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ansparent setting guide|-

使        用         说        明         书
非常感谢您选择AUTONICS的产品

为了您的安全，请在使用前阅读以下内容

独立1段显示 PID 控制温度控制器
TR1D SERIES

▣ 注意安全

警 告 
1.  用于对人身及财产上影响大的机器(如: 核能控制, 医疗器械, 船舶, 车辆, 铁路, 航空, 易燃装置, 安全装置,

防灾/防盗装置等)时，请务必加装双重安全保护装置。
否则可能会引起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及火灾。

2. 禁止在易燃易爆腐蚀性气体, 潮湿, 阳光直射, 热辐射,  振动, 冲击, 盐性环境下使用。
否则有爆炸或火灾危险。

3. 请在 DIN rail 安装使用。
否则有触电危险。

4. 通电状态下请勿进行接线及检修作业。
否则有火灾及触电危险。

5. 接线时，请确认接线图后进行连接。
否则有火灾危险。

6. 请勿任意改造产品。
否则有火灾及触电危险。

注 意 
1.   电源输入端和继电器输出端接线时，请使用 AWG 20(0.50mm 2) 以上规格的线缆， 拧螺丝的扭矩保持在

. m。0.74~0.90N 
传感器输入端及通信连线时，若没有专用电线则使用 AWG 28~16以上规格的线缆,  拧螺丝的扭矩保持在

. m。 0.74~0.90N 
否则因接触不良而发生火灾或产品误动作。

2. 请在额定规格范围内使用。
否则有火灾及产品故障的危险。

3. 清洁时请勿用水或有机溶剂，应用干毛巾擦拭。
否则有火灾及触电危险。

4. 请勿使金属碎屑, 灰尘, 线缆残渣等异物进入产品内部。
否则有火灾及产品故障的危险。

※ ‘注意安全’是为了安全正确地使用该产品，以防止危险事故的发生，请遵守以下内容。
※ 特殊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意外或危险。

警告 如违反此项，可能导致严重伤害或伤亡。

注意 如违反此项，可能导致轻度伤害或产品损坏。

▣ 规格

※1. 不支持控制输出2端子的型号，无法同时使用加热&制冷控制和报警输出。
※2. 2重报警输出中不可同时使用加热&制冷控制。

▣ 型号
型号名 控制输出1 控制输出2 选项输出 其他功能
TR1D-14RN※1 继电器 - - -
TR1D-14RR 继电器 继电器↔报警 - CT 输入, 2重报警输出 ※2

TR1D-R4RR 继电器 继电器↔报警 传送 CT 输入, 2重报警输出 ※2

TR1D-T4RR 继电器 继电器↔报警 通信 CT 输入, 2重报警输出 ※2

TR1D-14CN※1 电流/SSR - - -
TR1D-14CC 电流/SSR 电流/SSR↔传送 - CT 输入
TR1D-R4CC 电流/SSR 电流/SSR↔传送 传送 CT 输入, 2重传送输出
TR1D-T4CC 电流/SSR 电流/SSR↔传送 通信 CT 输入

▣ 各模式的进入
模式名 进入方法 说明
运行模式 - 显示 PV/SV, 偏差, 温度单位, 控制/报警输出情况。
显示部切换 按[▲] 键 2秒以上 切换运行模式的 PV, SV 显示。

画面保护 设定的画面保护时间内, 
无任意键输入时，自动进入

关闭 PV/SV 显示部，以减少消耗功率。
按 [MODE], [◀], [▲], [▼] 键中任意键，则返回运行模式。

输入数字键 按[▲]+[▼] 键 3秒以上

以下功能中可执行 1种。
暂停控制输出:  切换控制输出运行/停止状态。

暂停控制输出时 '传感器/回路断线报警'也将会停止。
报警解除:  报警保持输出中进行解除报警输出或初始化的功能。
执行自整定: 与参数组 1中的 '自整定' 功能相同。

SV 设定 [MODE], [◀], [▲], [▼] 键中
按任意键

设定SV值。 通过[◀], [▲], [▼] 键设定, 按 [MODE] 键保存设定值 
后返回运行模式。

参数组 按[MODE] 键 2秒以上 进入参数组设定模式。
参数初始化 按[◀]+[▲]+[▼] 键 3秒以上 初始化参数设定值。

PAR2 参数组 2

参数名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
设定值

IN-T 输入规格 ※  参考' ▣ 输入规格及使用范围 ' - KCaH

UNIT 温度单位 ?C: ℃, ?F: ℉ - ?C(℃)
SPlT 采样周期 50, 100, 250 ms 50
IN-B 输入修正 -999~999 (-199.9~999.9) ℃/℉ 0
MAvF 输入数字滤波 0.1~120.0 秒 0.1
L-SV 设定温度下限值 所选温度传感器使用范围之内

L-SV ≤ H-SV - 1-digit
H-SV ≥ L-SV + 1-digit

℃/℉
-50

H-SV 设定温度上限值 1200

O-FT 控制输出动作模式
HEAT

COOL

H-C

加热
制冷
加热&制冷

-

C-MD 控制输出方式

PID

ONOF

pP

oO

pO

oP

PID 控制
ON/OFF 控制
PID-PID 控制
ON/OFF-ON/OFF 控制
PID-ON/OFF 控制
ON/OFF-PID 控制
※ 'pP', 'oO', 'pO', 'oP' 项目是只有 '控制输出动作模式' 

