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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商的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本文档或其中的任何部分。

本文档中的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且这些信息不应被视为 Waters Corporation 的
承诺。 Waters Corporation 对本文档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文档在出

版时被认为是完整和准确的。任何情况下，对与使用本文档有关或因使用本文档而导致的直
接或间接损失， Waters Corporation 不承担任何责任。

商标

Waters 是 Waters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e-SAT/IN、Empower、SAT/IN 和“THE
SCIENCE OF WHAT’S POSSIBLE.”是 Waters Corporation 的商标。

其它注册商标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专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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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意见或建议

Waters 的技术交流部门恳请您告诉我们您在使用该文档时所遇到的任何错误或向我们提出

改进建议。请协助我们了解您 希望从文档中获得什么内容，让我们可以不断改进其准确性
及可用性。

我们会认真对待收到的每条客户意见。您可以通过发送邮件到 tech_comm@waters.com 与
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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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Waters

如果您就使用、运输、移除或丢弃 Waters® 的任何产品有更高要求或技术问题，请联系 
Waters。可以通过 Internet、电话或传统邮件联系我们。

安全注意事项

用于 Waters 仪器及设备的某些试剂和样品可能会产生化学、生物和放射性危险。必须了解

您使用的所有物质的潜在危险。始终遵守优良实验室规范，并咨询所在组织的安全代表。

安全忠告

请参阅附录 A 查看警告和注意事项综合列表。

Waters 联系信息

联系方式 信息

Internet Waters 的 Web 站点中包括全球范围内 Waters 所在

地的联系信息。请访问 www.waters.com。

电话和传真 电话：(021) 6879 5888 传真：(021) 6879 4588。

在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请致电或发传真至 Waters 
Web 站点上公布的号码。

传统邮件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 1387 号 41 栋 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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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本仪器

操作本仪器时，请遵循本节介绍的标准质量控制 (QC) 程序和指导原则。

适用符号

对象与目的

本节介绍 e-SAT/IN 模块的安装。供具备资格的操作员、安装工程师和现场服务工程师使用。

Waters e-SAT/IN 模块的设计用途

Waters 设计 e-SAT/IN 模块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进行数据采集。用户可以将

此设备与用于分析各类化合物的仪器一起配合应用。 e-SAT/IN 模块仅用于研究。

校正

要校正 LC 系统，请遵照使用至少五个标准样生成标准曲线的适用校正方法。标准样的浓度

范围应覆盖 QC 样本、典型样本和非典型样本的全部范围。

校正质谱仪时，请参阅所校正仪器的操作员指南的校正部分。如果仪器随附的是概述和维护
指南，而未附有操作员指南，请参阅仪器在线帮助系统上的校正说明。

符号 定义

制造商

欧盟授权代表

确认生产的产品符合所有对其适用的欧盟指令

通过澳大利亚 C-Tick EMC 认证

确认生产的产品符合所有对其适用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全
要求

咨询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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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

定期运行三个 QC 样本，分别代表正常水平以下、正常水平和正常水平以上的化合物。确保

QC 样本的结果在允许范围内，并在每天、每次测试时都评估其精确度。QC 样本的结果超

出范围时搜集的数据可能无效。在确定仪器的运行状态令人满意之前，请勿报告这些数据。

ISM 分类

ISM 分类：ISM 第 1 组 B 类
该分类是根据 CISPR 11 工业、科学与医学 （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 ISM）

仪器要求确定的。第 1 组产品适用于有意生成的和/或使用的传导性耦合射频能量，它是设

备实现内部功能所必须的。B 类产品同时适用于商业区和居住区，而且可以直接连接到低压

供电网络。

EC 授权代表

Waters Corporation 
Stamford Avenue
Altrincham Road
Wilmslow SK9 4AX UK

电话： +44-161-946-2400

传真： +44-161-946-2480

联系人： 质量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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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章对 Waters® e-SAT/IN™ 模块进行概括性介绍。

内容

主题 页码

关于 e-SAT/IN 模块 1-2

特征 1-3
1-1



关于 e-SAT/IN 模块

Waters e-SAT/IN （以太网辅助接口）模块是一个单时基、双通道模数 (A/D) 转换器。数据

采集系统 (Empower™) 可以从单个通道或同时从两个模拟通道中采集数据。两个通道的数

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均相同。

e-SAT/IN 模块利用专用局域网 (LAN) 与色谱数据采集计算机进行通信。用户可使用 Waters
Empower 软件控制 e-SAT/IN 模块。

e-SAT/IN 模块，正视图

e-SAT/IN 模块具有下述特征：

• 针对本地电源线输入频率 （50 或 60 Hz）的软件可选设置。

• 频率为 50 或 60 Hz 时，固定的数据采集速率为每秒 2 到 480 个样品  (Hz)。有关具

体采样率的信息，请参阅第 1-3 页上标题为 “交流电线路频率采样率”的表格。

• 根据采样率，模/数转换 高可达 24 位。

• 在两个通道均以每秒 100 个样品的数据采集速率操作时，内部存储器缓冲区 (225 K)
具有 1 分钟数据的容量。

• 用于通信的一个以太网 10 base-T 连接器。

• 两个模拟数据输入通道。

CHANNEL2 POWER

DATA

1 0

Waters e-SAT/IN

CHANNEL1

电源
开关

LED模拟
输入

I/O 连接器

R
E

LA
Y

TT
L1

TT
L2

ST
A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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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BCD 输入端口。

• 三个可编程的事件输出。其中两个使用 TTL，一个使用继电器事件输出。

• 通电后进行自检和内部校正。

• 通电时自检状态指示灯 (LED)。

• 数据状态指示灯 (LED)。

• 自动检测电源的专用外部电压。

特征

本节介绍 e-SAT/IN 模块的特征。

基线噪音

随着分析时间的减少，需要更高的数据采样率以适应较窄的峰。e-SAT/IN 模块采用新的技

术和设计，减少了各级采样率下的色谱基线噪音。

随着色谱数据要求的提高，实现了更短的运行时间、更高的数据采集速率和更低的检测限。
新的模/数转换器和表面安装的设备设计所取得的技术进步表明，只要数据采样率与 “本

地”电源线输入频率实现同步，就可以大幅降低更高数据采集速率下的噪音。为获得 佳性
能，用户必须先选择一个线路频率，然后从对应于线路频率的值列表中选择数据采集速率。

