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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 TM 奥托尼克斯 Autonics 温控表 Autonics 温控器 数字式温控器 PDF 说明书  

温度控制器 | temperature controller | 控温器 | PID 控制器 | 韩国 | 

 双重 PID 自整定温度控制器 |韩国 Autonics 温度控制器原理;  

温度控制器电路; 温度控制器设计; 温控器价格; 温控器原理 P 

 

单个产品可同时控制 4 通道/2 通道的温度控制器 

 

侧面连接头型节省布线工序，并通过 PC 设定参数，使用更便利的多通道模块型温度控制器 TM 系列，

单个产品以高速的采样速度，同时控制 4 通道(100ms)/2 通道(50ms)的输入/输出。通过侧面连接头，

无需另外配电源线和通信线缆即可扩展最大到 31 台，124 通道共同控制温度。通过 USB 专用线缆和

RS485 通信输出可以轻松实现在 PC 上进行参数设置以及显示，也可以实现加热/制冷同时控制。 ※ 

2 通道温度控制器即将面市 

主要性能 

* 产品可同时控制 4 通道/2 通道输入输出。 

* 可实现高速采样(100ms /50ms)  

* 通过模块间连接用的连接头，模块间的通讯和电源无需另外接线 

 : 最大可扩展 31 台(124 通道/62 通道) 

* 拥有加热/制冷同时控制功能 

* 可通过 PC 进行参数设定(USB 专用线以及 RS485 通信输出)  

 : 无偿提供 PC 参数设置使用软件 

 : 无需电源即可以通过 USB 专用线进行参数设置 

* 连接头连接方式更便于维护 

 : 传感器输入连接头, 控制输出连接头,电源/通讯连接头 

* 多种输入/多种范围 

* 主要使用场合 

 : 热处理电气，射出机,压出机等需要控制温度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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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举例  

 

  

 

型号构成 

  

 

规格/性能 



AUTONICS 奥托尼克斯热线 4006022002  价格表 PRICE LIST (CHINA BEIJING) 

北京       010-68008 911  Autonics 奥托尼克斯代理商 

广东省深圳 0755-83656701  Autonics 奥托尼克斯现货库存 

www.Autonics-Omron.com 在线查询 www.Omrons.com.cn 

继电器输出+SSR 输出（固态继电器输出） 

shunto@126.com   Autonics@ymail.com  shuntu@126.com 
3 

 

 



AUTONICS 奥托尼克斯热线 4006022002  价格表 PRICE LIST (CHINA BEIJING) 

北京       010-68008 911  Autonics 奥托尼克斯代理商 

广东省深圳 0755-83656701  Autonics 奥托尼克斯现货库存 

www.Autonics-Omron.com 在线查询 www.Omrons.com.cn 

继电器输出+SSR 输出（固态继电器输出） 

shunto@126.com   Autonics@ymail.com  shuntu@126.com 
4 

  

 

 

 

 

 

 

 



AUTONICS 奥托尼克斯热线 4006022002  价格表 PRICE LIST (CHINA BEIJING) 

北京       010-68008 911  Autonics 奥托尼克斯代理商 

广东省深圳 0755-83656701  Autonics 奥托尼克斯现货库存 

www.Autonics-Omron.com 在线查询 www.Omrons.com.cn 

继电器输出+SSR 输出（固态继电器输出） 

shunto@126.com   Autonics@ymail.com  shuntu@126.com 
5 

 

外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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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项 

 

TM 系列 Autonics 温控器型号： 

TM2-22RB; TM2-42RB; TM2-22RE; TM2-42RE; TM2-22CB; TM2-42CB; TM2-22CE; TM2-42CE;  

TM4-N2RB; TM4-N2RE; TM4-N2SB; TM4-N2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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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