设定为'H-C'时，才会显示。

-

OUT1 控制输出1 SSR: SSR 输出, CURR: 电流输出
※继电器型号中不显示。 - CURR

OUT2 控制输出2
O!MA 控制输出1 范围 0: 4-20, 1: 0-20

※ '控制输出1/2' 中选择 'CURR' 时，才会显示。 mA 0: 4-20
O@MA 控制输出2 范围

H-T 加热控制周期 继电器: 0.5~120.0, SSR: 0.5~120.0
※ 支持电流输出的型号中，当 '控制输出1/2'设定为 ' SSR' 时，

才会显示。
秒 继电器: 20.0

SSR : 2.0C-T 制冷控制周期

AL-1

AL1 报警动作

AM)_

AM!□
AM@□
AM#□
AM$□
AM%□
AM^□
SBa□
LBa□
HBa□

不使用
偏差上限报警
偏差下限报警
偏差上/下限报警
偏差上/下限逆报警
绝对值上限报警
绝对值下限报警
传感器断线报警 (SBA)
回路断线报警 (LBA)
加热器断线报警 (HBA)

- AM!□

AL1 报警选项

AL□.A
AL□.B
AL□.C
AL□.D
AL□.E
AL□.F

一般报警
报警保持
等待报警1
等待报警保持1
等待报警2
等待报警保持2

- AL□.A

ㆍ 设定方法
1. 显示 'AL-1'时，按 [MODE] 键进入动作选择界面。 
2. 用 [▲], [▼] 键选择报警动作后按 [◀] 键进入报警选项选择界面。
3. 用 [▲], [▼] 键选择报警选项。只能选报警动作相应的报警选项。

若想重新选择报警动作，则用 [◀] 键更改。
4. 选择报警选项后按 [MODE] 键，即可保存相应值并移到下一参数。

ㆍ 各报警动作 'AL1/2 报警温度' 初始设定值 
AM!□, AM@□, AM#□: 1250 / AM$□: 0 / AM%□: 1200 / AM^□: -50

ㆍ 各报警选项动作, 再适用条件 
AL□.C / AL□.D 动作条件: 电源 ON 
AL□.E / AL□.F再适用条件: 电源 ON / SV, 报警温度，报警动作，报警选项变更/控制输出运行/停止状态切换   

A!HY AL1 滞后
1~100 (0.1~50.0)
※ 当'报警动作' 设定为 'AM)_', 'SBa□', 'LBa□' 时，

该参数不显示。
℃/℉ 1

AL-2
AL2 报警动作 ※ 与'AL1 报警动作/选项' 相同。 - AM!□
AL2 报警选项 - AL□.A

A@HY AL2 滞后 ※ 与'AL1 滞后' 相同。 ℃/℉ 1

LBaT LBA 监控时间

0~9999
※执行自整定则自动设定为自整定后的积分时间的2倍。

之前的设定值若超出自动设定范围，则设定为范围最近的最大或
最小值。

 ※'自整定', '控制输出暂停' 时，LBA 不动作。

秒 0

LBaB LBA 检测宽
0~999(0.0~999.9)
※执行自整定则自动设定为自整定后的比例带宽的10%。 ℃/℉ 2

ㆍ LBA 监控时间初始化条件相应的报警输出状态 (输出状态 - 条件)
- 一般报警: OFF, 报警保持: OFF - 变更 '报警解除', '控制输出动作模式' , 'LBA 监控时间/检测宽 ' 设定为'0' 
- 一般报警: 保持, 报警保持: 保持 - 变更'输入修正' , 变更 SV  
- 一般报警: OFF, 报警保持: 保持 - 执行'控制输出停止', '自整定' 。 
- 一般报警: 立即 ON, 报警保持: 立即 ON - '报错状态'(OPEN, HHHH, LLLL)

※'报警动作' 设定为 LBa□ 时，才会显示。
※变更'输入规格' 时，当前设定值将被初始化。
※请参考'▣ 功能 - ◎ 报警' 内容。

AoM1 传送输出1 模式
PV

SV

H-MV

C-MV

PV
SV
Heating MV
Cooling MV

- PV

FS!L 传送输出1 下限值 各输入传感器使用范围
※ 请参考'▣ 输入规格及使用范围' 。
※ PV值小于 '传送输出下限值' 时输出 4mA, 处于'传送输出下限值' 和

上限值之间时输出 4~20mA, 大于'传送输出上限值' 时输出 20mA 。

- -50

FS!H 传送输出1 上限值 - 1200
※ 仅在Option输出端子支持传送输出的型号中显示。
※ '传送输出模式1设定' 设定为 ' H-MV'/'C-MV' 时，Option输出端子则输出加热/制冷控制的操作量。

AoM2
传送输出2 模式 
设定 ※ 与'传送输出模式1' 相同。 - PV

FS @L传送输出2 下限值 ※ 与'传送输出1 上/下限值' 相同。 - -50
FS @H传送输出2 上限值 - 1200

※ 控制输出2端子在支持传送输出的型号中 ' 控制输出动作模式'设定为 ' HEAT'，'COOL'时才会显示。

DI-K 数字输入键
STOP

AlRE

AT 

OFF

控制输出停止
报警解除
自整定执行
不使用

- STOP

ErMV
输入断线时, 
控制输出操作量

'控制输出方式' 为 'ONOF' 时 : 0.0(OFF), 100.0(ON)
其他方式时: 0.0~100
※ 变更'控制输出方式' 时，当前设定值将被初始化。