采样率

为 大限度地降低基线噪音，用户可以 优化采样率使其达到本地电源线环境的频率， 50
或 60 Hz。

“仪器方法编辑器”包含一个用于选择电源线频率的字段。该值不影响为仪器提供的实际电
源 （线路频率），但允许用户选择已设置为选定频率的 佳采样率。

当使用的数据采集速率大于每秒 10 个样品时，可以 优化设计用于全球各地（在这些地区

电源频率各不相同）的方法，以达到下列任一目的：

• 此方法在世界各地都一样，但在一些地区可能具有稍高的基线噪音。

• 此方法在世界各地均具有 低的基线噪音，但需要不同的采样率。

交流电线路频率采样率

50 Hz 交流电线路频率 60 Hz 交流电线路频率

400 （每秒样品数） 480 （每秒样品数）

200 240

100 120
特征 1-3



以太网 I/O 连接

Waters e-SAT/IN 模块使用专用局域网 (LAN) 的 10 base-T 以太网接口，与色谱数据系统

相连接。以太网允许使用长电缆（必要时），而且不需要在采集计算机内专用以太网卡（网
络接口卡）之外使用专有的接口硬件。

模/数转换器

大多数检测器提供的是模拟输出，必须将其转换为数字格式才能由色谱数据采集系统读取。
来自不同检测器的模拟信号在大小、形状和速率方面会有所不同。e-SAT/IN 模块可以提供

高达 24 位的模/数转换 （取决于采样率）。

模拟输入通道

e-SAT/IN 模块的模拟输入通道接收来自检测器的模拟信号。此模拟信号被转换成数字数

据。数字数据信号被置入数据包内，然后使用以太网发送到采集计算机，如下图所示。

信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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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0

12.5 15

10 10

5 5

2 2

交流电线路频率采样率 （续）

50 Hz 交流电线路频率 60 Hz 交流电线路频率

检测器

e-SAT/IN

A/D

采集
模块

以太网

数字数据包

D

计算机

模拟信号

�������	
��������������������������

检测器

键盘

监视器 鼠标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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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 输入

BCD （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输入记录来自色谱自动样品器的 BCD 输出。许多色谱自动

样品器具有 BCD 输出功能，以记录所执行进样的样品瓶号。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数输入信

号计数 0 到 99 被置入数据包中，并使用以太网发送到采集计算机。自动样品器输出应与

e-SAT/IN BCD 输入配置兼容。请参阅第 2-9 页和第 2-10 页上标题为 “BCD 连接分配”

的表格。

可编程事件输出

e-SAT/IN 模块提供三项可编程事件输出，如下表所示：

每个事件通道均可被设置为以下状态之一：

• 开

• 关

• 脉冲 （运行中的单一脉冲）

• 重复脉冲 （运行中具有可编程频率的重复脉冲）

提示：缺省脉冲间隔为 0.02 分钟。如果选择了“脉冲”或“重复脉冲”，间隔值可设置为

0.02 分钟到 100 分钟。

通电自检

e-SAT/IN 模块在通电后将执行自检，以确定其功能是否正常。当成功完成通电自检程序后，

绿色 LED 指示灯指示设备正在申请 IP 地址。有关指示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2 页。

IP 地址序列

绿色 LED 指示灯以闪烁的方式指示 e-SAT/IN 模块正在申请 IP 配置信息。当该模块收到

IP 配置信息后，LED 指示灯仍保持打开状态，同时 e-SAT/IN 模块进入可用状态。有关指

示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2 页。

可编程事件通道

可编程事件通道 触发方式
参比电压

高 （开） 低 （关）

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 N/A N/A

TTL1 TTL >3.5 Vdc <0.8 Vdc

TTL2 TTL >3.5 Vdc <0.8 Vdc
特征 1-5



外部电源

Waters e-SAT/IN 模块使用随设备一起提供的外部电源。该电源可以自动调节为 AC 输入

线电压，并为 e-SAT/IN 模块提供合适的 DC 电压。针对需要安装 AC 电源电缆的国家，还

单独提供了相应的电缆。

DC 电源电缆连接器采用的是锁紧机构设计，它可以锁定到 e-SAT/IN 模块中的电源输入接

线器上。这样可防止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电源电缆意外断开的危险。在断开该连接器时，必须
以机械方式打开连接器锁扣。请参阅第 2-11 页上的图 “e-SAT/IN 模块及其电源套件”。

注意： 
• 断开 DC 电源连接器前不打开锁扣会损坏连接器。

• 请仅使用 Waters e-SAT/IN 电源模块为 e-SAT/IN 模块供电。其它替代电源可

能损坏 e-SAT/IN 模块，并使用户的质保无效。
1-6 引言



2 安装模块

本章提供安装单个 e-SAT/IN 模块或多个 e-SAT/IN 模块系统所需的信息。

内容

主题 页码

选择场地 2-2

电气连接 2-2

安装网络接口卡 2-2

连接模拟电缆 2-7

连接事件电缆 2-7

连接 BCD 电缆 2-9

连接电源 2-11
2-1



选择场地

将 e-SAT/IN 模块安装在实验室中符合以下条件的位置：

• e-SAT/IN 模块的安装位置距离采集计算机或以太网交换机 远不应超过 100 米
（320 英尺）。

• e-SAT/IN 模块距离要与其连接的检测器应不超过 2 米 （6.6 英尺）（模拟电缆 大

长度）。

• e-SAT/IN 模块距离要与其连接的自动进样器应不超过 1.5 米（4.9 英尺）（BCD 电
缆 大允许长度）。

• 请勿将 e-SAT/IN 模块及相关网络组件安装在可能招致流体渗漏的地方。

• 请勿将 e-SAT/IN 模块安装在可产生强电磁干扰 (EMI) 或射频干扰 (RFI) 的设备附近。

• 仅使用接地的交流电源插座接通 e-SAT/IN 模块的电源。

• 如果在多模块系统配置中使用以太网交换机（多连接端子），请将以太网交换机安放
在系统内的中央物理位置。

• 使用 DIN 导轨将 e-SAT/IN 模块安装到设备架上。

电气连接

为了确保正常运行，系统仪器始终需要使用正确接地且无剧烈电压波动的交流电源。在电压
源不稳定时，对于由微处理器控制的设备可能需要电源调节装置。请联系 Waters 技术代表

