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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本手册 

本操作手册介绍了智能控制器和智能控制器 plus 的功能和操作。 

与智能控制器相比，智能控制器 plus 还具有额外的信号输入和输出功能。智能控制器 plus 软件可为这

些额外的输入提供参数。说明书中介绍了相应的功能。 

本手册涵盖了控制器的全部功能。在温度控制设备中，其中一些功能是可选功能。实际功能基于

SINGLE 客户订单和技术规格。 

功能范围通过只能由 SINGLE 访问的出厂设置中的参数定义。这些会影响控制器的操作以及屏幕上的显

示。某些未启用功能的按钮和参数会被隐藏；这可能导致本手册中显示的图像与实际系统输出之间出现

差异。 

功能的稍后激活通常不能实现，因为这需要在温度控制系统中安装相应的功能组件。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SINGLE Temperiertechnik 客户服务。客户订单和技术规格中确认的所有功

能都包含在温度控制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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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界面和操作 

使用主开关打开温度控制系统也会启动智能控制器。启动过程需要几秒钟；在此期间会显示开始屏幕。  

完成启动过程后，控制器将显示工艺数据视图（“控制面板”）。  

 

 

 

智能控制器配有一个 7 英寸的触摸屏。此屏幕用于控制所有操作活动。 

屏幕分为顶部（灰色背景）的导航栏和控制面板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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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导航栏 

导航栏显示在所有菜单和所有操作状态中。它显示重要信息，用于快速导航。 

导航栏提供以下功能： 

 

 

 

符号 含义 

 

从单个菜单跳转到工艺数据视图（请参见 2 用户界面和操作）。 

始终显示当前实际温度（控制温度）。  

 

调出服务和信息菜单（请参见 2.3.1 服务和信息菜单）。 

 

调出功能菜单（请参见 2.3.2 功能菜单）。  

 

调出专家参数菜单（请参见 5 专家参数）。  

 

 

如果锁定功能被激活，则会出现挂锁图标。如果挂锁关闭，则设备的操作将

受到限制。（此功能将在下面进行说明。） 

 

显示警报列表（请参见 2.3.3 警报列表）。如果该字段闪烁红色，则表示当

前存在活跃警报；黄色表示警告。如果该字段为灰色，则表示当前没有活跃

警报。 

 

打开和关闭温度控制系统。绿色表示设备已打开。红色表示泵、加热和冷却

等被关闭。如果字段闪烁红色，则表示系统处于冷却模式，可更换或排空模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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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锁定  

可以锁定设备，以防意外操作。为此，请在专家参数/基本设置下输入锁定代码（请参见 5.1 基本设置）。 

激活锁定：  

如果操作锁定功能未关闭（请参见第 5.1 章），导航栏将显示打开的挂锁图标。  
点击此图标可激活锁定功能。在确认对话框中，确认提示。 
锁定功能被激活后，将显示关闭的挂锁图标。 

取消锁定： 
点击导航栏上的挂锁。输入解锁代码。  
如果代码正确，则会取消锁定。 

2.2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中间将显示的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  

 

 

 

 

实际温度是基于闭环控制的温度。在交付时，这是由闭环控制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介质离开设备之前

的最后一个测量点）。专家参数/设备控制下的“控制源”参数可以将外部传感器或返回传感器设置为用

于闭环控制。 

点击控制面板的中央区域以打开设定值调整屏幕。允许的值范围显示在输入窗口下方。点击“保存”以

确认任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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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显示屏左侧和右侧的象形符号表示系统的状态。 

 

符号 含义 

 

系统封闭处于打开或关闭状态（仅适用于加压水温机）。如果启用该按

钮，则表示可以使用它来配置系统封闭水温。 

 

泵按指示的旋转方向运行 
（箭头指向右：正常操作；箭头指向左：反向操作。例如，用于止漏功

能）。对于带速度控制的温度控制设备，该按钮已被事先启用，可用于

设置速度控制参数。 

 

接口符号： 

灰色：未启用接口或通信参数中未选择任何协议。 
蓝色（闪烁）：接口处于活跃状态，设备正在通过接口发送或接收数

据。 
蓝色（稳定）：已选择协议，接口操作被停用。 
红色（闪烁）：接口操作已激活，但无法建立通信。 

 

蓝色：通信通过网络进行。 
红色：通信不通过网络进行。 

这意味着什么？TT 

 

灰色：ECOTEMP 未启用 
绿色：ECOTEMP 处于待机模式 
蓝色：ECOTEMP 处于活跃状态 

 

用于输入温度设定值。 

 

底部的四个按钮显示了重要的过程变量。数值可能以彩色下划线标识。  

• 绿色表示该值在所需范围内或未输入任何值。 
• 黄色表示过程值不在所需范围内。 
• 红色表示警报，即设备的安全操作受到威胁。 

                       

根据设备设计，按钮将在两个值之间进行交替显示，如容器压力和工艺压力。点击按钮上的值可调节极

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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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按钮的值都以大字符在中心显示。这是当前的过程值。如果为相应的过程变量设置了警告或警报，

则这些警告或警报将显示在相应按钮的左侧（下限）或右侧（上限）。 

 

控制面板的右侧部分包含一个显示温度、调节比和泵速的图形。 

 

图形的左侧部分显示了相对于设定温度（绿线）的实际

温度（黑线）。 

图形的中间部分显示调节比。如果黑线位于顶部，则设

备在满负荷下加热。如果黑线位于底部，则设备在满负

荷下冷却；两者之间的位置对应于部分负荷。如果在中

间位置，则设备不会加热或冷却。 

图形的右侧部分显示了泵速。如果黑线位于顶部，则速

度为 100％。下面的位置对应于部分负荷。 

点击控制面板右下角的箭头按钮 可进入专家模式。 

 

专家模式 

在专家模式下，将显示额外的信息。它专为特殊应用或维修设备而设计。 

此处显示的数据包括以下内容： 

• 来自所有连接传感器的信号  
• 浮控开关的状态  
• “加热”或“冷却”调节比  
• 流量和压力（如果设备有相应的配置）  
• 所有阀门的输出  
• “泵”和“预接触加热”输出  
• 电动机断路器的状态  

 

下图显示了一个示例。 

 

 

显示器部件被连接到可选的传感器（如压力表）或执行器（如系统关闭阀）上。如果未安装这些可选组

件，则不会显示关联的值。  

点击右下角的箭头按钮 进入图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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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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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显示温度，右侧显示流速和压力。若要显示或隐藏单个值，请点击相应的按钮。 

其他控件： 

 

放大 

 

缩小 

 

全屏显示 

 

显示/隐藏网格 

 

从控制面板、专家模式或图形模式切换到另一个视图，然后返回，点击主页按钮会跳回到原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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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操作概念的概述 

导航栏可用于导航到其他屏幕。  

• 服务和信息  
• 功能 
• 专家参数 
• 警报列表 

下图显示了这些关系。 

 

 

          

 

                                                                     

服务和信息菜单                                                                                 警报列表 

 

                                                            

                                 功能菜单                                      专家参数菜单                              

 

                                                                                                                 

       参数输入屏幕 

 

点击“主页”按钮返回到制程界面。这些菜单将在以下各节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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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和信息菜单 2.3.1

切换到服务和信息菜单时，屏幕上会显示以下信息： 

• 设备编号  
• 运行小时数 
• 软件版本 
• 维护信息 

如果需要维修设备，则设备编号很重要；SINGLE 存储了每个设备编号的设备数据。 

 

 

 

以下按钮可供使用： 

 

重置为出厂设置 

点击重置按钮可将设备重置为“出厂时”的状态。在执行操作之前，会出现需要用户确

认的提示。 
注意：在重置过程中，自定义的参数将丢失！  

 

启动诊断过程 

如果图标显示为灰色，则不能启用诊断运转功能。 

 

向 SINGLE 发送维修请求 

如果图标显示为灰色，则表示此功能不受支持，或者没有有效的网络连接。 

 

执行更新 

若要使用此功能，必须插入一个包含软件子目录中程序数据的 U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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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服务合作伙伴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可在此处查看。 

 

USB 功能 

若要使用 USB 功能，请将一个格式化为 FAT16 或 FAT32 的市售 U 盘插入智能控制器

的背面。  
注意：由于技术的不同，无法保证每个 U 盘都能正常工作。 

使用 USB 功能按钮，可以执行以下功能： 

参数导出、参数修改、工艺数据、设备说明书、备件列表、消息（警报等）、从智能控

制器到 U 盘的程序和工具、参数导入。 

 

日志 

可用于存储文本条目。维护操作和更新会自动存储。 

 

