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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00ms快速循环周期 
l 传感器用户定义线性化 
l 设定参数锁定功能 
l 耐高温达 60℃ 
l 测量值校正功能 
l 多个数字量输出之间的逻辑功能 
l 内置变送器电源 
l 防水面板（IP65） 
 
应用场合 
l 通用工业加热炉 
l 二段加热炉 
l 三段加热炉 
l 位置控制 
l 同步控制 
l 锅炉压力控制 
l 气候补偿 
l 二点和三点控制 
 
功能简介 
KS40-1 burner控制器能在通用加热炉、二段
和三段加热炉上完成高精度和低成本的控

制任务。控制器可提供数字量（on/off）和
连续量阀位输出控制信号，使不同的燃料达

到最佳的控制效果。控制器采用通用输入信

号通道接收过程值输入，使热电偶、Pt100
热电阻信号用作温度控制，二线、三线或

20/30/50Ω压力传感器信号用作锅炉压力控
制。附加的输入通道 INP2可以被用作例如
外部设定点或气候补偿信号。 

KS40-1 burner 
通用燃烧器控制器 

 
 
 
BluePort通讯端口和 BlueControl组态软件 

维护管理器和错误列表 
二段或三段调节 

自动/手动切换按钮和功能键 
外部设定点和外部校正 

带闭锁装置的信号扩展功能 
符合 DIN 3440标准 

 
插件模块结构 
KS40-1 burner控制器采用插件模块结构，无
需使用任何工具就能迅速更换故障表芯而

不必改变仪表背后的接线。 
 
自整定功能 
在启动阶段，自整定功能使控制器设置最佳

的控制参数，让过程值迅速接近设定值而且

不产生超调量。 
 
显示和操作 
面板上 10只 LED灯清晰地表明操作方式、
I/O状态和错误信息。自动/手动按钮能够方
便地完成切换操作。根据用户需要，这个按

钮也可以被设置成无效状态或被定义为其

他用途，例如被定义为切断控制器。这种功

能通常在更高级别控制器中才可能被采用。 
 
面板通讯接口和组态软件 
KS40-1 burner 控制器可以在数秒钟内完成
参数的设置。通过控制器面板的 BluePort
通讯端口和 BlueControl 控制软件（包括仿
真功能），用户就可以顺利完成某个特定的

控制任务而无需阅读详细的操作说明。当

然，参数设置也可以通过仪表的面板按钮完

成。（见 BlueControl） 
密码保护 
根据用户需要，进入不同的操作级别可以通

过设置密码进行保护。 同样，最高级组态
也可以禁止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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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信号输入 
1. 功能介绍 
输入信号 功能 
INP1 x（过程值） 
INP2 SP.E. 

（外部设定值或外部校正值） 
di2（可选） 控制模式选择模拟量/数字量 
di3（可选） 禁止操作，切换到第 2 设定值

（SP2）、外部设定值（SP.E.）、 
 输出信号保持（Y2）、手动操

作、控制器中断、自动/手动按
钮失效，存储报警复位 

2. 过程值输入 INP1 
分辨率：>14位 
小数点：0~3位 
限制频率：2 Hz 
数字滤波：0.000~9999s可调 
采样周期：100ms 
测量值校正：2点或偏差校正 
L J K N S R热电偶输入 
输入阻抗：≥1MΩ 

信号电阻影响：1μV/Ω 
冷端补偿最大误差；±0.5K 
传感器断路监控：输入回路电流≤1μA 
热电阻输入 

类型：Pt100、Pt1000、KTY11-6 
连接：三线制 
导线电阻：max.30Ω 
输入回路监控：断路和短路 
电位计输入 

连接,例如 50-30-50Ω 
电流和电压输入 
信号范围：0~10V/0~20mA 
误差范围：≤0.1% 
输入电阻：110kΩ（电压输入） 
          49Ω（电流输入） 
量程设置：信号范围内可以任意设定 
刻度范围：-1999~9999可调 
线性化：16段，可用 BlueControl软件设置 
小数点：可任意调整 
输入回路监控：低于量程起点 12.5% 

