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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SAN-6224NET
通道数 12

数字 I/O 8

分辨率 24 位

采样率 最大 50kHz

采集信号类型 应变片/电桥盒

SAN-6224NET
基于以太网的应变采集器

特点
• 12 通道应变测量

• 每个通道24位Σ-Δ型ADC

• 每个通道50kHz 的采样率

• 用户可对激励编程

• 同步采样

• 自动感应修正技术

• 电桥矫正

• 8 个数字I/O

• 多种触发模式

• 紧凑，便携型设计

• 可多台相连

软件
• 软件具有设定参数、显示应变大小、

记录、分析以及出具报告的功能

• 功能先进，无需编程

• 具有拖放功能

• 有设置向导，使用很方便

• 可以将图形数据导出到 Excel®中

• 包含数据分析工具

• 回放模式

• 复杂的测试报告能力

• 可以将多台SAN-6224NET 集成

在一个软件界面中

• 支持的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

2000®, Windows Vista® x86 (32-

bit), Windows XP® (32-bit)，

Windows7

SAN-6224NET 包含一个专门用于应变测量的软件

概述
SAN-6000NET 是一个基于以太网的，

有简单易用的操作软件的应变采集系

统，操作简单易用，功能强大。SAN-

6224NET 集成信号调节功能，并且采

用模块化的设计，系统可以扩展。它

使用以太网连接，模块可以直接连接

到电脑或使用远程配置模块。模块可

输入电压以及应变信号。

每台SAN-6000NET 包含Encore 测量软

件。测量软件具有先进的功能，包括

用户设定显示数据、强大的分析功能

以及详细的报表能力。

直接连接应变输入
SAN-6224NET 配备了12 个模拟输入通道，

能够测量全，半，或四分之一桥传感器。

这12 个模拟通道每个都有24 位ADC 和

输入放大器，12 个通道可以同时采集。

SAN-6224NET 还含有抗混叠滤波器。所

有应变的输入信号通过安装在模块的前

的12 RJ50 连接器连接。

SAN-6224NET可直接连接应变片输入，

包括半桥、全桥式传感器。当使用

一个外部电阻器时，也可以支持四

分 之 一 桥 的 传 感 器 。 SAN-

6224NET 也可进行软件编程。

可通过软件调整激励电压、自

动调零和电桥校准，消除手动

调整造成的误差和漂移。激励

电压通过软件设定，可以设置

为2.5V、3.3V、5V、或者10V，

对于不在范围内的激励电压值，也可以使用

外部电源，有专门提供接线器方便连接外部

电源作为激励电压源。

Encore 软件提供实时观看和分析数据功能，
并且内置测试报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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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6224NET
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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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6224NET 框架图
外部激励**

CH 1
+RS

–RS

+In

x0.25

24-Bit

隔离

Vref

从 CH 1 到 4

从CH 5 到 6

从CH 7 到 12

电源

CPU

–In

In ADC

电桥校准

TEDS

控制
逻辑

物理层 10/100 MB
以太网

CH 2 电路图和 CH1 的完全一样

CH 3 电路图和 CH1 的完全一样

数据缓存
存储器

CH 4 电路图和 CH1 的完全一样
校准内存

外部激励** LEDs

CH 5

CH 6

CH 7

Channels 5 到 8 以及一个外部激励

连接器

该电路图和上述的模块的电路图是完
全一样的

Digital I/O

CH 8

外部激励**

同步
端口

CH 9

CH 10

CH 11

Channels 9 到 12 以及一个外部激励

连接器 r

该电路图和上述的模块的电路图是完
全一样的

机箱

#6-32

CH 12

** 有3 个外部电源激励电压连接器。.
第一个给通道 1 到 4 外部激励电压.
第二个给通道 5 到 8 外部激励电压.
第三个给通道9 到 12 外部激励电压.

电桥校准
电桥校准使每个通道可以在已知的不平

衡状态下进行设置或修正校准通道。

电桥校准使得不需要实际加载满量程的

负载，即可设置满量程的增益，。

自动感应修正
自动感应修正自动控制并且不断的修

正激励电压降低产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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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6224NET
产品简介

