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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是专为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和锅炉及换热系统补水而设计的电脑

控制器，可与各种品牌的变频器配套使用。

二、性能指标
1. 采用32位高性能处理器，配置高可靠性的铁电存储器。

2. 采用PI控制算法，设定参数少，控制精度高。

3. 具有定时换泵功能，有现场试机模式。

4. 具有变频故障输入端子（常开），缺水信号输入端子（常开）， 

多功能输入端子（可选择手动自动切换功能，也可选择动压第二压力输入）。

5. 具有多时段功能，最多有六个时段，内置髙精度时钟晶体。

6. 具有第二压力（消防压力，动压）设定和控制功能。

7. 具有上限保护压力控制功能，超压自动停泵。

8. 参数调整和设定具有密码锁定及保护功能。

9. 具有稳定的24V直流输出，可以直接带压力变送器。
10.具有手操器功能，可手动调节输出电压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三、产品规格

1.额定工作电压  ：AC220V
2.控制器额定功耗：<= 8W ;
3.开关输出信号：继电器输出 3A / AC220V
4.模拟输入信号：1 路，0-5V电压信号或  4-20Ma电流信号
5.模拟量输出信号： 1 路，0-10V/0-5V电压信号
6.控制器外形尺寸：文本款153mm X 98mm X 46mm
7.控制柜面板开口尺寸 : 文本款145mm X 90mm
8.使用环境：无水滴、蒸汽、腐蚀、易燃、灰尘及金属微粒的场所;
9.温度：-10℃～70℃;   相对湿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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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款控制器面板示意图

文本款控制器接线端子示意图



详细操作说明
1 面板及按键说明：

PV 窗口为测量值显示窗口，SV 窗口为设定值显示窗口。“S”键为参数设定键，    
“    ”和“    ”为两个数字加减键，在参数设定状态，“    ”键和“    ”键为参
数翻页键；在正常工作状态，“    ”键为显示方式转换键，用来转换显示压力值和输出
频率值；“    ”键为功能键，在DA值检证时起确认作用，以及在错误情况下做错误恢复
用。

2 工作状态指示灯说明：
四个泵工作状态指示灯P1、P2、P3、P4表示四台泵，当指示灯为绿色时表示对应泵

工作在变频方式，当指示灯为红色时表示对应泵工作在工频方式。当工作在第二压力（消
防压力）状态时AL指示灯显示为绿色；当缺水（停机）端子接通（端子3和端子5接通）时
或由于系统超压保护停机或系统故障时AL指示灯显示红色，同时控制器所有输出控制都停
止，直到故障状态解除控制器重新开始工作。

3 参数的设定：
正常运行状态下，按住“S”键 3 秒，进入参数设定状态，此时PV窗口显示参数项

Pxx, SV窗口显示当前参数项的值。“    ”键或“    ”键为参数项翻页键，用来显示不
同的设定参数项； 按“    ”或“    ”键改变当前参数项的值，改变后的值将被自动存
储在仪表的存储器中。当参数设定完成后，再按一下“S”键， 仪表将返回正常工作状态
下。此时如果P00=88,按“    ”和“    ”键将直接改变当前的压力设定值( PO1  的设
定值）。在第二压力（消防）开关（端子3 和端子 4) 闭合时，SV窗口显示的是第二设定
压力。按“    ”和“    ”键将直接改变当前的第二设定压力值，第二压力也可以在P02
中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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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恢复系统参数出厂值

断电状态下按住”S”键不松手，开机上电，当显示窗口显示"------"时松开"S"键，

系统自动将所有参数恢复为出厂默认值。

5 控制器参数列表及出厂默认值

参
数

参 数

说 明

数 据

范 围

出厂默

认 值
参 数 说  明

P00 参数密码 0-100 88
此数值为 8 8 时,可以对系统参数进行修
改，为其余值，则锁定所有
参数项。

P01 当前压力

设定值
0-2.5Mpa 0.20 第一控制压力或下限压力设定值

P02 第二压力

设定值
0-2.5Mpa 0.30 第二控制压力、消防压力或动压设定值

P03 泵工作方式 1-16 1

1-1#泵变频,2-2#泵变频,3-一变一工,4-补水泄压,5-
开关控制,6-1#与2#循环 ,7-1#,2#,3#三台泵环 ,8-
一变两工 ,9-一变三工 ,10-消防二工频 ,11-一变
四工 ,12-1#与3#循环,13-2#与3#循环,14-3#泵变
频，15-四泵循环,16-4#泵变频