以获得建议。

安装网络接口卡

网络接口卡 (NIC) 用于和 e-SAT/IN 模块进行通信。必须正确设置网卡的地址，才能在采集

计算机和 e-SAT/IN 模块之间建立通信。

NIC 应该由用户的 MIS 或 IT 部门，或者由 Waters 技术服务代表安装在采集工作站中。

使用以下 TCP/IP 设置：

• IP 地址：192.168.0.1

• 子网掩码：255.255.255.0

提示：如果上面列出的设置不可用，请联系 Waters 技术服务以获取备用 TCP/IP 地址。
2-2 安装模块



以太网连接

e-SAT/IN 模块通过专用局域网 (LAN) 与采集计算机通信。在采集计算机上，安装的网络接

口卡 (NIC) 印刷电路板 （客户提供）提供了实现通信的接口。

用户必须首先在采集计算机上安装 e-SAT/IN 模块软件驱动程序，采集计算机才会识别出存

在的 e-SAT/IN 模块。请参阅 “Empower 软件仪器驱动程序”磁盘随附的软件安装说明。

单个 e-SAT/IN 模块的连接

在单个 e-SAT/IN 模块的系统配置中，连接硬件只需要一根标准以太网电缆，外加一个模块

化耦合器以及一根以太网交叉电缆。请参阅下图。

单个 e-SAT/IN 模块的以太网连接

多个 e-SAT/IN 模块的连接

在多个 e-SAT/IN 模块的系统配置中，当需要多个数据通道时，需要使用网络交换机以实现

e-SAT/IN 模块与采集计算机之间的多路通信。以太网交换机允许用户将多个 e-SAT/IN 模
块连接到采集计算机上。采集计算机通过其各自的网络地址来识别每个 e-SAT/IN 模块。

需要的连接硬件包括每个 e-SAT/IN 模块有一根标准 10 base-T 以太网电缆，以及用于连接

网络交换机输出端口和采集计算机的一根标准 10 base-T 以太网电缆。请参阅第 2-5 页上

的图 “多个 e-SAT/IN 模块的以太网连接”。

用户必须首先在采集计算机上安装 e-SAT/IN 模块软件驱动程序，采集计算机才会识别出存

在的 e-SAT/IN 模块。请参阅 “Empower 软件仪器驱动程序”磁盘随附的软件安装说明。

e-SAT/IN 模块

采集计算机

网络

接口卡

模块化

耦合器

10 Base-T
以太网电缆

10 base-T
以太网
交叉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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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装指导原则

多个 e-SAT/IN 模块配置使用局域网。此专用局域网要求的设计基于以下指导原则：

• 10 base-T、 10 Mbps 非屏蔽双绞 (UTP) 电缆 

• 大距离 100 米 （328 英尺）

• 一个 8 针 RJ45 连接器，用于连接 10 base-T 双绞电缆的终端

• 此网络配置中不支持使用集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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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 e-SAT/IN 模块的以太网连接

采集计算机

e-SAT/IN e-SAT/IN e-SAT/IN e-SAT/IN 

以太网交换机

10 Base-T

10 Base-T

网络

（每个 e-SAT/IN 

输出

输入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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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器

模拟
电缆

接口卡

以太网电缆

以太网电缆

模块有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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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SAT/IN 模块集成到现有 busSAT/IN 系统中

e-SAT/IN 模块可以集成到现有的 busSAT/IN 配置中。用户必须将 e-SAT/IN 模块 （或者

多个 e-SAT/IN 模块配置的以太网交换机）连接到采集计算机内的网络接口卡 (NIC)（客户

提供）。

用户必须首先在采集计算机上安装 e-SAT/IN 模块软件驱动程序，采集计算机才会识别出存

在的 e-SAT/IN 模块。请参阅 “Empower 软件仪器驱动程序”磁盘随附的软件安装说明。

集成的 e-SAT/IN 和 busSAT/IN 系统

采集计算机

网络

接口卡

busSAT/IN 模块

busLAC/E 板

串行电缆

e-SAT/IN 模块

模块化

耦合器

10 Base-T
以太网电缆

10 Base-T
以太网
交叉电缆

I/O 分配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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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模拟电缆

模拟电缆会将检测器连接到 e-SAT/IN 模块。e-SAT/IN 模块的前面板为两个模拟输入通道

提供了单独的连接器。有关具体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随检测器提供的操作说明。

要连接模拟电缆：

1. 将模拟电缆的一端插入 e-SAT/IN 模块的 “Channel 1”连接器。

前面板上的模拟输入连接

2. 将模拟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检测器上的正确接点 （请参阅检测器的操作员指南）。
注意两股线上的正 (+)、负 (−) 标记。连接两股线。

将检测器放在距离 e-SAT/IN 模块不超过 2 米（6.6 英尺）（模拟电缆 大允许长度）

的地方。

提示：e-SAT/IN 模块的信号输入范围为 −0.25 到 2.25 伏。超过 2.25 伏的检测器信

号将产生饱和信号。

3. 要将第二根模拟电缆连接到 e-SAT/IN 模块上的“Channel 2”连接器，请重复步骤 1
和 2。

连接事件电缆

事件电缆用于在 e-SAT/IN 模块和与外部事件端子相连的设备之间传输触发信号。有关具体

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当前所控制设备的操作说明。

注意：为符合抗干扰的规定要求，以免可能影响本设备性能的外部电气干扰，在与
螺旋式阻隔端子板进行连接时，请勿使用长度超过 9.8 英尺（3 米）的电缆。另
外，请确保电缆屏蔽护套始终仅与一台仪器的机壳接地相连。

Channel 1 Channel 2
连接模拟电缆 2-7



事件输入连接

e-SAT/IN 模块可以接受来自手动进样器或自动进样器的 TTL 开关闭合或脉冲进样开始信

号。进样开始信号将触发 e-SAT/IN 模块使其开始采集和转换数据。

事件输出连接

e-SAT/IN 模块可以发送事件输出信号以触发外部设备。使用“仪器方法编辑器”窗口编制

事件输出信号。有关其它信息，请参阅第 3-7 页。

事件输入和输出信号分配

“事件输入”和 “事件输出”信号与位于前面板上的八位连接器相对应。下表显示了 “事
件输入”和 “事件输出”的分配情况。

要连接事件电缆：

1. 从 e-SAT/IN 模块上取下事件连接器。

2. 将 Event In/Out （事件输入/输出）电缆一端的两个铲形接头连接到：

• 进样器，用于传送“事件输入”信号（请参照第 2-8 页上标题为“事件输入和

输出信号分配”的表格）

• 待触发的设备，用于传送“事件输出”信号（请参照第 2-8 页上标题为“事件

输入和输出信号分配”的表格）

事件输入和输出信号分配

位置编号 事件类型 标签

1 输出 (+) RELA

2 输出 (−)

