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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述 

 
1.  描述  

1.1  适用性 

1.1.1  产品号 

本文件适用于下列产品： 

 

表 1 – 产品号 

产品号 产品 版本 序列号 

230001 DISPLAY ONE 

 

5.1 20000 

 

1.1.2 铭牌  

铭牌位于该仪表的底侧。在与莱宝公司沟通时，必需阐明铭牌上的信息。  

 

 

 

图 1 - 铭牌（示例） 

 

1.2  用途简述 

DISPLAY ONE 是一种简单全量程真空规管控制器，它可以连接 THERMOVAC，

PENNINGVAC 和 DU .型规管 

 

1.3 责任和质保 

如果该操作员或第三人有下列的任何行为，莱宝概不承担任何责任或提供保修，  

■ 未遵守本文件中提供的须知  

■ 未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来操作该产品  

■ 以任何方式修改本产品（改型、修理工作等）  

■ 用相关产品文件中未列出的附件操作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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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宝保留技术变更恕不事先另行通告之权利。  

 

1.4 装运损坏 

■ 检查装运包装有无任何外部破损。  

■ 如果发现任何损坏，则要向运输代理商和保险商发送损坏报告。  

■ 留包装材料，因为在提出损坏索赔时，仪表必须以制造商原包装返回。  

■ 检查交货是否完整。  

■ 目检该仪表有无任何明显损坏。  

 

危险：损坏的产品。  

调试损坏的产品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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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2. 安全  

2.1 概述  

DISPLAY ONE 交付时就准备就绪可立即使用。即使这样，本司还是建议您仔细阅读这些

操作说明以便从一开始就确保最佳工况。  

本说明书含有有关理解、安装、调试、操作和故障检修 DISPLAY ONE 方面的重要信息。 

 

2.2 标志和符号 

与技术安全和工业安全方面有关的重要须知借助下列符号来强调。  

 

危险或警告：  

与防止任何类型的伤害有关的信息。  

 

危险： 

与防止由电所致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坏有关的信息。  

 

 

2.3 基本安全须知 

在诸如安装和维护作业之类的所有作业过程中，要遵照相关安全规程。  

危险：电源电压  

在向该仪表引入物体或导入液体时，接触该仪表内电源电压处的元件会

构成生命危险。  

 

警告：不当使用  

不当使用会导致损坏该仪表。只能按照制造商提供的须知使用该仪表。 

 

 

警告：不正确的连接和操作数据  

不正确的连接和操作数据会损坏该仪表。遵照所有规定的连接和操作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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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设备描述 

 
3.  一般设备描述 

3.1 功能描述 

DISPLAY ONE 是一种简单全量程真空规管控制器，它可以连接 THERMOVAC，

PENNINGVAC 和 DU 型规管 

 

 

表 2 – 适用的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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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4 技术数据 

4.1 一般数据 

4.1.1 机械数据 

尺寸：    宽度：106.毫米  

         高度：84.5 毫米  

         深度：108 毫米  

重量：    0.5 公斤 

安装深度：   大约 150 毫米（包括连接插头）  

使用：    机架安装  

         前面板安装  

         台式仪表  

 

 

 

图 2 – DISPLAY ONE 尺寸（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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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环境要求 

温度：储存：  -20…+60℃  

      操作：  +5…+50℃ (海平面) 

            +5…+30℃（海拔 2000 米） 

相对大气湿度：  最高 80%（30℃以内）  

              减至最高 50%（40℃以上） 

使用   室内（高度最高海拔 2000 米） 

污染等级：    II 

保护类别：   IP40 

 

4.1.3 标准  

■ 符合低压指令 2014/35/EU 

■ 符合电磁兼容指令 2014/30/EU 

■ 符合 RoHS 指令 2011/65/EU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以及技术规范  

■ DIN EN 61010-1(2011)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安全要求 ) 

■ DIN EN 61326-1(2013) 

(通用标准-工业环境抗扰度 ,通用标准-住宅、商业和轻工业环境用辐射标准  Class B) 

 

4.2 电源连接 

电压：    100…240 VAC 

频率：    50/60 Hz 

熔断器：   2×T1.6A H 

功耗：    最大 5VA 

过压类别：   II 

保护类别：   1 

连接：    连接器用于非加热设备 IEC 320 C14 

 

4.3 测量通道 

数量：    1 

           

连接：    RJ45（FCC68）  

可连接规管：       THERMOVAC   TTR8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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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R90/ TTR91/TTR91N   

                            TTR96S/TTR96N 

                            TTR211S/TTR216S 

                            TTR100/TTR100S2 

                            TTR101/TTR101N          

               PENNINGVAC    

                            PTR82N 

                            PTR90/PTR90N 

              DU 线性真空计  

               DU200/DU201 

                      DU2000/DU2001 

                            DU2001 rel 

 