维护 

温控系统必须在规定的运行小时数后进行维修。因此，一个工作小时数计数器会倒计

时。倒计时完成后，就会触发有关所需维护的消息。此外，时间也可在日历上倒计时。 

除设备维护外，温度控制系统还会跟踪其他组件的使用情况。如果标准的使用寿命已

过，则会生成相关消息。更换组件后，请重置计数器。  

 功能菜单 2.3.2

最重要和最常用的设备功能可以在功能菜单中进行配置。在专家参数子菜单中可以定义许多功能的进一

步设置（请参见 5 专家参数）。 

某些功能可被激活或停用。按钮周围的绿框表示已启用某个功能。 

以下按钮可供使用： 

 

温度警告 

使用温度警报按钮可以设置触发温度警报的限值，也可以使用该按钮来激活或禁用该功

能。其他参数可以使用专家参数/警报进行配置（请参见 5.4 警报）。 

 

 

止漏模式（可选） 

如果激活此功能，则会导致泵旋转方向反转。这将导致泵以抽吸模式运行以阻止水从泄漏

处溢出。  

此功能仅适用于开放式系统或低于系统关闭温度的条件。如果启用了止漏模式，则泵输送

的介质较少；这会对模具的温度平衡产生不利影响。流量传感器仅在一个方向上测量流

量。因此，流量显示将被抑制，没有与流量相关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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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模式（可选） 

接口模式的先决条件是在主系统和温度控制系统之间具有一个含适配电缆的适配主系统

（例如注塑机）。 

如果激活此功能，则设备将通过数字接口接收命令（如设定值、接通设备）并返回过程值

和警报。  

 

 

模具排水（可选） 

所有模具排水的先决条件都是系统必须完全冷却，否则设备仍处于加压状态。 

如果激活此功能，则在关闭设备后将立即排空温度控制系统和所联装置。其他参数可以使

用专家参数/设备控制进行配置（请参见 5.2 设备控制）。 

 

 

泵超限 
如果激活此功能，温度控制系统和所连装置在关闭设备后将立即冷却（仅适用于带热交换

器的温度控制系统）。其他参数可以使用专家参数/设备控制进行配置（请参见 5.2 设备控

制）。 

有关泵超限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3.1 打开/关闭、泵超限章节。 

 

 

泵控制（需要自选配置） 

如果激活此功能，泵将以全功率运行或以降低的速度运行。使用专家参数/泵控制（请参见

5.6 泵控制（仅限配备了可选变频器的情况））还可以设置降低速度的其他选项。 

 

 

自优化 

自优化用于为 PID 温度控制器的 P、I 和 D 分量确定合适的参数。其目的是尽可能快地达

到设定温度，同时将过冲降至最低。  

该程序将在第 5.3 章中进行详细解释。 

 

 

换水 

例如，温度控制系统有时会将水抽入冷却水出口并吸入淡水，以便分配额外的水质稳定

剂。其他参数可以使用专家参数/设备控制进行配置（请参见 5.2 设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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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TEMP 

对于循环过程，中断所联装置的加热/冷功能却可能非常有意义。这可由 ECOTEMP 功能

完成。其他参数可以使用专家参数/ECOTEMP 进行配置（请参见 5.7 ECOTEMP）。 

 

 警报列表 2.3.3

警报显示在此屏幕中。 

 

 

报警表示设备出现故障，如液位过低或电动机断路器跳闸。如果发生了警报，则会在导航栏中显示黄色

或红色感叹号。  

黄色感叹号表示“警告”；这表示一个小故障；设备将继续运行。  

红色感叹号表示警报。根据故障的严重程度，整个设备或仅加热器将被关闭。在制冷设备中，压缩机可

能会关闭。  

此外，控制面板还会显示一个红色条，其中包含简短的警报描述。 

最新的警报显示在警报列表的顶部。将显示以下信息： 

• 警报创建的日期和时间 
• 错误代码 
• 错误文本/简短说明  

点击 以确认警报；警报仍保留在屏幕上，但字段颜色会变为灰色。点击 从屏幕上删除警报，但它

仍存储在后台。故障尚未排除的警报将重新生成并再次显示。  

 

点击滚动条上方的 以清除整个警报列表。如果插入了 U 盘，请点击 将警报植入存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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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度控制系统的操作 

3.1 打开/关闭、泵超限 

当接通电源电压并在主开关上打开温度控制系统时，智能控制器也会启动。启动过程需要几秒钟。 

电源电压中断后将重新启动 

如果电源电压中断或系统在主开关上关闭，则在电源电压恢复或系统重新接通后，控制器将进入“准备

运行”状态。在电源电压频繁中断的环境中，温度控制系统最好在电源电压恢复后立即自动启动。  

这可以通过将重启锁定参数设置为“关闭”来实现（在专家参数/设备控制下，请参见 5.2 设备控制）。

电源电压接通后，系统会自动启动。 

灌装 

将灌装参数设置为“自动”（在专家参数/设备控制下，请参见 5.2 设备控制），以便温度控制系统在打

开后自动开始灌装（如果为空的话）。只有当设备连接到合适的电源时，才可以使用冷却水进水口进行

灌装，或者使用单独的灌装进水口（参见设备配置）。使用油作为传热介质的温度控制系统通常需要手

动灌装。  

达到足够的灌装水平后，泵将启动，系统也将应用指定的设定温度。 

通过信号触点打开/关闭 

系统也可以使用信号触点打开和关闭。为此，必须先手动打开设备。客户可以使用此触点（请参见 7 引
脚分配）。系统可以手动打开，也可以在接口操作中使用开关命令打开。  

警报列表 

如果系统无法打开，请参阅警报列表中的故障说明（如电源故障、电动机断路器跳闸等）。请注意，显

示警报最长可能需要 10 秒。 

关闭和泵超限 

根据设置（在功能/泵超限下，请参见 2.3.2 功能菜单），设备不会立即关闭，而是进行冷却（泵超限）

和/或排水。  

如果温度控制系统中没有安装（可选的）热交换器，则泵超限功能的冷却仅通过热量损失来实现。由于

泵为回路带来了额外的能量，因此温度可以稳定在关闭温度以上的值。然后，系统不再自动关闭。 

排水 

系统冷却后，如果选择了模具排水，它将关闭或排空联机装置（请参见 2.3.2 功能菜单）。只有当设备

配备了内置模具排水装置时，才有可能实现此功能。为了保护设备和冷却水管，系统在冷却前不能排水。

如果泵超限参数设置为“关闭”，则设备在排水前将冷却至 60°C 的预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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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通过外部触点/重启锁定来打开/关闭 

温度控制系统也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方法远程打开和关闭： 

通过外部触点打开/关闭  

控制器的端子板具有通过外部浮动触点打开和关闭设备的输入。此触点的出厂设置为“高”（24 V 
DC）。要操作设备，必须将“开/关”输入设置为逻辑“1”，并且必须手动打开设备。如果“开/关”

输入设置为逻辑“0”（0 V），则设备将关闭。将输入设置回逻辑“1”会重新打开设备。在手动关闭

设备之前，远程打开和关闭设备将一直有效。设备始终可以手动在显示屏上关闭。 

通过接口打开/关闭 

先决条件：必须启用通过接口的操作。 

各种接口支持切换。有关接口操作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专家参数/通信（请参见 5.5 通信）。 
 

泵超限（开/关）和关闭温度（开）参数会影响两个选项。如果设备被远程关闭并启用了泵超限参数，则

设备将冷却至达到关机温度。 

3.3 灌装系统 

磁性浮控开关将监控和控制灌装过程。浮控开关的开关触点通常设计为常开触点，以适应不断上升的液

位。 

水加热系统：在自动灌装过程中，温度控制系统中的灌装阀将一直打开，直到触点发出“满”信号为止。

在设备打开之前，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油加热系统：油加热系统通常需要手动灌装。它们只能被灌装到最低触点处。如果液位达到“满”位，

系统将触发“溢流”警报并关闭加热。 

如果液位低于“空”值，则将触发警报。泵将关闭以进行自我保护。根据操作状态的不同，关闭可能会

有短暂的延迟。 

如果系统在空载时开启，则不会生成警报。温度控制系统需要被灌装，或者在灌装参数设置为“自动”

的情况下，将自动灌装。在系统被一次性灌满后液位下降至“空载”触点以下时，才会生成警报。 

如果系统连续灌装的时间超过指定的灌装监控参数，则会假定存在严重泄漏。系统将停止灌装并触发警

报。 

该系统配有一个“海洋时计”，用于监测轻微泄漏。为此，系统在运行期间会对灌装周期进行计数。如

果超过灌装周期次数，也会触发警报。对于初始灌装过程，海洋时计在海洋时计开始时间内被禁用。  
海洋时计开始时间和灌装周期次数可在设备控制下的专家参数中进行设置（请参见 5.2 设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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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系统关闭（仅限加压水温机） 

为确保水加热温控系统能够在高于 90°C 的温度下运行，必须对系统进行加压。为此，该系统包含一个

阀门，可以关闭水回路，防止与大气接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建立防止水蒸发的压力。  

