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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View™ - 型号 PV101
功能
•
•
•

•

适用于使用 SAE J1939 控制器区域网络的现代电子
控制发动机及设备应用
可以显示发动机和传动系统 ECU 送出的 50 多种标
准 SAE J1939 参数
可以显示当前的和 ECU 存储的故障，并附有诊断设
备故障的文字说明。
与其它选配部件的连接简单方便

PowerView 型号 PV101 是 Murphy 在 J1939 MurphyLink 系列组件中配备的一款功能强大的显示器，它提供了一个查看现代电子控制
发动机和传动系统工作情况的窗口。
PV101 显示器是一种多功能工具，它能够让设备操作员查看多种标准发动机和传动系统参数，以及当前的和存储的故障代码。显示器
可以每屏显示一个参数，也可以采用四分屏方式同时显示四个参数。诊断功能包括一些故障代码，以及对大多数常见故障的文字说
明。增强警报指示功能具有高亮度警报和关机指示灯（琥珀色和红色）。
PV101
•

多语言选项 − 除已有语言（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外，还新增了俄文、中文和日文型号。

•

燃油传感器输入 − 可选择背光亮度调节功能或燃油油位。经校准后可使用非 Murphy 燃油传感器。

•

保养提示 – 设有 5 项保养提示，能够让用户设置下列项目的小时数：更换机油、更换空气滤清器、更换液压油、保
养发动机和保养设备。

• 选择源地址 – 选择 PV101 在总线上的准确位置。
• 选择 CANBUS 数据传输速率 – 可以让用户选择 CANBUS 的数据传输速率。
PV101 显示器能够与我们目前所有的 J1939 量表以及附加的 J1939 I/O 模块兼容。它还可以向后与以前型号的 PV100 完全兼容。
MurphyLink 系统中的其它部件包括基于微处理器的 PowerView 模拟量表，用于显示电子控制发动机或传动系统的发动机控制单元
(ECU) 发出的发动机关键数据、发动机转速、油压、冷却液温度、系统电压以及用于警告和关机通知的音响警报器和继电器单元。如
果采用 RS485 方式，可通过简单的菊花链连接，将最多 32 个部件连接到 PowerView。可以用 12 伏或 24 伏系统为 PowerView 和所
有连接部件供电。

显示参数
下面是 PowerView 显示的部分发动机和传动系统参数（如果可能，请向发动机或传动系统制造商咨询 SAE J1939 支持的参数）。
PowerView 可以用所有可用语言，以及英制或公制单位来显示这些参数。
•

发动机转速/分钟

•

油压

•

传动系统油温

•

发动机工作时数

•

燃油经济性

•

传动系统齿轮位置

•

燃油消耗率

•

节气门位置

•

当前服务代码

•

系统电压

•

发动机歧管空气温度

•

存储的服务代码（如果支持）

•

当前转速下的发动机负荷 %

•

当前燃油消耗

•

查看发动机配置参数

•

冷却液温度

•

传动系统油压

•

催化剂水平

•

NMEA 2000 GPS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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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工作电压

RS485 辅助通讯端口



最小值 6.5 伏直流，最大值 32 伏直流





最小值 8 伏直流，最大值 32 伏直流；可选配 PVM 量表



MASTER ACTIVE（默认值）可驱动选配的 PVA 或 PVM 量表



SLAVE ACTIVE 向用户提供可调整的通讯参数

反极性：在工作温度范围内可无限耐受反接电池接线柱极性。
环境

无源输入：（用户可选择下面其中一项）


工作温度：-40 至 85°C (-40° 至 185°F)



存放温度：-40 至 85°C (-40° 至 185°F)

用户可将其配置为 Modbus MASTER 或 Modbus RTU SLAVE

背光电位计：1 千欧姆，1/4 瓦
Murphy 燃油传感器：出厂时设置是 33 欧姆为满，240 欧姆为
空，或可编程；以配合非 Murphy 燃油传感器工作

环境密封：IP68，±5 PSI（± 34.4 千帕）

电源工作电流


在 14 伏直流电压下，最小电流 52 毫安，最大电流 300 毫安



在 32 伏直流电压下，最大电流 1 安培（使用 LCD 加热器）

燃油传感器输入：出厂时标准值设置是 33 欧姆为满，240 欧姆
为空；以配合 Murphy 燃油传感器工作。可编程为用于非
Murphy 燃油传感器。

CAN 总线：符合 SAE J1939

发货重量（所有型号）：1 磅（450 克）

外壳：聚碳酸脂/聚酯

发货尺寸（所有型号）：


面板最大厚度：3/8 英寸（9.6 毫米）

5 x 6 x 6 英寸（127 x 152 x 152 毫米）

卡子：PBT
连接器：6 针 Deutsch DT 系列

产品尺寸
警报黄色

关闭红色

安装孔

正面

订购信息
部件号
78700244
78700396
78700409
78700411

型号
PV101-A
PV101-A-M01
PV101-A-M02
PV101-A-M03

说明
Murphy 标准版
Murphy 标准版俄文
Murphy 标准版中文*
Murphy 标准版日文*

*这些语言型号中未提供增加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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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的语言版本
英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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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中文
英文、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