P04 变频工频
时间设定

0.1-5 秒 0.2 用于两泵、三泵和四泵循环软启动时，设定
变频切换到工频的时间

P05 欠压加泵时间 0-250 秒 20 多泵启动时，欠压加泵的时间

P06 超压减泵时间 0-250 秒 15 多泵运行时，超压减泵的时间

*P07 输出电压选择 1-2 1 1---0-10V 2---0-5V

*P08 输入传感器类型 1-2 1 1---0-5V 2--- 1-5V(4-20mA)

*P09 传感器量程选择
0.6,1.0,1.6,
2.5 MPa 1.0

*P10 传感器零点校正 -0.5~0.5MPa 0.00 填入传感器零压时仪表 PV 窗口显示的数值

*P11 传感器满度校正 -50~50% 10% 满量程的修正百分比（0-50%）

0.6Mpa,1.0MPa,1.6MPa,2.5Mpa需要设置

P52,否则可能会报超压故障

P12 定时换泵设定 0-1 0 0-不 换 泵  1-定 时 换 泵
(P03=1,2,6,7,12,13,14,15；且P18不等于1时定时换泵功能有效)

P13 定时换泵时间 1-200小时 12 定时换泵时间设定

P14 换泵剩余

时间显示
1-200
小时

12 显示离换泵还剩多少时间，不能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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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 手动输出频率控制 0-50Hz 0 P18=1 时，手动控制D/A输出频率大小

*P16 比例系数 0-100 20 PI控制，比例系数

*P17 积分系数 0-100 18 PI控制，积分系数

P18 D/A输出控制选择 0-1 0 0-输出频率自动控制 1-输出频率手动控制

*P19 压力测量滤波系数 1-20 1
补偿压力表指针抖动造成的测量值不稳定，值
越大，补偿效果越明显。

P20 泄压偏差限 0-0.5MPa 0
P03=1,2,3,4,5,6,10时，当测量压力>=((P01或P02)
+P20)三秒时，G3触点接通，当测量压力<((P01
或P02)+P20)两秒，G3触点断开。P20=0时泄压
功能无效。

P21 上限压力设定值 0-2.5Mpa 0.3

P03=5 时，当测量压力<P01 三秒时，G1 接通,运
行P05时间后,实际压力仍然小于P21,G2接通;当测
量压力>=P21两秒,G1断开;继续超压,G2也断开;
当测量压力>=(P21+P20)两秒,G3接通,当测量压
力<=P21 时,G3)断开。

P22 水泵睡眠频率 0-50Hz 0
P22=0 时无睡眠功能。P22>0 时, 当输出频率P27 
分钟以上仍然<=P22,则将 D/A输出置零 ,FWD信
号断开 ; 当测量值<=(P01-P31)时,重新接通 FWD 
信号，启动D/A输出

P23 附属小泵控制 0-2 0

P23=0 ,无附属小泵。P23=1且P03=1,2,6,7,12,13 
时,附属小泵变频。当系统只有一台变频主泵工
作,且工作频率<=P24, P28分钟后,关闭变频主泵,
接通小泵变频触点B4,启动小泵变频工作。当小
泵达到50Hz 后延时P05 秒,压力还达不到设定值,
则断开 B4,重新启动主泵变频工作。P23=2且
P03=1,2,6,7,12,13时,附属小泵工频。当系统只有
一台变频主泵工作,且工作频率<=P24,P28分钟
后,关闭变频主泵,接通小泵触点G4,以 P01为低
压,P21为高压，进行压力区间控制,如果工频小
泵运行P05秒后仍然达不到P01压力值，则断开
小泵工频触点G4,重新启动变频主泵工作。