% 0

DSP 画面保护时间 OFF, 1, 30, 60 分 OFF

PRCL 通信协议设定 RTU

ASCI

Modbus RTU
Modbus ASCII - RTU

ADRS 通信地址 1~99 - 1

BPS 通信速度 48, 96, 192, 384, 576, 1152 ×100 
bps 96

PRTY 通信校验位
NONE

EVEN

ODD

None
Even
Odd

- NONE

STP 通信停止位 1, 2 bit 2
RSwT 通信响应等待时间 5~99 ms 20

COMW
通信写入 
允许/禁止

EnA

DIsA

允许
禁止 - EnA

INIT 参数初始化 YES

NO

执行参数初始化
不执行 - NO

▣ 参数组
ㆍ运行模式下按 [MODE] 键 2秒以上，即可进入参数组设定模式。
ㆍ 参数组设定模式下按 [▲], [▼] 键，选择想要设定的组后按 [MODE] 键，即可进入参数设定模式。
ㆍ 按[▲], [▼] 键，变更参数设定值后再按 [MODE] 键进行保存并移动到下一设定项。

按[MODE] 键 2秒以上时保存并返回上位目录, 未按[◀] 键 2秒以上时不保存并返回上位目录。
ㆍ30秒内无任意键输入，不保存相应参数的设定值后返回运行模式。
※ 各参数的详细内容，请参考'▣ 功能' 中的相应内容。
※  设定范围中 '()' 括号内的范围为 '输入规格' 参数的设定值设定为小数点后一位时的设定范围。

PAR1 参数组 1

参数名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
设定值

LOCK 锁键设定

OFF

LOC1

LOC2

LOC3

解锁
锁定参数组 2
锁定参数组 1, 2
锁定参数组 1, 2, SV 设定组
※ 锁键状态下只能确认相应的设定值

- OFF

CT-A 加热器电流监控
0.0~50.0 (显示范围)
※ 仅在支持CT输入的型号中显示，显示CT输入电流值。
※ '控制输出'设定为电流输出时，无法使用。

A -

AT 自整定

OFF

ON

自整定停止
自整定执行
※ '控制输出方式'设定为非 PID 控制或

 ' OPEN' 报错时，不显示。
※ 自整定执行中无法变更参数设定值，

所有偏差指示灯以1秒周期闪烁。

- OFF

AL1 AL1 报警温度

偏差报警设定时: -F.S.~F.S.
绝对值报警设定时: 温度传感器使用温度范围内
※ 'AL1 报警动作' 设定为 ' AM)_', 'SBa□', 'LBa□' 时，

相应参数不显示。
※ 变更'报警动作', '报警选项' 设定值时，自动初始化为

不发生报警的最大或最小值。

℃/℉ 1250

AL2 AL2 报警温度 ※ 与'AL1 报警温度'相同。 ℃/℉ 1250

H-P 加热端比例带宽 0.1~999.9 ℃/℉ 10

H-I 加热端积分时间 0~9999
※设定为'0'时，该动作将为 OFF。 秒

240

H-D 加热端微分时间 49

C-P 制冷端比例带宽 0.1~999.9 ℃/℉ 10

C-I 制冷端积分时间 0~9999
※设定为'0'时，该动作将为 OFF。 秒

240

C-D 制冷端微分时间 49

DB 死区

pP, pO, oP: -比例带宽~+比例带宽
oO: -999~999(-199.9~999.9)

※设定为+ 值时，以 SV 为基准形成盲区，不执行任何控制。 
设定为 - 值时，以 SV 为基准形成覆盖区，同时执行加热
端和制冷端控制。

℃/℉ 0

REST 手动复位
0.0~100.0
※ 将'加热端积分时间' 或 '制冷端积分时间'设定为 '0' 时，

才会显示。
% 50

hHYS 加热端滞后 1~100 (0.1~100.0) ℃/℉ 2

hOST 加热端 OFF 点静态误差 0~100 (0.0~100.0) ℃/℉ 0

cHYS 制冷端滞后 1~100 (0.1~100.0) ℃/℉ 2

cOST 制冷端 OFF 点静态误差 0~100 (0.0~100.0) ℃/℉ 0

※  '控制输出方式'设定为 'ONOF' 时，才会显示。
※加热控制(Heating)时，'加热端滞后'和'加热端 OFF 时静态误差'参数被激活，

制冷控制(Cooling)时，'制冷端滞后'和'制冷端 OFF 时静态误差'参数将被激活。
加热/制冷控制(Heating/Cooling)时，所有参数处于激活状态。

系列名 TR1D
电源电压 100-240VACᜠ 50/60Hz
允许电压变动范围 电源电压的 90~110%
消耗功率 8VA 以下
显示方式 7段 (红色), 4-digit

输入规格 
热电阻
热电偶 K(CA), J(IC), L(IC), T(CC), R(PR), S(PR) 
CT输入 0.0-50.0A (1次侧加热器电流值测量范围), CT比: 1/1000 

显示精度※1
热电阻 常温(23±5℃)区间: PV的 ±0.3% 或 ±1℃ 中较大者 ±1-digit ※2

常温以外的区间: PV的 ±0.5% 或±2℃ 中较大者 ±1-digit ※2热电偶
CT输入 ±5% F.S. ±1-digit 

控制输出
继电器 250VACᜠ 3A 1a 
SSR 12VDCᜡ ±3V 20mA 以下
电流 DC4-20mA 或 DC0-20mA (负载阻抗 500Ω 以下) 

选项输出
报警 AL1, AL2: 250VACᜠ 3A 1a
传送 DC4-20mA (负载阻抗: 500Ω 以下, 输出精度: ±0.3% F.S.) 
通信 RS485 通信输出 (Modbus RTU/ASCII 方式)

控制方式 ON/OFF, P, PI, PD, PID 控制

滞后 控制输出: 1~100℃/℉ (0.1~100.0℃/℉)
报警输出: 1~100℃/℉ (0.1~50.0℃/℉)

