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M 系列 单回路智能测控仪
使用手册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以免错误操作，无法实现预期效果。
本手册要与《CTM 系列单回路智能测控仪用户参数表及型号说明》（以下
简称《用户参数表》）配合使用，以便于理解。






具体型号参见《用户参数表》中“仪表型号释义”章节
例如：CTM-1PP01-MM-V4-Z
这台仪表的面板尺寸为 1 型（160mm×80mm），控制方式为位式控制（P），输

入信号为 Pt100（P01），通过位式控制方式控制两路继电器报警输出（MM），同
时有 DC24V 馈电输出（V4）和打印输出(Z)

注： 位式控制与 PID 控制的区别：
控制的区别：

PID 控制时，能够把温度、湿度等物理量控制在恒定的目标值，波动幅度小；

位式控制时，容易产生过冲现象，会在目标值附近波动。

℃ ，如果用位式控制方式，加热设
备加热到 30℃时，停止加热，但设备的余温，依然能够使环境中的温度
达到更高，相反，环境中温度低于 30℃时，加热设备重新开始工作，但
加热设备加热到目标值，需要一定的过程，此时环境中温度会继续下降，

面板说明

2.3 输出规格：
输出规格：

继电器无源触点输出 AC250V/6A
电压脉冲（SSR）输出 DC12V/30 mA
单相可控硅过零触发可控制 5 ～300A 的可控硅导通
标准信号控制输出（1～5V、4～20mA 等）
标准信号变送输出（1～5V、4～20mA 等）
RS485 通讯输出
打印输出（文字打印、曲线打印）
馈电输出 （ DC24V 、AC24V 等）

1.2 型号定义：
型号定义：


4.

。

测量精度：0.5 级（0.5%F.S.）
工作温度：-10℃～50℃
隔离电压：>1500VAC
电磁兼容：IEC61000-4-4（快速瞬变脉冲群），2KV/5KHZ；
IEC61000-4-5 （浪涌）4KV。
消耗功率：4W

1.1 主要特点：
主要特点：

使用工业级 CPU，功能强大，设计成熟，仪表具有很高的抗干扰能力。
采用先进的 PID 智能调节算法，具备自整定功能。
可选择多种输出模式，能广泛满足各种应用场合的需要。
对输入信号预处理。如：平方、开方、指数、对数运算等。
宽输入电压范围（80～260VAC）。
辅助电源输出：为外部小功率设备提供电源支持。
具有强大的扩展输出功能。

热电偶：K、E、J、N、T、S、B、R、Wre3-Wre25
热电阻：Cu50、Pt100
标准信号： 电压 0～5V、0～10V、0～50mV、0～250 mV、1～5V
电流 0～20mA、0 ～10mA、4～20mA
电阻 0～80Ω、0～400Ω、
输入类型及对应的测量范围参见参《用户参数表》中“附表 1”

2.2 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

1．概述

1)
2)
3)
4)
5)
6)
7)

3) 当热电偶输入时，要用针对该热电偶分度号的专用补偿导线。
4) 当热电阻输入时，要用低阻率导线或要求3根延长导线有相同的阻值

2.1 输入规格：
输入规格：

仪表接线

3.



仪表外壳相应的一侧附有接线图，不同类型的仪表接线方式有所不
同，具体接线参照仪表自身配置的接线图

5.
5.1

操作说明

显示状态：
显示状态：
仪表接通电源，显示软件版本号、输入类型后，自动切换到设定/监视模式。





设定/监视模式为常规模式，一般为测量值 SV、设定值 PV 显示状态。

具体参数

仪表内部设置有三种参数模式：常用参数、特殊参数、工程师参数（

参见《用户参数表》）

以 CTM1 的一种类型接线图为例，
的一种类型接线图为例，说明接线方法。
说明接线方法。

仪表操作模式的种类与切换方法见下图：
仪表操作模式的种类与切换方法见下图：

例如：通过一加热设备，使环境中温度保持在 30

最终使得环境中温度在目标值附近波动。如果 PID 控制时， 仪表可以通过对目
标值和测量值的运算，对输出进行调节。使得环境中的温度恒定在目标值。

1.3 仪表维护：
仪表维护：

1)
2)
3)

