 0.05°C,温漂 0.02/10K 
传感器激励

Pt100: 1 mA, Pt1000: 100 µA
高精度数字化 

24 位 ADC,  采样率10 Hz 每通道 
信号运算

虚拟运算模块，涵盖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RMS、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 ＜

＜ ＜

＜ ＜

＜0.02°C/24 h,  0.1°C/8000 h＜

（Q.raxx SL系列为16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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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
通道数 2  
精度 0.02 % 

0.02 %典型

典型; 0.05 % 在可控环境下¹; 
0.1 % 在工业环境下²

重复性
线性误差

0.001 % 典型 (within 24 h)
输入阻抗 >10 MΩ
隔离电压

桥路类型

传感器最大线长

分流电阻
桥路激励

桥路激励稳定度
桥路激励漂移

500 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全桥（4/6线）

长期稳定性 <0.1  µV/V/ 24hrs
温漂（量程2.5mV/V) 失调漂移<0.2  µV/V / 10k

信噪比 <0.3 µV/V at 10 Hz

<1 µV/V/ 8000hrs
增益漂移<0.05%/10K
<1 µV/V at 100 Hz

长期稳定性 <0.2  µV/V / 24hrs (直流激励）
<0.1 µV/V /24hrs (交流激励）

温漂（量程2.5mV/V) 失调漂移<0.2 µV/V/10K
信噪比 <0.3 µV/V at 10Hz

<2  µV/V / 8000hrs (直流激励）
<1 µV/V /8000hrs (交流激励）

增益漂移<0.05%/10K
<1µV/V at 100Hz

半桥（3/5线）
1/4桥120Ω或350Ω（3线，需桥路补偿端子）
<300米（直流和600Hz交流激励）
<100米（4.8kHz交流激励）
100kΩ内置
2.5-5VDC
2.5-5Ve�(交流）
<0.01%/24hrs
<0.02%/10K

输入量程 ±1.25mV/V
±2.5mV/V
±25mV/V
±50mV/V
±100mV/V
±200mV/V
±500mV/V

传感器连接 4/6线
传感器激励（可选） 5Ve�
可接传感器阻值 >300Ω
可接传感器线长 <100米

2.5Ve�
>100Ω

±2.5mV/V
±5mV/V
±50mV/V
±100mV/V
±200mV/V
±400mV/V
±1000mV/V

3

传感器激励 (可选) DC: 5 VDC CF: 5 Ve DC: 2.5 VDC CF: 2.5 Ve

允许传感器阻值 >300 Ω >300 Ω >100 Ω >100 Ω

量程 ±1.25 mV/V ±1.25 mV/V ±2.5 mV/V ±2.5 mV/V
±2.5 mV/V ±2.5 mV/V ±5 mV/V ±5 mV/V
±25 mV/V ±25 mV/V ±50 mV/V ±50 mV/V
±50 mV/V ±50 mV/V ±100 mV/V ±100 mV/V
±100 mV/V ±100 mV/V ±200 mV/V ±200 mV/V
±200 mV/V ±200 mV/V ±400 mV/V ±400 mV/V
±500 mV/V ±500 mV/V ±1000 

mV/V
±1000 
mV/V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10kHz/ch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抗混叠滤波 5 kHz, 3rd order
（DC激励）

1 kHz, 3rd order 
(4.8 kHz交流激励)

100 Hz, 3rd order 
(600Hz交流激励)

数字滤波 IIR,低通,高通,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尔(2,4,6,8阶),
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10kHz）

平均 根据选择的采样率自动配置或手动输入

模拟输出
通道数 2 
精度 0.02 %

DAU 分辨率 16 bit

采样率 10 kHz

输出电压 ±10 VDC

允许负载电阻 >2 kΩ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1mV/10K;  增益漂移<0.05%/10K

噪声电压 <10 mV at 1 kHz; <2 mV at 10 Hz

长期漂移 <1 mV / 24h; <2.5 mV / 8000 h

数字输入/输出
通道数 4 (可配置DI/DO) 

输入 状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接触器类型
负载能力

 30 VDC Max

输入电路 PNP(漏电流)
上限阈值 >10 V (高)
下限阈值 <2.0 V (低)

10~30VDC ( 需要外接电源 )
常开漏极P型MOSFET

30VDC/100mA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A106 2  通道应变/LVDT/RVDT采集模块

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Q.raxx slimline

2 通道模拟输入
应变和桥路 (全桥, 半桥, 1/4桥),  LVDT, RVDT
直流和交流激励
直流激励电压：2.5VDC/5VDC
交流激励电压：2.5VDCe�/5VDCe� 
载频：600Hz/4800Hz每通道可选
2 通道模拟输出
电压 ±10 V, 10 kHz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 
24 位ADC, 采样率10 kHz 每通道
4 通道数字 I/O
输入: 状态, 存储器复位    输出: 状态, 报警, 阀值
信号运算
虚拟运算模块,涵盖 线性化, 数字滤波器, 平均值, 比例运算,Max/Min,  RMS, 数字运算, 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Q.raxx SL系列为8通道）

