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种数据采集对象： 灵活应用于多种作业场合
多画面显示： 可以显示多种数据类型
数据记录： 便于用户查看并分析
安全功能： 限定仪器操作，保证仪器的安全使用
触屏设计及手写功能： 操作便捷，数据使用更灵活
人机交互： 简单直接，强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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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功能优势和特点

VIEW210数据采集仪是将采集的数据、运算数据以时
间为基轴记录在仪器内部的存储系统中，减少消耗纸
张、笔墨等常用的记录设施。

记录在仪器内部的存储数据，通过运算、模拟后显示
在液晶屏上。在液晶屏屏幕上，可以将记录数据以趋
势、数字、棒图、报警列表等多种形式来显示。

可扩展的模块化构造
用户可自由选择各种输入/输出模块来扩展I/O通道，I/O端
子可拆卸，由M3螺丝端子和压接端子连接安装。高灵活性的
设计允许用户任意添加或移除模块。

支持多通道数据测量和记录
多种通道设置独立选择，最多支持100个通道输入，最多支
持260个通道记录。

人性化用户界面
采用12.1英寸高分辨率触摸显示屏，人性化UI交互界面更加
直观、简单，屏幕间切换方便。

使用鼠标和键盘操作屏幕
通过前后面板的USB接口连接鼠标和键盘，可以进行屏幕操
作(文字输入等)。同时使用USB存储器，可以保存数据并轻
松传输至电脑。

大容量存储及打印输出功能
VIEW210可对测试和运算数据进行实时存储，仪器内部存储
空间为16GB。同时VIEW210可通过LAN口连接打印机以便
进行现场打印。无需连接电脑，可直接通过仪器打印输出报
表和屏幕截图。

主网络功能
用户可通过FTP服务器功能从计算机访问、传输测量数据文
件。同时支持电子邮件发送、时间同步(SNTP)、网络自动设
置(DHCP)、FTP客户端功能。

安全操作
数字证书管理功能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多用户登录和权限管
理保障了用户操作和数据安全性。

多屏显示监控画面
可将画面显示分割为2~6个部分，分别排列在屏幕上，这2~6
个部分都有9种格式可供选择，最多可保存10张自定义画
面。

手写输入功能 	
支持触摸及手写输入操作，可以用手写笔或指尖在波形区域
画图或输入文字，并可以指定输入的颜色和线的粗细。功能
模块设计明朗、便于用户直观操作。

智能化操作界面
测量过程中也可以滑动或拖拽数据，以便无缝显示历史趋
势。可上下左右拖动数值显示部分，任意更改其位置，以及移
动标尺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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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详图及说明

应用案例

规格参数

项目 规格

型号 RAI

输入点数 10

输入类型 直流电压、标准信号、热电偶、热电阻*1、DI（电平、
接点）

测量周期 通用模块：100ms、200ms、500ms、1s、2s、5s
电磁继电器模块：1s、2s、5s

断偶检测 可指定正显示、负显示和Off（各通道）

检出条件
（热电偶）

正常：41KΩ或以下
断线：41KΩ或以上
并联容量：10nF或以下
检出电流：约10uA

检出条件
（热电阻）

正常：接线电阻规格或更低
断线：约500Ω或以上
并联容量：10nF或以下
检出电流：约10uA

检出条件
（标准信号）

正常：测量范围内
断线：取决于设置的断偶判定值（断偶判定值根据
与设置范围宽度的比例设置）
下限值：-20.0～-5.0%
上限值：105～120%

输入外部
电阻

直流电压/热电偶输入：2KΩ或以下
热电阻输入：单线10Ω或以下（3线电阻也相等）

输入偏移
电流 ±10nA或以下（设置断偶检测时除外）

测量电流
（RTD） 约1mA

输入电阻
热电偶/直流电压(1V量程或以下)	时，10MΩ或
以上
直流电压(2V量程或以上)/标准信号时，约1MΩ

信号源电阻
的影响

热电偶/直流电压(1V量程或以下)	时，10μV/1kΩ
或以下
直流电压(2V量程或以上)/标准信号时，±读数
0.15%/1kΩ或以下

允许接线
电阻

热电阻输入时，每线最大10Ω(	三线间的导线电
阻相等)

