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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手册的版权归深圳市朗锐恒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所有，并保留所有的权利。本公司保留随时更改本手册的权

利，恕不另行通知。

本手册的任何一部分未经过本公司明确的书面授权，任何其他公司或个人均不允许以商业获利目的来复制、

抄袭、翻译或者传播本手册。

订购产品前，请向本公司详细了解产品性能是否符合您的要求。

本手册提供的资料力求准确和可靠。然而，本公司对侵权使用本手册而造成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免责条款

1. 我公司不承担控制器在安装替换或者维修过程中产生的人力开支或花费。

2. 质量保证不包含：1)控制器已超出保修期；2)最终用户未按照规范安装，错误使用而造成的控制器故障；

3)用户私自开机维修、改装造成损坏而造成的控制器故障；4)因意外因素包括人为原因（包括操作失误、私自拆

卸、野蛮搬运、输入非标准电压等）导致控制器故障；5)因自然灾害（如雷击、火灾、水灾、地震等）原因造成

的控制器故障。

3. 本公司控制器产品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和质量监控，然而某些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失误依然可能存在。由

于该控制器是运行在畜禽养殖场的环境控制系统中，控制器出现故障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用户应该提供充分的

备用和报警系统。这些系统应可以在控制器故障的情况下仍可以自动运行或提醒用户手动运行关键设备。对提供

此备用系统的疏忽，视为用户自愿承担所造成的损失。

4. 我公司环控器虽然可以自动控制相关设备自动运行，仍需要有人值守，定时巡查，并做好书面记录。及

时发现和处理异常情况。因用户未及时发现和处理造成的损失由用户负责。

5. 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都不对用户或第三方直接、间接造成的损失及人身伤害等承担责任。

6. 除以上明示的质量保证，我公司不做其他任何明示或隐含的关于控制器的保证。我公司否认并排除隐含

的适销性和适用特殊用途的保证。无人有权做出除我公司提供外的任何与控制器性能相关的保证或者表述。

7. 由于依赖本手册所载之任何信息所造成的或据称由此造成的损失或伤害，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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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介绍

1.1 产品简介

小窗控制盒是一款专门针对进风口控制的设备，可以通过 0~10v 控制开度，也可设定控制开度，甚至可以手

动强制开关，同时具备级联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一个控制所有进风设备。可自主独立设置参数。

1.2 功能简介

 220V 供电或 24V 供电

 时间或者电位计开度控制

 可自主设置小窗开关参数

 可自控或远控，甚至手动控制

 实时显示

1.3 面板简介

分两个区域显示，显示区域和旋钮区

显示区域

模式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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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电器参数

输入电源

220VAC±20%，50/60HZ 或 24VDC±10%

继电器负载

250VAC/10A，带保险丝保护

模拟输入输出

0~10V，用 120 欧电阻限制电流

电位计输入

0~10V，最大 1mA

机械

工作温度范围 ：-20℃至 70℃

尺寸（长*宽*高）：190*160*100mm

外壳 ：IP54 ABS

重量 ：约 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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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描述

2.1 模式说明

小窗控制盒一共有三种控制模式 分别为“手动”、“设定”、“自动”。

手动模式：通过控制盒手动控制设备开关，适用于用户前期设备调试和设备损坏应急。

设定模式：通过控制盒按键旋钮调节设备开关大小。

自动模式：接收外部自动控制信号，如：0~10V 对应 0%~100%；

2.2 显示说明

面板四位显示为：第一位表示模式，后三位表示数值。

模式分别为（H 手动）、（C 设定）、（A 自动），如下图（设定模式下，当前开度值 71%）。

通过旋转“按键旋钮”切换目标值和实时开度，如果使用电位计也会显示电位电压，当然目标值也是根据不同

模式显示不同目标值。如下图所示，t 代表当前为目标界面，后面数值为改模式下的目标开度。（结合上图，表示

额为设定模式下，目标开度为 71%）。

如果配置电位计，可旋转切换到模式 P 代表电位电压，用户调试和安装校准。

注意：手动模式不显示开度值所有开度值和目标值显示为“---”。

注意：校准时，开度显示为“CAL”直到校准完毕，开机就会进入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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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目标设定

不同模式下目标值取值方式不一样。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无法设置目标值（自动信号值都不显示），只有设定

模式可以设置目标值。旋转“按键旋钮”切换到目标值界面，按下“按键旋钮”进入可设置状态（显示屏数据会闪

烁显示），此时可通过左右旋转加减设置数值，设置完毕后，按下“按键旋钮”保存。

步骤：旋转 切换目标界面 > 按下 进入设置 > 旋转 加减设置 > 按下 保存。

注意：只有“设定模式”才能进入可设置状态。

2.3 参数设定

在主显示界面如左图，长按“按键旋钮”2 秒以上，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如右。同样第一位显示当前设置参数模

式，后三位代表数值。进入后可以通过“按键旋钮”旋转切换参数项目，共 8 个，

设置方式同目标值一致，通过按下进入可设置状态，旋转修改数值，短按保存，如果想退出，需旋转到“quit”

界面，短按退出。

目前设置参数共 6 种，功能两种，表示如下。

 N 代表 小窗全关到全关时长，单位：秒

 M 代表 小窗全开到全关时长，单位：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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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代表 电位情况下，小窗全关电压，单位 伏

 V 代表 电位情况下，小窗全开电压，单位 伏

 E 代表 控制模式，0 时间控制，1 电位计控制

 F 代表 级联输出目标选择，0 代表自动，1 代表设定

 CAL 表示校准

 QUIT 表示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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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线说明

3.1 界面布局

所有的接线都在下面板，下面板的布局图如下，

24VDC 电源

220V 电源

关继电器

开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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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4V 直流电机接线图

通过 24VDC 电源控制小窗，不需要外接 220V 电源，详细接线图如下，同时控制信号线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接入，

如果不需要，可不接入，不影响使用，参数需要根据实际配置（无电位反馈，小窗参数 E 配置为 0（采用时间控制），

有电位反馈，小窗参数 E 配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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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20V 交流电机接线图

通过 220V 电源控制小窗，不需要外接 24VDC 电源，详细接线图如下，同时控制信号线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接入，

如果不需要，可不接入，不影响使用，参数需要根据实际配置（无电位反馈，小窗参数 E 配置为 0（采用时间控制），

有电位反馈，小窗参数 E 配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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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制方法

位置控制有两种一种是时间控制，一种是电位控制，

4.1 时间反馈

通过时间计算实时位置。

必设参数：N 小窗全关到全开时长 M 小窗全开到全关时长

缺点：位置准度略差，开机会自动校准

优点：无需其它外部设备，接线简单，成本低

4.2 电位反馈

通过电位计实时反馈位置电压。

必设参数：N 小窗全关到全开时长 M 小窗全开到全关时长

优点：准度高，无需校准。

缺点：需设备具备电位计功能，同时需要多布线

4.3 级联输出

可以通过此小窗把目标参数传递到下个小窗，输出电压对应为 0~100%对应 0~10V

必设参数：F 级联输出目标选择，通过此参数设定目标选择源，可防止在调试时，其它小窗联动。

4.4 外部输入

通过外部 0~10V 输入电压控制小窗开度，0~10V 对应开度 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