P24 附属小泵最低
工作频率

0-50Hz 10 当变频主泵工作频率<=P24 时，并且工作 P28 
分钟后，切换为附属小泵工作模式

P25 缺水保护最小压力 0-2.5MPa 0.05
系统运行中，当测量压力<=P25,并且运行时间
>=P26时,认为系统缺水或泵故障，控制器切断所
有输出,PV 窗口交替1秒显示故障代码Er1和测量
值

P26 缺水保护时间设定 0-1250 秒 0
P26=0,无缺水保护功能。
P26>0 有缺水保护功能。参数中每个数值代表 5 
秒钟;设置的参数必须保证 P26X5>P05,否则缺水
保护动作将在加泵动作前执行

P27 水泵睡眠等待时间 1-60 分钟 5 当 P22>0,且输出频率 P27 分钟后仍然<=P22,则
启动水泵睡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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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 小泵投入等待时间 1-60 分钟 5 当 P23>0,且系统只有一台变频主泵工作 ,当输出
频率<=P24,P28分钟后启动附属小泵工作

P29 最低输出频率 0-50Hz 0 用于控制水泵的最低转速

P30 D/A输出控制选择 0-1 0 0-正向控制 1-反向控制

P31 睡眠重新起泵偏差 0-0.5MPa 0.02 睡眠后当 前压力 <=((P01 或P02)-P31)时重新起
动水泵工作

P32 定时开关使能 0-2 0 P32=0 时，无定时功能；P32=1时，定时定压供
水；P32=2 时，分时段分压供水

L1 第一开机时间 时:分

H1 第一关机时间 时:分

L2 第二开机时间 时:分

H2 第二关机时间 时:分

L3 第三开机时间 时:分

H3 第三关机时间 时:分

P39 系统当前时钟
时：分：秒(见多时段说明。按加键更改小时，
按减键更改分钟，秒位不改动，改动完成的数据

直接存入存储器中)

L4 第四开机时间 时:分

H4 第四关机时间 时:分
L5 第五开机时间 时:分

H5 第五关机时间 时:分

L6 第六开机时间 时:分

H6 第六关机时间 时:分
P46 第一时段压力值 0-2.5MPa 0.2MPa 第一开机时段的供水压力设定值

P47 第二时段压力值 0-2.5MPa 0.2MPa 第二开机时段的供水压力设定值

P48 第三时段压力值 0-2.5MPa 0.2MPa 第三开机时段的供水压力设定值

P49 第四时段压力值 0-2.5MPa 0.2MPa 第四开机时段的供水压力设定值

P50 第五时段压力值 0-2.5MPa 0.2MPa 第五开机时段的供水压力设定值

P51 第六时段压力值 0-2.5MPa 0.2MPa 第六开机时段的供水压力设定值

P52 上限保护压力 0-2.5MPa 1.0MPa
测量压力>=P52 两秒后,所有的泵顺序关闭(消
防状态除外),进入压力保护状态。当测量压力
<=((P01或 P02)-P31)时,系统重新投入工作

P53 0-50HZ 0减泵频率
当实际压力大于等于设定压力时，且此时输出频率小于减
泵频率，延时P06时间后，执行减泵，注意P53需要小于正
常运行频率。设置为0时，减泵频率为最低运行频率。

06 ：00 

07 ：00 

08 ：00 

09 ：00 

10 ：00 

11 ：00 

12 ：00 

13 ：00 

14 ：00 

15 ：00 

16 ：00 

1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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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不退泵；1-退泵（P03=7,15有效）

*P54

*P55

*P56

*P57

P58

P59

P60

1#泵退泵

2#泵退泵

3#泵退泵

4#泵退泵

DA输出矫正

强制睡眠
等待时间

加减速时间

0-1

0-1

0-1

0-1

0

0

0

0

0-不退泵；1-退泵（P03=7,15有效）

0-不退泵；1-退泵（P03=7,15有效）

0-不退泵；1-退泵（P03=7,15有效）

1-500秒 10 0HZ加速到50HZ所需的时间

0-不使用该功能
动作原理：当系统只有一台变频泵工作（泄压泵除
外），PV值>=SV-31;且P22,P59为非零值，经过P59时间
后不管当期频率值，强制进入睡眠状态