SAN-6224NET 连接示意图

笔记本电脑运行
Encore 软件

笔记本电脑运行
Encore 软件

以太网 以太网

SAN-6224NET 应变测试
模块

两台
SAN-6224NET 相连

CN-268 是一个RJ50 至12 针螺丝端子
分线连接器模块。CN-269 和CN-270 提
供了完整的内部电桥电阻，可用于四
分之一桥连接

信号连接
SAN-6224NET 有12 个应变输入通道，应变信号通过12 个

RJ50 前面板连接器输入。 用户根据需要指定包含在SAN-

6224NET 系统中的12 个连接器模块。

全桥和半桥配置

SAN-6224NET 支持全桥和半桥配置，用户可以连接前面板

的RJ50 接头，或者使用12 针脚的CN-268 螺丝端子分脚连

接器模块进行连接。

四分之一桥配置

CN-269 和CN-270 分别是120 欧姆和350 欧姆的内置电桥

电阻，用于四分之一桥的连接。CN-269 和CN-270 配置了

一端是螺丝的RJ50 母端连接器连接其它连接器。每个通

道必须要配置一个模块熬。

数字 I/O

SAN-6224NET 包括8 根数字I/ O 线。八根线都通过位于

设备后面板上的9 针DSUB 公接口连接器访问。每个数字

I / O 位可单独为输入或输出编程。

触发
SAN-6224NET 支持多种触发模式，提供多种用于启动采集的

可编程的模拟和数字触发模式。所有触发模式下，扫描的

数量和采样速率随着预触发和后触发数据量而定，可以在

采集之前通过软件预先设定这些参数。

系统电源连接
SAN-6224NET 可用19V 到30V 的直流电供电，也可以通过

附带的TR-60U AC 电源适配器供电。

以太网特点
SAN-6224NET 系列通过10/100M 以太网将采集的数据传输到

电脑里，采集的数据保存在电脑的内存或硬盘驱动器上。

电脑和SAN-6224NET 通过点对点的最常见的和最高专用性

能的以太网网络连接，随着以太网的广泛应用，任意数目

的SAN-6224NET 可以连接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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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6224NET
规格说明

激励电压
比重

(nV/Vrms per
1 Hz )

总共
(50 kS/s)
(µV/Vrms)

0 到 1 kHz
(nV/Vrms)

2.5V 8 1.3 250

3.3V 6 1.0 190

5.0V 4 0.6 130

10.0V 2 0.3 65

误差* 读数误差 偏置

标定最大值 (-40˚ to 50˚C) 0.20% 0.0625 mV/V

校准常规值 (25˚C, ±15˚C) 0.05% 0.0125 mV/V

输入信号频率 (fin) 增益 相位

典型 最大 Maximum

0 to 1 kHz 0.15% 0.3% †
0.125o/kHz · fin

1 to 20 kHz 0.4% 1.1% †0.125o/kHz · fin

规格说明
以下规范适用于温度范围-40 to 50˚C
除非另有说明

输入噪声

输入特性

模拟通道数量：12

适用桥路

全桥和半桥: 内置

四分之一桥: 外置

ADC分辨率: 24 bits

ADC 类型: Delta-sigma (带有模拟预滤波)

采集模式: 同步

采集速率 (fs): (50 kS/s)/n , n = 1, 2, ... 31.
主机时基 (内部) Frequency: 12.8MHz 精度:±100pp 最大

额定满量程范围: ±25 mV/V

缩放系数: 2.9802 nV/V 每最低有效位

任意两个终端的过电压保护: ±30V

精度

* 包括偏置失效和分流校准.