桥路测量

LVDT/RVDT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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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通道
通道数 4 
精度 0.01 % 典型

0.02 % 在可控环境下¹
0.05 % 在工业环境下²

3

线性误差 0.01 % 典型
重复性 0.003 % 典型(within 24 hrs)

隔离电压 500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电压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 V ±2 mV 1.2 µV
±1 V ±0.2 mV 120 nV
±100 mV ±20 µV 12 nV

输入阻抗 >100 MΩ

电流测量 
(内部电阻 50 Ω)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25 mA ±5 µA 3 nA

长期漂移 <0.5 µA / 24 h; <5 µA / 8000 h

温度影响 增益漂移
<1 µA / 10 K <0.03 % / 10 K

电阻 / RTD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电阻, 2-线 100 kΩ ±100 Ω 12 mΩ

电阻 测量
信噪比

电阻, 2线3线4线
Pt100, 2线3线4线
Pt100, 2线3线4线

4 kΩ ±1 Ω 0.5 mΩ
400 Ω ±0.1 Ω 48 µΩ
-200 ~  
+850°C

±0.25°C 0.2 m°C

Pt1000, 2  和 4 线 -200 ~
+850°C

±1°C 0.2 m°C

长期漂移 <10 m Ω / 24h; <100 m Ω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1kΩ ~10kΩ

; 
<0.03 % / 10 K
<100mΩ/ 10 K

增益漂移
电位计测量
电阻范围
长期漂移 <0.02 % / 24 h, <0.2 % / 8000 h

传感器激励 640 µA(<4kΩ); 15µA(>4kΩ)

长期稳定性 输入范围 24hrs 8000hrs
±10 V
±1 V 
±100 mV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0.0001 /10 K; 
增益漂移<0.03 % / 10 K

失调漂移: <0.2µV/v/10 K
增益漂移:<0.05 % / 10 K

桥路测量
精度等级 0.05

桥路类型 全桥, 4-线连接, 半桥和1/4桥使用补偿接头，3线连接
传感器电阻 >100 Ω

供电 2.5 V 

量程 ±2.5 mV/V ±50 mV/V ±500 mV/V

温度影响

长期漂移 <0.12µV/V/24h;  <1.25µV/V/8000h;  

热电偶测量

输入阻抗 >10MΩ

长期漂移 < <0.1 °C / 24 h;  0.2 °C / 8000 h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0.2°C / 10K; 
增益漂移<0.025% / 10 K

冷端补偿不确定度 <0.3°C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10 kHz, (热电偶测量10 Hz)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A 107   -4通道多功能采集模块

<200 µV
<20 µV

<2 µV

<2000 µV
<200 µV

<20 µV

温度漂移 输入范围 失调漂移 增益漂移
±10 V
±1 V 
±100 mV

>90 dB at 1 kHz      >120 dB at 1 Hz

<500 µV/10K <0.01 % / 10 K
<0.01 % / 10 K
<0.01 % / 10 K

<50 µV/10K
<5 µV/10K

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Q.raxx slimline

4 通道模拟输入

电压, 电流, 电阻, 电位计, Pt100, Pt1000, 热电偶, 桥路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      

24bit ADC，采样率10KH/ch

信号运算

虚拟运算模块，涵盖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RMS,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失调漂移

Type B 400°C to 1820°C < ±1.5 °C

Type E, J, K -100 to 1000°C < ±0.7°C

Type E -270°C to 1000°C < ±1°C

Type K -270°C to 1372°C < ±1°C

Type L -200°C to 900°C < ±0.7°C

Type N -100°C to 1000°C < ±0.7°C

Type N -270°C to 1300°C < ±1°C

Type R, S -50°C to 1768°C < ±1.2°C

Type T, U -100°C to 400°C < ±0.7°C

Type T -270°C to 400°C < ±1°C

类型 测量范围 冷端补偿后偏差4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4 speci�cations are only valid with mains frequency rejection enabled

（Q.raxx SL系列为16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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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入
通道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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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性 0.003 % 典型 (within 24 h)
隔离电压 500 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3

电压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 V ±2 mV 1.5 µV

长期漂移 <50 µV / 24 hrs; <200 µV / 8000 hrs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200 µV / 10k ；增益漂移 100ppm/10k
信噪比 >100 dB at 100 Hz; >120 dB at 1 Hz

模拟 / 数字  -  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10 kHz 每通道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抗混叠滤波 2 kHz

数字滤波 IIR,低通,高通,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尔(2,4,6,8阶),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10kHz)
平均 根据选择的采样率自动配置或手动输入