4.3.1  规管供电 

电压：    +24VDC +/-5% 

电流：    最大 100mA 

熔断器：   200mA 自我保护  (供电遵循低压电器接地保护要求 EN61010) 

 

4.3.2 测量参数 

 

    量程：          由所连接的规管决定（最大 1.5E3…5E-9mbar） 
 

    测量速率：      50s
-1 

显示速率：   4s
-1 

测量单位：   毫巴、帕斯卡、托  

 

 

4.3.3  开关量/继电器输出  

接点型式：   转换接点，浮动  

负载（电阻性）：开关电流：1A 最大 

    开关电压：最大 30VAC/60VDC 

使用寿命：   机械：5.10
7 开关周期  

            电气：10
4 开关周期在最大负载时  

连接：    接线端子  

 

 



 13 

4.3.4 模拟量输出 

数量：    每测量通道 1 个 

电压范围：    0…10VDC  

显示值偏差：   ±0.1% 

内部电阻：    100 欧姆 

特性：     由连接的规管决定  

连接：     接线端子  

 

安 装 

 
5. 安装  

5.1 所供设备 

 

表 3 - 所供设备 

名称 数量 

DISPLAY ONE 1 

电源线  1 

操作说明书  1 

备用熔断器  2 

连接接头  2 

护边 1 

支脚 2 

 

5.2 机械安装 

DISPLAY ONE 可如下使用：  

■ 机架安装  

■ 前面板安装  

■ 台式仪表  

警告：电源关断 

 

将该仪表安装或设置在随时可操作该电源开关之处或确保可随时

关断电源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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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机架安装 

DISPLAY ONE 设计成可安装在符合 (19 英寸，2HU)的子机架中。  

■ 在机架内连接子机架  

■ 将 DISPLAY ONE 推入子机架  

■ 用 4 个 M2.5 的螺钉该仪表固定到机架上  

 

5.2.2  前面板安装 

用于该仪表的面板安装，需要下列预留孔（见图 2）： 

■ 将 DISPLAY ONE 导入预留孔  

■ 用四只 M2.5 螺钉固定该仪表  

 

5.2.3 台式仪表 

在打算将 DISPLAY ONE 用作台式仪表的情况，则要进行如下：  

■ 将 DISPLAY ONE 面朝下放置  

■ 将交货中包括的护边器推到前面板底边  

■ 打开支脚  

■  将 DISPLAY ONE 翻转过来并将其移至所需位置。 

 

5.3 连接  

5.3.1 仪表后面板 

图 3 描述 DISPLAY ONE 的后面板。各接口的接线方式在下列章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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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仪表后面板 

 

A 带电源开关和熔断器的电源连接  

B 规管接口（参考图 4） 

C 模拟量输出和开关量输出接口（参考图 5）  

D 设置接口  

 

 

5.3.2 电源连接 

后面板上的电源连接（见图 3）仅用于配备非加热设备入口连接器的仪表侧电源线。  

 

危险：电源电压  

非专业接地的仪表在失灵时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只能使用三线电

源，分别带连接保护地线的延长线。只能将电源插头插入带适当连

接保护地线的电源插座。 

 

5.3.3 输入 

接口 (见图 3A)起到连接一个规管的作用（见 3.2 可连接规管）。测量通道，配备一个 8

针 RJ45 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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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V            5，接地模拟量输出地线  

                           2，接地             6，接地    

                           3，模拟量输出信号     7, - 

                           4，识别电阻          8, SP 状态 

 

 

图 4  RJ45 接口 

 

                         

 

警告：不可连接的规管 

未规定与（参考图 4）连用的规管会损坏该仪表。因此务必只用认可的

传感器来操作（参考图 4）。见第 3.2 节可连接的规管。  

 

连接： 

■ 连接规管需要使用 1 对 1 直连的屏蔽线 

 

 

5.3.4  模拟量输出和开关量输出 

该模拟量输出/开关量输出（见图 3,C 和图 5）提供模拟量输出和开关量输出的连接（开

关量输出仅适用于带开关量输出的规管）  

 

                       

                             NO  开关量常开接口（NO） 

                             Com 开关 Com 接口  

                             NC  开关量常闭接口（NC） 

                             Rec  模拟量输出 0~10 V DC  

                                  模拟量接地 

 

 

图 5 - 模拟量输出和开关量连接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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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 使用屏蔽连接电缆将外围元件连接至 DISPLAY ONE 后面的模拟量输出/开关量输出接

口。 

 

 