增益漂移: 10 ppm/˚C 最大

偏置漂移

2.5V 激励: 0.6 µV/V 每 ˚C
3.3V 激励: 0.5 µV/V 每 ˚C
5V 激励: 0.3 µV/V 每 ˚C
10V 激励: 0.2 µV/V 每 ˚C

通道间的匹配(校准)

† fin 单位是 kHz

非线性相

0 to 1 kHz: <0.001˚
0 to 20 kHz: ±0.1˚

输入延迟: 4.8 µs + 38.4/fs
通带

频率: 0.45 · fs
平坦度: 0.1 dB max

抑止频带

频率: 0.55 · fs
衰减: 100 dB

无混叠带宽: 0.45 · fs
过采频率: 64 · fs

过采样率衰减1

50 kS/s: 90 dB @ 3.2
MHz

10 kS/s: 60 dB @ 640

kHz

共模电压

所有信号相对于地的电压: ±60 VDC

共模抑制比 (CMRR)

相对于接地2: -140 dB @ 0 to 60 Hz
相对于EX–: -85 dB @ 0 to 1 kHz

无杂散动态范围 (SFDR): 106 dB, (1KHz, –60 dBFS)

总谐波失真(基本 @ –20 dBFS)

1 kHz: -100 dB

8 kHz: -90 dB

激励噪声: 0.1 mV/Vrms

串扰

1 kHz: -110 dB

10 kHz: -100 dB

电桥校准

阻抗: 100k Ohm

电阻精度

25˚C: ±110 Ohm

-40˚ to 70˚C: ±200 Ohm

激励

内部电压: 2.5V, 3.3V, 5.0V, 10.0V

内部功率: 450 mW max

外部电压: 2V to 10V

数字 I/O

通道: 8 数字 I/O, 作为一个单端口或者独立的线可以编程,

上电模式: Inputs pulled low

连接器: DB-9 female

输入扫描模式

异步: 在程序控制下任何时间相对于模拟扫描

同步: 数据采集和模拟通道同步

输入电平

低: 0 to +0.8V

高: +2.0V to +5.0V

无损伤输入电压范围: -0.6V to +5.6V max

输入下拉电阻: 10k Ohm

输出电压范围: 0 to +3V, (可以外接将电压扩大至 5.6V

而不会造成损伤)

输出阻抗: 40 Ohm

采样频率: 最大持续 1M H z

输出时序: 输出总是异步写的

1 通过频率过采模拟预滤波器进行抑制
2 用平衡电缆测量。屏蔽电缆可能需要注意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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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6224NET
规格说明

功率消耗

6.3W 典型, 6.6W 最大

24 VDC @ 0.8A 最大

物理特性

重量: 1.3 kg (2.88 lbs)

尺寸: 276.9 mm 宽 x 169.8 mm 长 x 30.5 mm 高 (10.9” x 6.685” x
1.2”)

环境要求

SAN-6224NET 只能在室内使用，如果要在室外使用，建议加装一个外壳保护

操作温度 (IEC 60068-2-1, IEC 60068-2-2): -40 到 50˚C
保存温度 (IEC 60068-2-1, IEC 60068-2-2): -40 到 75˚C
接口保护: IP 40

操作湿度 (IEC 60068-2-56): 10 to 90% RH, 没有冷凝

存储湿度 (IEC 60068-2-56): 5 to 95% RH, 没有冷凝

最大高度: 2,000 m (6,562 ft.)

污染等级 (IEC 60664): 2

校准

内部校准: 1年; 可以联系我们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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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特点
• 交互式的测量软件，具有采集,，显

示，记录，分析，以及出具报告的功能

• 包含以以太网为基础的采集模块

• 具有先进的功能，无需再编

程

• 拖放功能

• 易于使用的设置向导

• 将数据装化为Excel®文件

• 包含数据分析工具

• 回放模式

• 复杂测试报告的能力

• 将多个设备集成在一起的能力

•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

Windows Vista® x86 (32-bit), and

Windows XP® (32-bit)