比例带宽(P) 0.1~999.9℃ 
积分时间(I) 0~9999秒
微分时间(D) 0~9999秒
控制周期(T) 继电器输出: 0.5~120.0秒, SSR 驱动输出 : 0.5~120.0秒
手动复位 0.0~100.0%
采样周期 50, 100, 250ms
耐电压 3,000VACᜠ 50/60Hz 1分钟(电源端子和外壳间)
耐振动 5~55Hz (周期 1分钟) 振幅 0.75mm X, Y, Z 各方向 2小时 
继电器
寿命

机械 OUT1/2, AL1/2: 500 万次以上
电气 OUT1/2, AL1/2: 10 万次以上 (250VACᜠ 5A 负载阻抗) 

绝缘阻抗 100MΩ 以上 (500VDCᜡ 兆欧) 
绝缘类型 双重绝缘或强化绝缘(电源端子和外壳间的耐电压: 3kV) 
抗干扰 由干扰模拟器产生的方波干扰(脉宽 1㎲) ±2kV R相, S相 
停电记忆 约 10年 (非易失性半导体存储方式) 

周围环境 使用周围温度 -10~50℃, 储存时: -20~60℃
使用周围湿度 35~85%RH, 储存时: 35~85%RH

认证 ᜢ
重量※3 约 194.5g (约 123.5g)
※1. 紧凑安装多台产品(2台以上)时，所有测量精度上 ±1℃。
※2. ㆍ常温区间(23℃±5℃)

     热电偶 R(PR), S(PR)的 200℃ 以下: (PV的 ±0.5% 或 ±3℃ 中较大者) ±1-digit, 
200℃ 以上: (PV的 ±0.5% 或 ±2℃ 中较大者) ±1-digit

     热电偶 L(IC) , 热电阻 Cu50Ω: (PV的 ±0.5% 或 ±2℃ 中较大者) ±1-digit
ㆍ 常温外区间
     热电偶 R(PR) , S(PR): (±1.0% 或 ±5℃ 中较大者) ±1-digit  
     热电偶 L(IC), 热电阻 Cu50Ω: (PV的 ±0.5% 或 ±3℃ 中较大者) ± 1-digit

※2. 为包装状态的重量，括号内为产品净重。
※ 周围环境中的使用条件为未结冰，未结露状态。

▣ 手册
通信设定的详细信息及 Modbus Mapping Table 内容，请参考通信手册，请务必遵守注意事项。
通信手册，请在本公司网站(www.autonics.com)进行下载。

※本说明书中所记载规格，外形尺寸等因产品改进而变更或停产时，恕不另行通知。
※请务必遵守使用说明书,用户手册，技术说明(选型样本, 网页)中的注意事项。

▣ 接线图

▣ 安装方法
◎ DIN rail 安装

①  将产品后面的上端孔挂在宽 35mm 的 DIN rail 上。 

②  向箭头方向按，直到有 '哒' 的响声，
使其完全结合。

①  将下端的支架手柄向箭头方向拉。

②  拉住支架手柄状态下，将产品向上抬起，
即可分离。

①

②

ㆍ 安装 ㆍ 分离

① ②

▣ 各部位名称

3*51
▲
■
▼

SV
OUT1 OUT2 AL1

℉ ℃

5.   模式键 
[MODE]

6.   设定值操作键 
[◀], [▲], [▼]

上端端子台 1~8

1.  PV/SV 显示部 
运行模式: 显示PV(测量值)和 SV(设定值)
(可切换)
参数设定: 显示参数名和设定值

4.  偏差指示灯 
显示PV和SV之间的偏差情况
■: PV和SV的差异小于2℃时，灯亮 
▲/▼: PV和SV的差异大于2℃时，灯亮

2.  温度单位指示灯 
显示PV的温度单位

3.  控制/报警输出指示灯 
[SV]: PV/SV 显示部显示 SV 时，灯亮
[OUT□]: 控制输出 ON 时，灯亮
[AL1]: AL1 报警输出 ON 时，灯亮

3*51
▲
■
▼

SV
OUT1 OUT2 AL1

℉ ℃

端子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功能 控制输出1 控制输出2 报警输出 电源输入 - 温度传感器输入 CT 输入 选项输出

TR1D-14RN 继电器 - 继电器 O - TC - - - - -RTD

TR1D-14RR 继电器 继电器 继电器 O - TC - O - -RTD

TR1D-R4RR 继电器 继电器 继电器 O - TC - O 传送RTD

TR1D-T4RR 继电器 继电器 继电器 O - TC - O 通信RTD

TR1D-14CN 电流 - 继电器 O - TC - - - - -SSR RTD

TR1D-14CC 电流 电流 继电器 O - TC - O - -SSR SSR RTD

TR1D-R4CC 电流 电流 继电器 O - TC - O 传送SSR SSR RTD

TR1D-T4CC 电流 电流 继电器 O - TC - O 通信SSR SSR RTD

◎ 各型号的端子功能

8.  托架手柄
用于 DIN rail 的安装及分离。
※ 详细内容，请参考 '▣ 安装方法'内容。

底端端子台 9~16

7.  PC 加载端口 
是串行通信，用于从外部机器确认及设定参数。
通过EXT-US(转换器电线,另售)+SCM-US(USB/Serial 
转换器, 另售) 连接。

CT

13 14 15 16

Current
Transformer

9 10 11 12

TC

RTD
B' B A

＋－

RS485(B-)

RS485(A+)