危险：危险电压  

接触时超过 60VDC 或 30VAC 的电压是危险的。在继电器输出连接插头

处 1 安培最大电流时只可切换 30VDC 或 30VAC 电压。这一电压必须满

足接地超低电压要求（SELV-E 按照 EN 6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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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6. 操作  

6.1 前面板  

图 6，描述 DISPLAY ONE 的前面板。 

 

 

 

 

 

 

图 6 – 仪表前面板 

 

A  显示读数和状态信息  

B   显示单位和设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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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显示 

 

表 4 - 显示说明 

显示 描述 

8.8.8.8.
8.8 实测值或状态信息  

SP 开关量状态  

当该符号点亮时，其压力低于下限阈值  

当该符号未点亮时，气压力高于上限阈值  

mbar, Pa, Torr  

 

6.2  开启和关闭 

6.2.1 开启  

■ 通过其电源开关接通该仪表。  

在接通之后，DISPLAY ONE 会运行下列内容：  

■ 自测试  

■ 显示器测试  

■ 显示所用软件版本  

■ 标识所连接的测量设备  

■ 激活测量模式  

 

6.2.2  关闭  

 

警告：等待时间  

在再次接通该仪表之前等待至少 5 秒钟。 

 

 

6.3 操作模式 

DISPLAY ONE 可用下列操作模式运行：  

■ 测量模式  

测量模式为标准操作模式。这里会显示规管的实测值。见第 6.4 节测量模式。  

■ 参数模式  

在参数模式中，可借助设备背面设置接口的开关变更参数，以这种方式可配置 DISPLAY 

ONE。见第 6.5 节参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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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测量模式 

6.4.1  选择  

在接通 DISPLAY ONE 之后，会自动运行测量模式。  

 

6.4.2  描述  

在测量模式中会显示表头的实测值。当压力超出允许范围时，则会显示状态信息。  

未连接规管的测量通道会显示 noSEn。这一状态信息会在 30 秒钟后擦出并显示 4 个亮点。 

 

表 5 – 显示说明 

 

6.5  参数模式 

6.5.1 选择 

 

选择参数模式可以通过 DISPLAY ONE 背面的设置接口（参考表 3，D），步骤如下  

■ 关闭电源。  

■ 将设置开关的位置调整到需要的位置  

■ 开启电源  

 

     

重要提示 

在设备通电状体下调整设置开关不起作用，设定开关改变需要在下次通

电开机后才生效。4 号开关是维修专用，应当保持在“OFF”位置  

 

6.5.2 说明  

通过调整设置开关的位置，可以选择显示单位和格式  

6.5.3 显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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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单位 开关 1 开关 2

mbar OFF OFF

Pa ON OFF

Torr OFF ON
 

表 7 – 显示单位 

 

6.5.4 显示格式 

 

 

显示格式 开关 3 

3 位显示 OFF 

2 位显示 ON 

              表 8– 显示格式 

6.5.5 皮拉尼拓展功能 

 

开关 4 可以控制 TERMOVAC 真空计的拓展功能  

 

 

皮拉尼拓展 开关 4 显示

不启用 OFF

启用 ON
               

    表 8–皮拉尼拓展功能  

 

 

维护和维修 
 

7 维护和维修 

7.1 维护  

7.1.1 一般维护须知 

请使用干棉布用于外部清洁。不得使用任何腐蚀性或磨蚀性去垢剂。  

 

危险：电源电压  

该仪表含有处于高压的内部元件。切勿将任何物体伸入该仪表的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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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仪表怕潮。切勿打开该仪表。  

 

7.2 故障检修 

7.2.1 故障信息 

影响 DISPLAY ONE 的故障会由显示器上的故障信息示出（见表 8 出错信息）。 

 

表 8 – 故障信息 

错误（显示）  故障原因和补救 

Err Lo 来自真空计的测量信号低于允许的范围。  

Err Hi 来自真空计的测量信号高于允许的范围。  

S-Err 真空计故障或者真空计与控制器连接故障。  

7.2.2 故障求助 

如果在更换规管后故障依然存在，则请联系您最近的莱宝公司。  

 

7.2.3 熔断器更换 

只能使用该仪表背面规定的 T1.6A H 型式的熔断器来更换熔断的熔断器。该仪表的两个

熔断器位于电源接线口上部（参考图 3），可借助小改锥撬出。  

 

7.2.4 维修  

将有缺陷的产品送您最近的莱宝设备有限公司服务办公室修理。若操作员或第三人已尝

试对 DISPLAY ONE 进行了修理，则莱宝设备有限公司概不承担任何责任或承兑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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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和废料处理 

