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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使用者資訊

固態設備的運作特性與電機設備之間有所不同。請向您當地的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銷售處索取 
Safety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olid State Controls (出版品 SGI-1.1)，或上網至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literature/ 瀏覽；安全指南說明固態設備與硬線電子設備之間的重大差
異。由於上述差異及多元的固態設備應用領域，所有負責應用此設備的人員皆須確保所有的設備應用
目的皆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對因使用或應用此裝置而產生的間接或連帶損害概不承擔
任何法律或賠償責任。

本手冊所列範例與圖表僅供說明之用。由於任何特定安裝會有許多可變因素和規定，因此洛克威爾
自動化公司對依照範例及圖表的實際使用概不承擔任何法律或賠償責任。

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對使用本手冊中所述之資訊、電路、設備或軟體概不承擔任何專利權法律責任。

未經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書面許可，不得擅自重製本手冊全部或部分內容。

我們會於必要時在本手冊中使用註記來提醒您注意安全性考量。

警告： 指出在危險環境下可能導致爆炸的做法或情況之相關資訊，爆炸可能造成人員
傷亡、財產毀損或經濟損失。

注意事項： 指出可能導致人員傷亡、財產毀損或經濟損失的做法或情況之相關資訊。
「注意事項」可協助您識別危險、避免危險並瞭解後果。

觸電危險： 標籤可能貼在設備 (例如變頻器或馬達) 上方或內側，以警告人員可能會有
危險的高電壓。

灼傷危險： 標籤可能貼在設備 (例如變頻器或馬達) 上方或內側，以警告人員表面可能
達到危險高溫。

重要事項 識別成功應用及瞭解產品的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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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危險場所認可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pplies when operating 
this equipment in hazardous locations.

在危險場所操作此設備時適用下列
資訊。

Products marked "CL I, DIV 2, GP A, B, C, D" are suitable 
for use in Class I Division 2 Groups A, B, C, D, Hazardous 
Locations and nonhazardous locations only. Each product 
is supplied with markings on the rating nameplate 
indicating the hazardous location temperature code. 
When combining products within a system, the most 
adverse temperature code (lowest "T" number) may be 
used to help determine the overall temperature code of 
the system. Combinations of equipment in your system 
are subject to investigation by the local Authority Having 
Jurisdiction at the time of installation.

標有「CL I、DIV 2、GP A、B、C、D」的產品僅
適用於「第 I 級第 2 類 A、B、C、D」組的危
險場所及非危險場所。每一個產品附帶
的等級標示牌上都有指出危險場所溫
度代碼的標記。在系統內組裝產品時，
可能必須藉助 能造成不利情況的溫
度代碼 ( 低的 "T" 編號) 來判斷系統的
整體溫度代碼。安裝當時所在地的主管
機關可能會對您系統內的組裝設備進
行查驗。

WARNING:
Explosion Hazard -
• Do not disconnect equipment unless 

power has been removed or the area is 
known to be nonhazardous. 

• Do not disconnect connections to this 
equipment unless power has been 
removed or the area is known to be 
nonhazardous. Secure any external 
connections that mate to this equipment 
by using screws, sliding latches, threaded 
connectors, or other means provided with 
this product.

• Substitution of components may impair 
suitability for Class I, Division 2.

• If this product contains batteries, they 
must only be changed in an area known 
to be nonhazardous.

警告：
爆炸危險 -
• 除非已拔除電源或確認
場所不具危險性，否則
請勿切斷設備。

• 除非已拔除電源或確認
場所不具危險性，否則
請勿切斷設備的連接。
使用螺絲、滑閂、螺紋接
頭或本產品附帶的其他
用具鎖緊本設備適用的
任何外部連接。

• 使用替代元件可能無法
符合「第 I 級第 2 類」的
標準。

• 若本產品包含電池，則僅
能在確認無危險的場所
更換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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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線規定
請使用實心電線或絞線。所有佈線皆須符合下列規格：

• 未經預先處理的 14...22 AWG 銅製導線；DIN 導軌接地需使用 
8 AWG，以免產生電磁干擾 (EMI)

• 建議剝線長度 8 公釐 (0.31 英吋)