数字输入 / 输出
通道数 4:2 数字输入, 2 数字输出

输入 状态, tare, 重置
输入电压  30VDC Max 
上限阈值 >10 V (高)
下限阈值
输出电压

接触器类型
负载

10~30VDC（需要外接电源）

30VDC/100mA
常开漏极P型MOSFET

<2 V (低)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A 108  8 通道电压采集模块

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Q.raxx slimline

8 模拟通道输入

差分电压, 电流（通过分流电阻）

高精度模数转换

24 位 ADC, 采样率10kHz/ch 

数字IO：  2DI + 2DO

 状态, 触发, 复位, 报警, 指令

信号运算

虚拟运算模块、涵盖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存储、RMS、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 通道对总线隔离

（Q.raxx SL系列为16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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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9  4 通道模拟输出及数字IO模块

模拟输出 边沿计数
通道数 4

精度 0.02 %

输出类型 电压和电流输出可设置
隔离电压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输出电压 ±10 VDC

允许负载电阻 >2 kΩ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2 mV / 10 K; 增益漂移 <0.05 % / 10 K
电压噪声 <10 mV at 1000 Hz; <2 mV at 10 Hz

长期漂移 <1 mV / 24hrs; <2.5 mV / 8000 hrs

输出电流 0…20 mA

允许负载 <400 Ω

负载影响
 

<0.1 µA / Ω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4 µA / 10 K; 增益漂移 <0.05 % / 10 K

电流噪声 <20 µA at 1000 Hz; <4 µA at 10 Hz

长期漂移 <2 µA / 24 hrs; <5 µA / 8000 hrs

数字/模拟-转换
分辨率 16 bit

采样率 100 kHz/ch 
响应时间 3 µs

数字输入
通道 4

逻辑电平 TTL或24VDC

TTL逻辑电平阈值 0.8VDC(逻辑低),3VDC(逻辑高)

输入电路类型  PNP(电流漏)

输入电压  30VDC max.

 2mA  max 输入电流
隔离电压 500 VDC通道间，通道与供电，通道与总线 

数字输入功能
状态

响应时间 10 µs

频率测量
方法 基于时钟 (时长测量和脉冲计数相结合）, 甄别

旋转方向(0°, 90°正交旋转编码)
频率范围 0.1 Hz~ zHM 1    

时基 0. s 1   ~100

参考时基频率 48 MHz

分辨率
精度 0.01%(时基>1ms)

运行模式  - 加减计数（需要两通道联合以实现加减计数）
- 正交编码计数（需要两通道联合以实现转向转速计数）
- 零位开始正交编码计数及清零/触发使能（需要三通道资源）

计数器频率 1MHz
分辨率  21ns

精度 0.01% （时基>1ms）

0.01% （时基>1ms）

PWM 测量
输入频率 0.1 Hz ~   1 MHz

分辨率 21 ns

精度

数字输出
通道数 4

输出电压

隔离电压

12~30VDC,需要外部供电

负载 30 VDC/500 mA (ohmic Load)
500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数字输出功能
状态

响应时间 >0.5 A: 10 µs;  >0.1 A: 100 µs;  <0.1 A: 1000 µs

频率输出
频率范围 0.1 Hz ~   1 kHz / 10 kHz （取决于负载）

0.1 Hz ~   1 kHz / 10 kHz （取决于负载）

精度 0.1 %

分辨率 1 µs

PWM 输出
频率范围

精度 0.1 %

分辨率 1 µs

1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4通道模拟输出：电压（±10V  ）或电流（0~20mA），可针对通道分别设置
DAC-分辨率 16bit-100kHz 每通道
模拟信号动态输出
数字逻辑4输入/4输出
输入可定义为2路计数输入，2路频率测量或2路PWM输入
输入出可定义为4路频率输出，4路PWM输出或4路静态状态输出
频率测量
最高频率可达1MHz，具备转向侦测功能
计数器-加减计数，正交计数器（带参考零位识别），高达1MHz
PWM 输入-测量占空比和频率 
3向隔离保护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21n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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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道模拟输入

电压信号，IEPE

输入范围

±100mV，±1V，±10V

高精度数字化

24bit ADC，采样率100kHz/ch

信号运算

虚拟运算模块，涵盖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RMS，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3向隔离保护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模拟输入
通道数 4

精度 0.01 % 典型; 0.025 % 在可控环境下; 0.05 % 在工业环境下²
线性误差 0.01 % 典型
重复性 0.003 %典型 (within 24 h)

隔离电压 500 VDC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电压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 V ±2 mV 1.2 µV >1 MΩ

>1MΩ

>1MΩ

>1 MΩ

>1 MΩ

>1 MΩ

±1 V ±0.2 mV 120 µV
±100 mV ±20 µV 12 µV

输入阻抗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信噪比 >90 dB at 1 kHz; >120 dB at 1 Hz

 IEPE 传感器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 V ±10 mV 40 µV
±1 V ±1 mV 4 µV
±100 mV ±0.1 µV 0.4 µV