Output
Communication

Output
Transmission mA

＋ －

1 2

5 6

3 4

7 8

AL1 SOURCE

mA

＋

＋

－

－

OUT1

mA

＋

＋

－

－

OUT2

SSR

Relay

Current

SSR

Current

Relay
前面 前面

后面 后面

▣ 外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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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mm)

之前的设定值若超出自动设定范围，则设定为范围最近的最大或
最小值。

DPt100Ω, Cu50Ω, Nickel120Ω (每根线允许线路阻抗 5Ω 以下) 

H-C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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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1.  使用时请遵守注意事项中的内容。否则可能会发生不可预料的事故。
2.  连接温度传感器时，请先确认端子的极性后正确连线。 

热电阻(RTD)温度传感器请按3线式连线, 并使用相同厚度及长度的电线。
延长热电偶(TC)温度传感器的电线时，请使用规定的补偿导线。

3.  为消除感应干扰，请将本产品和高压线，动力线分开布线。
近距离安装电源线和输入线时，请在电源端加装滤波器，并将信号线屏蔽处理。
请勿在发生强磁场及高频干扰的机器附近使用。

4.  插拔产品的连接器时，请勿用力过度。
5.  用于产品通断电的开关或断路器就近安装以便操作者操作。
6.  请勿用于温度控制器以外的用途(电压表, 电流表等)。
7.  变更输入传感器时，请将产品断电后再进行变更。 

变更输入传感器后，再变更关联参数。
8.  请勿将通信线和电源线一同布线。 

通信线请务必使用Twisted pair线, 并在线的两端连接圆形 Ferrite bead 以减少外部干扰。
9.  产品周围请预留一定的空间，以便有利于散热。 

为测量准确的温度，上电后预热 20分钟后再使用。
10.  投入电源后2秒内使电压达到额定电压。
11.  不使用的端子请勿接线。
12.  本产品可以在以下环境下使用。

①室内(满足规格中的周围环境条件)
②海拔 2,000m 以下
③污染等级 2(Pollution Degree 2)
④安装等级 II(Installation Category II)

控制输出若只在设定值动作，输出可能会发生震颤或易受干扰影响，
因此，设定一个区间(滞后)后在相应区间内进行 ON, OFF 动作。 
使用制冷器时，若反复进行 ON, OFF 动作，将会对空压机带来
负担，因此，滞后时间需要设定大一点。
示例)  温度范围为 0~400℃的温控器滞后为 0.2%时，区间则为 

0.8℃, 若设定值设定为 100℃时，99.6℃ 时进行ON, 
100.4℃时进行 OFF 动作。 

◎ 滞后
温度

时间

输出 ON
OFF

100.4℃
100.0℃

99.6℃
滞后

根据控制对象的热容量及加热器容量的不同，加热器的温度上升
时间和下降时间会有所不同，所以即使控制处于稳定状态，
也会发生一定的偏差，此时，可用手动复位功能进行修正。
当控制趋于稳定时，PV 低于 SV 时，设定值设成大于 50.0%，
相反 PV 高于 SV 时，将设定值设成小于 50.0%。

◎ 静态误差, 手动复位 RESET设定小于 50.0% 

RESET设定大于 50.0% 

静态误差

静态误差
SV

温度

时间

◎ 控制输出动作模式
ㆍ 加热控制 
属于逆动作，当 PV(当前温度)低于 SV(设定温度)时，给负载提供电源。
ㆍ 制冷控制 
属于正动作，当 PV(当前温度)高于 SV(设定温度)时，给负载提供电源。

100%
控制输出
(操作量)

0%

加热控制
(Heating)

逆动作
PV

100%
控制输出
(操作量)

0%

制冷控制
(Cooling)

正动作
PV

ㆍ 加热&制冷控制 
仅以加热或制冷单一功能难以控制控制对象的温度时，可通过1台温度控制器同时加热(Heat)及制冷 (Cool)，
从而更好地控制温度。
加热/制冷控制会将 PID值划分为加热端(Heating)及制冷端(Cooling)来进行控制。
根据用户环境，加热端和制冷端的控制方式可以选择 PID 控制或 ON/OFF 控制，各控制方式可在继电器接点输出、
SSR 驱动电压输出、电流输出中选择。

制冷端控制输出

加热端控制输出

温度传感器输入(反馈)

制冷端负载

加热端负载

温度下降效果

温度上升效果

温度控制器
(Controller)

制冷控制

加热控制

◎ 死区, 覆盖区
加热&制冷控制时，以SV(设定温度)为基准，指定加热控制及制冷控制区间。
设定死区时，以 SV 为基准在设定区间内不进行任何控制, 设定覆盖区时同时进行加热控制和制冷控制。

ㆍ PID 控制
PID 控制是通过积分动作(I)自动修正静态误差(Offset), 通过微分动作(D)快速响应外界温度影响，
从而实现理想的温度控制。

ㆍ 积分动作(I), 积分时间
积分动作(I)自动修正比例控制中发生的静态误差，基于设定值(SV)，可实现稳定的温度控制。
积分时间表示积分动作的强度单位, 是偏差一定时的操作量和经比例动作所得的操作量两者相同时所需的时间。
积分时间短时，修正动作变强，在较短时间内消除静态误差，但是将伴随震颤。
积分时间长时，修正动作变弱，消除静态误差的时间将会变长。

SV
积分动作(I)

