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压 | 温度 | 湿度 | 脉冲 | 逻辑

. 通道可从标准的20ch最多扩展至200ch

. 全通道多功能键&绝缘输入

• 2GB大容量内嵌存储器

• 5.7英寸VGA液晶屏显示鲜明的波形

. 利用USB存储器、 LAN/USB I/F轻松连接PC

. 搭载全屏示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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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通道多功能键输入
采用不受各类输入信号通道间影晌的全通道绝缘输入方式，无须再为线
路担忧。 而输入信号支持电压/温度/湿度/脉冲/逻辑多功能键输入。 温
度湿度及电压等，不同的测量对象仅需-台便可完成测量。

I ~ EE I ~ 20mV-50V 

r;;-τt;l... 热电偶 R ， S ， B ， K，E.T ， J ， N ，W (WRe5-26) 
L二lIIl I三J ... 热电阻 Pt100、 JPt100 、 Pt1000 (IEC751) 

口，\È Jî I ~ O;:l~~ 
U工」二J " (需要另售配件B-530)

「百71 ， 4cWI
I)tJ~ # " ." 累计， 瞬时， 转速

I ~ $ft I ~ 4ch" 

拿 1 任意选择脉冲、 逻辑其中立 。

需要另行购买逻辑警报电缆 ( 6-513) 。

lj!jj jjjjj jjjjFi? | EK]'f'Æ!EI 

雪雪雪理雪茸噎雪雪Æ5FANf' I

端子采用M3螺栓。

5.7英寸VGA液晶屏显示清晰地波形
监视器采用鲜明清晰易于观察的5.7英寸VGA
液晶屏。 除了可以确认测量条件外，还可以确
认波形及数据值状态的测量值。

敛据值

波形+敛据值 表示测量过程中过去的数据

通道可从标准的20ch最多扩展至200ch
标准通道数为20ch ， 每20ch最多可扩展至200ch ，

单独主体进行通道扩展 (60ch扩展示锣tl)

1 : 从主体上卸下标准的20ch端子 2 在主体上安装另售部件中的扩展端子
基础组件

Terminal unit 

A 

3 : 在扩展端子上安装2个另售部件 4 : 2个20通道的扩展端子 (B-538)
20ch扩展端子套装 也连接到扩展基础组件 (B-537) 上

20ch端于台 -通道扩展-览表

Number 01 channel5 

GL820主体

扩展端子基础组件 (B-537)

20ch扩展端子套装 (B-538)

m-w-w
一时

最高支持 lOms采样速度。
实现在测量电压时提升采样速度。
通过减少通道数量，可最快在 10ms下收录数据。

采样速度

可使用的ch数量

测量对象" 堕亘
温度

X 可选项 N/A 不可选
'2 由于湿度缩放换算成了口-IV电压 ， 因此采样速度也与电压相同。

hi
m

-x
一X

2GB内嵌存储器可长时间收录数据放心测量
内嵌2GB大容量闪存，无须使用外部记忆媒体即可长时间收录数据。 使
用闪存也无须担心切断电源后数据会消失。
外部记忆媒体可以使用 USB存储器 ， 可直接用 USB存储器收录数据。 同
时，测量过程中也可以更换USB存储器 ， 更换期间的数据仍然保留 。

105 

都
-m刷

搭载循环采集功能
通过在内嵌存储器及USB存储器内使用搭载循环采集功能 ， 可只保留必
要的最新数据。 (ON时可收录的存储器容量将变为剩余容量的 1/3 ， ) 

利用 USB轻松传输数据。 利用以太网进行远程测量
将USB存储器安装在主体上可直接收录数据。
通过使用 USB驱动模式，可将GL820主体作为PC的外挂记忆媒体使用，同时传输
大容量数据将变得更加便利 。 而通过使用以太网则可实现WEB 、 FTP服务器功能及
FTP客户端功能、 NTP客户揣功能。

• WE6&FTP服务器功能
可在WE6浏览器上显示主体操作
及波形。 还可进行数据传输.