输入阻抗

传感器激励 恒流4 mA
测量频域 0.5Hz ~ 20kHz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10 µV / 10 K; 

<20 µV / 24h,<200 µV / 8000h

增益漂移<0.025 % / 10 K

失调漂移 <50 µV / 10 K; 增益漂移 <0.01 % / 10 K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100kHz/ch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抗混叠滤波 2 0kHz
数字滤波  IIR, 低通, 高通, 带通, 巴特沃斯或贝塞尔( 2, 4, 6, 8阶), 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20kHz)

平均 可配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设置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A 111   4通道 IEPE传感器及电压信号采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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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Q.raxx slimline

A 116  – 8通道应变采集模块

模拟输入

模拟/数字-

1 according to EN 61326 2006:appendix B
2 according to EN 61326 2006:appendix A
3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通道数
精度

线性误差
输入抗阻
隔离电压

分辨率
采样率

转换方式
抗混叠滤波
数字滤波

平均

桥路类型

精度等级
桥路补偿电阻
电阻温度系数

输入量程

长期稳定性
温度影响

噪声

8
0.02%典型

0.05%在可控环境下
0.1%在工业环境下
0.01%典型（within 24h)

>10MΩ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24-bit
10kHz每通道
sigma-delta

1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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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Hz
可设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调整

全桥（4/6线）
半桥（3/5线）
1/4桥（3线、带线阻补偿）
0.05
每通道120Ω 或350Ω可选（其他阻值可定制）
0.05ppm/k
全桥±2.5mV/V 或±10mV/V

半桥±2.5mV/V 或±10mV/V
1/4桥±1mV/V 或±10mV/V（±2000µm/m或±20000µm/m k=2）

全桥300m

半桥300m
1/4桥100m

<0.3µV/V (at 10Hz)

每通道2VDC或4VDC可选

<0.2µ  V/V /24hrs
失调漂移<0.5  µV/V/10k

<2  µV/V /8000hrs
失调漂移<0.05%/10k

   

模拟输入

8 通道桥路模拟输入 

全桥、半桥、1/4桥，每通道可单独设置

输入量程程控可调，以达到最佳信噪比 

  高精度模数转换

24位ADC, 采样率10 kHz 每通道 

领先的线阻补偿技术

在线持续监测线阻变化并进行补偿

每通道分流标定

5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拟/数字-模 转换

应变测量

桥路激励
每通道可单独设置

传感器最大线长

1
2

3

（Q.raxx SL系列为32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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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21  2 通道高隔离多功能采集模块

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Q.raxx slimline

2 通道多功能模拟输入，电压、电流、电阻、电位计、Pt100、应变信号 （全桥、半桥、1/4桥），IEPE传感器，隔离电压1200VDC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24位ADC，每通道100kHz采样率

信号运算

线性化、数字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Max/Min存储、数学运算、报警等功能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隔离电压 1200 VDC / 848 VACrms

电压5 kVDC 可加载1 分钟以上

等级

1000 V CAT II 和 600 V CAT III

模拟输入
通道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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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VDC通道间，通道对电源，通道对总线隔
离 3

电压测量

输入阻抗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信噪比

1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B
2 according EN 61326: 2006, appendix A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 V ±2mV 1.2 µV
±1 V ±0.2 mV 120 µV
±1 00mV ±20 µV 12 nV

±20 µV 12 nV
>10 MΩ
<20 µV / 24 h; < 200 µV / 8000 h

 失调漂移: 增益漂移 <50 µV / 10 K;  : <0.02 % / 10 K
>100dB at 100Hz

电流测量
(内部分流电阻50 Ω)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电阻 / RTD测量

电阻, 2-线
电阻, 2- 和4-线
电阻, 2- 和 4-线

Pt100, 2- 和 4-线
Pt1000, 2- 和 4-线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电位计测量
电位计阻值范围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25 mA ±5 µA 3.0 nA
<0.5 µA / 24 h, <5 µA / 8000 h

到

到

；增益漂失调漂移 移 < 0.025% / 10 K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0 kΩ ±100 Ω 12 mΩ
4 kΩ ±1 Ω 0.5 mΩ
400 Ω ±0.1 Ω 48 µΩ
-200  +850°C ±0.25°C 0.2 m°C
-200 +850°C ±1°C 0.2 m°C
<0.01°C / 24 h; <0.1°C / 8000 h

失调漂移<10mΩ / 10k；增益漂移<0.025%/10k

1 kΩ 到 10 kΩ
<0.01 % / 24 h, <0.1 % / 8000 h

失调漂移 <0.0001 / 10 K;增益漂移<0.02 %/10 K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0.12 µV/V / 24 h, <1.2 µV/V / 8000 h
失调漂移: <0.2 µV/V / 10 K; 增益漂移：
<0.05 % / 10 K