关闭在系统关闭温度下发生，该温度可使用系统关闭温度参数在专家参数/警报和极限值下进行配置（请

参见 5.4 警报和限值）。 

控制器启动时，阀门保持关闭。在关闭状态下，阀门也保持关闭；排水后可能会立即和短暂地打开阀门，

以便通风。 

系统关闭温度也是止漏功能的一个重要参数，由于物理原因，它在加压区域中不可用  

3.5 流量测量 

如果温度控制系统配有流量传感器，则控制器将显示水流量。由于物理原因，不能显示低于最大流量约

10%的值。温度控制系统不应在低于此值的范围内运行，因为有意义的能量传递和温度控制需要一个最

小流量。  

最小流量可以使用参数进行调节（请参见 5.4 警报）。如果值低于此阈值，则会触发警报。  

由于物理原因，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实现流量测量，如果设备在相反方向上在止漏模式下运行，则值的显

示和警报的触发将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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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温度控制 

闭环和开环控制设备可以有不同的操作状态。系统仅在正常运行期间将温度维持在所需的设定值；在其

他操作状态（如排水）中，控制输出被设置为“零”。使用一系列控制参数，可以以许多不同方式影响

实际控制行为。这些参数在控制参数一节中的专家参数一章中进行了描述（请参见 5.3   



 

21 

 

温度控制）。 

有关控制行为的描述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在第一步中，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输入（如温度传感器）之间进行选择。还存在许多设定值 - 固定的、可

变的（斜坡）或外部定义的（模拟或通过接口）设定值。 

控制器使用输入信号和参数来确定控制变量。 

操作状态和警报的影响将根据需要对控制变量进行校正，例如，如果有膜温报警，则“加热”调节比被

设置为“零”。 

输出描述了用于控制执行器（如阀门）的各种输出的激活。 

4.1 控制传感器 

默认情况下，控制传感器提供用于闭环控制的温度值。 

如果外部传感器参数（在专家参数/设备控制下，请参见 5.2 设备控制）被设置为“外部”，则外部传感

器的温度信号将用于闭环控制。如果不存在传感器信号（如传感器未连接或有缺陷），则闭环控制返回

到控制传感器并输出警报。  

此外，温度控制系统也可以使用来自返回传感器的温度值或通过现场总线传输的实际温度作为闭环控制

的依据。  

 

  

选择实际值和

设定值 
闭环控制 

运行状态和警

报的影响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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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温度控制的设定值 

默认情况下，设定值参数用于闭环控制。设定值只能在设定值下限/上限参数（请参见 5.4 警报和限值）

指定的限制范围内输入。  

但是，其他设置可以覆盖设定值。以下优先级顺序适用： 

优先级 1（接口模式）： 

如果启用了接口模式，则传输的设定值将用于闭环控制并覆盖任何其他指定的设定值。 

如果未激活接口模式，则以下情况适用： 

优先级 2 模拟外部设定值（仅适用于智能控制器 plus）：  

如果设定值选择参数被设置为“外部设定值”，则外部设定值输入的输入信号将用于闭环控制。 

优先级 3：  

如果设定值选择参数被设置为“设定值 2”或活跃输入 2 设定值被设置为“1”，则第二个设定值将用

于闭环控制。 

优先级 4 程序：  

如果程序处于活跃状态，则程序会动态生成设定值。 

否则，闭环控制将采用设定值参数的值。如果传输的设定值超出了设定值下限/上限参数，则设定值下限

或上限将用于闭环控制并输出报警。 

4.3 温度控制 

温度控制器可以是一个 PID 控制器，也可以是一个与制冷单元结合使用的双位控制器。调节参数可以在

温度控制部分的专家参数下找到。 

如果温度控制使用了由于放置不当而具有过长死区时间的外部传感器，则为了防止严重过冲，将采用级

联控制。死区时间是控制变量改变（如打开冷却阀）后一直到这种变化对传感器产生影响的时间。  

如果温度偏离大于级联控制 dT 参数中设置的值，则加热或冷却将受到限制。这给予了控制系统足够的

时间，以使温度变化在调节比增加之前发生。因此整个系统不易出现过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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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D 控制行为 4.3.1

控制器使用标准控制工程变量。 

所有控制参数都可分别为加热和冷却进行设置。 

将为加热和冷却产生单独的驱动信号；不能同时加热和冷却。加热总是通过 PID 控制器实现，而冷却则

通过 PID 控制器或双位控制器实现，冷却主要用于具有主动压缩机冷却的设备。 

 双位控制器的控制行为  4.3.2

这是一个带滞后的经典双位控制器。滞后可以分别在设定值之上和之下进行调整。双位控制器仅影响冷

却输出。加热输出具有 PID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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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家参数 

专家参数分为以下几类： 

 

 
 

选择其中一个菜单项后，会出现一个列出了各个参数的屏幕。 

 

 
在左侧，列出了各个参数；在下面的白色字段中，列出了位于中心的当前设置。如果存在上限和/或
下限，则它们会在左侧或右侧以灰色字符显示在白色字段中。选择一个字段以更改参数。然后，屏幕

右侧将显示一个数字字段或一个选项，具体取决于参数的类型。进行任何更改后，点击“保存”；否

则，将不会应用新设置。如果输入了非法值，例如，该值过高，那么将不会应用此值。 

选择参数后，右下角会显示该参数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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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本设置 

使用按钮进行基本设置。  

可以进行以下设置： 

语言 

选择所需的语言。 

压力单位（仅适用于可选的压力传感器） 

可在巴和 psi之间间间间力间位。 

如果出厂时未安装压力传感器，则此选项/按钮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显示将被抑制，并且不

会创建警报。 

流量体积单位（仅适用于可选的流量传感器） 

可在 l/min、m
3/h 和gal/m in之间间间流速体间间位。  

如果出厂时未安装流量传感器，则此选项 /按钮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显示将被抑制，并且不会创建警报。 

计量单位 

可在摄氏度（°C）和华氏度（°F）之间选择温度单位。  

对于°C，可以在整数和小数之间选择温度显示值。 

操作锁定 

在注销代码下输入四位数代码。您还可以选择是否锁定所有输入，或者是否仍然可以调整设定值。出

于安全原因，始终可以打开和关闭设备。 

如果注销参数未设置为“OFF”，则顶部的导航栏会显示一个打开的挂锁图标（请参见 2.1 导航

栏）。 

锁定必须被激活才能生效。 

激活锁定：  
点击显示的符号（打开的挂锁），以激活锁定。在确认对话框中，确认提示。 
锁定功能被激活后，将显示关闭的挂锁图标。 

取消锁定： 
点击导航栏上关闭的挂锁。输入解锁代码。如果代码正确，则会取消锁定。 

注意： 如果激活锁定时忘记代码，请联系 SIN G LE服务部门获取解锁代码。这需要6位数的设备编号。 

 

5.2 设备控制 

使用设备控制按钮可以进行设置以控制设备逻辑。  

可以进行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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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时间 

如果选择了模具排水，则此参数将用于定义排水过程的持续时间（请参见 2.3.2 功能菜单）。 

手动/自动灌装 

此参数可定义是手动灌装还是自动灌装设备（请参见3.1 打开/关闭、泵超限） 。  

手动或自动灌装需要相应的液压系统准备工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技术规格或订单确认书。 

切换控制 

如果设备已相应设置好，可以通过外部控制器进行闭环控制。它可以直接控制温度控制系统内的加热和冷却，而无需使用智能控制器。设
备监控不受影响。 

间接/直接冷却 

如果在液压系统中安装了相关选件，则可以将冷却切换为直接冷却。这增加了较低温度的冷却能力。   

温度控制装置的间接冷却意味着冷却水会流经热交换器。冷却水供应回路包含一个由温度控制器控制的电磁阀。 

在直接冷却的情况下，冷却水直接供给加热回路。 “冷却”控制输出直接影响“灌装”输出，因此可启动灌装阀。必须停用海洋
直接冷却。  

由于这种直接冷却转换也可用于加压温度控制装置（温度高达 200°C），因此必须满足以下框架条件： 
系统关闭阀必须打开才能进行直接冷却，以便热水可以通过系统关闭阀流入冷却水出口，即直接冷却只能冷却到系统的关闭温度。 