0-1 0
DA输出有无矫正标志（详见模拟量校正） 

0-未校正；1-已校正

0-999分钟 0

注：恢复出厂设置时，‘*’加粗参数保持不变。

工作模式说明

P03=1,2，为一用一备工作模式，B1 和 B2 互为备用泵。当 P12=1 时， B1 和 B2 按照 P13 

中设定的时间定时相互轮流接通工作，G3 为超压泄水触点。

P03=3，为一台变频泵加一台工频泵工作模式。此时系统定义 B1 为变频泵，G1 为工频泵。

当 B1 工作频率达到 50Hz 后，延时 P05 秒的时间，如果测量压力值仍然达不到系统设定

值，则系统直接接通 G1 触点将工频泵投入系统运行。如果系统出现超压，则将 G1 工频泵

关掉，仍然靠调节 B1 泵的工作频率来稳定系统压力。

P03=4，是为锅炉补水或换热机组补水设计的工作模式。此模式下系统定义 B1 为变频补水

泵，G3 为超压泄水电磁阀控制端子。当测量压力>=(P01(或 P02)+P20)时，G3 接通，控制泄

压电磁阀开启进行泄水。当测量压力<=P01(或 P02)时，G3 断开，泄压停止。

P03=5, 为开关位式控制模式。这种工作模式下，定义G1 为1#工频补水泵，G2 为 2#工

频补水泵，G3 为超压泄水电磁阀控制端子。此时SV 压力设定值窗口显示的设定值为 

P21 上限压力设定值。此工作模式下，系统以 P01 为下限压力，P21 为上限压力，代替

电接点压力表进行压力控制。当测量压力<=P01 时，延时 2 秒，G1 接通；经过 P05时

间后，如果压力仍然达不到P21,则G2 接通；当测量压力>=P21 时， G1 断开；G1 断开

后；如果测量压力还高于 P21,G2 也断开；当测量压力>=(P21+P20)时，G3 接通，控制

泄压电磁阀开启进行泄水；当测量压力<=P21 时，G3 断开，停止泄压。

P60 加减速时间 1-500秒 10 0HZ加速到50HZ所需的时间

P61
P62
P63

试用时间

试用密码

确认试用密码

0-999 单位十小时 试用时间用于控制器的试用倒计时

———
———
———

请牢记密码，因此密码遗忘造成的
售后不在免费保修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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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6,为两泵循环软启动控制模式。在此工作模式下，系统定义 B1、 B2 为两台泵变频工