IEPE 传感器测量 量程 最大偏差 分辨率
±10 V ±10 mV 40 µV
±1 V ±1 mV 4 µV

激励 恒流4 mA
输入频率范围 0.5 Hz到10kHz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10 µV / 10 K; 增益漂移<0.025 % / 10 K

2，4，

模拟/数字-转换
分辨率 24 bit

采样率 100 kHz
转换方式 Sigma-Delta 

抗混叠滤波器 20 kHz

数字滤波器 IIR，低通，高通，带通，巴特沃斯或贝塞尔（
  6，8阶），频率范围软件可设置（0.1Hz~10kHz）

平均 可配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设置

桥路搭建模式

精度级别
传感器电阻
激励电压
测量范围

 

0.05
>100 Ω

2.  CDV 5
 ±2.5mV/V  ±5mV/V  ±10mV/V  ±25mV/V  ±500mV/V
标称

全桥半桥（5/6线），
1/4桥（3线）需补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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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23  – 4通道高隔离低电压采集模块

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4 通道高隔离输入 

电压 量程 100 mV, 1 V, 10 V 

信号运算

16 个虚拟运算通道, 涵盖线性化, 数字滤波器, 平均值, 比例运算, min/max 存储, 

RMS, 数学运算, 报警等功能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

24 bit ADC, 采样率100 kHz 每通道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隔离电压 1200 VDC / 848 VACrms

电压5 kVDC 可加载1 分钟以上 

等级

1000 V CAT II 和600 V CAT III 

模拟输入

模拟/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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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数
精度

线性误差
重复度
隔离电压

分辨率
采样率

转换方式
抗混叠滤波
数字滤波

平均

输入阻抗
温度测量

过压保护
信噪比

4
0.01%典型

0.025%在可控环境下
0.05%在工业环境下
0.01%典型

0.003%典型（within 24h)

>10MΩ

>100dB at 100Hz

12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

24-bit
100kHz
sigma-delta

2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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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设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调整

量程
±10V
±1V
±100mV

最大偏差
±2mV
±200µV
±20µV

分辨率
1.2µV
120nV
12nV

失调漂移
<200  µV/V/10k（量程±10V）

增益漂移
<0.01%/10K

<50  µV/V/10k（量程±1V）
<50  µV/V/10k（量程±100mV）

100VDC持续 500VDC max.100ms

<50µ  V /24h
<200µ  V /8000h

量程±10V
<10µ  V /24h
<40µ  V /8000h

量程±1V和±100mV

 

模拟输入

拟/数字-模 转换

电压测量

长期稳定性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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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24  – 4通道高隔离热电偶采集模块

Q

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4 通道隔离模拟输入 
特别适用于非绝缘热电偶
内置冷端补偿
信号运算
数字虚拟滤波器、平均值、比例运算, min/max 存储, RMS, 数学运算, 报警
动态线性化
根据不同热电偶类型优化内部插值点，支持热电偶类型：B,E,J,K,L,N,R,S,T,U
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
24 bit ADC, 采样率10kHz 每通道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隔离电压 1200 VDC / 848 VACrms
电压5 kVrms可加载1 分钟以上 
等级
1000 V CAT II 和600 V CAT III 

模拟输入
通道数
精度

线性误差
重复度
隔离电压

分辨率
采样率

转换方式
抗混叠滤波
数字滤波

平均

输入阻抗
长期漂移

4
0.01%典型

0.025%在可控环境下
0.05%在工业环境下
0.01%典型

0.003%典型（within 24h)

>100MΩ

12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

24-bit
20kHz
sigma-delta

10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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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设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调整

类型
Type B
Type E,J,K
Type E
Type K
Type L
Type N
Type N
Type R,S
Type T,U
Type T

-270℃ to 1000℃
-200℃ to 900℃
-100℃ to 1000℃
-270℃ to 1300℃
-50℃ to 1768℃
-100℃ to 400℃
-270℃ to 400℃

<±0.8℃
<±0.5℃
<±0.5℃
<±0.8℃
<±1℃
<±0.5℃
<±0.8℃

量程
400℃ to 1820℃
-100℃ to 1000℃
-270℃ to 1000℃

偏差
<±1.5℃
<±0.5℃
<±0.8℃

<0.5℃/24h <0.5℃/8000h

增益漂移

<0.02℃/10K
<0.5℃

 

模拟输入

拟/数字-模 转换

热电偶测量

1
2

3

温度影响 失调漂移
<0.025%/10K

冷端补偿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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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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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27  – 4通道高隔离电压/电流采集模块 

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4 通道高隔离电压输入 
2通道用于高压测试
量程±40V、±120V、±400V、±1200V
2通道通过分流电阻或传感器用于电流测试
量程±80mV、±240mV、±800mV、±2400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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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隔离电压 1200 VDC / 848 VACrms
电压5 kVDC 可加载1 分钟以上 
等级
1000 V CAT II 和600 V CAT III 

模拟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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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anent