• FTP客户端功能
在FTP服务器中每隔-段时间自
动备份主体内的数据。

• NTP客户端功能
可根据NTP服务器的时间定期修
正主体时间。

具备警报输出功能
若使用警报功能 ， 当出现异常信号时，可进行信号输出飞 配备有4个输出端子。

'6 需要另售配件中的逻辑警报电组。

【代理进口】数据采集器及温度记录仪http://www.testeb.com/yiqi/shujucaijiqi-list/  电话18823303057 QQ：2104028976



实现简单操作的标准附属PC软件

彩色的测量画面
测量画面中准备有Y-T、 Y-T (放大)、数据、
报告这4种画面。
另外，还具备直接将测量值写入电子表格的电
子表格填写功能。

二 1
报告显示画面

多种数据回放画面
数据回放画面中配备有Y-T、数据显示、光标间
X-Y3种画面。
数据显示画面将显示最大、最小、平均、 p-p光
标值，非常方便。

使用PC最多可进行500ch测量
如果在l台pc上使用LAN/USB电缆与集线器，最多可进行500ch或
10台'7 连接状态下的同时测量、单独测量。

叮 无论是同时测量/单独测量，戴据显示及鼓据文件均可单独体现

midi LOGGER的用途示例

设定简单
设定画面仅集合了5个画面。
可以一边观察输入信号一边简单地进
行各种设定。

方便的功能
搭载统计运算、文件格式
转换、检索、四则运算功
能等，帮助进行数据收录
后的处理。

.噩噩噩噩E回噩噩噩噩噩mm，- E@1W1噩噩莹噩噩噩.噩噩噩 …团~噩噩罩需æm胃罩-
测量推土机的引擎旋转温度及测量脉冲旋转数

ru 
‘题'

测量复印机内部各部分的温度及湿度 ;J!IJ量家用热水器各部分的温度及流量

为您介绍midi LOGGER系列 | 电压 l 温度 | 湿度 l 脉冲 | 逻辑 | 最适合进行高速现象测量的

midi LOGGER 
GL220 

适合少量通道测量的用户使用
. 10通道绝缘多功能键输入

· 支持最高10ms采样

· 大型4.3英寸宽屏TFT彩色液晶
. 2GB大容量内嵌存储器

· 搭载环形记忆功能 midi LOGGER 
GL 900 series 

用户使用
· 绝缘多功能键输入

· 高速 1 0μs 及同时采样可实现1 6bit的高分解

· 配备大型5.7英寸彩色液晶屏， 显示清晰易懂的波形

· 可作为x-Y记录器使用

· 可在支持PC的USB存储器中收录数据

【代理进口】数据采集器及温度记录仪http://www.testeb.com/yiqi/shujucaijiqi-list/  电话18823303057 QQ：2104028976



~温臼
项目 内窑

模拟输λ通道组 标准 20ch，噩事2∞ch (每20ch上增设)

件部输入输出输入 8 触左输λ或外部罪样输λ lch、 逻辑输λ或脉冲输λ4ch

输出.， 哥报输出4ch

来样周期 1Oms-lh ( 1Oms-50ms仅为电压 l 根据采样周期， ch鼓量曹限制)、扑部

T1ME/DIV Is-24h 

触在功能 种类 开始触左成立开始<&最鼓据， 停止触在成立停止收录缸据

外部触在 开始 Off. 等级值、曹报、外部输入 8、指定时间、指定星期、 一定时间

停止 Off. 等级值、曹报、外部输λ8、指定时间、指定星期、 一定时间

组合触提 等级OR、等级AND、边缘OR. 边缘AND

条件触在 模拟 上升、下降、范围内、 范围卦

脉冲 上升、下降、范围内、范围外

逻辑 上升、下降

曹报判断 检测方法 等级、边缘

判定种类 模拟 上丹、下降、范围内、范围外

脉冲 上升、下降、范回肉、范圈外

逻辑上升、下降

菁报输出.， 通道敏4ch，输出方式集电极开路输出(上位电阻10k!l )

脉冲输λ咱 罩计模式 该模式显市开始测量后各采样闯隔的脉冲鼓运算

50C、 500C 、 5仅lOC 、 50陀、 5∞kC、 5MC. 50MC、 5∞MC/F.5

嗣时模式 该模式显市各个采样闹隔的脉冲盖章量
50C、 5∞C、 5田lOC、 50町、 5∞kC、 5MC、 50MC、 5∞MC/F.S

转速模式 该模式计算每1秒的脉冲披量井显市为60倍鼓值的旋转鼓量
50rpm、旦JOrpm、且JOOrρm、50krpm、 500krpm、 5Mrpm、 50Mrpm、旦lOMrpm/F.S