 
8. 储藏和废料处理 

8.1 包装  

请保留原包装。在想储存 DISPLAY ONE 或将其返回莱宝时将需要该包装材料。  

8.2 储存  

     DISPLAY ONE 必须被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下，储存的环境要求如下。  

■ 环境温度：-20…+60℃  

 

■ 空气湿度：  越低越好，最好能放在塑料袋里面并添加干燥剂保存  

 

 

8.3 废料处理 

至于废料处理，有关含有电子元件的设备用分支机构特定的和当地废物处理和环保条例

适用。  

  将该设备退回莱宝，就可以确保对可回收部分进行适当、专业分离并确保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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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宝 

CE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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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一致性声明 
（原版一致性声明的翻译件）  

 

制造商： Leybold GmbH 

Bonner Strasse 498 

D-50968 Cologne 

德国 

兹声明以下说明及所列的本公司业已投放市场的产品符合 EU 委员会适用指令的要求。  

如果在未获得莱宝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改动产品，则本声明将失效。  

产品名称：              真空计控制器 

型号：      DISPLAY ONE 

产品号：     230001, 235001 

 

产品符合以下欧盟指令的要求：  

指令 2014/35/EU，电子设备的设计符合规定电压范围内的使用要求  

指令 2014/30/EU，电磁兼容性  

RoHS 指令（2011/65/EU） 

 

已经采用以下协调标准：  

EN 61010-1: 2010   测量、控制和实验用途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EN 61326-1:2013         测量、控制和实验用途电磁兼容性，排放指令等  

 

文件资料主管                     Herbert Etges 

  电话：+49(0)221 347-0 

  传真：+49(0)221 347 1250 

  邮箱：documentation@leybold.com 

科隆，2016-9-01        科隆，201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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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宝 

 

 

 

有关压缩机、真空泵和零件污染的安全信息 

 

范围 

各雇主（用户）对其雇员的健康和安全负有责任。这同样适用于在用户厂房或在负责维

修公司进行维护作业的维修人员。  

借助所附声明，要告知承包商发送用于维修的压缩机、真空泵或组建的任何可能的污染。

基于这一信息，承包商才会采取必需的安全预防措施。  

 

发货前的准备 

在装运任何部件之前，用户必须填写下列声明并将其加到发货单上。务必遵守本说明书

中规定的所有发货须知，例如：  

■ 排空所有工作流体  

■ 卸下滤元  

■ 气密密封所有孔口  

■ 适当包装/搬运  

■ 在包装外部附污染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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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宝 

压缩机、真空泵和零件污染声明  

压缩机、真空泵和零件的修理和 /或维修只有在已提交填写得当的声明的条件下进行。不

完整会导致延误。制造商可拒绝接受没有声明的任何设备。  

各单独零件必须填写单独的声明。  

本声明只能由经授权的称职人员填写并签名。  

 

客户/部门/机构：  返回原因：    适用请标注  

地址：  修理：   □ 可支付        □ 保修  

 更换：   □ 可支付        □ 保修  

 □ 已安排/接受更换  

联系人：  仅返回： □ 出租  □ 借出   □ 用于赊购  

电话：         传真：  校准：   □ DKD  □ 工厂校准  

最终用户：  □ 质量试验证书  DIN 55350-18-4.2.1 

A. 产品名称： 故障描述： 

材料名称：   

样本号：  附加部件：  

序列号：  应用工具：  

油品类型（前级真空泵） 应用工艺：  

B. 设备状况             否 1)
  是    否  污染：             否     是  

1.该设备已使用     □    □  有毒    □  □ 

2.已排空（产物/工作流体）   □  □  腐蚀性     □  □ 

3.所有孔口已气密密封          □ 易燃    □  □ 

4.已净化       □  □  爆炸性 2）    □  □ 

如果是，何种清洗剂和何种清洁方法  辐射性 2）    □  □ 

1）如果以“否”回答，则去 D。 微生物 2）    □  □ 

 其它有害物质   □  □ 

C.所处理的物质名称（务请绝对填入）   

1. 该设备已接触那些物质？  

工作流体和所处理的物质的品名和 /或化学术语，这些物质按照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特性

（例如，有毒、易燃、腐蚀性、辐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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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品名：  化学名：  

a)  

b)  

c)  

d)  

           否       是  

2.这些物质有害吗？           □   □ 

3.加热时有危险分解产物吗：      □   □ 

若是，则有哪些？                                        

2）没有书面净化依据将不接受被微生物、爆炸性或辐射性产物 /物质污染的零件。  

 

D. 法律约束力声明 

我/我们特此声明本表格所提供的信息准确并足以判断任何污染程度。  

 

授权人姓名（印刷体）：                     

 

 

                                                                  

  日期           授权人签名：               公司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