泵超限的关闭温度  

该参数定义了泵超限冷却阶段需要达到的温度。独立于此参数，冷却阶段必须始终达到系统关闭温度，以确保系统不受压。   

设置值来源  

此参数定义了要使用的设定值。默认情况下，系统将应用指定的设定值；但也可以使用其他值进行闭环控制（设定值   

智能控制器 plus间可提供一个模间间定间（ 0 - 10 V ， 
4 mA - 20 mA ） 。 

控制来源 

该参数定义了将用于闭环控制的实际温度。选择包括：控制传感器、外部或返回传感器或通过现场总线接口的信号。 

外部传感器类型 

此参数向控制器指示了所连接的传感器类型。选择包括：PT 100、J、L、K 热电偶元件类型、0 - 10 V
或 4 mA - 20 mA。 

实际值输出（仅限智能控制器 plus） 

此参数用于定义将哪些实际温度值分配给模拟输出。选择包括：控制传感器、外部或返回传感器或通过

现场总线接口的信号。 

海洋时计的开始时间和周期 

此参数用于监控泄漏（请参见 3.3 灌装系统）。“开始时间”过去后，海洋时计开始对一个小时内的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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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周期进行计数。如果计数超过了周期下设置的值，系统将触发警报。 

灌装监控 

此参数定义了灌装的持续时间。如果超出了此处指定的时间，系统将关闭，因为可能存在重大泄漏或者存在供应问题。系统将触发警报。   

注意： 激活直接冷却的设备不会产生警报。 

重启锁定 

此参数定义了设备在接通工作电压后是否应自动启动（自动启动需要将重启锁定设置为 “关闭”）。 

图形分辨率 

此参数定义了图形模式下的时间分辨率。   

 

换水配置（仅适用于水加热设备） 

换水的目的是将水从系统中泵出，例如，以便在之后能够立即再供应调节水。如果设备包含换水选项，则换水可以在切换后手动完成，也
可以作为定时过程完成。   

抽水时间由换水时间控制；对于定时配置，换水间隔参数定义了抽水的频率。本设备配置为自动灌装。如果使用加压水温机的换水功能，
则必须确保设备可以通过适当的冷却水压力或通过集成在温度控制系统中的增压泵进行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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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温度控制 

温度控制按钮用于配置影响温度控制行为的参数。 

可以进行以下设置。 

设定值     

此参数是通常使用的设定值。它可以直接在控制面板内进行调整。  

设定值 2 

此参数可用于定义备用设定值。设置值来源参数（参见5.2 设备控

制）可用于切换到第二个值；此外，设定值终端触点（参见智能控制器 plus端子接线图）可用于在常规和第二个设定。  

加热/冷却调节比 

这些参数可用于设置调节比并将有效输出限制在 0到100％之间，以减慢加热或冷却过程。如果联机装置不适用于过快的加热
可以指定这里的限值。 

XP、TV 和 TN 控制参数 

XP 、T
。  

XP 是放大因子。如 

TN 是确保系统达到设定值（这无法通过过冲，请增加此参数。如果偏差
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变，即使系统尚未达到 100％的调节比，也可以尝试减小此参数。  

TV 是差
致温度偏离太多且系统尚未达到 100％的调节比，您可以尝试增加TV值。 

不要加热死区范围  

此参数定义了设定值周围的死区。以非常低的调节比操作系统可能会导致交替冷却和加热。为避免出现

这种情况，您可以定义不进行冷却或加热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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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加热/冷却的周期时间 

基于百分比的调节比被转换为加热和冷却阀的二进制开 /关行为。调节比为70％意味着执行器的打开程度为70％；关闭程
/ 关”周期始终与“切换周期 

增加/减少设定值斜坡 

如果用电设备对快速的温度变化很敏感，则可以使用增加/减少设定值斜坡参数来降低上升/下降速度。

该值以 K/min 输入。 

级联控制 dT（仅与可选的外部温度传感器接头相连） 

与外部传感器连接时需要级联控制，以防止温度的任何振荡。将传感器放置在离温度控制介质太远的地方会导致设备响应时间和传感器检
测到这种变化的时间（死区时间）之间出现时间延迟。这可能导致控制器受到过度调节，使整个系统陷入温度振荡。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当控制温度超过设定值加上级联控制 dT的值时，控制器将关闭加热。  

例： 设定温度为 150°C，dT为10 K。 
当控制传感器达到 160°C时，即使外部传感器指示较低的值，系统也会关闭加热。 

冷却采用了相同的原理，即当控制温度低于设定值减去级联控制 dT的值时，冷却将被关闭。 

这使外部传感器有足够的时间来检测变化。系统不会再出现过度调节，而是与外部传感器的变化同步加

热/冷却。 

打开/关闭冷却滞后 

对于具有压缩机冷却的设备，当温度达到“滞后打开”温度时，冷却将被打开，当温度达到“滞后关

闭”温度时，冷却将被关闭。输入值必须为与设定值的差值。  

例：设定值为 25°C；在 26°C 时打开，在 23°C 时关闭。 
参数必须设置如下： 
- 冷却滞后打开：1 K 
- 冷却滞后关闭：2 K 

对于带有两台压缩机的冷却设备，第二个压缩机的开/关点可以在冷却 2 下单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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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温的极限值/公差 

特别是在以油为介质的传热系统中，为了防止油在加热时过度升温，可以在达到过高的温度之前限制调节比。如果膜温达到限制膜温参数
中定义的水平，则调节比会降至零。   

但是，可以平滑地过渡到此值：降低率由公差膜温值确定。    

例： 如果公差膜温为270℃且公差为10 
K ，则调节比在高   

 

自动自优化 

自优化可为 PID 温度控制器的 P、I 和 D 分量确定合适的参数。其目的是尽可能快地达到目标温度，同

时将过冲降至最低。在功能菜单中可启动自优化（参见第 2.3.2 章） 

如果启动了自优化，则会启动一个例行程序。系统将冷却到设定值以下约 13°C 的温度。如果在打开自

优化功能时设备仍在 13°C 或远远偏离设定值，则不会进行初始冷却。控制器会在设定温度的方向上控

制设备；在超过设定值附近的最大值后，设备将冷却一段时间。这意味着自优化期间的温度不在设定

值，在此期间可能会出现不好的情况。 

由于设备和受控系统（所联装置）与温度相关，因此最佳控制设置也与温度有关，从而在设定温度下进

行优化非常有意义，设定温度在以后的过程中也会用到。在自我优化过程中，不得改变外部环境，并且

必须保持较低的干扰。 

由于该设备可以在自我优化过程中冷却到设定值以下约 13°C 的温度，因此设定值必须至少比可达到的

最低温度高出约 20K。温度控制系统可达到的最低温度是冷却水温度，而制冷系统可达到的最低温度是

制冷系统的最低温度。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循环水没有足够的防冻剂，冷却到接近零的温度会造成霜冻

损坏。 

如果在自我优化期间设备未达到所需温度，则系统将中止优化并继续使用旧参数。 

一旦有警报发出，或在已激活串级调节装置的情况下超出内部调节温度的极限值，并从而导致加热装置

关闭，则自优化装置中止运行（参见“5.3 dT 串级调节装置”章节）。因此必须在启动自由化装置前停

用串级调节装置。  

激活后，将出现一个包含“自优化”文本的对话框。点击“开始”确认；点击“取消”以中止该过程。  

选择“开始”将启动自我优化过程。在运行时，会显示另一个窗口，其中包含状态信息和随时中止该过

程的选项。在该过程运行时，用户将无法进行干预。 

如果选择“取消”，则智能控制器将返回到“工艺数据”视图。 

自我优化可在无过冲的情况下实现保守值。如果需要更快的温度调节，可以逐渐减小 Xp 值，直到获得

所需的结果。  

 

 

手动自优化 

为此，必须手动将用于加热和冷却的控制器参数 Xp设置为零。这将导致系统开始振荡，温度在设定值处波动。这意味着自优
度不在设定值，在此期间可能会出现不好的情况。 

为了计算，测量了一个完整振荡的时间，在下面称它为 Ts。此外，还测量了振荡幅度的最低和最高温度值之间的温差 dX。 

然后计算参数： 

           Xp ，加热  = dX  / 22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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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p ，冷却  = dX / 110 * 100％ 

           Tv = 1/10 * Ts （加热和冷却） 

           Tn = 1/2 * Ts （加热和冷却） 

这些计算出的参数必须手动输入。如果系统仍然倾向于出现过冲或波动过大，则可以逐渐将 Xp值增加约25％。  

 

5.4 警报和限值 

警报和限值按钮可用于设置警报。 

大多数警报不会在发生故障后立即激活，而是有 10 秒的延迟。这有助于防止可能会关闭系统的错误警

报。 

温度报警配置 

此功能与温度警报有关。温度警报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触发：相关温度参数可在 “设备配置”下进行设置（参见2.3.2功能菜单）。 

可以定义以下值： 

• 信号值 
此处输入的值将被添加到设定值。如果实际温度达到此总值，则会触发警报。 

• 极限值 
此处输入的值是绝对值。如果超过此值，则会触发警报。 

• 比较器 
此处输入的值定义了设定值附近（包括向下和向上）的工作范围。如果在任一方向上超出此范围，则会触发警报。 

• 具有待机功能的比较器 
此模式类似于比较器模式，但最初禁用了警报的触发。在实际温度达到比较器的工作范围之前，禁用不会被撤销，即当实际温度在稍
后超出工作范围时，才会输出警报。 