允许输入
电压

热电偶/直流电压(1V量程或以下)/热电阻/DI接点
输入时，10VDC
直流电压(2V量程或以上)时，60VDC

标准模式
电压

热电偶/直流电压(1V量程或以下)/DI(	电压)：额定
量程的1.2倍或以下
标准信号0.4-2V量程：2.4V
标准信号1-5V量程：6V

最大共模
电压

30VACrms(50/60Hz)	或60VDC(测量输入最大共
模干扰电压：250VACrms)

测量输入
通道间最大

电压

30VACrms(50/60Hz)	或60VDC(测量输入通道间
最大共模干扰电压：250VACrms)

耐电压

通用输入方式：输入端子与内部电路之
间：3000VAC、1分钟
电磁继电器方式：输入端子与内部电路之
间：1000VAC、1分钟
模拟输入通道之间：1000VAC、1分钟(b端子除外)

绝缘电阻 输入端子与内部电路之间：500VDC、20MΩ或以上
模拟输入通道之间：500VDC、20MΩ或以上

模拟输入模块

环境试验设备的数据采集
测量环境试验数据，以简洁易懂的方式显示并记录多种数
据。多种输入类型可供选择，自动计算出干球温度和湿球的
相对温度。运算结果能够与温度及其他参数(如压力)混合
记录。

药品食品的灭菌工程管理(灭菌数据的采集)
通过运算功能可以记录杀菌处理过程中的数据。根据加热温
度自动算出F0值，运算结果与加热温度和其他参数(药品/食
品温度、压力等)混合记录。

包线过程的管理(电线温度和外径的数据采集)
测量并同时显示电线制造的包线过程的外径和温度,以监测
绝缘质量。多种输入方式可供选择；同时显示现场温度和电
线外径，监测其相关数据；监测和记录外径、温度、及异常发
生时的报警。

*1：仅通用板卡支持

❶	输入输出模块插槽
❷	接地接口
❸	电源开关和电源线接口	
❹	VGA接口

❺	异常输出接口
❻	以太网接口
❼	A型USB接口

❶	A型USB接口											
❷	SD卡接口
❸	START/STOP键							

❹	MENU键
❺	电源开关																		
❻	LCD屏幕

❶

❷❸ ❹ ❺ ❻❼

❸❹❺

❻

❶

❷

2



电压测量精度

类型 量程
测量精度（数字显示）

最高
分辨率积分时间

16.67ms以上
积分时间
1.67ms

直流
电压

20mV ±(读数的
0.05%+12μV)

±(	读数的	
0.1%+20μV) 1μV

60mV ±(读数的
0.05%+0.03mV)

±(	读数的	
0.1%+0.1mV) 10μV

200mV ±(读数的
0.05%+0.03mV)

±(	读数的	
0.1%+0.2mV)	 10μV

1V ±(读数的
0.05%+1.2mV)

±(	读数的	
0.1%+2mV)	 100μV

2V ±(读数的
0.05%+1.2mV)

±(	读数的	
0.1%+2mV)	 100μV

6V ±(读数的
0.05%+3mV)

±(	读数的	
0.1%+10mV) 1mV

20V ±(读数的
0.05%+3mV)

±(	读数的	
0.1%+20mV) 1mV

50V ±(读数的
0.05%+0.03V)

±(	读数的	
0.1%+0.1V)	 10mV

标准
信号

0.4-2V	 ±(读数的
0.05%+1.2mV)

±(	读数的	
0.1%+2mV)	 100μV

1-5V ±(读数的
0.05%+3mV)