作端子，G1、G2 为两台泵工频工作端子。此模式下系统上电工作时，先接通 B1,启动 1#泵

变频工作。当 1#泵变频工作在50Hz 时，延时 P05 秒，如果测量压力仍然达不到设定值，则

将 B1断开，接通 G1，将 1#泵由变频状态转换为工频工作状态，延时 3 秒，接通 B2，启动

2#泵进行变频工作。当系统超压时，当 2#泵变频工作在0Hz 时，延时 P06 秒，系统仍然超

压，将 G1 断开，切断 1#泵工频，由 2#泵进行变频调节保持系统的压力稳定。当测量压

力>=P01+P20时，G3 接通，控制泄压阀泄水。

P03=7,为三泵循环软启动控制模式。

P03=8,为一台变频泵、两台工频泵的工作模式。在此工作模式下，系统定义B1 为变频工作

泵，G1、G2 为两台工频工作泵。

P03=9,为一台变频泵、三台工频泵的工作模式。在此工作模式下，系统定义B1 为变频工作

泵，G1、G2、G3 为三台工频工作泵。

P03=10,为两台工频泵，一用一备消防工作模式。在此工作模式下， G1、G2 定义为两台工

频泵，G1 为主泵，G2 为备用泵。G3 定义为泄压电磁阀控制端子，B3 定义为报警输出端

子。正常工作状态下，DI1端子没有信号输入，PV 窗口显示 P02 消防压力值。系统以 P01 

为低压，P02 为高压，以主泵 G1 控制系统的压力。如果测量压力<=P01,G1接通，启动主

泵工作，如果测量压力>=P02,G1 断开，停止主泵。如果测量压力>P02，则接通 G3 进行泄

压。如果测量压力<=P02，则泄压停止。当 DI1 与 CM2 端子闭合超过 2 秒，即有消防信

号输入时，则立即启动 G1 消防工频泵，超压也不泄水，B3 报警端子接通，DI1 信号撤掉

也不停泵。在此状态下如果 P05 秒钟后测量压力<=P01,则认为主泵故障或启动失败，则将 

G2 端子同时接通，启动备用泵投入工作。这种状态下 DI2 端子有停机信号输入也认为无

效，只有将控制器电源停掉才能解除此状态。

P03=11,为一台变频泵、四台工频泵的工作模式。在此工作模式下，系统定义 B1 为变频工

作泵，G1、G2、G3、G4 为四台工频工作泵。

P03=12,为1#泵与 3#泵两泵循环软起动工作模式，参照P03=6。

P03=13,为2#泵与 3#泵两泵循环软起动工作模式，参照P03=6。

P03=14,为3#泵单泵变频工作模式，此模式下1#，2#，3#三台泵可定时轮流切换。

P03=15,为四泵循环方式

P03=16,为4#泵单泵变频工作模式，此模式下1#，2#，3#，4#四台泵可定时轮流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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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D/A输出控制选择。P18=0,D/A 输出受控制器自动控制，P18=1,D/A输出受P15值控

制。当P18=1时，退出设定状态后，PV窗口显示的值就是P15的值，按"   "和"   "键可直

接改变当前D/A电压的输出值，从而手动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P18=1时，P03工作方式

自动变为1，2。P18=0时，P03恢复之前的工作方式。

切泵参数说明

P04----变频泵切换为工频泵的时间。当控制模式为多泵运行模式时，当变频泵工作到 50Hz

时，如果此时系统压力达不到设定值，延时P04时间后，将变频泵切换为工频泵。

P05----欠压加泵时间。当多泵运行时，（P03=10除外），当一台泵工作时，如果压力达不

到设定值，延时P05时间后，启动下一台泵时。

P06----超压减泵时间。当多泵运行时，（P03=10除外），当多台泵工作时，实际压力大于

或等于设定值时，延时P06时间后，减掉一台工频泵。

P29----最低输出频率设定。用来保证水泵的最低转速。

P53----减泵频率设定。实际压力大于等于设定压力时，且此时输出频率小于或等于减泵频

率，延时P06时间后，执行减泵，注意P53需要小于正常运行频率，设置为0时，减泵频率为

最低运行频率。

P54----1#泵退泵选择：当P03=7,15，此参数有效，1#不泵不参加循环。

P55----2#泵退泵选择：当P03=7,15，此参数有效，2#不泵不参加循环。

P56----3#泵退泵选择：当P03=7,15，此参数有效，3#不泵不参加循环。

P57----4#泵退泵选择：当P03=7,15，此参数有效，4#不泵不参加循环。

P60----加减速时间，当水泵功率比较大时可以适当增加此参数。

睡眠和小泵参数说明

P22----水泵睡眠频率。P22=0时无睡眠功能。P22>0时,当D/A输出频率值P27分钟以上仍然

<=P22，则认为系统不缺水或需水量很小，此时控制器将关闭变频器，停止供水。当测量压

力<=（P01-P31）时，重新启动变频器开始供水。

P27----水泵睡眠等待时间。当P22>0,并且输出频率P27分钟以上仍然<=P22,则启动水泵睡眠

动作。

P31----睡眠后重新起泵的压力偏差，睡眠后，当前测量压力值<=((P01或P02)-P31)时重新

起动水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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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附属小泵控制。P23=0 时，无附属小泵功能。当 P03=1,2,6,7,15且P23=1 时，附属小

泵为变频控制。当系统只有一台变频主泵工作，且工作频率<=P24，延时 P28 分钟后，关闭

变频主泵，接通小泵变频接触器B4，启动小泵变频工作。当小泵工作频率达到 50Hz 后延时 

P05秒，压力还达不到设定值，则关闭小泵，重新启动主泵。P03=1,2,6,7,15且P23=2 时，附

属小泵为工频控制。当系统只有一台变频主泵工作，且工作频率<=P24，延时 P28 分钟后，

关闭变频主泵，接通小泵工频接触器G4,以 P01 为低压，P21 为高压，进行位式(高低)压力

控制。如果工频小泵运行P05 秒后仍然达不到P01 压力值，则关闭工频小泵，重新启动变频

主泵投入工作。在此工作模式中，定义B4端子为变频小泵控制端子，G4端子为工频小泵控制

端子。

P24----附属小泵最低工作频率。在系统运行中当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低于P24 所设定的频率下