• 最低絕緣等級為 300V

• 嚴禁焊接導線

• 電線套圈可與絞線導線搭配使用；建議使用銅製套圈

安裝模組
請依照下列步驟安裝 XM-124 標準動態測量模組。

1. 安裝端子基座。

2. 接上模組佈線。

3. 安裝模組。

4. 連接電源。

5. 連接通道輸出端子。

6. 連立序列埠連接。

7. 建立 DeviceNet 連接。

注意事項： XM-124 動態測量模組經檢驗合格，僅適用於 
1440-TB-A/C 端子基座。請勿將 XM-124 模組安裝於其他任何
端子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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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端子基座

XM 系列產品包括多種端子基座，供所有 XM 模組使用。1440-TB-A/C 端子

基座是唯一適用於標準測量模組 (目錄編號 1440-SDM02-01RA) 的端子

基座。

端子基座可安裝在 DIN 導軌或平板上。

DIN 導軌固定

請依照下列步驟將端子基座安裝在 DIN 導軌上 (Allen-Bradley 目錄編號 
199-DR1 或 199-DR4)。

警告： 若您在接通背板電源時插入或移除模組，會形成電弧。
在危險場所進行安裝作業時，產生的電弧可能會引發爆炸。

警告： 請務必先拔除電源或確認場所不具危險性，再繼續進行。

注意事項： 通電時，請勿卸下或更換端子基座。背板斷電會引
發意外的操作或機器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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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端子基座放置在 35 x 7.5 公釐的 DIN 導軌 (A) 上。

2. 推動端子基座，騰出空間安裝側邊連接器 (B)。

3. 將端子基座旋入 DIN 導軌，導軌頂端卡入端子基座背面的唇斗。

31887-M

B

A

A

3188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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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端子基座往下壓，使基座卡入 DIN 導軌。

若端子基座未卡入定位，請用螺絲起子或類似的工具打開鎖定片、將端子基

座往下壓，直到基座與 DIN 導軌齊平，然後鬆開鎖定片，以鎖定基座。

接上模組佈線

模組佈線是透過安裝模組所在的端子基座進行。XM-124 模組只與 XM-940 
端子基座 (目錄編號 1440-TB-A) 相容。

圖 1 - XM-940 端子基座 

XM-940 (目錄編號 1440-T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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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台指派

本節詳細說明 XM-124 標準動態測量模組的端子台指派。

秘訣 XM 模組的修訂版本編號列在 XM 模組前端的產品標籤上，
如下所示。 

警告：  爆炸危險。除非已拔除電源或確認場所不具危險性，
否則請勿斷開設備的連接。使用螺絲、滑閂、螺紋接頭或本產品
隨附的其他用具鎖緊本設備適用的任何外部連接。

XM 模組修訂版
本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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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 端子台指派

編號 名稱 說明

0 傳感器 1 (+) 震動傳感器 1 連接

1 傳感器 2 (+) 震動傳感器 2 連接

2 緩衝 1 (+) 震動訊號 1 緩衝輸出

3 緩衝 2 (+) 震動訊號 2 緩衝輸出

4 轉速計/
訊號輸入端子 (+)

轉速計傳感器/訊號輸入端子，正極側

5 緩衝電源 1 IN 通道 1 緩衝電源輸入端子
對於正偏壓傳感器連接至端子 6，對於負偏壓傳感器
連接至端子 21

6 正緩衝偏壓 提供適用於緩衝輸出端子的正 (-5...24V) 電壓
對於正偏壓傳感器，連接至端子 5 (CH 1) 與 22 (CH 2)

7 TxD 個人電腦序列埠，傳輸資料

8 RxD 個人電腦序列埠，接收資料

9 XRTN1 TxD 與 RxD 回轉電路

10 機殼 連接至 DIN 導軌接地彈簧或平板安裝孔

11 4-20 mA 1 (+) 4...20 mA 輸出
300Ω 高負載

12 4-20 mA 1 (-)