如果修改了设定值，则在新工作范围内的温度再次达到比较器的值之前，会再次禁用警告。相关的信号值、极限值和比较器值位于温度警
告值参数中。  

设定值上限/下限 

此参数用于定义设定值的上限和下限。   

设定值只能在设定值下限和上限之间的范围内输入。如果外部源（模拟设定值规范或接口）输入或指定了这些极限值之外的设定值，则输
入值被限制为此处输入的最小值或最大值。 

“出水口”警告 

除了媒介供应线路中的实际控制传感器之外，许多系统还安装了第二个媒介供应传感器来监测媒介供应

情况。该传感器测量的温度值可触发警告。  

“膜温”警报 

设备中安装了单独监控加热温度的膜温传感器。当警报被激活并且超过警报值时，除了发出警报信号之

外还将关闭加热。 

“回水温度”的警告 



 

32 

 

如果设备配有一个返回传感器，当该传感器测量的温度值超过此处配置的值时，则会生成警告。  

“dT”警告 

如果供应和返回之间的差值超过此值，则会触发警告。   

系统关闭温度 

加压装置在此值以下打开，以确保整个液压回路的通风。如果达到系统关闭温度，系统将封闭（与大气隔离），并可能积聚压力。在系统
关闭温度以上，包括连接软管 /管道和联机装置在内的整个系统可能会加压。  

“流量”警报 

如果流量低于此值，系统将触发警报。该系统需要一个最小流量来润滑泵并带走加热器产生的热量。最小流量也有助于确保适当的温度控
制。用户不应更改指定的警报值。 

与“流量低于极限间”不同，此间置的目的是保间间间的功能。 

在（可选的）止漏模式中，介质以相反的方向流过流量传感器，测量无法进行。因此，不会触发警报。 

“流量低于极限值”警告  

如果值低于此阈值，则会触发警报。与最小流量不同，此参数的目的是保护工艺所需的流量。   

“流量高于极限值”警告  

如果值超过此阈值，则会触发警告。  

“压力高于极限值”警报  

如果供应侧的测量压力高于高压参数，则会触发警报。 

“压力低于极限值”警报  

如果供应侧的测量压力低于压力过低参数，则会触发警报。 

设备在报警情况下停机 

如果激活此功能，则只要发生任何警报，设备就会关闭。 

5.5 通信 

通信按钮可用于配置使用哪种协议等通信详细信息。设置必须与主系统的设置相匹配。  

如果系统配备了接口并且选择了协议，则智能控制器会传输工艺数据（温度、报警状态等）。  

在接口操作中，接口图标以蓝色闪烁。  

如果您的温度控制系统没有配备接口，那么您可以使用各种额外计费的接口和协议来改装您的系统。如

有兴趣，请联系 SINGLE 服务部门。 

除了最终指定的接口之外，还有 SINGLE 特定的协议。协议规范可向 SINGLE 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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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器可以通过本地网络与 Single Smarthub 进行通信。为了与 Smarthub 进行通信，必须在温度

控制设备上启用一次 Smarthub。这可通过允许 Smarthub 连接参数来完成。激活后，设备可以连接 30
分钟。如果 DHCP 服务器将分配 IP 地址，则必须在 DHCP 下激活此设置。IP 地址显示在下面的字段中。

此参数也可用于手动分配 IP 地址。但是，只有在 DHCP 参数为“关闭”时才能手动输入 IP 地址。 

5.6 泵控制（仅限配备了可选变频器的情况） 

仅当温度控制系统中安装了可选的变频器时，此功能才可用。泵控制器可控制泵速来实现节能的操作。 

点击泵控制按钮进入设置参数屏幕。 

“泵控制”模拟输出可控制影响泵速的变频器。对于这里描述的所有功能，都需要有一个最小流量，以

便轻松调节温度。因此，最小流量被限制在最大流量的 30％以内；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正常运行的过

程可能需要更高的下限。  

泵控制选择  

该参数定义了应使用哪个程序来控制泵速。 

可以使用以下选项：  

固定输出水平：   
泵以固定的输出水平运行。 

所需流量：  
泵受到调节，以保持规定的流量值。 

差值 dT（自动操作）：  
泵速根据温度控制过程的需求自动进行调节，以使生产过程以尽可能低的泵能耗运行。  

此外，通过与供应压力表结合，泵压力可以限制在“最大压力”值。  

固定输出水平 

此参数用于设置相对于最大速度的固定速度。 100％是满载。最低可接受速度为30％，以满足温度控制的最低要求。由于功
是速度的平方根，因此泵在 30％速度下的能耗小于电机额定功率的10％。 

所需流量值（仅与流量测量结合使用） 

此参数用于配置流量。系统控制器将保持该值。 

如果设定值高于设备所能产生的最大值，则泵将满负荷运行。要获得正确的温度控制结果，指定的流速不得低于最大流速的   

闭环控制采用 PID控制器进行。如果控制行为未达到应用所需的结果，则可以使用Xp流量、TV流量和TN流量参数进行调整（见下文
。  

差值 dT（仅限配备了可选的回温传感器） 

此参数可设置流入和返回之间的温差。 

泵速缓慢降低。在此过程中，将监测流入和返回之间的温差。当达到此处设置的 dT温差时，将停止减速。 

在此过程中，仅当设定值与实际温度之间的差值小于 1 
K 时，速度才会降低。温度控制也需要最小流量   

Xp 流量、TV 流量、TN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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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参数会影响泵的控制行为，以实现所需流量值功能（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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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ECOTEMP 

ECOTEMP 是一个可选功能，它通过将水流重定向到内部旁路来中断温度控制过程（在注塑成型过程中

通常进行冷却）。 

ECOTEMP 按钮可用于打开和关闭该功能。如果该功能处于活跃状态，则控制面板中的 ECOTEMP 图

标会闪烁绿色或蓝色。  

ECOTEMP 只能在设备开启时激活，而不能在止漏模式下激活。 

ECOTEMP 模块可产生通过模具的间歇性流量。它可控制温控系统的冷却和非冷却时间。在循环过程中，

分级控制注塑模具的温度在工艺、模塑部件的表面和强度以及成本效益方面提供了许多好处。 

此外，此功能还提供一个监测功能，可使温度控制系统在指定时间段后进入待机模式（P：计时器待机

模式）。在待机模式下，温度控制设备将根据第二个设定值运行。 

在 ECOTEMP 输入端，控制器需要 24 V 信号。响应在状态从 0 V 更改为 24 V 之后做出。在温度控制

系统的出厂状态下，ECOTEMP 连接的一个触点配备了 24 V 电压，以便通过关闭 24 V 和 ECOTEMP
输入之间的浮动触点在控制器上提供所需的信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备随附的电路图。 

ECOTEMP 输入从“低”切换到“高”（从 0 V 到 24 V）后，非冷却延迟时间开始。此时，模具执行

温度控制（冷却）。 

这段时间过后，实际的非冷却时间开始。在此期间，设备处于旁路模式，模具未被冷却。如果系统包括

可选的变频器，温度控制系统会在非冷却期间将泵速降低到“固定值”（在泵控制屏幕上设置）。  

 

 

 

 

 

 

 

 

 

 

新周期 
开始 

周期 
开始 

非冷却时间 
的延迟 

周期 

非冷却时间 

无新的周期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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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待机时间结束后没有收到新信号，那么系统会将温度调节到待机温度，即设定值 2。 

输出（ECOTEMP 输出）和输入信号（ECOTEMP 输入）在专家模式下显示。这里可以监控输入和输出

信号。  

5.8 程序 

程序按钮可用于查看温度曲线，而非正常模式下的恒定温度。曲线由直线组成。一条曲线最多可包含

20 个直线部分。  

每个部分（程序步骤）在开始和结束时都有一个温度值并有一个持续时间（以分钟为单位的输入）。  

启动程序后，将执行第一个程序步骤。初始值用作温度控制的设定值。在第一个程序步骤的持续时间内，

温度设定值不断变化，以便在这段时间过后能达到最终的温度值。  

例：初始值为 50°C，最终值为 65°C，持续时间为 3 分钟。  
程序从 50°C 开始，并不断升高温度。一分钟后，温度达到 55°C；两分钟后，温度达到 60°C，依

此类推。 

如果程序包含多个步骤，则会不停歇地连续执行这些步骤。原则上，一个步骤的最终值可能与下一个步

骤的初始值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温度设定值会跳转。控制器试图跟上这里指定的曲线。然而，由于整

个系统的热惯性，跳转无法实现。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具体取决于系统。 

 

 

 

 