本产品应尽量安装在通风、干燥位置，以便热量的散失。
仪表表面污点可用软质干布擦拭，严禁用可挥发、易溶解的类似稀释剂的
物品擦拭本产品，以免产品变形或脱色。
如果仪表误差超出范围，通常是由于潮湿、灰尘或腐蚀气体所致，可对产
品进行清洁及干燥处理，清洁本产品时，安全起见，请断开电源。若无法
恢复精度或其它故障导致仪表不能正常工作，可将仪表送回公司检修。
4) 本产品提供一年的免费维修，如果是用户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坏，或已经超
过保修期限，需要收取适当的维修费用。（凡返修的仪表，请务必写明故
障现象，以便仪表能够获得全面的维修）

技术规格

2.

13、14 端子为电源输入端，外接 80～260VAC 电源；
22、23、24 为信号输入端（当三线制热电阻输入时，热电阻单线端接 22 端，
两短路端接 23、24 端；两线制热电阻输入时，23、24 短接。热电偶和电流/
电压输入时，“+”端接 22 端，“-”端接 23 端。）；
AL1、AL2 为报警输出端，OUT1 为 PID 控制输出端，连接外部控制设备；
4、5 端为变送输出端，5 端为“+”，4 端为“-”；
6、7 端为通讯输出端，7 接 A（正）端，6 接 B（负）端；
20、21 端为 DC24V 馈电端，21 端为“+”，20 端为“-”；
注：仪表的其它功能接线方法参见仪表本身接线图
接线注意事项：
接线注意事项：

1) 严禁信号端与电源端接反，否则会造成仪表永久性损坏。
2) 类似热电偶、标准电压/电流输入，馈电输出等有正负方向的端子，
接线应注意接线方向。

注：
①

LCK 是特殊参数设定模式下的一个参数代码。

②

如果 35 秒以上没有按键操作,，仪表自动返回设定/监视模式下的 PV / SV
监视状态。

③

短按：按键时间小于 3 秒

200.0；（长按 键或 键超过 5 秒，数值将快速加减）

请在确认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执行自整定功能：

长按：按键时间大于 5 秒

* LCK=0；
* 仪表处于本地自动 PID 运行模式；

基本操作：
基本操作：

5.2


* 仪表输入信号正常，无异常显示；

参数切换

* 仪表输出限幅合理。

常用参数”进行切换。如下

1） 在设定/监视模式下，短按 SET 键，可以对“
图：

1）

3）保存设定值（SV）
短按 SET 键，保存变更了的设定值（SV）。显示切换至下一个参数




2） 在设定/监视模式下，长按 SET 键，可以进入“
键，可以对“特殊参数”进行切换。如图：

特殊参数”，再短按 SET

如果 35 秒以上不进行按键操作，仪表自动返回 PV/SV 监视模式；在这种

2） 自整定（AT）完成后，仪表自动更新 PID 常数，并返回 PID 控制状态；
此时，设定目标值 SV 窗口右下角的 AT 指示灯熄灭。

其他常用参数、特殊参数及工程师参数的设定，也请按同样的步
骤进行。

如果需要中止自整定（AT）
，参考上述自整定的启动方法，使 Atu = 0，
然后短按 SET 键保存。

部分参数详解

自整定（
自整定（AT）的自动中止条件

6.