章大脉冲周波踉 50kHz (量大计数 50kCI果样， 1 6Bit计敏器}

运算功能 通道间运算 以模式输λch为对靠造行加;击、报法、乘法、除法运算

统计运算 从平均值、峰值、量大值、最小值、实际值中选择2种进行运篝
捡章功能 针对已收景的鼓据， 检测模拟信号等级、脉冲值、逻辑值就曹报在生点
PCI/F 以太网 (10 8ASE-T/l 00 8ASE-TCX) , U58 (圭速)

记忆媒体 主体内嵌2Gbyts闷存， U58存储器句

数据保存功能 测量数据 直接白内嵌闪存或U58存储器收景

其他 设定条件、画面草制数据也可保存

循环采靠功能 功能 ON/OFF，收景点鼓旧∞-2αlOOOO
(ON时可收量窑量为剩余窑量的 1 /3)

U58功能 US8驱动模式(传输或删除主体存储器的立件)

工程比例缩披功能 针对各通道， 可以根据事考值，输λ或输出比例缩披鼓据

电压范围时 4点设定，温度范围时 2点设定

显市器 尺寸 5.7英寸VGA影色连晶显市器 (VGA 解析匮640x480)

显刁之四面 波形+戴据值国面， 主波形田面，鼓据值+远'事由面， 随大鼓据国面

使用环境 。-45'C， 5-85%RH 
(电池驱动时为0-40'C 1克电时为15-35'C)

额定电琼 AC适配器 (AClooV-240V/50-60Hz) , 
DC输λ(DC8.5V-24V (最大26.4V) ) ' ''，电池组哺

消耗功草 32VA以下

(AC驱动时LCDON，电池充电时)

外观尺寸(Wx DxHJ (约) 232x 152x 50mm 

质量[重量J (约) 9∞g (未吉AC适配器、电池)

主 :;L~~~.:.~.t: ~~. 

项目 内窑

模式输λ端于形杖 M3螺栓式端于

输λ古式 光电继电器扫描方式， 主通道绝缔输入，平衡输λ

测量范回 电压 20、 50、 ω0、 2∞、 5oomV ， 1 、 2、 5、 10、 20、 50V ， 1-5V/ F.S 

il&lI 热电偶 K、 J、 E、 T、 R. 5. 8、 N 、 W (WRe5-26) 
测温阻抗 Ptloo、 JPtl C刀、 Ptl OC归 (IEC75 1)

i!i!1i 。-1()(万。

(使用另售配件中的湿匪感应器时， 标准为只可使用 1根)

过越器 Off. 2. 5、 10、 20、 40 (在左侧次撒下进行平均移动)

测量精度 'n 电压 0.I%oIF.5 
温度 热电偶 测量温庄范困('C) 测量准确度

O 'C '" T5 '" H卫D 'C :t 5.2 'C 

RIS 
l00 "C <TS c;;;; 3∞ t :t 3.0 'C 

R: 300 'C < T5 '" 16oo 'C :t (0.05 % 01 rdg + 2.0 'C) 

5: 3∞'C <T5" 1760 'C :t (0.05克。1 rdg + 2.0 'CJ 

8 4∞'C .;;T5 .;; 6oo 'C :t 3.5 'C 

6∞'C < T5 '" 1820 'C :t (0.05 % 01 rdg + 2.0 'CJ 

K -200 'C .;; T5 '" - 100 'C :t (0.05 % ofrdg + 2.0 'C) 
1∞'C <T5 .;; 1370 'C :t (0.05%ofrdg + 1.0 'C) 

E 2∞'C '" T5 '" - 1∞ t :t (0.05 % 01 rdg + 2.0 'CJ 

-1∞'C < TS ‘田lO'C :t (0.05克。Irdg + 1.0 'C) 

T -200 'C ‘ T5.ζ-loo 'C :t (0.1 骂。Irdg+ 1.5 'C) 

- 1∞"c < T5 '" 4∞t :t (0.1 %0I rdg + 0.5 'CJ 

-2∞"c c;;;; T5 c;;; .1∞ t 士2.7'C

」 - loo 'C < T5'" loo 'C :t 1.7 'C 

1∞"c < T5 "" 门∞℃ :t (0.05%ofrdg + 1.0 'C) 

N 。'C .;; TS ‘ 13∞℃ 主 (0.1 %ol rdg + 1.0 'CJ 

W O'C ‘ T5 .;; 20∞℃ :t (0.1 %ol rdg + 1.5 'CJ 

*标准接点补偿准确度:t0.5'C

测温阻抗 测量温度范围 测量准确度

Ptl∞ 2∞'C - 850 'C (F5=1050'C) :t1.0 'C 

JPtl∞ 2∞'C - 5∞'C (F5 = 7∞'C ) :t0.8 'C 

PtlO∞ 一2∞'C - 5∞'C (FS = 7∞ 'C ) :t0.8 'C 

A/D转换器 方式 <1.1:方式， 168it (有效卦解能力 ±范围内约 1 /4αJOrD)