±(	读数的	
0.1%+10mV)	 1mV

热电阻测量精度

类型 量程
测量精度（数字显示）

最高
分辨率积分时间

16.67ms以上
积分时间
1.67ms

热电
阻 Pt100 ±(读数的

0.15%+0.3℃)
±(读数的
0.3%+1.5℃) 0.1℃

热电偶测量精度（不包括冷端补偿精度 ）

类
型

量
程

测量精度（数字显示）
最高

分辨率积分时间16.67ms
以上 积分时间1.67ms

TC-K K

±读数0.15%+0.7°C
-200.0～0.0°C：±读数
的0.35%+0.7℃	低于
-200.0°C	时，不保证
精度

±读数的0.2%+5.0°C
-200.0～0.0°C：±读数
的3%+5.0°C	低于
-200.0°C时，不保证
精度

0.1℃

TC-T T

±读数0.15%+0.5°C
-200.0～0.0°C：±读数
的0.35%+0.5°C低
于-200.0°C	时，不保
证精度

±读数的0.2%+2.5°C
-200.0～0.0°C：±
读数的2%+2.5°C低
于-200.0°C	时，不保
证精度

0.1℃

DI测量精度

类型 量程 测量精度

DI
电平 阈值电平（Vth=2.4V）精度±0.1V

接点 1KΩ或以下：1(ON)
100KΩ或以上：0（OFF）（并联电容0.01uF	或以下）

项目 规格

型号 RDI

用途 远程控制输入、脉冲输入等

输入点数 16

输入信号类型 DI、脉冲

数字输入模块

测量周期 最快100ms

输入类型 开路集电极或无电压接点

绝缘方式 光电耦合器绝缘、变压器绝缘(输入电源)

接点额定规格 12VDC、20mA或以上

输入电阻 约2.6kΩ

允许输入电压 10V

ON/OFF检测

开路集电极接点输入时：
ON时电压：0.5VDC或以下
OFF时漏电流：0.5mA或以下
无电压接点输入时：
ON时接点电阻：200Ω或以下
OFF时接点电阻：50	kΩ或以上

共模数 2	

耐电压 输入端子与内部电路之间：1500	VAC、1	分
钟

绝缘电阻 输入端子与内部电路之间：500	VDC、20	MΩ
或以上

脉冲输入规格

计数方式：计算脉冲的上升沿
开路集电极：输入端子的电压水平由高向
低变化
无电压接点：接点由断开变为闭合
最小检出脉宽：Low	(闭合)、High	(断开)	合
计2ms或以上
脉冲检出周期：1ms
脉冲测量精度：1脉冲
脉冲计数间隔：测量周期

项目 规格

型号 RDO

用途 报警输出等

输入点数 6

输入信号类型 继电器接点（C接点）

测量周期 最快100ms

绝缘方式 机械式绝缘

额定负载电压 30VDC或250VAC或以下

最大负载电流 3	A	(DC)

最小负载电压/
电流 DC12V	/100mA

共模数 6	(	全部点独立)

耐电压
输出端子与内部电路之间：3000VACrms、1
分钟
输出端子之间：3000Vrms	AC、1分钟

绝缘电阻
输出端子与内部电路之间：500	VDC、20MΩ
或以上
输出端子之间：500	VDC、20MΩ或以上

数字输出模块

测量精度
条件：温度23±2°C，湿度55±10%RH，电源电压90～132	
VAC、180～264VAC，电源频率50/60Hz±1%以内，至少预
热30分钟。
振动等其他环境条件不对仪表运行造成不良影响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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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点数 8

输入信号类型 DI、脉冲

测量周期 最快100ms

输入类型 开路集电极或无电压接点

绝缘方式 光电耦合器绝缘、变压器绝缘(输入电源)

接点额定规格 使用12	VDC、20	mA或以上的外部接点

输入电阻 约2.4kΩ

允许输入电压 10V

ON/OFF	检测

开路集电极接点输入时：
ON时电压：0.5	VDC或以下
OFF时漏电流：0.5	mA或以下
无电压接点输入时：
ON时接点电阻：200Ω或以下
OFF时接点电阻：50kΩ或以上

共模数 1

耐电压 输入端子与内部电路之间：1500VAC、1	
分钟

绝缘电阻 输入端子与内部电路之间：500VDC、20	
MΩ或以上

脉冲输入规格

计数方式：计算脉冲的上升沿
开路集电极：输入端子的电压水平由高向
低变化
无电压接点：接点由断开变为闭合
最小检出脉宽：Low	(闭合)、High	(断开)	合
计2ms或以上
脉冲检出周期：1ms
脉冲测量精度：1脉冲
脉冲计数间隔：测量周期

数字输出（DO）部分

项目 规格

用途 报警输出等

输入点数 6

输入信号类型 继电器接点（C接点）

测量周期 最快100ms

绝缘方式 机械式绝缘

额定负载电压 30VDC或250	VAC或以下

最大负载电流 3A	(DC)