简介
每台SAN-6000NET 包含Encore 测量软

件。测量软件具有先进的功能，包括用

户设定显示数据、强大的分析功能以及

详细的报表能力，将各种功能集成在一

起，而不是一个程序来记录数据，另一

种分析，第三个出具报告的数据。

Encore 软件将三种功能集成到一个模

块中，从而缩短学习周期，节省了时间

和成本。

提供了一个直观的用户界面，可以用多个图表，重叠的数据图显示数据，用户还可选择
单位。

配置
Encore 有易于使用的设置向导，快速

确定硬件配置。Encore 软件操作简易，

从安装到进行测量只需要几分钟就可

以完成。用户可以从Encore 软件的硬

件配置对话框中的选择一个或多个可

用的设备。

软件允许用户配置基本的采集或生成选

项，如通道的选择，采集速率、采集点

数和输入范围的设定等。用户还可以设

定启动和停止触发条件。

此外，在通道示图表中，用户可以启用

（或禁用）通道，选择测量类型，启用

日志记录，执行MX+ B 计算等等。通道

视图配置也可以在多个项目中共享。

测量
Encore 软件允许用户开发便捷的、直

观的、可以拖拽的数据界面。Encore

软件也能改变所有的通道（包含以前

记录的数据）的曲线图的颜色，还能

访问多个设备。此外，用户可以将数

据导出成其他格式，包括Excel，

ASCII 和DIAdem。

触发
可以设置各种可编程模拟和数字触发条

件，用于启动和停止采集。模拟包括上

升沿、下降沿触发（包含滞后），以及

高于设定，低于设定，上下限间，上下

限外，数字的上升沿、下降沿触发，高

于上限，低于下限触发等。此外，还可

指定时间触发停止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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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分析
Encore 软件有很强大的分析功能。功能包括FFT，功率谱，

统计，峰值和均方根值计算。此外，Encore 软件还可以自

己定义计算公式，计算用户想要得到的数据。数据也可以

回放工作区回放。可以实时分析采集的数据以及记录的数

据（后处理）。

分析选项包括:

• 统计数据：平均，标准偏差和方差

• 峰值：波峰值，波谷值和峰峰值

• 均方根值

• 直流

• FFT

• 功率谱

• 最小值

• 最大值

导出到 Excel®

数据可以通过Encore 软件导出为Excel 表格。当导出到

EXCEL 表格时，下列信息会被导出：

• 信号名称

• 导出日期和时间

• 导出的单位

• 数据值

报告

在项目报告选项中可以从数据浏览器中拖拽数据，输入文
本，改变字体，导入图像，打印或导出到HTML 报告中

Encore 软件提供复杂的，内置的测试报告能力，它有以专

业的方式呈现数据的能力。使用Encore 软件的测试报告功

能，用户可以很容易地深入的开发试验报告。

在Encore 软件的项目报告选项中，用户可以从应用程序拖

动信号直接进入报告然后输入文本，改变字体，导入图像

打印或导出报表。一旦完成报告，用户还可以获得新的数

据和轻松地更新任何以前的报告，而不需要重新创建报告，

报告还可以随时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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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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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 Explorer 显示数据源，计算，可为用户的项目提供简单的快照和日志。它还允许用户选择并拖动数
据转换成数据视图。数据也可以直接拖到Excel 表格中。

2
Log Window 显示一个以记录时间排序的项目日志或快照。

3
Snapshots 允许用户保存项目中的任何一个当前记录值的信号。用户可以使用快照作为同一个或另一个项目的数据与参

考信号进行比较。

4
Data View 该选项卡允许用户通过从信号Explorer 或日志窗口中拖拽数据查看。数据视图选项卡以几种

格式显示数据，包括图，图表，和各种数字显示。当用户将一个信号拖拽到数据视图选项卡中，信号通过

判断显示的数据类型是否已经存在，显示新的或现有的数据。

5 Legend (Graph Legend) 列出每一信号在图中显示，也显示了其相应的绘图的颜色。

Channel View 它是一个表格样式的部分，可使用户总览所有的通道和设置。用户可以启用（或禁用）通道，

选择测量类型，启用（或禁用）记录，执行MX + B 的计算以及其它功能等。用户也可以使用通道视图工

具栏快速跳转到采集的配置或[系统]校准窗口。

振联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27809908 传真：0755-27809008 邮箱：santek@santek.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