3 输出 (+) TTL 1

4 输出 (−)

5 输出 (+) TTL 2

6 输出 (−)

7 输入 (+) 进样开始 1

1. 由于 Channel 1 （通道 1）和 Channel 2 （通道 2）共享同一时基，因此两通道将在同一时间被
触发。

8 输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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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Event In/Out（事件输入/输出）电缆另一端的两个直导线插入所选择的分配插口

（请参照第 2-8 页上标题为“事件输入和输出信号分配”的表格）。用一个小的平头

螺丝刀将螺丝拧紧 （第 2-9 页上的图 “事件连接器的拆卸和连接”）。

4. 将连接器重新安装到 e-SAT/IN 模块。

事件连接器的拆卸和连接

连接 BCD 电缆

e-SAT/IN 模块上的 BCD （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连接允许模块从控制器仪器（如自动样

品器）读取并记录 BCD 编码的数据，即模块与第 2-10 页上标题为“BCD 连接分配”的表

格中列出的所支持 BCD 数据格式兼容。有关 BCD 格式的信息，请参阅控制器仪器的操作

员指南。有关使用 BCD 功能的信息，请参阅 Empower 帮助。

9 针 BCD 连接需要一根兼容的 BCD 电缆。此电缆并不作为标准附件随 e-SAT/IN 模块或

其它 Waters 仪器一起提供。BCD 电缆通常可以从自动样品器制造商处购买。有关 Waters
BCD 电缆附件部件号的信息，请参阅附录 C。

注意：在将多个仪器连接到 Event In/Out（事件输入/输出）端子上时，请保
持正确的极性。

至进样器

1 2 3 4 5 6 7 8

拆卸
连接器
连接 BCD 电缆 2-9



要连接 BCD 电缆：

1. 将 BCD 电缆连接到 e-SAT/IN 模块后面板上标有 “BCD”的连接器上。

2. 将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 BCD 接口。

连接可选的 BCD 电缆

下表列出了 BCD 连接分配情况及其相应的二进制值。

BCD 连接分配

针 值 说明

1 20 低有效半字节的 低有效位

2 21 −

3 22 −

4 23 低有效半字节的 高有效位

5 接地 −
6 27 高有效半字节的 高有效位

7 26 −

8 25 −

9 24 高有效半字节的 低有效位

BCD 电缆

电源
连接器

以太网
连接器

Power BCD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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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电源

要进行 e-SAT/IN 模块的电气连接：

1. 确保每个模块前面的电源开关置于 Off （关） (0) 位置。

2. 先将电源电缆连接到 e-SAT/IN 模块，然后再将其连接到接地交流电源。

3. 将电源与正确接地的交流电源相连。专为 e-SAT/IN 模块配备的电源为电压自动检

测型的，并且可以在设备标签中列出的额定值范围内相应地调节。额定值在附录 B 
中给出。

e-SAT/IN 模块及其电源套件

注意：为防止损坏电源电缆，在将电缆从模块中断开时，向后滑动 DC 电源
插头的塑料联接器。电源插头联接器内含有一个锁定机构，必须打开锁扣才
能将其断开。

电源电缆

（因国家而异）

电源

e-SAT/IN

向后滑动连接器打开锁扣

模块

标签
连接电源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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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e-SAT/IN 模块

本章介绍 e-SAT/IN 模块的推荐启动步骤。同时，还将介绍如何通过 Empower 软件

配置 e-SAT/IN 模块，以及如何排除 e-SAT/IN 模块的故障。

请按照本章中指定的顺序执行所有步骤。

内容

主题 页码

启动模块 3-2

配置 e-SAT/IN 模块 3-2

故障排除 3-13
3-1



启动模块

当完成所有连接后，打开与 e-SAT/IN 模块连接的各个检测器以及与外部事件端子连接的所

有设备的电源。请参阅每个设备的具体指南，了解启动步骤。

e-SAT/IN 模块在前面板上有一个电源开关。此开关是一个控制电源供电的按钮开关。

• 要将设备打开 (1  )，请按一下开关。 LED 电源指示灯会亮起。

• 要将设备关闭 (0  )，请按一下开关。开关返回到弹出位置，同时切断设备电源。

LED 电源指示灯将熄灭。

e-SAT/IN 模块自检

1. 在通电过程中， e-SAT/IN 模块将执行一系列自检。检测结果通过前面板上的绿色 
LED 指示。

2. 通电后，两个 LED 都会闪烁。

3. e-SAT/IN 模块执行通电自检 (POST)。

4. 随后程序会申请一个 IP 地址。

5. 在申请 IP 地址时，绿色 LED 闪烁。获得 IP 地址后， LED 将进入稳定状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13 页上标题为 “LED 指示灯的摘要说明”的表格。

成功通电

当通电和 POST 程序成功，并且在模块获得 IP 地址后，绿色 LED 仍会保持发光状态。

通电故障

有关信息，请参阅第 3-13 页的 “故障排除”。

配置 e-SAT/IN 模块

必须在当前正运行采集软件的采集计算机上激活并配置 e-SAT/IN 模块。Waters Empower
软件支持 e-SAT/IN 模块。

在创建色谱系统和配置仪器方法之前，应该：

• 确保 e-SAT/IN 模块已正确连接到色谱系统。

• 登录到 Empower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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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色谱系统

用户可以在采集计算机上创建色谱系统配置。

用户需要访问“配置管理器”的“采集服务器属性”页面中的“仪器”选项卡，然后扫描
仪器。一旦显示 e-SAT/IN 模块，并且 “正常？”为 “是”时，即可创建色谱系统。创建

系统后，用户可以设置或编辑仪器方法。有关如何创建色谱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Empower 帮助”。

如果配置正确， e-SAT/IN 模块会列在“新色谱系统向导” −“系统选择”页面的“可用仪

器”窗口中。

配置 e-SAT/IN 模块的 Empower 软件

使用“仪器方法编辑器”创建或修改 e-SAT/IN 模块的仪器方法。Empower 软件具有包含

“仪器方法编辑器”的两种运行模式：

• Empower Pro 界面

• Empower QuickStart 界面

Empower Pro 界面

要使用 Empower Pro 界面中的 “仪器方法编辑器”配置 e-SAT/IN 模块：

1. 登录至 Empower，然后单击 “浏览项目”。将打开 “浏览项目”对话框。

Empower Pro 窗口和 “浏览项目”对话框

2. 选择一个项目，然后单击 “确定”。“项目”窗口打开。

3. 选择 “文件” > “新建方法” > “仪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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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仪器列表