通道数
精度

线性误差
重复度
隔离电压

分辨率
采样率

转换方式
抗混叠滤波
数字滤波

平均

长期漂移

偏差
通道1和3

温度影响

4
0.01%典型

0.025%在可控环境下
0.05%在工业环境下
0.01%典型

0.003%典型（within 24h)
12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

24-bit
100kHz
sigma-delta

2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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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设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调整

量程
±1200V
±400V
±120V
±40V

最大偏差
±300mV
±100mV
±30mV
±10mV

分辨率
6mV

200µV

2mV
600µV

失调漂移
<50mV/10k

增益漂移
<0.025%/10K

<50µV/10k <0.02%/10K

<10mV /24h <100mV /8000h

长期漂移

偏差
通道2和4

温度影响

量程
±2400mV
±800mV
±240mV
±80mV

最大偏差
±600µV
±200µV
±60µV
±20µV

分辨率
12µV

0.4µV

4µV
1.2µV

失调漂移 增益漂移

<20µV /24h <200µV /8000h

 

模拟输入

拟/数字-模 转换

电压测量

电流测量（通过分流电阻）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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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28  – 4 通道高隔离高电压采集模块 

Q.bloxx Q.bloxx EC Q.brixx Q.raxx

4 通道高隔离电压输入 

量程±40V、±120V、±400V、±1200V

信号运算

16 个虚拟运算通道, 涵盖线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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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隔离电压 1200 VDC / 848 VACrms

电压5 kVDC 可加载1 分钟以上 

等级

1000 V CAT II 和600 V CAT III 

模拟输入

模拟/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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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anent

通道数
精度

线性误差
重复度
隔离电压

分辨率
采样率

转换方式
抗混叠滤波
数字滤波

平均

偏差

输入阻抗
长期漂移

温度影响

信噪比

4
0.01%典型

0.025%在可控环境下
0.05%在工业环境下
0.01%典型

0.003%典型（within 24h)

>10MΩ

>100dB at 100Hz

1200VDC通道间，通道对供电，通道对总线

24-bit
100kHz
sigma-delta

2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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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设置或者根据所选采样率自动调整

量程
±1200V
±400V
±120V

最大偏差
±300mV
±100mV
±30mV

分辨率
6mV
2mV
600µV

±40V ±10mV 200µV

失调漂移

<10mV/20h

增益漂移

<100mV/8000h

<50mV/10k <0.025%/10k

 

模拟输入

拟/数字-模 转换

电压测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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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1-8 通道数字输入/输出/频率采集模块  

.bloxxQ Q.bloxx EC Q.brixx Q.raxx Q.raxx slimline

8 通道数字输入， 8 通道数字输出
可配置为计数器, 频率和 PWM 
状态输入输出

过程控制

频率输入输出 
频率测量高达1 MHz (Chronos method), 频率输出高10 kHz
计数器

加减计数, 正交计数带参考零位识别和缺齿检测，高达 1MHz
PWM输入输出
测量占空比和频率，输出变量频率和/或占空比

时间测量

I/O信号（4×4I/Os）对供电对总线带隔离
隔离电压500VDC

通道数
逻辑电平

TTL逻辑电压阈值
24VDC逻辑电压阈值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隔离电压

8

TTL或24VDC according to IEC 61131-2，Type 1

<0.8VDC（低），>3VDC（高）
-3 to 5VDC（低）

11 to 30 VDC（高）
30 VDC max.

2 mA max.

状态

数字输入

响应时间
频率测量 方式

频率范围
时基

参考频率
精度

脉冲计数 计数频率
运行模式

10μs

Chronos通过时间测量和脉冲计数的组合进行优化，识别旋转方向（0度/90度）
0.1Hz ~1 MHz

0.001s ~ 10S

48MHz

0.01%当时基>1ms（-20℃~+60℃)
max.1Mhz

正反计数，正交编码计数，正交编码计数带参考零位和重置功能

0.1 Hz ~ 1MHz

0.01%Freq < 2 kHz,0.1% 2kHz  to 20kHz,3%>20 kHz (-20℃~+60℃)

21 ns

输入频率
精度
分辨率

测量两个边缘之间的时间，测量高时间，低时间和高/低关系功能
1μs  to 32s时间范围
21ns分辨率

PWM测量（占空比）

时间测量

8通道数
12V~30VDC输出电压
30VDC/500mA （ohmic load）负载

数字输出

>0.5A >0.1A

10μs 100μs

<0.1A

1000μs
0.1Hz to 1 kHz/10kHz 依据负载频率范围
0.1%精度
1μs分辨率

响应时间
（依据负载）

数字输出功能 状态

频率输出

0.1Hz to 1 kHz/10kHz 依据负载频率范围
0.1%精度
1μs分辨率

PWM输出

500 VDC 组对组，组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1

1 noise pulses up to 1000VDC,permanent up to 250VDC

（Q.raxx SL系列为16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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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入