最小负载电压/电流 DC12V/100mA

共模数 6	(全部点独立)

耐电压
输出端子与内部电路之间：3000Vrms	
AC、1分钟
输出端子之间：3000Vrms	AC、1分钟

绝缘电阻
输出端子与内部电路之间：500VDC、20	
MΩ或以上
输出端子之间：500	VDC、20MΩ或以上

项目 规格

显示组数 最多50组

组切换 按指定周期切换显示组

可分配至各组的
通道数 最多20个通道

模块类型 模拟输入、数字输入、数字输出、数字输入
输出、运算通道

通道显示颜色 24固定色+1种自定义颜色

显示功能

基本显示

项目 规格

显示类型

趋势显示

显示方向：纵或横
趋势周期：5*1、	10*1、	15*1、	30	s/div、	1
、	2、5、	10、	15、	20、	30	min/div、	1、	2、	4、	
10	h/div可选
波形线宽：	粗、	标准、	细可选
标尺：位置最大为10。可以在标尺上显示当	
前值棒图、	彩色标尺带区域和报警点标记。
可移动标尺：	可以移动标尺到波形上的任
意位置。
其他：	栅格(分割数4～12、	自动)、	分割线、	
信息、区域显示、	部分压缩放大显示。

历史趋势

重新显示内存或外部存储器中的显示数据/
事件数据。
数据检索：	通过指定日期和时间，	可以从内
存的指定位置开始重新显示。
可移动标尺：可以移动标尺到波形上的任意
位置。

棒图显示
方向：	纵或横
标尺：	按通道标尺显示，可以显示标尺上的
彩色标尺带区域和报警点标记。

数字显示

数字页面仅以数字显示测量值
可以用任意字符串显示DI输入的状态
(0=Off/1=On等)
更新周期：	0.5秒

总览显示 显示形式：	可以显示全部通道或分组显示。
显示全部通道的测量

报警一览显示 最多可显示1000条报警记录。
用光标指定报警后，	可跳转至该部分的历史趋势

信息一览显示
最多显示500条信息的写入时间和内容。
用光标指定信息后，	可跳转至该部分的历
史趋势显示。

内存一览显示

显示内存中的数据信息(显示/事件数据各
最多500条)
用光标指定文件后，	可跳转至该部分的历
史趋势显示。

报表显示 显示内存的报表数据（时报、日报、周报、月
报、自定义报表、批处理报表）

日志显示 显示操作日志、错误日志

多画面显示 将画面分割成2-6部分，设置显示不同的
内容

内部开关/	继电器
状态显示

显示内部开关与DO的ON/OFF状态
可操作内部开关与DO的ON/OFF

其他显示 网络信息、系统信息、系统设定

数字输入输出模块

数字输入（DI）部分

项目 规格

用途 远程控制输入、脉冲输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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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格

目标 测量(输入输出模块)、运算

内容 任意时间的测量值

记录通道数 50

内存最大存储数 400

数据格式 文本

手动采样数据

项目 规格

目标 测量(输入输出模块)、运算

记录通道数 60

内容 按报表创建时间生成的报表

内存最大存储数 800

数据格式 文本

报表数据

项目 规格

内容 显示画面的截屏图像数据

图像数据格式 PNG

输出位置 外部存储器或通信输出

画面存储数据

项目 规格

运算通道数 100

运算类型

通用运算：
四则运算(+、-、*、/)、平方根、绝对值、常用
对数、自然对数、指数和幂
关系运算：
.GT.(大于)、.LT.(小于)、.GE.(大于等于)、.LE.
(小于等于)	、.EQ.(等于)、.NE.(不等于)
逻辑运算：与、或、非、异或
统计运算：TLOG和CLOG
特殊运算：PRE、HOLD、RESET、CARRY
条件表达式：[a?b:c]
位运算：BIT
取整运算：INT
取余运算：MOD
三角函数：SIN、COS

运算精度 双精度浮点

可用数据（通道
数据）

测量通道：所有的IO通道
运算通道：A001～A100
常数：100	(K001～K100)
内部开关：100(S001～S100)
标志：20	(F01～F20)
记录状态：1（REC01）

运算功能

项目 规格

报警数 各测量通道最多可设置4个报警(电平)

