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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XB6 系列温度采集模块，支持热电阻、热电偶等类型传感器。有 4 通道、8 通道两种类型模块，采

用 X-Bus 底部总线，适配我司 XB6 系列耦合器模块。 

产品特性： 

⚫ 测量类型支持热电阻、热电偶和电阻 

⚫ 灵敏度：0.1℃ 

⚫ 支持单通道滤波设置 

⚫ 支持单通道使能设置 

⚫ 热电偶支持断连检测，单通道断连检测处理附加时间 2 ms 

⚫ 支持 50Hz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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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介绍 

产品型号 XB6-A80TM/XB6-A40TM 

产品名称 XB6 系列温度采集模块 

接口参数 

总线协议 X-Bus 

传输速率 6 Mbps 

站类型 从站 

电源 通过 X-Bus 总线供电 

电流消耗 60mA 

技术参数 

规格尺寸 106*73*25.7 mm 

重量 130 g 

工作温度 -10~+60℃ 

存储温度 -20~+75℃ 

相对湿度 95%，无冷凝 

防护等级 IP20 

EMI 特性 符合 EN IEC61000-6-4-2019 标准 

EMS 特性 符合 EN IEC61000-6-2-2019 标准 

抗振性 符合 EN 60068-2-6 标准 

耐冲击性 符合 EN 60068-2-27/29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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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通道数 4、8 

传感器类型 热电偶 热电阻 电阻 

连接方式 2 线制 2 线制、3 线制 2 线制 

 K：-200~1370℃ 

J： -200~1200℃ 

E:  -200~1000℃ 

S:  -50~1690℃ 

B:   50~1800℃ 

Pt100：−200~850℃ 

Pt200：−200~600℃ 

Pt500：−200~600℃ 

Pt1000：−200~600℃ 

 

15Ω~3kΩ 

 

精度 ±0.5% ±1℃ ±0.1% 

灵敏度 0.1℃ ±0.1 Ω 

分辨率 16 bit（int 类型） 

转换时间（每个通道） 201 ms 26 ms 

循环时间（所有通道） （单通道刷新时间+断连检测时间）*通道个数 

滤波 单通道滤波，可配置（平滑级数 1～10） 

断线检测（TC） 支持 

断线检测时间（TC） 2ms 

通道允许的输入最大电压 30V 

电气隔离 500Vrms，通道间不隔离 

通道指示灯 绿色 LED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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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板 

模块各部位名称和功能描述  

  

标识及指示灯说明  

 

标识 颜色 状态 描述 

P 绿色 常亮 电源供电正常 

熄灭 产品未上电或电源供电异常 

R 绿色 常亮 系统运行正常 

闪烁 1 Hz I/O 模块已连接，X-bus 系统准备交互 

熄灭 设备未上电、X-bus 未交互数据或异常 

通道指示 绿色 常亮 采集温度在-200~2000℃之间或者测量阻值大于 0Ω 

熄灭 采集温度不在-200~2000℃之间或者测量阻值为 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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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线 

4.1 接线端子及接线说明 

4.1.1 接线端子 

接线端子  

信号线端子 极数 16 P 

极数 20 P 

线径 28 -16 AWG  0.2-1.5 mm² 

4.1.2 接线说明及要求 

接线工具要求 

端子采用免螺丝设计，线缆的安装及拆卸均可使用

一字型螺丝刀操作（规格：≤3 mm）操作 

 ≤3mm

 

剥线长度要求 

 

  
推荐剥线长度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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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方法 

 

 

 

 

 

管型绝缘端头规格表 

规格要求 型号 导线截面积 mm² 

 

管型绝缘端子 L 的长度为≥10 mm 

E0510 0.5 

E7510 
0.75 

E7512 

E1010 
1.0 

E1012 

E1510 
1.5 

E1518 

 

单股硬导线，剥好对应长度的导线后，下压按钮同时

将单股导线插入。 

多股柔性导线，剥好对应长度的导线后，可以直接连

接或者配套使用对应标准规格的冷压端头（管型绝缘

端子、如下表），下压按钮同时将线插入。 



XB6 系列温度采集模块用户手册  4 接线 

                             7 

4.2 接线图 

4.2.1 电气框图 

电气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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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XB6-A80TM 

XB6-A80TM  模块面板 

                

热电偶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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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阻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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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XB6-A40TM 

XB6-A40TM  模块面板 

 

热电偶接线图 

 

 

热电阻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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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 