温度控制

静态误差

时间

温度

SV

温度 积分时间短时

积分时间长时
时间

ㆍ 微分动作(D), 微分时间
微分动作是基于温度变化斜率调整操作量，从而快速应对外界因素导致的急剧的温度变化，短时间内

微分时间是表示微分动作强度单位，是微分操作量和比例控制的操作量两者相同时所需的时间。
微分时间短时，对外界温度的修正动作变弱，应对急剧变化的温度响应时间变慢，但不会发生超调现象。
相反，微分时间长时，对外界温度的修正动作变强，容易发生超调现象。

温度 微分动作

干扰

时间

SV
温度 微分时间设定长时

微分时间设定短时

时间

SV

ㆍ 自整定
温度控制器通过测量控制对象的热特性和热响应时间，计算最佳的 PID 值，并通过此值实现高速稳定的控制。

用户可在各温度传感器使用范围内自行设定使用温度范围，并在设定的上下限范围内设定及更改设定温度(SV)。
当变更输入传感器设定值时，使用温度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则自动初始化为相应传感器的使用温度范围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
※注, 无法设定为下限值＞上限值。

◎ SV 上/下限限制

◎ 输出连接
ㆍ 继电器输出连接
温度控制器和负载之间的 A部分线路长度尽量长一些。
否则，磁铁等发生的反电动势将会流入温控器的电源端而
引起误动作。
不得已将 A部分的线路铺短时，可在 'MC' (电磁线圈) 两端
连接薄膜电容 104(630V) 以上即可有效防止反电动势。

温度控制器

继电器接点端子

加热器 电源

电容
0.1㎌
630V

磁性接点
或继电器接点

A

ㆍ SSR 输出连接
用于周期控制或相位控制时，
负载的电源必须与温控器的电源使用
同一个电源。
选择SSR时，需考虑负载的容量。
SSR的容量不足时，可能会损坏
SSR内部，SSR内部损坏则发生短路，
继而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请务必确保 SSR 的容量大于负载的
容量。
还有想要按 SSR 的额定规格使用时，
请务必使用散热板。不使用散热板时，性能将下降为约 70~80%, 长时间使用时容易损坏 SSR。

负载

温度控制器

SSR 模块SSR 电压输出

电源

ㆍ 输入数字滤波
当输入信号里含有干扰成分，致使显示值(PV)震颤，若 PV值反复变动时，影响操作量，无法进行精密控制。
此时，使用输入数字滤波功能，可使显示值更加稳定。
示例)  将数字滤波值设为 0.4秒时，所输入的采样值将过滤0.4秒显示平均值，因此当前温度值和实际输入值

可能会有差异。

ㆍ 输入修正
输入修正功能可以修正外部输入传感器发生的误差，控制器本身无误差。
无法将传感器直接安装于需测量的控制对象时，可通过计算传感器安装位置的温度和想要测量部位的
温度偏差进行修正。
使用输入修正功能时，必须算出正确的误差才可以，若算出的误差值不正确，则会使误差范围变得更大。
各温度传感器都有等级区分，精度高的传感器价格较贵，所以一般使用普通的传感器。
此时若先算出各传感器的误差，再利用输入误差修正功能的话，可以测量出更准确的温度。
示例)  实际温度为80℃，但温控器显示温度为78℃时, 将输入修正值设定为 2，则温控器显示温度变为 80℃

ㆍ 输入规格
温度传感器将控制对象的温度转换为电信号并传送给温控器继而进行控制输出。
仅在输入范围内设定 SV(设定温度)。

◎ 输入

ㆍ 继电器输出
通过内置的继电器接点来触发控制对象的 ON, OFF 动作。
ㆍ SSR 驱动输出
输出 DC 电压，以控制外部的 SSR(Solid State Relay: 无接点继电器)。 
使用 SSR 时，不仅实现外观小巧，且保证产品寿命。
ㆍ 电流输出
为控制外部连接的功率控制器(SCR Unit), 电磁阀
等的输出。也称为模拟量输出，以相应比例的 DC
电流输出。控制较为稳定且没有急剧的变化，
适合稳定的控制。
ㆍ 传送输出
传送输出并非控制输出，仅将测量的温度向外部传送。
一般将测量温度(PV)转换为电流后进行传送。
传送输出 DC 4-20mA 时, 在设定的上限值/下限值范围内输出 DC 4-20mA 。

◎ 输出

20mA

12mA

4mA

0mA 上限

输
出
量

下限 温度

DC 4-20mA 输出

SV, PV

ㆍ 报警选项
名称 说明
一般报警 满足报警条件时，报警输出为 ON，解除条件下报警输出为 OFF。
报警保持 满足报警条件时，报警输出为 ON 并持续保持 ON 状态。 (报警输出 HOLD)

等待报警1 第一次满足报警条件时报警不输出，当第二次满足报警条件时，以一般报警动作。
刚上电满足报警条件时，报警不输出，第二次满足报警条件时，以一般报警动作。

等待报警保持1 满足报警条件时，同时进行报警保持和等待报警动作。
刚上电满足报警条件时，报警不输出，第二次满足报警条件时，以报警保持动作。

等待报警2 第一次满足报警条件时报警不输出，当第二次满足报警条件时，以一般报警动作。
待机报警再启动时，若满足报警条件时，报警不输出，报警条件解除后开始以一般报警动作。

等待报警保持2 
基本动作与等待报警保持1相同，但不仅电源 ON/OFF 时动作，变更报警值及报警选项时
也会动作。
待机报警再启动时，若满足报警条件时，报警不输出，报警条件解除后开始以报警保持动作。

※等待报警1, 等待报警保持1的等待报警再启动条件: 电源 ON 时
※ 等待报警2, 等待报警保持2的等待报警再启动条件: 电源 ON 时, 变更设定温度, 报警温度及报警动作时，