点击 按钮以创建新程序。输入程序名称，然后点击“确定”按钮进行确认。程序将被创建。最初，

它只包含一个程序步骤。点击 图标以编辑程序。指定此步骤的起始温度、结束温度和持续时间。  

点击程序行中的小 按钮以附加更多程序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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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起始值与前一步骤的最终值不匹配，则会在设定值曲线中发生跳转。 

点击 可删除程序步骤。选择名称字段以编辑名称。 

点击 以完成编辑程序。程序可以在稍后进行修改。这在程序运行时无法执行。 

点击 以复制程序。 

最多可编程 10 个程序，每个程序允许有 10 个单独的步骤。  

 

点击程序名称旁边的图标以启动该程序。图标将变为绿色，并显示一个带箭头 的符号。再次点击图

标可将程序切换到重复模式。这由带有两个箭头 的符号表示。再次点击该图标会立即关闭该程序。  

启动程序的先决条件是设备已打开且未处于接口模式。由于存在不同的设定值源，请注意其他参数配置

（另请参见 4.2 温度控制的设定值）。 

点击 可将所有程序复制到 U 盘。程序以程序名称被存储为单独的文件。  

点击 以将程序从 U 盘加载到温度控制系统。这将复制存储在指定“程序”目录中的所有程序。具有

相同名称的程序不会被复制。  

要删除某个程序，请点击 以将其选中，然后点击 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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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模具 

温度控制系统可用于不同的最终产品，这可能需要不同的温度控制设备参数配置。模具按钮可用于存储

参数，然后将它们应用于特定模具。 

 

点击 以创建新模具并存储此模具的当前参数。点击图标后，系统将首先提示输入模具名称。 

最多可以保存 20 个模具参数。  

点击灰点打开模具后，指示灯将变为绿色。如果此时修改了参数，则当前参数配置将不再与模具参数匹

配。所做的更改不会自动保存在模具中。因此，点的颜色会变回灰色。 

点击软盘图标 以更新版本。模具数据将被当前参数覆盖。或者，在更改参数后，点击 图标。新模

具数据记录将被创建。 

 

如果插入了合适的 U 盘，也可以通过点击行上的 U 盘图标来下载和上传模具参数。点击 可将模具从

U 盘复制到设备上。如果存储盘上一个或多个数据记录保存在“werkzeug”（“模具”）目录下，则可

以使用这种方法。 

点击 可删除模具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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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计时器 

控制器包含一个电池供电型时钟。计时器按钮可用于在一周中的任何一天打开和关闭设备。必须为每天

指定打开和关闭的时间。请注意，如果使用计时器，则不得关闭设备上的主开关。 

5.11 偏移值 

由于老化，传感器可能会失去一些准确性。为了补偿由于老化引起的测量误差，可以为每个测量值存储

一个偏移值。各个值列在第 8 章的参数列表中。 

智能控制器 plus 包括一个模拟设定值输入/实际值输出。“模拟值 4..20mA/0..10V”以及“0V / 4mA 时

的温度”和“10V / 20mA 时的温度”下的菜单可用于校准此功能。 

• 可以在 0 - 10 V 或 4 mA - 20 mA 之间进行选择。 
• 可以定义模拟传输范围开始和结束时的温度。  

例如，如果温度范围在 50°C 和 150°C 之间相关，则 0V / 4mA 时的温度参数被设置为 50°C；10V / 
20mA 时的温度参数被设置为 150°C。如果设定值现在被指定为 5 V 或 12 mA，则控制器会将其转化

为 100°C 的设定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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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软件更新 

可以通过 USB 端口更新软件。若要使用此功能，必须插入一个包含软件子目录中程序文件的 U 盘。 

点击导航栏中的维护图标，然后调出服务和信息菜单。 

点击 并启动软件更新。 

此过程需要几秒钟。在此过程中，电源电压必须保持接通，即设备已连接且主开关处于“开启”位置。 

如果无法完成更新过程，则必须使用设备的主开关关闭电源 10 秒钟。然后控制器将以旧程序启动。  

更新完成后，必须在重新启动之前关闭电源电压 10 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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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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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数列表 

备注：设置范围采用公制单位。如果未启用设备的相关功能，则某些参数将被隐藏。 

 

8.1 功能 

名称 值范围 至 功能 仅限 SCC 
plus 

温度  警告   温度警告值  

止漏 开、关  设备控制下的其他参数配置  

通信 开、关  接口操作；通信下的其他参数配置  

模具 

排水 

开、关  关闭前为模具排水；设备控制下的其他参数配

置 
 

关机之前进行冷却 开、关  关机之前进行冷却；设备控制下的其他参数配

置 
 

泵速 开、关  转速 100％或受限；泵控制下的其他参数配置  

自优化   启动自优化  

启用换水 开、关  激活换水功能  

ECOTEMP 开、关  激活水功能 ECO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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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基本设置 

名称 值范围 

从 

至 功能 仅限 SCC 
plus 

语言 多种   设备显示屏幕上的使用语言  

温度单位  C; 0,1C; F  温度显示  

压力单位 关，巴，PSI  压力的测量单位  

流量单位 关，升/分钟；立方米

/小时；加仑/分钟 
 流量的测量单位  

日期     

时间     

夏令 开、关    

操作锁定  关；开/关；开/关和

设定值  
 阻止用户操作的锁定  

注销代码 ****  用于锁定和解锁的锁定代码，由用户指定  

服务访问   仅适用于 Single 服务团队  

测试间隔安全阀 0 20,000 在这段时间过后，会生成一条警告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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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备控制 

名称 值范围从 至 功能 仅限 SCC 
plus 

排水时间 关，10 秒 900 秒 设备模具排水的吹出或抽出时间，按秒计算  

灌装 手动/自动  手动意味着手动执行设备的灌装。 

自动意味着自动执行设备的灌装。 

 

外部调节 开、关  如果外部控制设置为 ON，则加热和冷却将由外

部控制器激活。 
 

冷却 间接/直接  使用热交换冷却或直接冷却  

直接冷却仅适用于水操作设备 

 

关机温度  10°C 100°C  关闭后，泵将继续运行直至达到此温度  

设定值的选择 设定值或设定值 2 或  

外部设定值（可选） 

 在设定值之间切换 X（外部设定

值） 

控制来源 内部、外部、来自工

艺或通过现场总线 
 选择使用哪个温度作为闭环控制的依据  

外部传感器类型   PT100、J、K、L 热电偶元件类型、0-10V、0-
20mA 或 4-20mA 

 

海洋时计的开始时间 5 分钟 120 分钟 在不监控灌装周期的情况下的启动时间  

海洋时计的周期 关；1 40 设置对应于运行 1 小时后最大允许的灌装周期  

最大灌装时间 关；1 99 设置以分钟为单位；如果灌装时间较长，则会

中止灌装过程并并关闭设备（仅适用于自动灌

装） 

 

重启锁定 开、关  网络重置后将重启锁定 

• off =  重启锁定未激活 
• on =  重启锁定已激活 

 

图形分辨率 1 分钟 24 小时 记录器的缩放  

控制外部传感器 内部、外部  基于外部传感器的温度控制（仅适用于已在出

厂参数中启用的情况） 
 

换水配置 关，手动，打开后，

通过计时器  换水功能 
 

换水时间 1 秒 30 秒 换水周期的持续时间  

换水间隔 1 分钟 30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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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温度控制 

名称 值范围 至 功能 仅限 SCC 
plus 

设定值 
最小设定值 最大设定值 

最小设定值 

最大设定值 

 

设定值 2 
最小设定值 最大设定值 

最小设定值 

最大设定值 

 

加热调节比 0 100 以％为单位  

冷却调节比 0 100 以％为单位  

XP 加热 关, 0,1 99.9 以％为单位，控制系统的比例范围  

TV 加热 关, 1 200 按秒计算，控制系统的速率时间  

TN 加热 关, 1 1000 按秒计算，控制系统的重置时间  

XP 冷却 关, 0,1 99.9 以％为单位，控制系统的比例范围  

TV 冷却 关, 1 200 按秒计算，控制系统的速率时间  

TN 冷却 关, 1 1000 按秒计算，控制系统的重置时间  

死区无加热 关, 0,1 10   

切换加热的周期时间 1 秒 240s 用于从 10 秒开始的混合输出  

切换冷却的周期时间 1s 240s   

设定值斜坡增加 关, 0,1 99.9 以 K/min 为单位  

设定值斜坡 

减少 
关, 0,1 99.9 以 K/min 为单位 

 

冷却滞后打开 
0.5 K 10 K 

仅适用于冷却设备 

 

 

冷却滞后关闭 0.5 K 10 K 仅适用于冷却设备  

冷却滞后 2 打开 0.5 K 10 K 仅适用于具有两个功率级别的冷却设备  

冷却滞后 2 关闭 0.5 K 10 K 仅适用于具有两个功率级别的冷却设备  

设备内部出水温度的限制 关；1 100 K 外部传感器的供应流量温度限制  

膜温限制 关；100 400°C 当达到此值时降低调节比   

膜温公差 1 20 K 用于限制膜温的调节比降低的程度  

 