4. 如果列出 e-SAT/IN 模块，用户可以使用“仪器方法编辑器”修改参数。如果未列出

e-SAT/IN 模块，可以添加新仪器以将 e-SAT/IN 模块指定为活动设备。

仪器方法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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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显示“仪器方法编辑器”。此窗口内的任务栏中有一个仪器图标集。单击 e-SAT/IN。

将显示 e-SAT/IN “常规”选项卡。

仪器方法编辑器， e-SAT/IN “常规”选项卡

e-SAT/IN “常规”选项卡

“常规”选项卡中包含影响 e-SAT/IN 模块性能的具体参数。请参阅 “Empower 帮助”中

的 “常规选项卡”主题。

选择采样率

高质量的数据采样取决于能否将环境中的外部电噪音减到 小。当样品采集数据速率未优
化为电源线频率（50 Hz 或 60 Hz）时，e-SAT/IN 模块附近的外部设备可能影响基线噪音。

“常规”选项卡包含一个电源线环境的可选字段，允许用户从兼容采样率的列表中选择采
样率。

提示：所选的值不会影响为仪器提供的电源。

用户可根据当地电源的频率，就以下两种方法作出选择：

• 在各地都相同，但在某些区域可能具有较高基线噪音的方法

• 通过使用不同采样率在各地进行优化以得到较低基线噪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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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电源线频率设置为 50 Hz 时的可用采样率：

• 每秒 2、 5、 10、 12.5、 25、 50、 100、 200 和 400 个样品

以下是电源线频率设置为 60 Hz 时的可用采样率：

• 每秒 2、 5、 10、 15、 30、 60、 120、 240 和 480 个样品

提示：所选的值不会影响为仪器提供的电源。

设置 BCD 参数

启用“BCD 输入”字段，允许从不受 Empower 软件控制的自动样品器捕获样品瓶编号信息。

要配置 e-SAT/IN 模块以应用 BCD：

1. 针对所需进样数，填写 “样品”表中的各行。

2. 使用 BCD 电缆将 e-SAT/IN 模块的 BCD 端口与自动样品器相连。确保为 e-SAT/IN
模块确定了下列条件：

a. 将 e-SAT/IN 模块指定为用户的其中一个仪器。

b. 在“常规”选项卡中，选择“启用 BCD”复选框。这将对 e-SAT/IN 模块进行

设定，使其在运行结束后从自动样品器读取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值。BCD 信息

反映了进样的样品瓶号。

提示：当使用 BCD 规程从自动样品器获取样品瓶号信息时，请勿使用 3 位数，即样

品瓶号不能大于 99。

设置单位

使用“单位”字段选择在色谱 Y 轴上显示的单位类型（例如“毫伏”或“AU”）。单位乘

以“缩放因子”等于 1 伏。“单位”标签的 大长度为 6 个字母数字字符。缺省值为“毫伏”。

设置缩放因子

使用“缩放因子”字段选择 Empower 软件用于沿色谱 Y 轴调节信号的值。此值使“单位”

参数与伏特 (V) 相关。“缩放因子”乘以“单位”等于 1 V。例如，如果用户需要在 Y 轴上显

示“AU”，并且使用的是 1 AU 等于 1 V 的检测器，则输入缩放因子 1.0。缺省设置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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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T/IN 事件选项卡

使用 “事件”选项卡定义选定 e-SAT/IN 模块输出事件的操作和初始状态。

仪器方法编辑器， e-SAT/IN “事件”选项卡

启用事件

启用事件输出会生成一个接点闭合信号，它可以启动另一台设备上的处理过程（在 e-SAT/IN
事件时钟启动后的指定时间）。该接点闭合信号可以控制碎片收集器或图表记录器的操作，
或激活溶剂/色谱柱切换阀。

用户可以在 “事件”表行中编制事件输出。在每一行，指定事件发生的时间、事件的功能
（“打开”、“关闭”、“脉冲”或 “重复脉冲”）和脉冲事件的持续时间。

提示：事件输出不提供运行外部设备的动力。必须使用适当的电源来运行设备。

设置初始状态

“初始状态”区域包含的三个字段可以启用或禁用与其它设备通信的 e-SAT/IN 模块的 Relay、
TTL1 和 TTL2 接线端子。

选择 “开”或 “关”以启用或禁用相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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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继电器操作模式

准备定量环配置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自动进样器在色谱系统的其余部分 （泵、检测器或数据

系统）未准备好运行或从下一样品采集数据时执行进样。

在准备定量环配置中，设备 （泵、检测器和数据系统）与自动进样器在串联电路中用导线
相连。当样品运行时，每个设备均使其准备定量环事件保持打开状态。运行结束后，事件仍
保持打开状态，直到该设备准备好下一次进样为止；每个设备就绪后，它将关闭其自身的准
备定量环事件。当所有的设备都已就绪，并且所有的准备定量环事件都关闭后，自动进样器
会探测到准备定量环回路已经完成，并继续进行下一次进样。

根据用户在 “准备运行模式”区域中的选择， e-SAT/IN 模块的 “继电器事件”既可作为

标准的可编程事件，也可作为准备定量环的一部分。如果选择的是“准备定量环”，则不需
要对继电器进行附加设定就可在准备定量环体系中执行功能。

输入事件表值

在以下各列中输入值，以编制仪器的输出事件，这些仪器与 e-SAT/IN 模块中的 Event（事

件）端子相连：

时间 − 事件功能发生的时间。事件行按时间排序。输入：0.00 到 650.00 分钟。

事件 − 列出在“初始状态”区域中选择的事件触发模式。输入：Relay、 TTL1 或 TTL2。

功能 − 接线端子由晶体管对晶体管 (TTL) 逻辑电路 （一类数字逻辑）在内部进行控制。总

体而言，这些电路在 5 +5% 的平均电压范围内工作。TTL 信号在相对于地面的电压为 0 到
0.8 伏时，被定义为“低”，在大于 3.5 伏时，被视为“高”。TTL 在其正常状态下保持在

“高”或 “关”位置。激活后，电压会降低，将电路切换到 “开”状态。

功能类型如下：

• 开 − 接通接线端子（继电器开关）。利用此功能，事件提供“低”位（低阻抗）输出，

它一直保持到发出另一功能为止。

• 关 − 断开接线端子（继电器开关）。利用此功能，事件移动到“高”位置（高阻抗），

且接线端子断开。

• 脉冲 − 发送“开/关”脉冲。利用此功能，事件移动到“低”位置，然后移到“高”

