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M智能I/O模块 
在一个解决方案中提供机械保护和状态监测

集成：状态检修(CbM)程序成功的关键

XM系列是DIN导轨安装的一组测量及继电器模块，可被用于组成和实

施几乎所有机器的状态监测或机组保护应用。

作为保护监视器，XM模块可提供实时测量性能、报警逻辑、继电器动

作，以及满足API-670保护监视器所需的产品可靠性。

作为状态监测解决方案，模块可提供独特的故障指示参数，用于评估

当前健康状况及预测工业机械未来健康状况。该参数将与原始复杂数

据一道，送到行业内最先进的预测维修软件系统(Emonitor)，或者存在

标准自动化历史信息系统中，以便用通用过程参数趋势表征机器状态

的变化。

XM系列模块可作为独立系统使用，或者与现有的自动化和控制系统集

成。作为独立系统安装时，XM系统可以简单驱动继电器。或者，通过

提供的以太网路径与Emonitor软件进行通信，也可将OPC应用于具备

OPC功能的DCS、可视化系统或其它软件产品。作为罗克韦尔自动化

集成架构的一部分进行安装时，XM模块可与Logix控制器进行数据通

信，用于更高等级的可视化、历史数据和控制解决方案，或者在模块

内部执行高级诊断逻辑进行自动化设备状态评估。

易于集成

XM 模块获得 ODVA (Open DeviceNet 

Vendors Association，开放设备网供

应商协会)认证。这样可实现与罗克

韦尔软件产品、Allen-Bradley控制器

和显示产品的无缝、简便集成。

易于安装

与传统的基于机架的集中式系统相

比，分布式X M解决方案的实施时

间更短、成本更低、复杂程度更

小。XM模块为DIN导轨安装，可就地

安装在机器上靠近实际测量位置，

因此可显著降低布线成本和安装复 

杂性。

易于启动

X M系列采用全数字的组态方式，

即可使用连接到每个模块串行端

口的P C进行本地操作，也可通过

DeviceNet网络进行远程操作。使用

串行接口或Emonitor软件内部的XM

编辑功能，可以快速组态XM模块以

管理各类动态输入 – 例如加速传感

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和转速计 – 以

及过程参数，例如温度、压力和 

流量。

X M系列也可通过Co n t ro l N e t提供

Lo g i x集成解决方案，这样可以从

Logix控制器和Studio 5000软件组态

和管理您的系统。

易于维护

调试完毕后，XM系列技术将继续帮

助您节省时间和费用，例如采用热插

拔模块、在端子基座而非模块上进行

现场接线以及现场下载固件。



测量模块

XM-124标准动态测量模块

XM-124模块为智能型双通道通用监测器。该模块可监

测旋转设备的轴振、壳振和轴承座振动，例如汽轮机、

电动机、泵、压缩机、风机及其它需要实时状态监控或

保护的旋转机械。XM-124的动态测量低频至0.2 Hz (12 

CPM)，这使其适合任何转速范围或机器类型，即从水轮

机到高速涡轮压缩机。XM-124可接受任何来自电涡流

传感器、标准加速度传感器或者任何电压输出测量设备

的输入，例如速度和压力传感器。除动态输入外，模块

还支持一路转速信号输入，以提供转速、相位和阶比分

析功能，使其能够计算每个通道14个以上的关键参数。

模块包括自带一个继电器(可扩展为五个)和两个4-20mA 

输出。

XM-120E偏心测量模块

偏心率用于测量转子的弯曲程度，对蒸汽轮机运行至

关重要，它通常由不均匀加热或停机时轴本身的重量 

导致。

XM-DYN动态测量模块

1440-DYN动态模块专为与ControlLogix控制器进行集成

而设计，通过1440-ACNR ControlNet适配器连接，并使

用Studio 5000软件组态。

该模块为智能型双通道通用监视器，支持测量振动、压

力和应力等动态输入。内置的转速表使其更适用于监测

旋转设备的轴振、壳振和轴承座振动。

XM-122 gSE振动监测模块

XM-122 gSE振动监测模块为智能双通道专用振动监测

器。与XM-124标准动态测量模块类似，XM-122可交替

采集标准振动测量以及专用的gSE通频振动和gSE频谱测

量。XM-122非常适合监测电动机、泵、风机、齿轮箱等

装有滚动轴承，而又不需要不间断实时保护的设备。

XM-121A绝对轴振动模块

绝对轴振动是测量汽轮机轴相对于大地的运动。大型汽

轮机通常需要测量绝对轴振动。XM-121A模块是专门针

对此类测量任务而设计的。



XM-123燃气轮机模块

XM-123燃气轮机模块为智能型双通道专用监测器，特别