最大输λ电压 输λ端于+1 立间 60Vp-p 

输λ端于/输出端于主间 60V p -p 

输入端手IGND主l回 60V p -p 

耐电压 输λ端子/输出端子之l司 350V p -p (1 分钟内)

输λ端于IGND之间 350V p -p (1 分钟内)

~~.t~;' 

项目 内窑

支持OS Windows XP I Vista / 7 (32 Bit版、 64 Bit版)

功能 控制主体，收录即时鼓据， 回鼠，改变鼓据立件格式

主体设定范围 输λil!定、 存储器设定、 警报il!定、触崖设定

连接台鼓 理事10古就最事5∞ch中任意-种

收景鼓据 即时PC传输 (CSV ， 进制) ， 传输主体存储器内的鼓据1 传输U58存储器鼓据

显刀之内窑

显市模式

监视功能

转换立件格式

报告功能

画画军主画
选项

逻辑曹报电缆

DC驱动电缆

电池组

湿度传感器."

扩展揣于基础组件
20ch扩展端于套装

U58存储器 2G8

槽杖K型热电偶

表面静止用K型热电惆

L型襄面静止用K型热电惆

分流电阻250!l

模拟波形、逻辑波形、脉冲波形、鼓据值

Y-T显罩、数据值显罩、 报告显币、 光标间X-Y显币 (仅限重现时)

在生曹报时向指定的邮件地址在迭邮件

先标间鼓据或所有组据转换为C5V格式(具备省略功能)

自动生成日报、月报立件(也可直接填写进电子表格)

描述

1∞ to 240 V AC, 50 1 60 Hz (带特定的电源线)

使用手册 (PDF 格式].应用软件

简吕操作

型号 量i洼
8-513 2m ， 前端分离

8-514 2m ， 前端分离

8-517 1 个， 7.4 V 2200 mAh 
8-530 3m，附带专用电班!l口

8-537 GL820、 8∞专用

8-538 GL820、 ω0专用

8-550 2G8 
RIC-410 -1∞-3∞'C ， 1级 l 软线长度1.1 m

阳C-420 30-4∞'C， 2缀，软线长度l. l m

RIC-430 30-6∞'C ， 2级 1 软线长度 l. lm

8-551 最大使用电压15.8V ， 额定电力 lW

埋辑曹报电缆 DC驱动电缆 电池组 ;星匮传感器 扩展端于基础组件

(8-513J (8-51 4J (8-517J (8-530) 叫2 18-537) 

_" 

。/' 

~/ ]J 0:-
USB存储器 2G8 悻状K型热电偶 罪面静止用K型热咆偶 L型事面静止用K型热电偶

18-550) IRIC-410) (RIC-420) (阳C-430)

。\ 一。 ~ 

'8 帽噩噩蝠"据电描 (8-513) • 
外部样本/;-;_羁/脉冲输入最大输入电压+24V ， 输入起始点电E的+2.5V ， 滞后的O.5V (+2.5-3V) 

叩 无阻制 (值1个立件.多2G8yte)
叮0: DC盟副电描 (8-5 14) ，电池组 (8-51 7) 为另售E件.
叮1: (23'C土5'C ) . 撞通电置后30分钟以上 · 迫器器ON ( 10) . 采样 I s (20Ch) • GND接她
叮2 可使用范围 -25'C 1080'C (可特别订制 10m 、 15m. 20m) 

因主体/PC主体故障导鼓鼓据出现问题的 ， 将不予保障。
请费必备份戴据.
e 该目录所记载的软件在称在硬件岳称等均为茜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20ch扩展端子喜莘

(B-538) 

分流电阻250!l
(8-551) 

?飞

.Windows为量国MicrosoftC町poration在草固且真他国靠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该目最记载的内容戳止2010年6月8日 .
·该目量的记载事项{规格等) 可能垂在未告知的情况进行更改.

@ AOHS刷刷画

A 为了让您正确、安全地适用仪器
·请在使用前认真阅读适用说明书，然后按照书上内容正确进行操作。

·为了避免故障或漏电导鼓触电I 请切实连接接地线1 然后再适用标明的正确电源且电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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