位置。在 “间隔”参数指定的脉动宽度期间，接线端子 （低阻抗）保持不变。缺省
的脉冲宽度为 0.02 分钟。

• 重复脉冲 − 发送多个“开/关”脉冲。在由“间隔”参数指定的脉动宽度期间，事件

在 “高”和 “低”位置之间交替转换。脉冲持续到发出 “关”功能为止。

持续时间 − 脉冲事件的持续时间 （以分钟为单位）。仅在已选择 “脉动”或 “重复脉动”

为功能时，才能访问此参数。 小脉冲宽度是 0.02 分钟“打开”， 0.02 分钟“关闭”。输

入：0.02 到 100.00 分钟。缺省值：0.02 分钟。

注释 − 已编制事件的可选说明。每个说明 多可以包含 256 个字符。

在完成并保存 e-SAT/IN 仪器方法的编制后，就可以运行样品。手动启动自动样品器。当

Empower 软件接收到自动样品器的进样信号后，数据采集自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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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mpower QuickStart 界面

使用 Empower QuickStart 界面访问 “仪器方法编辑器”：

1. 登录至 Empower。单击 “高级”，然后从 “需要的界面”列表中选择

“QuickStart”。“选择项目和系统”对话框打开。

2. 单击 “使用 QuickStart”初始化 QuickStart 界面。

访问 Quick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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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 QuickStart 打开 “运行样品”窗口。

“运行样品”窗口

3. 通过选择 “查看” > “方法” > “仪器”，访问仪器列表。

“查看仪器方法”窗口

仪器选择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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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列出 e-SAT/IN 模块，用户可以使用“仪器方法编辑器”修改参数。如果未列出

e-SAT/IN 模块，可以添加新仪器将 e-SAT/IN 模块激活为活动设备。

5. 显示 “仪器方法编辑器”。此窗口的窗口首部有一个仪器图标集。单击 e-SAT/IN。

将显示 e-SAT/IN “常规”选项卡。

6.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5 页的 “e-SAT/IN “常规”选项卡”和第 3-7 页的

“e-SAT/IN 事件选项卡”。

仪器方法编辑器， e-SAT/IN “常规”选项卡

在 Empower 中平滑处理噪音

Empower 中的平滑处理功能通过 Savitsky-Golay 过滤对限定数量的数据点取平均值来降

低噪音。用户可创建衍生通道，将平滑处理应用于数据通道数据。

要执行平滑处理：

1. 从 “项目”窗口、“运行样品”或 “查看”中访问 “方法组编辑器”。

2. 从 “仪器方法”列表中选择适当的仪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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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键单击 “方法组”树，然后选择 “新建” > “衍生通道”。将显示 “衍生通道”

对话框的 “第一 （仅有）通道”选项卡。

4. 在 “第一 （仅有）通道”选项卡中：

a. 将常数保留为 1.000。

b. 从 “通道”列表中选择需要应用平滑处理的通道。

5. 单击 “过滤器/偏移”选项卡，然后：

a. 从 “平滑”列表中选择平滑因子。可用选项为 “无”、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或 31。

b. 如果合适，从列表中选择 “求导”。

c. 如果合适，在 “RT 偏移”列表中输入检测器内时间偏移 （以分钟为单位）。

d. 如果合适，请在 “RT 偏移/缩放”区域输入开始和结束时间参数。

6. 创建衍生通道后，单击“确定”，然后为通道命名。将显示“方法组编辑器”，并且
在 “方法组”树 （位于 “衍生通道”下）和 “通道”表中出现新的衍生通道。

7. 为衍生通道选择一个适当的处理方法。

8. 保存对方法组所作更改，然后退出 “方法组编辑器”。

提示：如果要保存的方法组被锁定，则 “保存”命令不可用。必须使用 “另存为”
命令以不同的方法组名保存所做的修改。

9. 按如下步骤在 “查看”中查看平滑衍生通道：

a. 在“项目”窗口“进样表”视图中，选择要对其应用平滑处理的样品或标准进样。

b. 访问 “查看”。

c. 选择 “文件” > “打开”，打开 “方法”组。

d. 要对所选进样应用平滑处理时，在 “2D 通道”表中单击样品或标准样。

e. 选择 “应用方法组” > “保存”，查看平滑处理后的通道。

10. 按如下步骤，使用 “处理”创建平滑通道。

a. 选择 “样品组”或 “进样”。

b. 选择 “处理”。

c. 选择 “应用方法组”，然后指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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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在通电和操作过程中，e-SAT/IN 模块使用前面板上的 LED 指示其状态。有关 LED 指示灯

的摘要说明，请参阅下表。

通电故障

如果电源 LED 不亮，请做以下检查：

• 电源是否已连接到有效接地的交流电压源。

• 电源电缆是否正确连接到 e-SAT/IN 模块。

• e-SAT/IN 模块电源开关是否已置于 on （开） (1) 的位置。

LED 指示灯的摘要说明

LED 指示灯 可视状态 含义

数据 （琥珀色） LED − 关闭

电源 （绿色） LED − 关闭

电源 “关闭”，或通电测试失败。

数据 （琥珀色） LED − 关闭

电源 （绿色） LED − 打开

电源 “打开”。通电测试成功，并
且设备已获得 IP 地址。

数据 （琥珀色） LED − 打开

电源 （绿色） LED − 打开

设备 “开启”，准备进行采集，等
待进样开始。

数据 （琥珀色） LED − 闪烁

（以 5-Hz 的循环采样率）

电源 （绿色） LED − 打开

正在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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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故障排除