适用于监测航改式燃气轮机和工业燃气轮机。XM-123的

每个通道可独立组态，在进行通频振动测量的同时，进

行跟踪滤波器或带通式测量。这些功能及非凡的组态性

使XM-123可以满足当下大多数现役发动机的监测要求。

XM-160系列通频振动模块

XM-160系列通频振动模块为智能型6通道监测器，专用

于经济型实时通频幅值监测。每个模块都是一个简单但

却完整的监测系统，结构紧凑、易于安装、易于维修，

均可针对所选高通滤波器与低通滤波器之间的整体振动

等级，以及每个通道的间隙电压或偏置电压进行测量和

报表。

XM-220双通道速度模块

XM-220双通道速度模块为智能型双通道测量模块，支

持来自两个任意标准型转速信号的输入，标准型转速信

号表包括电涡流传感器、磁电式转速传感器、光学转速

表和TTL输出设备。该模块可测量转速、转子加速度以

及峰值转速，同时具有监测零转速、转子卡死和反转的 

功能。

该模块还可用作电子超速监测系统(EODS)的组件。

过程参数测量模块

XM-320位置监测模块

XM-320位置监测模块为智能型双通道测量模块。该模块

用于测量所有常用透平位置测量，包括轴位移(推力)、

阀位、差涨和壳涨。

XM-360过程量模块

XM-360过程模块为智能型6通道通用过程量监测器。每

个通道均可组态为测量直流电压或回路电流，并可同时

报告数据值(以工程单位形式)、每个通道的变化率和相

邻通道间的差测量。

XM-361和XM-362温度监测模块

XM-361通用温度监测模块和XM-362隔离热电偶温度监

测模块为智能型6通道温度监测器。XM-361模块的每个

通道均可以组态为测量热电阻或隔离热电偶，而XM-362

模块则专门为热电偶测量设计 – 隔离或接地。两种模块

都可报告测量温度(以工程单位形式)、每个通道的变化

率以及相邻通道间的差测量。

继电器模块

XM-440主继电器模块

XM-440主继电器模块将4个继电器输出和XM总线主设备

功能相结合，为分布式XM测量模块提供远程、共享和表

决继电器操作。XM-440提供的4个高功率继电器适用于

大多数保护应用。模块还支持链接一个或两个XM-441扩

展继电器模块，因此可提供的总容量高达12个继电器。

XM-441扩展继电器模块

XM-441扩展继电器模块是一种简单、低成本解决方案，

将4个附加继电器添加到任意XM系列测量模块或XM-440

主继电器模块。XM-441提供的4个高功率继电器适用于

大多数保护应用。

XM-442表决继电器模块

XM-442模块专用于与三个XM-220双通道转速模块配

合使用，以提供符合API的三重冗余电子超速监测系统

(EODS)。XM-442可提供四个高功率继电器，用作EODS

报警和停机继电器。

XM模块可被用于组成和实施几乎所有机器的状态监测或

机组保护应用。



组态和连通性

串口组态工具软件

XM串口组态工具软件是易于使用的Windows应用程序，

用于安装和组态XM系列模块。该工具软件可以：

•  读取、写入和修改存储在磁盘上的组态

•  上传模块中的组态

•  下载组态和固件更新至模块

•  查看模块数据

独立解决方案

各个XM模块或分布式XM系统可以为独立于任何计算机

或控制器的单个机器提供保护。所有的XM模块都包括

或支持多个报警、集成式和/或分布式继电器、4-20mA

输出，可以为每个输入通道提供的标准缓冲输出。这

些功能与关键故障指示灯的实时处理相结合，可提供

一款低成本、易安装及维护的完整的机组保护系统解决 

方案。

集成解决方案

因为XM系统针对所有通信使用DeviceNet或ControlNet

开放标准，XM模块可直接链接到控制器或其它控制系

统。主控制器随后可实时扫描XM模块的数据、报警和

继电器状态信息。通过DeviceNet链接时，优先级最高

的消息可确保任何报警或继电器状态的变化都会立刻传

送到网络控制器。

认证

XM模块的设计符合电气安全、电磁抗扰性和电磁辐射

的国际标准，以及危险区域服务和航海环境服务的国

际标准。有关认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www. 

rockwellautomation.com/ products/certification/

API 670兼容

正确组态配有适当数量的模块、可选显示屏及电源

时，XM完全兼容最新版本的API(美国石油学会)670中

有关机械保护系统的振动、轴位移和电子超速保护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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