由停止模式切换为运行模式时
ㆍ 传感器断线报警
当传感器没有连接或温度控制中传感器发生断线时，报警输出为ON的功能，可通过报警输出接点连接蜂鸣器或
其他方法来确认传感器是否断线。
ㆍ 加热器断线报警
加热器的断线检测一般利用电流变送器 (CT:Current Transformer)将流入加热器的电流转换为一定的比率 (CT比)
后，在温度控制器检测是否断线。

◎ 报警
设定报警输出参数时，报警动作和报警选项组合进行设定。
报警输出有2路的型号，每路独立动作。
当前温度超出报警动作范围时，报警将自动解除。报警选项报警动作

88*8

ㆍ 回路断线报警(LBA)
通过监控控制对象的温度变化，诊断控制回路进行报警输出的功能。
加热控制时(制冷控制时) 控制输出操作量为 100%(0%)时，LBA 监控时间内 PV值增加不到 LBA 检测宽以上或
控制输出操作量为 0%(100%)时， LBA 监控时间内 PV值减少不到 LBA 检测宽以上时，回路断线报警将被启动。

控制开始~① 控制输出操作量为 100%状态下，LBA 监控时间内 PV 增加 LBA 检测宽以上。
①~② 控制输出操作量变动状态(LBA 监控时间复位) 

②~③ 控制输出操作量为 0%状态下，LBA 监控时间内PV减少不到 LBA 检测宽以上，
因此 LBA 监控时间后，回路断线报警(LBA)将会启动。

③~④ 控制输出操作量为 0% 状态，回路断线报警(LBA)保持 ON。 
④~⑥ 控制输出操作量变动状态(LBA 监控时间复位) 

⑥~⑦ 控制输出操作量为 100%状态下，LBA 监控时间内 PV增加不到 LBA 检测宽以上，
因此 LBA 监控时间后，回路断线报警(LBA)将会启动。

⑦~⑧ 控制输出操作量为 100%状态下，LBA  监控时间内 PV值增加超过 LBA 检测宽以上，
因此 LBA 监控时间后，回路断线报警(LBA)将被 OFF 。

⑧~⑨ 控制输出操作量变动状态(LBA 监控时间复位) 

※ 执行自整定时，LBA检测宽和 LBA监控时间根据自整定值自动设定, 报警动作模式只有设定为回路断线报警时，
才会显示LBA 检测宽和 LBA 监控时间参数。

温度

控制输出
操作量

回路断线报警
(LBA)

100%

0%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SV

PV

LBA 检测宽

LBA 检测宽

LBA 检测宽

: ON
: OFF

LBA
 不监控

LBA
 不监控

LBA
 不监控

LBA 检测宽

▣ 功能

ㆍ 报警动作
名称 报警动作 说明
ㅡ ㅡ 不使用报警输出。

偏差上限报警 SV         
100℃

PV
110℃

OFF ONH

PV
90℃

SV
100℃

OFF ONH
PV和 SV的偏差大于上限偏差时， 
报警输出为 ON。

上限偏差: 设定 10℃ 上限偏差: 设定 -10℃

偏差下限报警 PV
90℃

SV
100℃

OFFON H

SV
100℃

PV
110℃

OFFON H
PV和 SV的偏差大于下限偏差时， 
报警输出为 ON。

下限偏差: 设定10℃ 下限偏差: 设定-10℃ 

偏差上下限
报警 PV

90℃
PV

110℃
SV

100℃

OFFON ONH H
PV和 SV的偏差大于上限或下限偏差时， 
报警输出为 ON。 

上下限偏差: 设定 10℃ 

偏差上下限
逆报警 PV

90℃
PV

110℃
SV

100℃

OFF OFFONH H
PV和 SV的偏差大于上限或下限偏差时，
报警输出为 OFF。 

上下限偏差: 设定 10℃ 

绝对值上限  
报警 PV

90℃
SV

100℃

OFF ONH

SV
100℃

PV
110℃

OFF ONH

PV值大于报警绝对值时，报警输出为 ON。 

报警绝对值: 设定 90℃ 报警绝对值: 设定110℃ 

绝对值下限  
报警 PV

90℃
SV

100℃

OFFON H

SV
100℃

PV
110℃

OFFON H

PV值小于报警绝对值时，报警输出为 ON。 

报警绝对值: 设定90℃ 报警绝对值: 设定110℃ 
传感器断线报警 ㅡ 传感器断线检测时，报警输出为 ON 。
加热器断线报警 ㅡ 加热器断线检测时，报警输出为 ON 。
回路断线报警 ㅡ 回路断线检测时，报警输出为 ON 。

※ H: 报警输出滞后

▣ 设备统合管理软件(DAQMaster)
DAQMaster 是设备统合管理软件，可对参数进行设定及管理监控数据。
请在本公司网站(www.autonics.com)进行下载。

◎ 系统配置
项目 最低配置
系统 Intel Pentium Ⅲ 以上的 IBM PC 兼容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98/NT/XP/Vista/7/8/10
内存 256MB 以上
硬盘 1GB 以上的硬盘剩余空间
VGA 分辨率 1024×768 以上的显示屏
其他 RS232C 串行端口(9针), USB 端口 

▣ 通信规格

通信协议 Modbus RTU/ASCII 通信速度 4800, 9600(出厂规格),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bps

连接方式 RS485 通信响应时间 5~99ms (出厂规格: 20ms)
适用规格 EIA RS485 基准 Start bit 1bit(固定)
最大连接数 31台 (地址: 01~127) Data bit 8bit(固定)
通信同步方式 非同步式 Parity bit None(出厂规格), Odd, Even
通信方法 2线式半双工(Half Duplex) Stop bit 1bit, 2bit(出厂规格)
通信有效距离 最大 800m 以内