13 機殼 連接至 DIN 導軌接地彈簧或平板安裝孔

14 機殼 連接至 DIN 導軌接地彈簧或平板安裝孔

15 機殼 連接至 DIN 導軌接地彈簧或平板安裝孔

16 傳感器 1 (-)1 震動傳感器 1 連接

17 傳感器 2 (-)1 震動傳感器 2 連接

18 訊號共通點1 震動緩衝輸出回轉

19 TACH 緩衝 轉速計傳感器/訊號輸出端子

20 轉速計 (-) 轉速計傳感器/訊號回轉，TACH 緩衝回轉

21 緩衝/傳感器電源 (-) 提供適用於緩衝輸出端子的負 (-24...9V) 電壓
對於負偏壓傳感器，連接至端子 5 (CH 1) 與 22 (CH 2)
傳感器電源輸出端子，負極側；用於電源外部感應器 
(40 mA 高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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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緩衝電源 2 IN 通道 2 緩衝電源輸入端子
對於正偏壓傳感器連接至端子 6，對於負偏壓傳感器
連接至端子 21

23 CAN_High DeviceNet 匯流排連接，高差 (白色電線)

24 CAN_Low DeviceNet 匯流排連接，低差 (藍色電線)

25 +24 V 輸出端子 對內連接至 24V 輸入端子 (端子 44)
用於菊環鏈電源 (若 XM 模組未彼此連接)
若端子 44 沒有電力存在，則此端子無電

26 DNet V (+) DeviceNet 匯流排電源輸入端子，正極側 (紅色電線)

27 DNet V (-) DeviceNet 匯流排電源輸入端子，負極側 (黑色電線)

28 24 V 共通點1 對內連接至 24V 共通點 (端子 43 與 45)
用於菊環鏈電源 (若 XM 模組未彼此連接)

29 4-20 mA 2 (+) 4...20 mA 輸出
300Ω 高負載

30 4-20 mA 2 (-)

31 機殼 連接至 DIN 導軌接地彈簧或平板安裝孔

32 機殼

33 機殼

34 機殼

35 機殼

36 機殼

37 機殼

38 機殼

39 SetPtMult 開關輸入端子，可啟用「設定點加乘」(關閉時啟用)

40 開關 RTN 開關回轉，SetPtMult 與復位繼電器共用

41 復位繼電器 開關輸入端子，可恢復內部繼電 (關閉時啟用)

42 保留

43 24 V 共通點1 對內 DC 耦合至電路接地

44 +24 V 輸入 連接至主要外接 +24V 電源，正極側

表格 1 - 端子台指派

編號 名稱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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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端子於內部連接，且與機殼端子隔離。

安裝模組

XM-124 標準動態測量模組 (目錄編號 1440-SDM02-01RA) 僅適用於 
1440-TB-A/C 端子基座。

45 24 V 共通點1 連接至外接 +24V 電源，負極側 (對內 DC 耦合至電路
接地)

46 保留

47 繼電器共通點 繼電器共通點接點

48 繼電器常開接點 繼電器常開接點

49 保留

50 保留

51 保留

警告： 若您在接通背板電源時插入或移除模組，會形成電弧。
在危險場所進行安裝作業時，產生的電弧可能會引發爆炸。
請務必先拔除電源或確定該場所確實不具危險性，再繼續
進行上述動作。

警告：  若您在接通場效電力時接上或拔除佈線，會形成電弧。
在危險場所進行安裝作業時，產生的電弧可能會引發爆炸。
請務必先拔除電源或確定該場所確實不具危險性，再繼續
進行上述動作。

重要事項 裝上外罩滑動標籤，以在不使用序列埠時保護序列接頭及電子
元件。

表格 1 - 端子台指派

編號 名稱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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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確定端子基座 (E) 上的按鍵開關 (D) 處於位置 1。

2. 請確定已將側邊連接器 (B) 向左推到底。

除非連接器已完全展開，否則無法安裝模組。

3. 請確定模組底部的插腳保持直立，如此才能與端子基座中的連接器
齊平。

4. 依對齊桿 (G) 放妥模組 (A)，使其與端子基座上的溝槽 (F) 對齊。

5. 平均用力往下壓，使模組卡入端子基座。

固定閂 (C) 卡入模組後，模組即固定妥當。

6. 重複上述步驟，將下一個模組安裝在其端子基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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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源

模組電源的額定電壓必須是 24V DC (±10%)，且必須是第 2  級額定來源。

如下圖所示，將 DC 輸入電源線連接至端子基座。

圖 2 - DC 輸入電源連接

重要事項 必須使用 NEC 第 2 級額定電源提供第 2  級電路，或使用 SELV 或 
PELV 額定電源 (具有在安裝 XM 模組之前即裝妥的 5 A 限流保險
絲) 提供第 2  級電路。