限P28 分钟后，认为系统不缺水或用水量很小,将附属小泵投入工作。

P28----附属小泵投入等待时间。当 P23>0，并且系统只有一台变频主泵工作且工作频率

<=P24,经过P28 分钟后，启动附属小泵工作。

P59----单位分钟。0-999分钟，0表示不使用此功能。动作原理：当系统只有一台变频泵工作

（泄压泵除外），PV值>=SV-P31;且P22,P59为非零值，经过P59时间后不管当前频率值，强制

进入睡眠状态。

多时段参数说明
P32----定时开、关机控制。P32=0,无定时开、关机功能。P32=1,定时定压控制；当定时开机

工作时，系统以 P01 或P02 的压力为基准进行恒压控制；P32=2,分时段分压控制供水；当系

统开机工作时，L1—L6六个定时开机时段分别对应P46—P51六个不同的设定压力进行供水。 

P39----系统当前实时时钟24小时制。由PV,SV上下两行共同显示，第一行 显示HH.M第二行显

示M.SS（HH表示小时，MM表示分钟）

多时段操作说明：如果只用到L1,L2两个时段，则需要将L3-L6,H3-H6设置成H2相等。

压力保护说明

P25----缺水保护最小压力。系统运行中当测量压力<=P25,并且运行时间>=P26时,认为系统缺

水或泵故障，控制器切断所有输出,PV窗口交替1秒显示故障代码Er1和测量值。故障排除后

按"   "键，恢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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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2

ER3

进入条件：CM3和DI3接通2秒；在排除错误后按"        "键可以恢复正常。

ER6

ER8 存储器故障 请联系厂家或经销商进行售后处理。

输入自行设置的密码，若忘记请联系厂家或经销商进行有偿的售后处理。试用到期

进入条件：CM3和DI2接通2秒；在缺水信号消失后自动恢复。浮球缺水

变频故障

如果P26>0,当测量压力<=P25,并且运行时间>=P26时，认为系统缺水或泵故
障，控制器切断所有输出，在排除错误后按"      "键可以恢复正常。软件缺水ER1