从外部机器(PC, PLC 等) 设定参数及监控的功能。
作为选项输出，仅适用于支持 RS485 通信的型号。

※通信转换器建议使用本公司的产品。通信线缆，请使用适合 RS485 通信的 Twisted pair 线。

▣ 上电时显示状态

****
▲
■
▼

SV
OUT1 OUT2 AL1

℉ ℃
TR1D

℃
T4RR

℃
KCaH

℃
 2̂ 6

OUT1 OUT2 AL1
℃

产品上电后，前面显示部全体灯亮后再显示系列名和型号区分。然后闪烁2次输入规格后进入动作模式。

1. 前面显示部全体 2. 系列名 3. 型号区分 4. 输入规格 5. 运行模式

▣ SV 设定

2̂ 6

OUT1 OUT2 AL1
℃

1. 运行模式

10)0

OUT1 OUT2 AL1
℃

2. SV 设定模式

ㆍ 运行模式下按 [MODE], [◀], [▲], [▼] 键中任意键，进入 SV 设定模式。
ㆍ通过[◀] 键移动位数, 利用[▲], [▼] 键变更设定值。
ㆍ按[MODE]键或 3秒内无任意键输入时，保存设定值并返回运行模式。

输入规格 小数点 显示方法 使用范围(℃) 使用范围(℉)

热电偶
(ThermoCouple)

K(CA)
1 KCaH -50 ~ 1200 -58 ~ 2192
0.1 KCaL -50.0 ~ 999.9 -58.0 ~ 999.9 

J(IC)
1 JIcH -30 ~ 800 -22 ~ 1472
0.1 JIcL -30.0 ~ 800.0 -22.0 ~ 999.9

L(IC)
1 LIcH -40 ~ 800 -40 ~ 1472
0.1 LIcL -40.0 ~ 800.0 -40.0 ~ 999.9

T(CC)
1 TCcH -50 ~ 400 -58 ~ 752
0.1 TCcL -50.0 ~ 400.0 -58.0 ~ 752.0

R(PR) 1 RPR 0 ~ 1700 32 ~ 3092
S(PR) 1 5PR 0 ~ 1700 32 ~ 3092

热电阻
(RTD)

DPt100Ω
1 DPtH -100 ~ 400 -148 ~ 752
0.1 DPtL -100.0 ~ 400.0 -148.0 ~ 752.0

CU50Ω
1 CUsH -50 ~ 200 -58 ~ 392
0.1 CU%L -50.0 ~ 200.0 -58.0 ~ 392.0

▣ 输入规格及使用范围

※ 使用小数点后一位设定时，部分参数的设定范围将会被限制。

▣ 报错时显示状态
显示 内容 措施
OPEN 温度传感器断线或传感器未连接时显示。 确认温度传感器的状态。
HHHH 测量输入值大于使用范围时闪烁。 输入值回到使用范围内，

即可恢复。LLLL 测量输入值小于使用范围时闪烁。

▣ 端子的分离及结合

ㆍ 用工具(如: 一字螺丝刀) 向上抬起端子台单元 
下方的 ⓐ 部分。

ㆍ端子台单元向下按并插入。

ⓐ

ㆍ 分离 ㆍ 结合

  拆分端子台单元后接线时，请参考 '▣ 接线图'后在正确位置进行结合。
否则有火灾或产品损坏，误动作的危险。

加热控制
(Heating)

制冷控制
(Cooling)

覆盖区

0%

加热控制
(Heating)

制冷控制
(Cooling)

死区

100%
控制输出
(操作量)

SV SV

◎ 控制方式
ㆍ ON/OFF 控制
当前温度(PV)低于设定值(SV)时，输出为 ON, 高于设定值(SV)时，输出为OFF。
上电初期将会发生超调现象，还有以设定值为基准按一定周期发生震颤现象，因此不适合用于精确的温度控制。

ㆍ 比例带大小 
放大比例带时，在更低或更高的温度下控制输出开始做 ON, OFF 动作，因此达到设定温度的时间长且静态
误差也将变大。
减小比例带时，在设定值附件控制输出做 ON, OFF 动作，因此到达设定温度的时间短，但伴随震颤现象。

温度 比例带减小时
(发生震颤)

静态误差

比例带放大时
(静态误差变大) 时间

SV

ㆍ 比例控制, 比例带, 比例周期
在特定温度范围(比例带)内调整操作量使设定值和当前温度的偏差呈一定比例的控制动作，
而非以设定值(SV)为基准单纯做 ON/OFF 动作。
当前温度达到比例带下限前，操作量处于100% ，输出为 ON,  超过比例带下限后按比例周期控制输出反复进行
ON, OFF 动作。
达到设定值时，操作量变为 50%， ON, OFF 时间为 1:1, 此后控制输出的 OFF 时间相对变长。
此控制可减少 ON/OFF 控制中的震颤现象，但到达设定值的时间较长且有静态误差发生。

温度

时间

SV

T T TT T T
ON

OFF

测量温度(PV)
静态误差

比例带

比例带下限比例周期开始

T: 比例周期
输出

奥托尼克斯电子(嘉兴)有限公司 

www.autonics.com  |  客服热线： 400-826-7709
浙江省嘉兴市云海路301号

使控制趋于稳定。

SV SV

Nickel120Ω 1 NI12 -80 260 -112 500~ ~

北京  15601379173 (微信) 上海  18924626834 (微信)

深圳  18926488741 (微信) www.suntore.com shunto@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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