  



 

46 

 

8.5 警报 

名称 值范围 至 功能 仅限 SCC 
plus 

配置温度警告 

1 4 

配置警告输出 

•  = 信号触点  
•  = 限制触点  
•  = 限制比较器  
• = 具有待机行为的限制比较器 

 

温度警告值 关；0.1 400   

最大设定值 最小设定值  最大极限设定值对应于设备的最高温度  

最小设定值  最大设定

值 
以°C 为单位；可用于预先选择设定值设定范

围的起始值 
 

出水温度警告 关；0 400 供应流量的温度警告（不适用于冷却）  

膜温超限 关；0 400 加热温度报警  

回水温度的警告 关；0 400 回流温度  

dT 警告 关；-100 100 监测供应流量和回流流量之间的温差  

系统关闭温度 

关；35 95 

在加压水装置中，液压系统与大气完全隔离。 

水：系统关闭的预选温度，以°C 为单位 

油：只能在配置值以下提取  

 

流量警报 
关；0 2000 保护设备，确保设备正常运行；仅适用于普通

泵功能  
 

流量低于极限值的警告 关；0 2000 保障生产过程；仅适用于普通泵功能  

流量高于极限值的警告 关；0 2000   

压力高于极限值的警报 关, 0,1 40.0   

压力低于极限值的警报 关, 0,1 40.0   

设备在报警情况下停机 开；关  安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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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通信 

名称 值范围 至 功能 仅限 SCC 
plus 

地址 1 255 输入设备地址。如果多个设备在同一接口上运

行，则必须配置不同的地址。 
 

协议 关闭  • Arburg 协议处于激活状态 
• KraussMafei 协议处于激活状态 
• Dr. Boy 协议处于激活状态 
• Engel 协议处于激活状态 
• 现场总线 
• Modbus 
• Elotech 
• SPI 

根据启用的接口进行选择 

 

波特率 

关, 0,3 19.2 

用于对接口的传输速度（波特率）进行编程。

可能的设置： 

OFF = 未配置波特率 

• 1.2 = 1.2 波特 
• 2.4 = 2.4 波特 
• 4.8 = 4.8 波特 
• 9.6 = 9.6 波特 
• 19.2 = 19.2 波特 
• 38.4 = 38.4 波特 

 

数据格式 

  

用于对接口的数据格式进行编程。 

数据格式包括： 

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停止位。可能的设置： 

7E1、7o1、7E2、7o2、7n2、8E1、8o1、
8n1、8n2 

 

 

状态 --- 数据交换 接口状态  

切换 RS232/485 20mA TTY   

Smarthub 开；关  允许连接到 Smarthub  

DHCP 
  允许 DHCP（DHCP 服务器自动分配 IP 地

址） 
 

IP 地址   设备的网络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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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泵控制 

名称 值范围 至 功能 仅限 SCC 
plus 

模式 泵控制模式： 

1.)固定控制变量（％） 

2.)受到调节的固定体积流量（仅限 Plus） 

3.)自动 dT：如果 dT 小于设定值的 50％并且|设定实际温度|> 1°C，则为工艺窗口，

速度每分钟将降低 1％（仅限返回传感器） 

 

泵固定值 30 100  以％为单位  

泵固定流量 0 100.0 以升/分钟为单位；   

泵最大压力 0 25 巴；泵压力限制在略低于此值  

差值 dT 0 10 供应和回流温度之间允许的最大温差  

XP 泵 关, 0,1 999.9 以％为单位，用于速度控制的控制系统的比

例范围 
 

TV 泵 关, 1 200 按秒计算，用于速度控制的控制系统的速率

时间 
 

TN 泵 关, 1 1000 按秒计算，用于速度控制的控制系统的重置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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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偏移量 

名称 值范围 至 功能 仅限 SCC 
plus 

内部偏移量 关，-199 199°C 内部控制传感器的偏移量   

回流口传感器的偏移量 关，-199 199°C 返回传感器的偏移量  

外部传感器的偏移量 关，-199 199°C 外部传感器的偏移量  

出水口压力的偏移量 关，-199 199°C 供应流量传感器的偏移量  

薄膜偏移量 关，-199 199°C 膜温传感器的偏移量  

冷却调节比的偏移量 0 100 ％，调节比  

设定值，实际值输出 0-10V；4-20mA  模拟输入和输出的配置 X 

0V/4mA 时的温度 MR 开始 MR 结束 模拟输入和输出的配置 X 

10V/20mA 时的温度 MR 开始 MR 结束 模拟输入和输出的配置 X 

流量计量的偏移量 -1.00 1.00 mA 或 V  

阈值流量 0 500 mV；低于此阈值，不显示流速  

出水口压力的偏移量 -1.00 1.00 mA 或 V  

压力容器的偏移量 -1.00 1.00 mA 或 V  

 

 

8.9 ECOTEMP 

名称 值范围 至 功能 仅限 SCC 
plus 

开始非冷却周期 0 100  X 

非冷却周期的持续时间 0 1000  X 

到待机模式的持续时间 0 2000  X 



 

50 

 

9 警报列表 

 

代码 状态 文本 帮助文本 

H100 A 供电网络的至少一个相缺失 检查供电网路的电气连接和保险丝 

H1001 A 
控制传感器短路或低于测量范围

的下限 传感器或传感器的电气连接故障。如有必要，请检查并更换传感器 

H1002 A 传感器控制中断或超出测量范围 传感器或传感器的电气连接故障。如有必要，请检查并更换传感器 

H101 A 电源的旋转磁场方向不正确 转动电气连接处的两相 

H1022 A 
膜温传感器短路或低于测量范围

的下限 传感器或传感器的电气连接故障。如有必要，请检查并更换传感器 

H1023 A 膜温中断或超出测量范围 传感器或传感器的电气连接故障。如有必要，请检查并更换传感器 

H1026 A 膜温超限 

加热器的传热太低；检查是否有足够的流量（清洁过滤器、检查与模具的连

接、检查模具是否有沉积物或堵塞物）。 
检查加热元件是否有沉积物。在安装和使用速度控制器时，增加泵的速度。

超过最大膜温时，将触发警报消息。 
如果在警报和限值下的设置中关闭了膜温警报，则检查设定值上限（在警报

和限值下设置）。 

H1027 A 超过流量温度 

检查是否有足够的流量（清洁过滤器、检查与模具的连接、检查模具是否有

沉积物或堵塞物）。在安装和使用速度控制器时，增加泵的速度。如有必

要，请在警报和限值下的设置中降低警告值。 

H1080 W 流量传感器处的电流小于 4mA 检查传感器和传感器的电气连接 

H1083 W 
压力膨胀容器传感器处的电流小

于 4mA 检查传感器和传感器的电气连接 

H1084 W 出水口传感器处的电流小于 4mA 检查传感器和传感器的电气连接 

H1100 H 启用参数设置错误。   

H1101 H 设备控制参数设置错误。   

H1103 H Ecotemp 参数设置错误。   

H1104 H 报警参数设置错误。   

H1105 H 通信参数设置错误。   

H1106 H 泵速参数设置错误。   

H1107 H 换水参数设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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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108 H 温度控制参数设置错误。   

H1109 H 出厂设置参数设置错误。   

H1111 H 无法读取或写入日志   

H1112 H 无法读取或写入消息   

H1113 H 密码丢失或者无法读取或写入   

H1114 H 
程序列表丢失或者无法写入或读

取程序。   

H1115 H 
模具列表丢失或者无法读取或写

入   

H1116 H 
计时器设置丢失或者无法读取或

写入   

H1117 H 无法读取或写入内存   

H1150 H 流量传感器的配置无效。   

H2010 W 缺少外部启用 
客户可以通过外部 24V 信号或连接板引脚 1 上的触点接通设备。缺少此接通

信号，因此无法打开设备。请分别提供信号，检查电气连接。 

H2020 W 液位几乎为空 使用“手动灌装”配置灌装系统；通过“自动灌装”配置确保充足的供水 

H2030 W 流量低于极限值 

检查集污器、与联机装置（模具）的液压连接，并检查联机装置是否有沉积

物和堵塞物。在安装和使用速度控制器时，增加泵的速度。 
如有必要，请降低警告值（在警报和限值下设置）。 

H2031 W 超出流量上限 通过计量水龙头调整流量或检查警告值参数（在警报和限值下设置） 

H2040 W 维护间隔到期 对温度控制系统进行维护，并在服务菜单中确认维护 

H2041 H 安全阀的测试间隔到期 检查安全阀（在服务菜单中确认检查，然后重置维护） 

H2050 W 低于设定值下限 
来自接口或程序的外部设定值输入低于或超过允许的设定值下限/上限。请检

查外部设定值规格。 

H2051 W 超出设定值上限 
来自接口或程序的外部设定值输入低于或超过允许的设定值下限/上限。请检

查外部设定值规格。 

H2059 W 出入口温差超过限定值 

出入口温差超过警告值检查是否有足够的流量（清洁过滤器、检查与模具的

连接、检查模具是否有沉积物或堵塞物）。在安装和使用速度控制器时，增

加泵的速度。 
如有必要，请在警报和限值下的设置中增加警告值。 

H2060 W 
出水口传感器短路或低于测量范

围的下限 请检查传感器的连接。如果未检测到任何错误，请更换传感器 

H2061 W 流量传感器中断或超出测量范围 传感器或传感器的电气连接故障。请检查并在必要时更换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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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070 W 
回口温度传感器短路或低于测量