ER0 上限保护 测量值>P52,表示测量数据有误或传感器断线。

P26----缺水保护运行时间设定。与P25配合使用。P26=0无缺水保护功能。P26参数的每个时间

值代表5秒钟。

P52----上限保护压力设定值。当测量压力>=P52时，2秒后所有的运行信号及触点完全关闭断

开，AL指示灯显示红色表示停机状态。

模拟量校正说明

P58----DA输出校正，当P58显示为0时，表示DA输出（0-10V）未矫正，此时按下"  "键进入

矫正，显示Lo表示输出0V，按加减键调节数值，使得输出等于0V，调节好后按一下"   "键保

存Lo的数值，同时进入Hi设置，按加减键调节数值，使得输出等于10V,调节好后按下"  "键

保存，此时会显示P58:1表示已经矫正。

外部输入端子功能说明

DI1 第二压力/消防信号输入端。当DI1与CM2端子闭合超过两秒钟后,压力设定值即变为第二

压力设定值P02,此时也可在面板上更改此值并存储。断开后,设定值恢复为第一压力设定值。

DI2 停机信号（或缺水检测）。当DI2与CM2端子闭合超过两秒钟后，控制器所有的输出都关

闭，包括D/A输出。设定与测量显示都正常。输出关闭的顺序为先关D/A3秒，关RUN(CM1, 

FWD)2秒,关变频泵继电器，最后顺序关闭工频继电器（先起先停），中间间隔2秒。

DI3 变频故障输入端。当DI3与CM3端子闭合超过两秒后报变频故障，并停机。

故障显示代码说明：

--- -------- 预留。



1:CM1
2:FWD

11:10V

12:GND

外部起停

端子

模拟量输

入端子

恒压控制器 变频器

控制器和变频器接线：

系统当前时间的调整及多时段临时开机

    按住“S”键进入参数设定状态，按一下“   ”键进入P39页面，
此时显示窗口显示的六位数字即为当前系统时间，按“   ”修改小
时，按“   ”键修改分钟，秒位不能修改。时间修改完成后，按一 
下“S”键退出时间设定状态．
    当系统处于定时关机状态时，显示器窗口显示当前的系统时间，
同时五个指示灯交替闪烁，表示处于定时关机状态。定时关机状态
下，可以进入参数设定状态，通过修改P32=0，可以取消定时状态。
    如要进行手动临时开机，可按住“   ”键3秒钟，当显示正常运
行后松开，系统处于临时开机状态（设定压力不能修改，需在参数设
定中修改）．此时再按住“   ”键3秒，当显示关机状态时松开，系
统又处于定时关机状态．当系统处于临时开机时，且时间走到下个开
机时段时会清除临时开机状态．
注意，只有当P32=1、2时，“   ”键才有此功能．

控制器与压力变送器之间的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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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答

一，1泵循环或两泵循环的时候，G3会动作，为什么？
因为在该模式下G3默认是泄压泵，如需使G3不启动，只需将P20设
成0即可。

二，实际压力与显示压力不符，为什么？
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1：传感器量程设置不当，确认P09是否与实际量程一致。P08传
感器类型是否与实际一致。
第2：由于环境不同，压力信号线长短粗细不同导致会有衰减，此
时需要调整P10，P11。
第3：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压力表是否损坏。

三，假如水泵损坏或某台不需要参与循环，如何设置？
系统运行过程中(P03=7或15时），发现水泵故障的时候，用户只需
进入参数菜单设置P54-P57即可。

四，压力波动比较大？
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1，控制器P16, P17值在当前系统下较高，需要将两个值都调
小，P19压力滤波系数调大。
第2，执行步骤1后无改善，需要用电压表测量控制器7与10；8与10
间的电压，正常时候7与10之间的电压为4.5-4.7V为一个固定值，8
与10在压力表指针稳定时应是固定值，如果压力表指针稳定时但8
与10电压波动较大，需要考虑压力表的问题。

补充说明

试用功能说明（请紧记密码为此产生的售后费用由您个人承担. )
    P61为试用时间，单位为小时，P62,P63是试用密码与密码确
认。使用该功能需先设置好P62和P63并牢记此密码。设置好后再设
置P61试用时间，试用时间最大值为999小时。设置好P61后，P61-
P63将不再参数中显示。
注：该功能基于工作时间来计算，使用过程中更换电池均不会对试用时间造成影响．

特别提示：试用时间单位为10小时每单位。例；P61若填写1，那么试用时间时

1X10=10个小时的试用时间。

到达试用时间后控制器停机，PV窗口显示ER6。此时需输入P62值， 

并按“   ”进行解锁，解锁后P61-P63重新出现在参数中。
使用过程中如需取消试用限制请在没有故障情况下长按“   ”键，输入
正确密码后解锁。



1，保修范因：客户所购产品本体。

2，本产品的保修为12个月（出口海外的产品保修期为6个月），在保修
期内，如果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发故障或损坏，本公司或当地经销商提供
免费保修。

3，即使在保修期内，如发生以下情况，将收取一定的维修费用；
   A，未严格按照《说明书》或超出标准规范要求使用所引发的故障。
   B，购买后跌损或野蛮搬运造成的损坏。
   C，不符合本使用手册要求的环境下使用所引起的元件老化或故障。
   D，由于保管不善引发的故障。
   E，将本产品用于非正常功率或功能时引发的故障。
   F，擅自撕毁产品标识（扣 ：撕毁有效标签，铭牌等）。
   G，产生的服务费用按实际收取，如有合同以合同优先原则处理。

4，部分产品的保修依据为保修贴，切勿撕毁保修贴，撕毁不保。

5，如您有问题可与代理商联系，也可直挂与我司联系。

6，产品超过保修期，我司也提供终生有偿维修服务。

7，对于包换、保修的服务，须先将货退回我司或代理商，经确认责任归
属后，方可以退换或维修。

保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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