工程师参数”，再短

3） 进入特殊参数后，设置参数 LCK 为 3，可以进入“
按 SET 键，可在“工程师参数”间切换。如图：



在“特殊菜单”中设置 A t u=1，按 SET 键保存。
此时返回设定/监视界面（长按 SET 键），可以看到设定目标
值窗口右下角的 AT 指示灯闪烁

数值调整后，必须短按 SET 键保存。
场合下，变更了的设定值（SV） 不被保存。

 由于仪表的功能或设置的报警方式不同，有的参数不显示。

自整定（
自整定（AT）的启动方法

6.1 常用参数
 A1L /A2L /A3L/ A4L ：第 1/2/3/4 路下限报警点
测量值小于设定值时，仪表对应的继电器吸合。
 A1H/ A2H/ A3H /A4H：
/A4H：第 1/2/3/4 路上限报警点

满足以下任一条件时，仪表自动中止自整定（AT）
：
* 变更了目标值、输出限幅等相关参数;
* 切换至手动模式、远程模式;
* 仪表输入信号异常；
* 仪表重新通电；

测量值大于设定值时，仪表对应的继电器吸合。



报警参数代码注释

* 自整定（AT）功能开启 9 小时未关闭。



Pb: 过程偏差值

由于传感器导线等因素使得仪表显示的温度与实际温度不一致

时，可以通过设置该参数去除此偏差，即将仪表测量温度与该值

警告！

相加后作为 PV 值显示。如：实际温度为 28.0，但仪表测量值为 26.0，
即说明测量系统带来偏差 2.0，需将 Pb 值设为 2.0，以消除系统误

工程师参数的内容是指与使用条件相一致的、由工程技术
人员最初设定的数据。此后，在通常的适用范围内，不需
要变更，如果随意修改，可能会导致仪表误动作与故障。


注：以上参数内容详见《用户参数表》
。
用户参数表》
修改参数值：
修改参数值：
在非设定/
在非设定/监视状态，
监视状态，按∧或∨键，可以对任何参数数值修改，
可以对任何参数数值修改，再按 SET
键保存参数数值。
键保存参数数值。

例如：设定 PID 控制目标值 SV，设定 SV=200.0。

1）切换至目标值（SV）设定画面：
在设定/监视模式，短按 SET 键。切换至目标值（SV）设定画面

差。



仪表显示的是下限报警值 A*L，还是上限报警值 A*H，取决于报警方式；

P o I=2，显示格式为 00.00，保留两位小数

报警点 A*L；

P o I=3，显示格式为 0.000，保留三位小数

因此，在设置报警值之前，请先确定每一路报警输出的报警方式；

热点偶/热电阻输入时该参数不显示。

注：改变小数点位数的改变只影响显示，对测量精度及控制精度均不产

6.2 特殊参数
 A t u：PID 自整定

要进行自整定

键（有移位键＂＜＂的仪表可配合使用）
，将参数值调整为

P o I=1，显示格式为 000.0，保留一位小数

若将报警方式设为区间内或区间外报警，则同时显示上限报警点 A*H 和下限

能。

键或

P o I=0，显示格式为 0000，不显示小数点

若将报警方式设为绝对值下限或下偏差报警，则显示下限报警点 A*L；

生影响

，可以满足大多数场合需求，一般不需

注：仪表自身设置的 PID 参数

配合使用

电压/电流等线性信号输入时，该参数用于设置 PV 值的小数位数。

若将报警方式设为绝对值上限或上偏差报警，则显示上限报警点 A*H；

PID 自整定是指对设定的目标值自动地计算、设定最佳的 PID 常数的功

2）变更目标值（SV）

6.3 工程师参数
 P o I：
I：小数位数

自整定（
自整定（AT）的启动条件



S d o、S u P：
P：PV 显示下限值、
显示下限值、PV 显示上限值

电压/电流等线性信号输入时，定义线性输入信号的上下限值。
采用温度变送器将 0~100℃的温度转变为标准的 4~20 mA 信号，对
于 0℃的温度信号为 4mA，100℃的温度信号为 20mA。参数设置如