要执行基本的系统故障排除：

1. 检查系统，先从简单处入手。故障是否由显而易见的原因引起？例如，仪器电源插头
是否未插入或连接不正确？

2. 将系统当前的运行方式与出现故障前的运行方式进行比较。为帮助用户确定正常的
运行状态：

a. 请创建 LC 系统 （管路及电气连接）图。

b. 做好日常记录。

c. 定期运行色谱测试。

步骤 b 指出在系统正常运行期间跟踪系统参数和色谱结果的重要性。如果用户了解

系统在正常运行时的典型状态，则故障排除会更容易。

例如，如果系统在使用某种方法时，通常在 n psi 状态下运行，请检查系统当前的压

力是在同一范围内，还是明显地升高 （可能由堵塞引起）或降低 （可能由渗漏引
起）？压力波动的范围是否与正常运行时一致？

安装系统时，以及每次开发新的方法时，请记录正常运行时的系统状态。

3. 请按以下顺序确定不同于系统正常运行的故障现象：

a. 系统压力 （高、低或不稳定）

b. 基线 （液路相关或检测器电子相关）

c. 峰保留时间的变化 （不正确或随时间改变）

d. 峰分辨率降低

e. 峰形异常 （比预期小、宽、有拖尾等）

f. 错误的定性和/或定量结果

4. 对每个色谱仪器执行性能测试，以迅速确定特定仪器是否存在故障。

如果确定存在与其它系统组件相关的故障，请参阅相应的操作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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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联系 Waters 技术服务

e-SAT/IN 模块的许多故障都可以轻松解决。但是，如果无法解决问题，请联系 Waters 技术

服务，电话 800 252-4752 （仅限美国和加拿大客户）。其它客户，请拨打当地 Waters 分公

司或联系 Waters 技术服务代表，或者致电位于马萨诸塞州米尔福德市（美国）的 Waters 公
司总部。

当与 Waters 技术服务联系时，请备好以下资料：

• 已填好的针对用户所用方法的正常运行检查表

• 故障性质

• Waters e-SAT/IN 序列号

• 系统配置说明

错误信息

与 e-SAT/IN 模块有关的错误信息将在“Empower 信息中心日志”中显示。单击任务栏中

的 “信息中心”图标可访问该日志。

错误信息

错误编号 说明

1 当 e-SAT/IN 模块中的内部缓冲区已满时出现此情况。

2 指示 e-SAT/IN 模块中的内部通信错误。

3 指示 e-SAT/IN 模块中的内部硬件错误。

4 该错误指示 e-SAT/IN 模块收到未知的命令代码。

5 该错误指示存在与触发有关的错误。

6 命令中指定了无效的长度变量。

7 “设置”命令中指定了无效的采样率变量。

8 “设置”命令中指定了无效的环境变量。

9 “设置”命令中指定了无效的极性变量。

10 “设置”命令中指定了无效的初始功能变量。

11 “设置”命令的一个事件中指定了无效的 “输出”编号变量。

12 “设置”命令的一个事件中指定了无效的事件功能变量。

13 “设置”命令的一个事件中指定了无效的 “时间”变量。

14 “设置”命令的一个事件中指定了无效的时间段变量。

15 “设置”命令中指定了无效的事件数目变量。

16 “获取数据”命令中指定了无效的通道变量。

17 “获取数据”命令中指定了无效的 大点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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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全忠告

Waters 仪器会显示危险符号，这些符号用于警示用户操作和维护仪器过程中的潜在

危险。这些仪器的相应用户指南中也包含这些危险符号，并带有介绍这些危险和告诉
您如何避免这些危险的文字说明。本附录介绍应用于整个 Waters 产品线的所有安全

符号和说明。

内容

主题 页码

警告符号 A-2

注意符号 A-4

适用于所有 Waters 仪器的警告 A-5

电气和搬运符号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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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符号

警告符号提醒用户注意与仪器的使用或不当使用相关的死亡、伤害或严重不良生理反应的
危险。安装、维修和操作 Waters 仪器时，请注意所有警告。对于安装、维修或操作仪器的

人员不执行安全预防措施而导致的后果， Waters 概不负责。

特定任务的危险警告

以下警告符号提醒用户注意可能在仪器或仪器组件的操作或维护过程中出现的危险。此类
危险包括烧伤、电击、紫外线辐射暴露以及其它危险。

当以下符号出现在手册的叙述或步骤中时，其附带的文字指明了具体的危险并说明了避免
的方法。

警告：（常规风险。当此符号显示在仪器上时，请在使用仪器前参考仪器的用户文档
以查看重要的安全信息。）

警告：（接触过热表面的灼伤危险。）

警告：（电击危险。）

警告：（火灾危险。）

警告：（尖头刺伤的危险。）

警告：（手部挤压受伤的危险。）

警告：（暴露于紫外线辐射的危险。）

警告：（接触腐蚀性物质的危险。）

警告：（暴露于有毒物质的危险。）

警告：（人员暴露于激光辐射下的危险。）

警告：（暴露于可造成严重健康威胁的生物制剂的危险。）

警告：（倾倒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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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警告

以下警告可能出现在特定仪器的用户手册中，以及粘贴在这些仪器或其组件上的标签中。

爆裂警告

该警告适用于安装有非金属管的 Waters 仪器。

质谱仪易燃溶剂警告

该警告适用于使用易燃溶剂进行操作的仪器。

质谱仪电击危险

该警告适用于所有 Waters 质谱仪。

该警告适用于处于运行模式下的特定仪器。

警告：（爆炸危险。）

警告：（眼睛受伤的危险。）

警告：压力密封的非金属或聚合物管材可能爆裂。在此类管材周围工作时，请遵守
以下预防措施：

• 佩戴护目装备。

• 熄灭附近所有明火。

• 请勿使用已经 （曾经）受压或弯曲的管材。

• 请勿使非金属管材接触不相容的化合物，比如四氢呋喃 (THF) 和硝酸及硫酸。

• 请注意，某些化合物 （例如二氯甲烷和二甲亚砜）会导致非金属管材的膨胀，
膨胀管材的抗压能力显著降低，更容易破裂。

警告：如需使用大量的可燃溶剂，必须不断向离子源中通入氮气流，以避免封闭空间
起火。

在用易燃溶剂进行分析时，应确保氮气供应压力不低于 690 千帕（6.9 巴、100 psi）。
同时应确保将一个供气失败接头连接到 LC 系统，使 LC 溶剂流在氮气供应失败时

停止。

警告：为防止电击，请不要取下质谱仪的保护面板。保护面板内的组件不需要用户
维护。

警告：在操作模式下，质谱仪外表面某些区域可能存在高压。为防止非致命电击，
在接触标有此高压警告符号的区域前，请确保仪器处于待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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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危害警告

该警告适用于那些用于处理以下可能造成生物危害的材料的 Waters 仪器：含有能对人体造

成危害的生物制剂的物质。

化学危险警告

该警告适用于可处理腐蚀性的、有毒的、易燃的或其它类型的危险材料的 Waters 仪器。

注意符号

注意符号表示仪器的使用或不当使用可能会损坏仪器或影响样品的完整性。以下符号及其
相关说明文字通常用于提醒用户注意损坏仪器或样品的危险。

警告：Waters 仪器和软件可用于分析和处理潜在传染性人体来源产品、灭活的微生
物和其它生物材料。为避免这些制剂造成传染，请将所有生物液体都视为传染性，
遵守优良实验室规范并就有关正确使用和处理的方法咨询所在组织的生物危害安全
代表。 新版本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出版物 Biosafety in Micro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Laboratories (BMBL) （《微生物及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规
范》）介绍了具体的防范措施。