D 104  – 16 通道数字输入模块

Q.bloxx Q.brixx Q.raxx

16通道数字输入

状态，单个位或组位设置

快速响应时间

10μs每通道

3向隔离

500VDC组对组，组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逻辑电平可设

TTL或24VDC(according IEC 61131-2，Type 1)

通道数 16

操作模式 状态

逻辑电平 TTL 或 24 VDC according to IEC 61131-2, Type 1

TTL逻辑电压 < 0.8 VDC （低）

> 3 VDC （高）

24 VDC 逻辑电压 -3 to 5 VDC（低）

11 to 30 VDC（高）

输入类型 PNP (current sinking)

响应时间 10 µs

输入电压 30 VDC max.

输入电流 2 mA max.

隔离电压 500 VDC  组对组, 组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1

1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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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5 – 16 通道数字输出模块

.bloxxQ Q.brixx Q.raxx

16 通道数字输出 

状态, 单个位或组位设置

快速响应时间 

10 µs 每通道

高负载能力

30 VDC / 500 mA, 短路验证通过 

3向隔离

500 VDC 组对组，组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数字输出

通道数 16

操作模式 状态

输出电压 12 to 30 VDC（需要外部供电）

负载 30 VDC / 500 mA (ohmic load)

10 µs (>0.5 A)

隔离电压

响应时间

500 VDC 组对组, 组对供电,通道对总线隔离  ¹ 

100 µs (>0.1 A) 1000 µs (<0.1 A)

1  noise pulses up to 1000 VDC, permanent up to 250 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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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07 – 6 通道可调数字输入/频率模块 

Q.bloxx Q.brixx Q.raxxQ.bloxx EC

2 至 6个可调数字输入
通道数量依据参数设置, 可测计数器, 频率, PWM, 差分或单端
256 段阈值可调 
差分输入: -20 V ~+ 20 V 
单端输入: 0 V ~ +26 V 
频率输入 
频率测量可达1 MHz (Chronos方式), 带方向检测 
计数器

加减计数, 正交计数带参考零位识别和缺齿检测, 输入频率可达1 MHz 
PWM 输入
测量占空比和频率, 输出变量频率和/或占空比
功能组1 对功能组 2 ，组对供电，组对总线带隔离
隔离电压500 VDC 

max. 30 VDC

差分 单端

10 µs

288 MHz

正反计数、正交编码计数、正交编码计数带参考零位和重置功能

21 ns

测量两个边缘之间的时间，测量高时间，低时间和高/低关系

21 ns

2

5 VDC

<150 mA

数字输入

数字输入功能
状态

频率测量

脉冲计数

PWM测量（占空比）

时间测量

传感器激励

响应时间

方式

通道数
输入电压
输入阻抗

256 段阈值可调

隔离电压

频率范围
时基

参考频率
精度

计数深度
计数频率
运行模式

输入频率
精度

分辨率

功能
时间范围

分辨率

通道数
电压
电流

2 至 6 通道隔离输入, 差分和单端可设

20 kΩ

500 VDC 组1 对组 2 ，组对供电，组对总线隔离

-20 V~+20 V

10 kΩ
0 V ~+26 V

Chronos

0.1 Hz ~1 MHz

0.001 s ~ 10 s

0.01%  当时基> 1ms (-20°C to +60°C)

通过时间测量和脉冲计数的组合进行优化，识别旋转方向（0度/ 90度）

32-bit (±31-bit)

max 1 MHz

0.1 Hz ~1 MHz

0.01% Freq < 2 kHz, 0.1% 2 kHz to 20 kHz, 3% > 20 kHz (-20°C to +60°C) 

1 µs ~ 3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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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 属地 备注
A&D Technology 爱安德技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美国 台架
ABB Stotz ABB施多茨 德国 传感器制造
Airbus Helicopters(Eurocpter) 空中客车直升机公司 德国 发动机制造
Airbus Industries 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 法国 发动机制造
Alstom Power Hydro 阿尔斯通水电公司 法国 水电站
AREVA 阿海珐 德国 核电
Audi Sport 奥迪 德国 汽车
BASF 巴斯夫 德国 化工
Mahle Behr 马勒贝洱 美国 汽车
BMW 宝马 德国 汽车
BorgWarner Turbo Systema GmbH 博格华纳涡轮增压系统 德国 汽车
Bosch 博世 美国
Bosch Battery Solutions(former SB 
Limotive)