例如：

下：

S d o=0.0

（下限对应温度，小数位数可通过 POI 参数修改）

S u P=100.0 （上限对应温度，小数位数可通过 POI 参数修改）

输出

SL1、
SL1、SL2、
SL2、SL3、
SL3、SL4：
SL4：报警方式



上限Ｉｕｐ＝200.0； 则变送输出值与显示值形成一一对应的线性
每一个温度点都有一个电流值与之对应。

关系，即

《用户参数
表》中工程师参数），常用参数才会出现相应的报警值参数，然后



设置报警时，首先要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报警方式（参照
再设置报警值。（详见 6。1：常用参数）

外部连接一加热设备，要求：温度低于 55 度时，开
始加热；高于 65 度时，停止加热。可设置为：

例如：位式控制仪表

SL1=0（下限报警方式）

应下限报警值）
H 5 5
仪表应接在输出位置 AL1

Cob ：通讯开关
Adr ：通讯地址



A1L=60（对

A 1= （ 度回差）

采 准 R 8 讯 口
计算机进行数据交
换，通过计算机可实现对仪表的 各项操作。除 用户自行开发 的各种软
件外，我公司提供针对 CTM 类仪表的监控采集软件，能实时采集

报警方式 SL*、 报警值 A*L/A*H、报警回差 AH*、及输出位置 AL*

关系如下：

CTM 类仪表的各种数据，连续跟踪、记录数据，并可通过实时曲
线、历史曲线、历史数据查询、生成报表等功能帮助用户对数
据进行分析。
注：由于计算机一般采用 RS232 接口，所以在计算机和仪表之间要加
一个 RS232C/RS485 转换器

常用报警方式输出动作图示，以报警输出点ＡＬ１输出为例（斜线



讯

 仪表通 功能 用标 的 S4 5 通 接 ，可以和

仪表与计算机连接完成后，要先打开通讯开关 Cob（
ob（Cob=1
ob=1 时），仪表通
讯端口才会有数据传送，然后在仪表内设置通讯地址（通讯软件的地址要与
仪表内地址一致）。

阴影部分为报警输出点动作状态）
：

PIn ：打印时间间隔



打印时间间隔以分钟为单位，设置范围 1~9999。
例如：

要求每隔 1 小时打印一次，可设置 Pin=60
Pin=60。
打印可以配接打印附加器使用，不但可以打印时间和测量值，还具有
文字打印和曲线打印功能。

注：仪表

注：① 偏差报警值：SV+报警值 A*L/A*H；
绝对值报警值：报警值 A*L/A*H
例如：
例如：设置报警方式 SL1=1 上偏差报警 ；若 SV=10，AH1=20；
则仪表测量值达到 30（SV+AH1）输出继电器 AL1 动
作。

② 报警方式中的测量错误是指接线错误、传感器



．异常显示

7

断路或短路

AH1、
AH1、AH2、
AH2、AH3、
AH3、AH4：
AH4：设定报警回差
设定报警回差


避免报警装置的频繁动作而设置的一个报警不灵敏区；
列产品的默认回差为±１个显示单位。报警回差是针对位式控制而言，

报警回差是为了

本系

对 PID 控制没有影响。

假定位式控制报警方式为上限报警，报警值为 100℃，回差值为 5，温
度上升到 105℃时，报警输出启动，温度下降到 95℃时，报警输出
关闭。

例如：



Ido、
Ido、IuP：设定模拟信号变送输出量程


送输出时，确定变送输出与仪表测量值对应值
ＤＣ ～ ｍＡ，若仪表显示值为-50.0 时输出４ｍＡ、仪表显
ｍＡ时，则应设置模拟信号输出下限Ｉｄｏ＝-50.0、

远程变

1） 例：输出信号为
. 4 20
示值为 200.0 时输出 20

．数码显示对照表

6

声 明


南举例使用的图形和数字，是为了让用户更好的理解相关内容，并不保证是
结果而发生的操作。
使用者应考虑由于本产品的可靠性可能带来的损害而适当设置保护装置，本公司
不承担相关损害所带来的赔偿责任。
本指
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