重要事項 必須將 24V DC 電源連接至端子 44 (+24V 輸入)，以便為裝置及透
過側邊連接器連接至相連端子基座的其他 XM 模組提供電源。

注意事項： 電源連接方式因 XM 模組而異。如需完整佈線資
訊，請參閱您所用 XM 模組的安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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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埠連接

XM-124 模組包含一個序列埠接頭，可供您連接個人電腦，並透過序列組態

軟體公用程式設定模組的參數。

將外部裝置連接至模組序列埠的方法有兩種：

• 端子基座- 端子基座上有三個端子，可供用於序列埠連接，它們分別

是 TxD、RxD 與 RTN (端子 7、8 及 9)。若用電線將這三個端子與 
DB-9 母接頭相連，則可使用含 9 插腳 (DB-9) 接頭的標準 RS-232 序
列纜線將模組連接至個人電腦 (不需虛擬數據機)。必須按以下方式

將 DB-9 接頭連接至端子台。

• 迷你接頭 - 迷你接頭位於模組頂端，如下圖所示。

圖 3 - 迷你接頭

需使用特殊纜線 (目錄編號 1440-SCDB9FXM2) 連接。

產品名稱 / 標題端子基座
(目錄編號 1440-TB-A)

DB-9 母接頭

TX 端子 (端子 7)    ---------------------- 插腳 2 (RD - 接收資料)

RX 端子 (端子 8)    ---------------------- 插腳 3 (RD - 傳輸資料)

RTN 端子 (端子 9)    ---------------------- 插腳 5 (SG - 訊號接地)

迷你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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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個人電腦的接頭是 DB-9 母接頭，插入模組的接頭是 USB Mini-B 公接

頭。預設通訊速率是 19.2 Kbps。

DeviceNet 接頭

XM-124 模組包含一個 DeviceNet 接頭，可供模組與可編程邏輯控制器 
(PLC)、分散式控制系統 (DCS) 或其他 XM 模組進行通訊。

DeviceNet 網路是一種開放式、全球通用的業界標準通訊網路，設計目的在

於透過單一纜線提供可編程控制器至智慧型裝置 (如 XM-124 模組) 之間的

介面。在多個 XM 模組彼此互連的情況下，DeviceNet 網路也可作為通訊匯

流排及通訊協定，有效率地在 XM 模組之間傳輸資訊。

請依下列步驟將 DeviceNet 纜線連接至端子基座。

表格 2 - DeviceNet 纜線連接

警告： 若您在此模組或纜線另一端的序列裝置通電的狀態
下接上或拔除序列纜線，會形成電弧。在危險場所進行安裝
作業時，產生的電弧可能會引發爆炸。請務必先拔除電源或
確定該場所確實不具危險性，再繼續進行上述動作。

重要事項 若 24V 共通點未接地，建議您使用 RS-232 絕緣子 (如 Phoenix 
PSM-ME-RS232/RS232-P，目錄編號 1440-ISO-232-24) 來保護 XM 模
組與電腦。

連接 至 端子

紅色電線 DNet V+ 26 (選購)

白色電線 CAN High 23

裸線 外罩 (機殼) 10

藍色電線 CAN Low 24

黑色電線 DNet V-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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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XM-124 標準動態測量模組
重要事項 XM 模組互連網路中的 DeviceNet 電路 (額定電流僅 300 mA) 
不適合用來為 DeviceNet 負載供電，如此可能導致模組或
端子基座受損。

重要事項 若將模組設定以「正常」模式運作 (完全與 ODVA 相符)，
則必須連接 DNet V+。請參閱「XM-124 User Manual」 (出版品 
1440-UM001) 中「Set the Module DIP Switch」一節。

注意事項： 您必須將 DeviceNet 外罩接地在唯一一個地點。
將 DeviceNet 外罩連接至端子 10 即可使 DeviceNet 外罩在 XM 
模組接地。若您想要將外罩接地在別處，請勿將外罩連接
至端子 10。

