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机温控器说明书 100120050006

安装接线说明

产品说明

温度设置：5℃～35℃                       负载功率：16A   3000W

温度显示精度：1 ℃                          工作环境：-20℃～55℃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外壳材质：PC＋ABS阻燃

安装孔距： 60 mm（标准）             防护等级：IP30

外观尺寸：86*86*37.5mm             控温精度：±1℃  

技术指标

模式键：切换快捷模式

开关键：控制开关状态

功能按钮

上调键：增加设置温度

下调键：减少设置温度

模式状态

功能按钮

采暖状态

温度显示

RF状态

集控状态①

<6> 完成底座安装

固定底座后，盖上面盖

打开电源，温控器安装完成。

<5> 固定底座

用螺丝刀将温控器底座

固定在指定墙面。

平行安装

<3> 底座接线

根据需要参考底座的接线图。 

电源

负载

传感器

<1> 关闭负载电源

关闭室内电源，以防线路短路，

避免烧坏保险丝，

以确保您的正常安装。

<4> 打开温控器外盖

借助螺丝刀向面板方向操作

打开温控器面盖。

向外

<2> 拆开包装

温控器
总闸

或

开关

联网快捷键
长按 5 秒进入

设备列表页 设备控制页

（专业人员设置下也可进入匹配 RF 联网）

快捷匹配RF联网

App演示

<1> 操作主机设备或网盒进入 RF 匹配状态 （操作

详情请参考主机设备或网盒说明书）。

  副机温控器可以通过匹配主机设备来上网，从而

实现远程控制及能耗数据的统计查看。

<2> 同时操作副机温控器  ”键捷快网联“ 部底备设按：  

5  秒钟，进入匹配 RF 联网状态 ，     ”对配“ 字文示显幕屏

和闪烁的四位地址码，耐心等候。

连接成功：显示文字 “已配对”

连接失败：显示“FF FF”（连接失败请重复上述步骤）

RF 联网匹配失败RF 联网匹配成功

副机温控器上网
成功匹配 RF 联网的副机温控器，可以刷新 App 设

备列表页，副机温控器会出现在主机温控器或网盒

下栏。

成功联网的副机温控器 , 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实现

远程控制；同时，温控器会将设备的基本信息及运

行状况、故障等信息上传到云服务器，用户通过

App 可查看设备的运行情况及能耗数据。

包装清单。

安装螺丝x2

接线端头x4

设备通过能盟后台可以设置“集控”操作，  当能盟后

台开启集控功能时，本地设备将被锁定，并只能通过

能盟后台进行集中控制管理。集控可通过 App 童锁

功能解开。

① 集控状态（童锁）



按“    ”键关机，关机后，同时按“    ”键和“    ”两个键5秒钟，进入高级功能设置。按“    ”键关机，关机后，同时按“    ”、“    ”和“    ”三个键5秒钟，进入专业人员设置。

（温馨提示：非专业人士请勿操作）
专业人员设置说明

注：模式温度设置范围由“专业设置-调温设置”决定

外出模式

节能模式

舒适模式

编程模式

。）℃81认默（ 上同作操，时烁闪”     “

。）℃22认默（ 上同作操，时烁闪”     “

“     ”请在APP上操作

设置功能 功能说明

。）℃01认默（ 认确键”    “按置设成完，置设键”    “和”    “作操，择选认确键”    “按，时烁闪”     “

高级功能设置说明

设置状态下按键功能

选择键

图标闪烁

返回键
确认键

售后与服务

保修条例

在保修期内，出现非人为损坏，造成的产品性能故障，可以享受下列三包服务：

1.自产品出货日起30日内，温控器出现质量问题，可更换全新产品；

2.自产品出货日起，保修期为2年。（如出现温控器不受控，请立即拉闸断电，并联系厂家！）

非保修条例

下列情况（但不仅限于下列情况）不在“三包”服务范围之内，我们可提供有偿服务，敬请注意：

1.无“保修卡”凭证，超过保修期；                                                         

2.产品拆开后人为损坏；

3.外壳、屏幕破损，接线断裂；                                                                

4.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

5.外壳或内部有水渍，电路板腐蚀、霉变；                                              

6.因过压、过载使用造成的损坏；

7.接线端子有打火、烧蚀、过热痕迹，螺丝滑扣，卡爪断裂；                 

8.由非授权服务者拆修造成的损坏；

9.由于消费者自身环境网络原因导致产品无法使用，不属于售后服务范畴，请您谅解。

关机状态

同时按5秒

注：屏幕显示图标闪烁为当前选择

警告：确认“恢复出厂设置”后，设备重启，设备数据删除并恢复出厂值。

R F 配对

温差校准

启动温差

高温保护

低温保护

传感设置

掉电记忆

调温范围

恢复出厂

设置功能 功 能 说 明

操作同上 [ 修改范围 0~2℃ （默认 0℃） ]。

按“    ”键进行信息切换 [一、设备硬件版本（8 位） ； 二、设备软件版本（8 位） ；三、客户 ID（4 位） ；

四、流水号编码（4 位）；五、电压电流信息（跳闪） ]。

设备可以和具有相同 RF 功能的主机及网盒设备进行配对使用。

设备信息

。] ）℃06认默（ ℃08~℃02 围范改修[上同作操

。] ）℃5认默（ 态状闭关为下以℃5，℃51~℃5 围范改修[上同作操

操作同上 [ 0. 双控温（必须接外部传感器使用，外部用于高温保护）；1、双控温（外部用于高温保

。]）1认默（ ）部外用只（温控单、3；）部内用只（温控单、2；）护

匹配 RF 联网： “    ”闪烁时，按“    ”键确认进入 RF 配对状态，“配对”文字闪烁，再按“    ”键进

入匹配 RF 联网状态，屏幕显示该设备的四位地址码会闪烁 , 同时需操作配对设备进入 RF 匹配

状态。

    以下设置功能均需在专业人员设置的状态下进行，其中有关温控器控制设置的一些功能请专业人员操作或在

专业人员指导下操作。

操作同上 [ 0、断电记忆；1、断电后通电开机；2、断电后通电关机 （默认 2） ]。

按“    ”键确认选择， 再次按“    ”键确认恢复出厂设置。

按“    ”键确认选择，操作“    ”和“    ”键设置 , 完成设置按“    ”键确认 [ 认默（ ℃8~8-围范改修

0℃） ]。

(已经成功匹配 RF联网的设备，RF图标会显示“已配对”字样 )

温控器故障代码
1、故障代码“E2”表示内置传感器异常
2、故障代码“E4”表示继电器断异常
3、故障代码“E8”表示外置传感器异常
4、故障代码“F1”表示功率超载
5、故障代码“F2”表示高温保护

快捷查询

1、外置传感温度查询：开机状态下长按“    ”    和“    ”两个键5S

℃505    ~35认默（ ℃08~℃5围范度温[上同作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