罗伯特•博世电池系统有限公司 德国 电池

Brose 博泽 德国 汽车
Caterpillar 卡特彼勒 美国 工程机械
Continental 德国大陆集团 德国 轮胎
Cummins 康明斯 美国 发动机
Cummins Turbo 康明斯涡轮增压 英国 发动机
Daimler 戴姆勒 德国 汽车
Daimler Unimog 戴姆勒特种车辆 德国 汽车
Detroit Diesel 底特律柴油机 美国 发动机
DEWI Deutsches Windenergie-Institut 德国狄威风能研究院 德国 认证
DLR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 德国 航空航天
EDF Energy 英国电力集团 英国 电力
Emerson Process Mgmt 艾默生过程控制 美国 系统集成
F. Hoffmann-La Roche AG 罗氏 瑞士 医药研发
Federal Agency for Water and Shipping 水务航运联邦机构 德国 航运
FINO, University of Kiel 非诺基尔大学 德国 高校
First Solar 第一太阳能公司 美国 太阳能
Ford 福特汽车 德国 汽车
Fraunhofer-Institut für Solare
Energiesysteme ISE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 德国 太阳能

FTE automotive 福缔汽车集团 德国 汽车
Germanischer Lloyd 德国劳氏船级社 德国 认证
Getrag Ford 福特格特拉克(GETRAG)集团 德国 汽车
GKN 吉凯恩集团 德国 汽车零部件

GSI 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 德国 重离子设施研发

Hansa Metallwerke 汉莎 德国 厨卫设备
Hilti 喜利得（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德国 电钻
Horiba ATD 堀场 德国 台架
Hunday 现代汽车 韩国 汽车
Ilmor Engineering 伊尔莫工程公司 英国 发动机
Imtech 英泰汽车测试 德国 测试
ISUZU 五十铃，合众汽车 德国 汽车
Isuzu Motor Germany 五十铃发动机 德国 汽车
Iveco 依维柯 瑞士 汽车
John Deere 约翰迪尔 美国 农用机械
John Deere 约翰迪尔 德国 工程机械
Kaeser Kompressoren 德国凯撒 德国 空气压缩机
Kopf Solarschiff GmbH 科普夫 德国 太阳能

参考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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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 属地 备注
Korsch 德国高思 德国 药片压片机
KSB AG 凯士比 德国 泵阀
Kungliga Tekniska Högskolan KTH 皇家理工学院 瑞典 高校
Liebherr Bulle AG 利勃海尔 瑞士
Linde AG, Geschäftsbereich Linde 
Engineering

林德工程 德国 工程

Linde Kryo 林德低温物理 瑞士 工程
Linde Material Handling 林德叉车 德国 特种车辆
Lufthansa Technik Switzerland GmbH 汉莎航空技术 瑞士 航天
M+W Zander Products GmbH M+W 德国 系统工程
Mahle DANA 马勒发动机工装 美国 发动机部件
MAHLE Filtersysteme GmbH 马勒工业过滤器 德国 发动机部件
MAN Diesel SE 德国曼柴油发动机 德国 发动机
Mann und Hummel 曼.胡默尔集团 德国 汽车零部件
Marin 水池 荷兰 轮船测试
Marine Diesel 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瑞典 发动机

Max-Planck-Institut Plasmaphysik
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 - 等离子
体物理研究所

德国 核反应堆

Meiden America 美国明电 美国 电力设备
Mercedes AMG 奔驰 德国 汽车
Moog Aircraft 穆格 美国 解决方案
MTU Aero Engines AG MTU航空发动机 德国 发动机
North American Mfg. 北美制造有限公司 美国 燃烧设备
Perkins Engines 珀金斯发动机 英国 发动机
Polysius 伯利休斯 德国 研磨设备
PSA (Peugeot - Citroen) 标致-雪铁龙 法国 汽车
Renault 雷诺 法国 汽车
 Risø DTU, National Lab for 
Sustainable Energy

丹麦技术大学国家可持续能源实
验室

丹麦

Robert Bosch GmbH 罗伯特•博世 德国
Rolls Royce 劳斯莱斯 德国 汽车
Roos Diesel Analysis 鲁斯柴油分析 荷兰 发动机
SAJ 三晶电气 印度 光伏
Sandvik Coromant 山特维克可乐满 瑞典 金属切削
Schaeffler Group, FAG Kugelfischer 舍弗勒FAG轴承 德国 轴承
Schaeffler Group, INA Schaeffler 舍弗勒INA轴承 德国 轴承
Schaeffler Group, LuK GmbH & Co. oHG 舍弗勒LUK 德国 汽车部件
Schott 德国肖特集团 德国 玻璃
Schuler 德国舒乐公司 德国 压机
Shanghai Electric 上海电气 中国
Shell 壳牌公司 英国 润滑油
Siemens 西门子 德国
Southern Companies 美国南方电力公司 美国 电力
Suzlon 苏司兰能源集团 印度 风电
TATA 印度塔塔集团 印度
TRW 美国天合汽车集团 美国 汽车
Turbomeca 法国透博梅卡公司 法国 直升机发动机
TÜV Rheinland Group TUV莱茵集团 德国 认证
TÜV Süd TUV南德集团 德国 认证
TÜV SÜD Battery Testing GmbH TUV南德电池测试 德国 电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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