范围的下限 请检查传感器的连接。如果未检测到任何错误，请更换传感器 

H2071 W 回流控制器中断或超出测量范围 传感器或传感器的电气连接故障。请检查并在必要时更换传感器 

H2075 W 
外部传感器短路或低于测量范围

的下限 请检查传感器的连接。如果未检测到任何错误，请更换传感器 

H2076 W 
外部传感器中断、未连接或超出

测量范围 传感器或传感器的电气连接故障。请检查并在必要时更换传感器 

H2078 W 
冷却水入口传感器短路或低于测

量范围的下限 请检查传感器的连接。如果未检测到任何错误，请更换传感器 

H2079 W 
冷却水供应传感器中断或超出测

量范围 请检查传感器的连接。如果未检测到任何错误，请更换传感器 

H2081 W 
冷却水出口传感器短路或低于测

量范围的下限 请检查传感器的连接。如果未检测到任何错误，请更换传感器 

H2082 W 
冷却水出口传感器中断或超出测

量范围 传感器或传感器的电气连接故障。请检查并在必要时更换传感器 

H2084 W 
电机温度传感器短路或低于测量

范围的下限 请检查传感器的连接。如果未检测到任何错误，请更换传感器 

H2085 W 
电机温度传感器中断或超出测量

范围 传感器或传感器的电气连接故障。请检查并在必要时更换传感器 

H2086 W 
容器传感器短路或低于测量范围

的下限 请检查传感器的连接。如果未检测到任何错误，请更换传感器 

H2087 W 容器传感器中断或超出测量范围 传感器或传感器的电气连接故障。请检查并在必要时更换传感器 

H2101 W 温度低于极限值 

如有必要，请在警报和限值下的设置中降低警告值。 
排除温度控制不足的原因，例如，控制器参数（温度波动）、加热功率不足

（设备未达到目标温度） 

H2102 W 温度高于极限值 

如有必要，请在警报和限值下的设置中增加警告值。 
排除温度控制不足的原因，例如，控制器参数（波动温度）、冷却能力不足

或冷却水过热（设备未达到目标温度） 

H2112 W 回口温度超过限定值 

检查是否有足够的流量（清洁过滤器、检查与模具的连接、检查模具是否有

沉积物或堵塞物）。在安装和使用速度控制器时，增加泵的速度。如有必

要，请在警报和限值下的设置中降低警告值。 

H2130 H 
控制传感器作为外部传感器的备

用品 外部传感器出错或未正确连接。因此，系统现在将调节控制传感器。  

H2130 H 
控制传感器作为外部传感器的备

用品 外部传感器出错或未正确连接。因此，系统现在将调节控制传感器。  

H2132 H 
流量传感器作为调节传感器的备

用品 控制传感器出错。因此，在紧急模式下，系统现在将控制流量中的传感器。  

H2133 A 无温度信号，必须关闭设备 无法为控制确定温度信号 

H2134 W 不释放加热 请联系 Single 服务部门 

H2135 W 
返回传感器作为控制传感器的备

用品 
控制传感器出错。因此，在紧急模式下，系统现在将控制回流中的传感器。

检查控制传感器 

H2140 H 无法使用 U 盘 尝试另一个 U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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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141 H 导出/导入出错   

H2160 W 低于最小压力 

检查压力损失的原因：液压连接短路或并联负载过多，泵性能下降，传感器

故障。  
如有必要，请在警报和限值下的设置中降低警告值。 

H2161 W 压力超限 

检查高压原因：外部体积过大（只有当加热过程中出现过压时），联机装置

或过滤器堵塞（部分），传感器损坏。  
如有必要，请在警报和限值下的设置中增加警告值。 

H2180 H 工艺日志文件损坏   

H2185 H 无法打开备件列表   

H2200 W 自我优化中止 
由于温度波动太大，自我优化被中止。避免外部干扰，让设备运行几分钟并

重新启动自我优化。 

H2210  H EAROM 故障  请联系 Single 服务部门 

H2211 H 现场总线故障   

H2212 H 校准失败 请联系 Single 服务部门 

H2213 A 流量监测器显示流量不足 清洁集污器，确保联机装置（模具）有足够的流量 

H2301 W 
现场总线传输的实际温度超出了

测量范围 请检查传感器 

H4001 W 控制柜中的温度过高 
清洁控制箱中的空气过滤器，确保环境温度足够低。如有必要，请检查风扇

的功能。 

H4002  W 在泄漏传感器处检测到泄漏 检查设备是否有泄漏 

H4003 W 电机温度过高  检查安装情况和环境温度  

H4004 W 冷却水的压差太低 检查冷却水供应、冷却水连接和集污器的冷却水 

H4005 W 集污器堵塞 清洁集污器 

H5001 H 服务票证已启动   

H5002 H 需求部件的货号：备件请求   

H600 A 电机保护/FC 已准许 
检查或解锁电机保护开关或变频器。如果反复出现错误，请检查泵的电流，

必要时更换泵 

H601 W 第二台泵的电机保护开关已触发 
检查或解锁泵 2 的电动机保护开关或变频器。如果反复出现错误，请检查泵

的电流，必要时更换泵 

H700 H 无法加载设置语言。   

H710 A 高压恒压器已触发 
请对高压监测器进行复位，然后关闭设备并将其打开。如果反复发生：根据

操作说明采取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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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20 A 防冻装置已触发。 重启：更正错误，然后关闭并打开设备。请联系 Single 服务部门 

H721 A 内部冷却器回路中的传感器故障 检查控制器输入“供应”处的传感器。这可以监控内部循环 

H722 W 
内部冷却器回路中的设定温度尚

未达到 等待，直到达到设定温度或在报警参数点增加循环泵的开关参数 

H725 A 低压恒压器已触发   

H730 A 安全温度限制器已触发 通过确认错误消息重置安全温度限制器。 

H800 A 浮控开关故障 必须更换浮控开关 

H810 A 超过最大灌装时间 

检查整个系统，包括模具是否有泄漏。检查罐装压力是否足够；对于没有补

水泵的加压水温机，供给压力必须高于系统压力。检查供水的冷却水接头，

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检查单独的灌装接头，检查浮控开关是否有间隙。如有

必要，检查灌装阀。如有必要，在设备控制下的设置中增加允许的灌装时

间。 

H811 A 设备溢流 

已达到浮控开关的最大值：原因可能是油灌装过满或外部体积过大。对于传

热系统，油只能灌装到浮控开关的最小值。当温度升高时，油就会膨胀。出

于安全原因，已关闭加热。减少油箱中的油量；检查外部体积是否大于已移

除的值（在设备说明书的技术规格中已指定）。 

H812 A 设备为空 

对于水温机和手动灌装配置：添加或加满水 
对于水温机和自动灌装配置：正确连接冷却水入口并等待灌装，确保充足的

灌装压力。如果设备未灌满，请检查灌装压力是否足够。对于没有补水泵的

加压水温机，供给压力必须高于系统压力。如有必要，检查灌装阀。 
对于油温机和手动灌装配置：添加或加满油 

H820   设备或联机装置发生泄漏 
海洋时计会报告设备灌装过满。查找并修补联机装置（模具）、管路、管道

和设备中的泄漏。 

H830 A 流量低于极限值 

检查集污器、与联机装置（模具）的液压连接，并检查联机装置是否有沉积

物和堵塞物。在安装和使用速度控制器时，增加泵的速度。 
如有必要，请降低警告值（在警报和限值下设置）。 

H831 A 流量控制器故障 检查、清洁流量传感器，必要时进行更换 

H840 H 模具数据结构缺陷   

H990 H I/O 板缺失 请联系 Single 服务部门 

H993 A IO 板报告连接错误 
IO 板检测到与控制器的连接中断。如果此警告与“I/O 板缺失”警报一起发

生，请检查连接电缆是否接触不良。 

H994 A 设备已启动 智能控制器在用主开关关机或电源中断后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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