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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敬的用户： 

非常感谢您选择本公司NP1511A直流继电器卡。本手册适用于NP1511A快速数字输入输出控制卡（下

文简称NP1511A），内容包括NP1511A接口、参数指标、使用方法等详细信息。 

为保证安全、正确地使用NP1511A，请您在使用前详细阅读本手册，特别是安全方面注意事项。 

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备使用过程中查阅。 

通告 

手册中包含信息仅供用户参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对本手册可能包含错误或由提供、执行与

使用本手册所造成损害，本公司恕不负责。 

有关产品最新信息，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产品保证 

本公司保证NP1511A规格与使用特性完全达到手册中所声称各项技术指标，并对本产品所采用原材料

与制造工艺均严格把关，确保产品稳定可靠。 

保修服务 

自购买日起，一年保修期内，产品在正常使用与维护状态下所发生一切故障，本公司负责免费维修。

对于免费维修产品，用户需预付寄送到本公司维修部单程运费，回程运费由本公司承担。若产品从其它国

家返厂维修，则所有运费、关税及其它税费均由用户承担。 

保证限制 

本保证仅限于NP1511A（保险管除外）。对于因错误使用、无人管理、未经授权修改、非正常环境下

使用及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损坏，本公司不负责免费维修，并将在维修前提交估价单。 

仅作以上保证，不作其它明示或默示性保证，其中包括适销性、某些特定应用合理性

与适用性等默示保证，无论在合同中、民事过失上，或为其它方面。本公司不对任何特殊、

偶然或间接损害负责。 

安全摘要 

在操作与维修NP1511A过程中，请严格遵守以下安全须知。不遵守以下注意事项或本手册中其它章节

提示特定警告，可能会削弱本控制卡所提供保护功能。对于用户不遵守这些注意事项而造成后果，本公司

不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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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 禁止带电插拔。 

◆ 非专业人员请勿进行维修或调整。 

◆ 开机前，确保已安装了正确保险管，拆装前请断电。 

◆ 为避免产品损坏或人身伤害，请勿在易燃易爆环境下使用。 

◆ 为保证产品安全性，请勿自行安装替代零件或执行任何未经授权修改。 

◆ 为避免起火或造成永久性损坏，请确保电源输入电压不超过额定值20%。 

安全标识 

在本产品外壳、用户手册所使用国际符号解释请参见下表。 

 



          电子电路与测控技术方案提供商 

湖南恩智测控技术有限公司（http://www.ngitech.cn）   技术热线：0731-82065661、82065610     4 

目录 
前言 .......................................................................................................................................... 2 

通告 .................................................................................................................................. 2 

产品保证 ................................................................................................................... 2 

保修服务 ................................................................................................................... 2 

保证限制 ................................................................................................................... 2 

安全摘要 ........................................................................................................................... 2 

安全须知 ................................................................................................................... 3 

安全标识 ................................................................................................................... 3 

1. 功能概述 ........................................................................................................................... 5 

2. 硬件接口 ........................................................................................................................... 5 

2.1. NP1511A 硬件接口 ...................................................................................................... 6 

2.2. 机械尺寸 ................................................................................................................... 8 

7. 技术指标 ........................................................................................................................... 9 

8. 使用说明 ........................................................................................... 错误！未定义书签。 

9. 注意事项 ........................................................................................... 错误！未定义书签。 

10. 版本 ......................................................................................................................... 10 

 



          电子电路与测控技术方案提供商 

湖南恩智测控技术有限公司（http://www.ngitech.cn）   技术热线：0731-82065661、82065610     5 

1. 功能概述 

NP1511A 多通道高压直流继电器卡是针对直流大电流、直流高压等特殊应用场合，开发的一款

多通道、高密度信号/功率开关板卡。3 种通道组合支持 12V/DC ~ 100V/DC、2A/DC~15A/DC 开关能

力。NP1511A 采用 RS485 总线通信，总线上可挂接多张板卡，非常便于扩展通道容量。 

其功能与特性如下： 

 单板 57 个开关通道； 

 100VDC/15A 通道 2 个，28VDC/8A 通道 20 个，100VDC/2.5A 通道 25 个，12VDC/2A 通

道 10 个； 

 通道间电气隔离，控制信号电气隔离； 

 RS485 总线通信，最多可挂接 16 张板卡； 

 4 种可选通信波特率：9600bps、115200bps； 

2. 硬件接口 

NP1511A 实物图： 

 

 

图 2:1 NP1511A 实物图 

 NP1511A 各接口采用市面常用的螺钉式接线端子和栅栏端子，方便用户接线、操作和

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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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NP1511A 硬件接口 

表 2.1:1 NP1511A 硬件接口 

功  能 位  号 
数  

量 
描  述 

LED 

指示灯 

通信指

示 
COM1 

 

1 通信时闪烁 

状态指

示 
STA1 1 运行时闪烁 

电源指

示 
PWR1 1 上电正常时常亮 

波特率设置 SW1 

 

1 

2`b00: 9600bps 

2`b01: 115200bps 

2`b10: 128000bps 

2`b11: 256000bps 

板卡 ID 设置 SW2 

 

1 

使用拨码开关设置板卡

ID，范围 0~15。485 总

线上的板卡 ID必须是唯

一的，否则会产生冲突。 

RS485 通信接口 P26 

 

1 
A: RS485 D+ 

B: RS485 D- 

+12VDC 电源接口 P28 

 

1 +12V 直流电源输入 

12VDC/2A 开关通

道 

P40 ~ P44 

(CH6 ~ 10) 

 

P45 ~ P49 

(CH1 ~ 5) 

 

10 

箭头朝板内的

为电流流入的方向。 

箭头朝板外的

为电流流出的方向。 

 

注：使用时，必须注

意方向；反接将无法

实现通道开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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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VDC/2.5A 

开关通道 

P1~P15 

(CH25 ~ 11) 

 

P50~P59 

(CH10 ~ 1) 

   

25 

箭头朝板内的

为电流流入的方向。 

箭头朝板外的

为电流流出的方向。 

 

注：使用时，必

须注意方向；反接将

无法实现通道开关

功能。 

28VDC/8A 

开关通道 

P16~P20 

(CH15 ~ 11) 

 

P21~P25 

(CH5 ~ 1) 

 

P30~P34 

(CH10 ~ 6) 

 

P35~P39 

(CH16 ~ 20) 

 

 

20 

箭头朝板内的

为电流流入的方向。 

箭头朝板外的

为电流流出的方向。 

 

注：使用时，必

须注意方向；反接将

无法实现通道开关

功能。 

100VDC/15A 

开关通道 

P29(CH1) 

P27(CH2) 

 

2 

箭头朝板内的

为电流流入的方向。 

箭头朝板外的

为电流流出的方向。 

 

注：使用时，必

须注意方向；反接将

无法实现通道开关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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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机械尺寸 

1. NP1511A 板尺寸(单位: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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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指标 

表 2:1 NP1511A 技术指标表 

指标 参数 

总通道数 57 

100VDC/15A 通道数 2 

28VDC/8A 通道数 20 

100VDC/2.5A 通道数 25 

12VDC/2A 通道数 10 

通道开关时间 <30ms 

通信接口 RS485  

波特率 9,6kbps, 115.2kbps, 128kbps, 256kbps 

供电 12VDC/8W 

启动电流 <2A 

尺寸 253×175mm 

环境温度 -40℃ - 70℃(工作) 

相对湿度 5% - 90% 

大气压强 20 – 105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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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版本 

日 期 修订内容 修订人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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