注意事項： DeviceNet 網路也只能接地至唯一一個地點。
將 DNet V- 連接至其中一個 XM 模組的接地線或機殼。

注意事項： DNet V+ 與 DNet V- 端子是 XM 模組的輸入端子。
切勿嘗試藉由連接至這些端子的方式，透過 XM 端子基座
將 DeviceNet 電力傳輸至其他非 XM 設備，否則將導致 XM 端
子基座及/或其他設備受損。

重要事項
I

請依照「ODVA 規劃與安裝手冊 - DeviceNet 纜線系統」中的
規定及說明來結束 DeviceNet 網路，請至 ODVA 網站 
(http://www.odva.org)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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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Net 模式、通訊速率與位址

模組頂端的滑蓋下方有一個 10 位 DIP 開關，用於設定模組的 DeviceNet 行
為、節點位址與通訊速率。開關由左至右依序編號，且如下圖及下表所示的

方式應用。

圖 4 - DIP 開關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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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XM-124 標準動態測量模組
表格 3 - DIP 開關功能與預設值

開關 用途 功能 出廠
預設值

出廠
開關設定

1 DIP 開關停用 判斷 DIP 開關 3...10 是否已啟用。
此開關位於關閉位置時，DIP 開
關 3...10 即設定模組的節點位址
及通訊速率。開關處於開啟位置
時，裝置會忽略 DIP 開關 3...10，並
使用非揮發性儲存體中設定的
網路位址和通訊速率。

開關已啟用 關閉

2 網路模式 將模組的 DeviceNet 行為設定為
「正常」模式 (符合 ODVA) 或「傳
統」模式 (與較舊的 XM 模組版
本相同)。

正常 
(完全相符)

開啟

3, 4 資料速率 開關 1 關閉 (0) 時，即設定 
DeviceNet 通訊速率。

125 Kbps 皆關閉

5...10 節點位址 開關 1 關閉 (0) 時，即設定 
DeviceNet 節點位址。

63 皆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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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源

這些文件包含與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生產的相關產品有關的額外資訊。

您可至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literature/ 檢視或下載出版品。

若要訂購書面的技術文件，請向您當地的 Allen-Bradley 經銷商或洛克威爾

自動化公司服務代表洽詢。

資源 說明

XM-124 Dynamic Measurement Module 
User Manual (出版品 1400-UM001)

提供安裝 XM-124、模組組態、操作及技術規格等
其他詳細資訊。

Industrial Automation Wiring and 
Grounding Guidelines (出版品 1770-4.1)

提供安裝洛爾威爾自動化工業系統的一般指
導原則。

「產品認證」網站：http://www.ab.com 提供符合性聲明書、證書及其他認證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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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支援
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在網路上提供實用的技術性資訊以協助顧客使用本公司的產品。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upport 提供技術手冊、技術與應用註記、軟體服務套件範例程式
碼與連結以及 MySupport 功能，此功能可供客戶自訂以善用前述所有工具。 您也可至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knowledgebase 瀏覽本公司知識庫，以獲得常見問答集、技術資訊、
支援聊天室與論壇、軟體更新等資訊，並登記申請產品通知更新。

如需安裝、組態及疑難排解的進階技術電話支援服務，本公司也提供 TechConnectsm 支援方案。 
如需詳細資訊，請洽詢您當地的經銷商或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服務代表，或造訪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upport/。

安裝協助

若您在安裝後 24 小時內遇到問題，請查閱本手冊內的資訊。 您可與「客戶支援」部聯絡，以獲得啟
動與執行產品的初始協助。

新產品退貨

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測試其所有產品，以確保產品從製造設施出貨時具備完整功能性。 不過，若您的
產品無法運作而需退貨，請依下列流程辦理。

文件意見回饋 

您的寶貴意見有助於我們針對您的文件需求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若您對於如何改善本文件有任何
建議，請至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literature/ 填寫本表單 (出版品：RA-DU002)。

美國或加拿大 1.440.646.3434

美國或加拿大以外的地區
請利用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upport/americas/phone_en.html 上的 
Worldwide Locator，或洽詢您當地的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服務代表。

美國
請與您的經銷商聯絡。 您必須向經銷商提供「客戶支援」個案編號 (請撥
打上列電話取得此編號)，才能完成退貨流程。

美國之外的地區 請向您當地的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服務代表洽詢退貨流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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