5.1 参数设置及功能 

5.1.1 传感器类型选择 

模块支持传感器类型配置功能（传感器类型详见 2 产品参数）。 

同一模块只支持同一类型传感器，单个通道不可配置。 

备注：默认传感器类型：PT100 

5.1.2 滤波功能 

模块单个通道可通过滤波功能对各个测量值进行滤波，通过对前 N 次采集数据进行滑动平

均处理，以减小测量值的抖动范围，提高了稳定性和精度。 

滤波时间=模块周期数(N)*模块循环时间 

模块循环时间 = 使能通道数*(每个通道转换时间+断连检测时间) 

备注：① 热电阻不支持断连检测，断连检测时间默认为 0。 

      ② N 配置范围 1~10。 

③ 滤波参数默认设置：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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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通道使能功能 

模块可通过“使能/不使能”参数设置，来确定通道是否使用。如通道设置为不使用，则此

通道被禁用，无论是否接入传感器，均无显示-9999。 

备注：出厂所有通道默认设置：不使能（Disable） 

5.1.4 断连检测 

热电偶（TC），支持断连检测，断连时显示-9999。 

热电阻（RTD）和电阻不支持断连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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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在TwinCAT3软件环境使用及参数配置 

模块需与“XB6-EC2002ST”耦合器配合使用。 

模块配置文件添加及组态详见“XB6 系列_EtherCAT 插片式 I/O 用户手册”使用部分。 

手册获取地址：https://www.solidotech.com/documents/manual。 

1. 传感器类型选择 

1. 双击 Box1（XB6-EC0002），切换到“Startup”页签，如下图所示。 

 

2. 右键选择“Insert” ，进入“Edit CANopen Startup Entry”界面，如下图所示。 

 

 

https://www.solidotech.com/documents/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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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中已有型号的模块，例如“XB6-A80TM”，单击“Sensor Type”，在“Set Value 

Dialog”界面下选择使用的传感器，例如下图所示 。 

 

配置完成后，软件需进行 Reload 操作及模块重新上电。 

2. 滤波配置 

1. 进入“Edit CANopen Startup Entry”界面。 

2. 选择要修改模块的通道，根据需要进行滤波数值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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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成后，软件需进行 Reload 操作及模块重新上电。 

3. 通道使能 

1. 进入“Edit CANopen Startup Entry”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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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修改模块的通道，进行使能参数修改。

 

修改完成后，需要进行“Reload”操作及模块重新上电。 

4. 数据交互 

以 XB6-A80TM 模块为例：如该模块有信号输入，可以在该模块的“Inputs”中监控，如下图： 

 

输入寄存器信息表（只读属性）温度为 2 个字节的有符号整数，是实际温度的 10 倍值。读出的数

据除以 10，就是真实的温度或者电阻数值，单位为℃或者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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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在TIA Portal V14软件环境使用及参数配置 

模块需与“XB6-PN2002ST”耦合器配合使用。 

模块配置文件添加及组态详见“XB6 系列_PROFINET 插片式 I/O 用户手册”使用部分。 

手册获取地址：https://www.solidotech.com/documents/manual。 

1. 传感器选择 

1. 打开“设备视图”，如下图所示。 

 

2. 离线状态下，选中已有型号的模块，本例“XB6-A80TM”，选中对应的通道，进行传感

器参数设置 ,例如下图所示。 

 

*修改完成后，下载程序，并将模块重新上电。 

https://www.solidotech.com/documents/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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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滤波参数设置 

在“设备视图”菜单夹页面，选中已有型号的模块，本例“XB6-A80TM”，选中对应的通

道，进行滤波参数设置，例如下图所示 。 

 

*修改完成后，下载程序，并将模块重新上电。 

3. 通道使能功能 

在“设备视图”菜单夹页面，选中已有型号的模块，本例“XB6-A80TM”，选中对应的通

道，进行使能参数设置，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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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成后，下载程序，并将模块重新上电。 

4. 数据显示 

⚫ IO 映射地址 

单击“设备视图”，在“设备概览”菜单夹下，可以查找系统软件为 I/O 模块分配的地址，

也可根据需要对地址进行修改，例如下图所示。 

 

⚫ 数据验证 

双击“添加新监控表”，输入模块通道地址，单击 按钮，即可对输入数据进行监视，例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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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寄存器信息表（只读属性）温度为2个字节的有符号整数，是实际温度的10倍值。读出

的数据除以10，就是真实的温度或者电阻数值，单位为℃或者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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