报警类型 上限、下限、差值上限、差值下限、变化率上
升限、变化率下降限、延迟上限和延迟下限

报警延迟时间 1秒～24小时

滞后 设置报警发生值和解除值的差

报警功能

报警输出 输出至内部开关、继电器，动作可设置与/或

显示 报警发生时在各运行画面显示状态，在状
态显示部分显示报警图标

解除单个报警功能 对于单个的报警，可以解除报警显示及继
电器输出

项目 规格

事件动作 发生事件时执行指定操作

设置数 50

事件类型

内部开关、继电器、报警-输入输出通道、
报警-运算通道、所有报警、计时器、匹配时
刻计时器、用户功能键、仪表状态和远程
控制输入

动作类型

记录、运算、切换显示率、标志、手动采样、
解除报警、画面存储、保存显示数据、保存
事件数据、事件触发、信息、显示组切换、相
对时间计时器复位、读入设置数据、显示标
准画面、内部开关、继电器、开始/停止记录、
开始/停止运算、切换显示率1/2，标志on/
off、继电器on/off、内部开关on/off

事件动作功能

项目 规格

目标 测量、运算、报表一览、信息一览

内容 每个记录周期内的瞬时值

记录周期 取决于采样周期、记录数据种类（事件、显
示+事件）

数据格式 二进制或文本

模式 自由、单次触发、循环触发

事件数据

项目 规格

内存介质 SD存储卡

内部文件存储容量 16G

外部存储介质 SD存储卡或USB闪存

外部文件存储格式 FAT32或FAT16

数据类型 显示数据、事件数据、报警一览数据、手动
采样数据、报表数据和画面存储数据

数据保存功能

项目 规格

目标 测量、运算、报表一览、信息一览

内容 每个记录周期内的最大值/最小值

记录周期 取决于趋势周期，记录数据种类（显示、显
示+事件）

数据格式 二进制或文本

显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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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格

电气机械规格 符合IEEE802.3（以太网帧符合DIX规格）

介质 以太网

FTP客户端
将数据文件自动传送至FTP服务器
对象文件：显示数据、事件数据、画面图像
数据、报表数据、手动采样和报警数据

SMTP客户端 控制信件发送方式

SNTP客户端 向SNTP服务器查询后设置仪器时间

Email客户端

在指定时间自动发送E-Mail、报警发生、
解除时(最多50通道)、电源接通时(断电恢
复时)、创建报表数据时、内存已满时、定时
通知时

服务器设置 设置FTP服务器、SNTP服务器功能

以太网通信功能

项目 规格

输入输出模块接口 端口数10

异常输出接口
C结点	1点；额定负载电压：12	VDC	/	250	
VAC，额定负载电流：6A(DC/AC)，最小负载
电流：100	mA，使用寿命：100万次

硬件接口

项目 规格

SD卡接口 符合SD2.0协议

A型USB接口 符合USB	Rev.2.0

VGA接口 高密度D-sub	15	针

以太网接口 RJ-45接口、符合IEEE802.3；	
1000BASET、100BASE-TX,	10BASE-T

通讯接口

项目 规格

预热时间 ≥30分钟

工作环境 0～50°C
20～80%	RH(5～40°C，无结露)

储藏环境 -25～60°C
5～95%	RH(无结露)

适用场所 室内

安装角度 最多允许30度后倾，左右水平

工作海拔高度 2000米或以下

额定电源电压 100～240VAC(±10%)

额定电源频率 50/60Hz(±2%)

最大功耗 最大80VA（100VAC）或最大
100VA(240VAC)	

尺寸 292.9mm*263.5mm*313.4mm（含模块）

重量 约5.2kg（单机）+0.265kg（单个子板卡重
量）*10

显示屏大小 12.1英寸

画面像素 1024*768	

常规特性

仪器尺寸

292.9mm

313.4mm

292.9mm

263.5mm

20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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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和规格代码

名称 型号 说明

主机 VIEW210 数据采集仪主机

选配模块
(数字I/O)

RDI 数字输入模块

RDO 数字输出模块

RDIO 数字输入输出模块

选配模块
(模拟输入)

RAI-SR-P AI通用

RAI-ER-P AI电磁继电器

标配附件 NX-COVER 防尘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