警告：Waters 仪器可用于分析或处理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物质。为避免
任何此类物质造成的伤害，应熟悉这些物质及其危险性，遵守优良实
验室规范 (GLP)并就有关正确使用和处理的方法咨询所在组织的安全
代表。 新的 “国家研究委员会”出版物 Prudent Practices in the 
Laboratory:Handling and Disposal of Chemicals （《实验室谨慎操
作：化学物质处理与处置》）为此提供了指导原则。

注意： 为避免损坏，请勿使用研磨剂或溶剂清洗仪器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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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所有 Waters 仪器的警告

操作本设备时，请遵守标准质量控制程序以及本部分提供的设备指导原则。

注意：未经有关法规认证部门明确允许对本设备进行的改变或改装，可能会使使用者丧失操
作该设备的合法性。

警告：当有压力的情况下使用管线时，小心注意以下几点：

• 当接近有压力的聚合物管线时一定要戴防护眼镜。

• 熄灭附近所有的火焰。

• 不要使用已经被压瘪或严重弯曲的管线。

• 不要在非金属管线中使用四氢呋喃或浓硝酸或浓硫酸。

• 要了解使用二氯甲烷及二甲基亚砜会导致非金属管线膨胀，大大降低管线的耐压能力。

警告：使用者必须非常清楚如果设备不是按照制造厂商指定的方式使用，那么该设备所提供
的保护将被削弱。
适用于所有 Waters 仪器的警告 A-5



电气和搬运符号

电气符号

这些符号可能显示在仪器的用户手册中，以及仪器的前后面板上。

电源打开

电源关闭

待机

直流电

交流电

保护性导线端子

框架或底盘，接线端

保险丝

回收符号：请勿丢弃于城市垃圾中。
A-6 安全忠告



搬运符号

这些搬运符号及其相关文字说明可显示在 Waters 仪器和组件的发货外包装标签上。

向上！

防潮！

易碎！

请勿用钩！
电气和搬运符号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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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规格

本附录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规格：

• 物理

• 性能

• 模拟输入

• BCD 输入

• 电源

• 通信接口

物理规格

项目 规格

尺寸 高度 = 1.25 英寸 （3.18 厘米）

深度 = 6.25 英寸 （15.9 厘米）

宽度 = 5.25 英寸 （13.3 厘米）

重量 530 克 （15.1 盎司）

电源开关 前面板；按钮，开/关

电源指示灯 绿色 LED （电源接通时处于恒定状态）

状态指示灯 琥珀色 LED

性能规格

项目 规格

分析输入范围 −0.25 到 2.25 伏

总输入范围 （无损害） +/− 40.0 伏 （持续）

共模电压范围 +/− 3.0 伏

共模抑制比 (60 Hz) 小 70 dB

输入带宽 100 Hz

功耗 750 mW （典型）

电压准确度 输出在输入的 1% 范围内
B-1



阻抗 （共模） 小 500 千欧， +/− 1%

阻抗 （差分） 小 2 兆欧， +/− 1%

非线性 全刻度的 0.01%

精度 对于大于 0.5 mV 的输入为 +/− 0.1%

输出差值 大 +/− 1%

设备之间的重现性 +/− 1% 的输出差值

缓存容量 225 Kb

操作温度范围 4 到 40 °C （39.2 到 104 °F）

操作湿度范围 10 到 90%，无冷凝

存放温度范围 −40 到 70 °C （−40 到 158 °F）

存放湿度范围 0 到 100%，无冷凝

振动和撞击 可忽略

模拟通道性能规格

采样率，每秒样品数 (Hz) 噪音
a
，微伏 (V)，峰到峰，短路输入

2、 5、 10、 12.5、 15、 25、 30 5

50、 60 12

100、 120 25

200、 240、 400、 480 50

a. 被视为输入的噪音 (RTI)。以峰到峰方式测得的接地输入 (μV) （以 30 秒为间隔）。

性能规格 （续）

项目 规格
B-2 规格



BCD 性能规格

项目 规格

数据格式 输入 = 8 位，并行

电信号特性 兼容 TTL，全部为 8 位

• VIH = 2.0 伏， 大

• VIL = 0.8 伏， 小

• IIH = 20 微安， 大

• II = 0.1 毫安， 大

• IIL = − 0.1 毫安，典型 （出自模块的电流显示为负）

大输入电压 +/− 7 伏

流控制 无

电源规格

项目 规格

输入规格 交流电输入电压范围 = 90 到 264 Vac

交流电输入频率范围 = 47 到 63 Hz

输入电流 = 115 Vac 时为 0.38 A， 230 Vac 时为 0.15 A

输出规格 输出电压 = 4 A 时为 5 Vdc

输出功率 = 22 到 24 瓦 （典型）

过电压保护 = 内置

物理规格 高度 = 3.0 英寸 （7.6 厘米）

深度 = 5.0 英寸 （12.7 厘米）

宽度 = 1.0 英寸 （2.5 厘米）

通信规格

项目 规格

通信接口 以太网 10 Base-T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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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备件

本附录列出 e-SAT/IN 模块的推荐备件。e-SAT/IN 模块及电源不包含任何用户可维修的内

部备件。 e-SAT/IN 模块及替换件仅作为单独更换单元提供。

备件

项目 部件号

e-SAT/IN 模块 （单独更换） 668000230

e-SAT/IN 启动套件 200000167

连接 e-SAT/IN 与检测器的电缆， 2 米 （6 英尺） WAT020320

电缆，事件 WAT020321

连接器，事件 323000336

螺丝刀， 3/32 英寸 605000103

e-SAT/IN 电源 668000231

交叉电缆， 1 米 （3 英尺） 440000145

以太网电缆， 7 米 （22.9 英尺） WAT069054

模块化耦合器， RJ45，直连 668000232

网络交换机套件 668000162

BCD 电缆， 9 到 25 针， D 系列连接器 WAT611973

e-SAT/IN DIN 导轨安装套件 668000236

Waters e-SAT/IN 模块安装指南 （中文） 71500049404_ZH

Waters 许可、质保和支持 （多语种） 71500029510

e-SAT/IN 采集许可证 7166000984

Empower 软件仪器驱动程序磁盘套件 667001494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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