（2mA,1V） 

变送器电源（可选） 
三线制变送器：电源电压≥18V/22mA 

测量范围 0~10V 
二线制变送器：电源电压≥18V/22mA 

测量范围 4~20mA 
3. 附加输入 INP2 
分辨率：>14位 
采样周期：100ms 
误差：≤0.5% 
电流检测 
输入电阻：约 15Ω 
测量范围：0~20mA 可组态 
刻度：-1999~9999A可调 
输入回路监控：低于量程起点 12.5% 
（4~20mA→2mA） 
电位计输入 
连接：三线制 
量程：160/450/1600Ω 
刻度范围：-1999~9999可调 
输入回路监控：断路和短路 
热电阻输入 
连接：三线制 
量程：Pt100，Pt1000 
输入回路监控：断路和短路 
控制输入（可选） 
开关电压：5V 
开关电流：160μA 
变送器电源（可选） 
输出 22mA/≥18V 
 
信号输出： 
1． 功能介绍 
输出信号 功能 选项 
OUT1 控制输出 Y1 
OUT2 控制输出 Y2 
OUT3 限定值触点 

控制输出Y1、Y2，
限定值触点， 
报警 * 

*所有的逻辑信号都能够被“或”连接！ 

 
2． 继电器输出 OUT1、OUT2 
触点：常开，共用一个公共端 
最大触点容量：500VA，250VAC，2A 

（48~62Hz，阻性负载） 
最小触点容量：6V，1mA DC 
操作寿命：最大容量下 80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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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UT3作为继电器输出 
触点：常开和常闭，共用一个公共端 
最大触点容量：500VA，250VAC，2A 

（48~62Hz，阻性负载） 
最小触点容量：5V，10mA AC/DC 
操作寿命：最大容量下 600,000次 
！如果用继电器输出 OUT1~OUT3 操作外接电流

接触器必需采用 RC缓冲电路，以防止过高的关断

电压峰值。 

功能： 
1． 控制功能 
l 迟滞可调整的信号指示器 
（on/off控制器） 

l 3点信号指示器（3段） 
l PID控制器（2点） 
l △/Y/Off或 2点控制器，具有从部分到
满负载转换功能 

l 2×PID（加热/冷却） 
l 3点步进控制 
l 3点步进控制转换到信号指示器（2段） 
l 3点步进控制转换到 3点信号指示器 
（3段） 

控制参数设置可以通过参数自整定功能或

面板按钮手动操作，或者由 BlueControl 软
件完成。 
2． 设定点功能 
l 设定点梯度可调 0.01~9999℃/min 
l 设定点控制 
l 设定点/串级控制 
l 带外部校正的设定点（气候控制） 
3． 传感器断路/短路故障时输出 
l 切断控制输出 
l 切换至安全输出值 
l 平均输出值（仅限为 PID控制器） 
 

5。信号限制功能：Max，Min或Max/Min 
监控信号：过程值 

控制偏差 
控制偏差 
（启动或设定点变化时抑制） 
有效设定点 
输出信号 Y 

功能：输入信号监控 
带闭锁功能的输入信号监控 
（通过面板按钮或数字量输入复位） 

几个监控或报警信号可以在输出前采用逻

辑或连接。（应用于执行机构产生一个中断

信号或通用报警信号等） 
6。报警功能 
传感器短路或断路：根据不同的信号输入类

型，监测输入信号的断路和短路。 
 
维护管理器：在错误信息列表中显示故障信

号、警告和闭锁信息。闭锁的信号可以被手

动复位。 
故障信息：传感器短路、断路和反极性； 
          加热电流报警； 
          控制回路报警； 
          参数自整定故障； 
          闭锁限制信息； 
          重新校准警告信息； 
          执行机构动作中断； 
          内部故障（RAM, EEPROM等） 

 
 
操作和显示： 
1．显示 
过程值：10.5mm LED 
设定值：7.8mm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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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键 
l 控制模式选择 
l 操作闭锁 
l 切换到第二设定点 SP.2 
l 切换到外部设定点 SP.E 
l 切换到设定点校正 SP.E 

l 切换到固定输出 Y2 
l 手动操作 
l 控制器关闭 
l 使自动/手动切换失效 
l 锁定报警复位

2．面板功能说明  

供电：（由选型决定） 
AC电源 
电压：   90~260VAC 
频率：   48~62Hz 
功耗：   约 7VA 
24V UC电源 
AC电压：20.4~26.4VAC 
频率：   48~62Hz 
DC电压：18~31VDC 
功耗：   约 7VA（W） 
当电源故障时，组态、参数、设定点和控制

方式在 EEPROM中可稳定保存。 
 
BLUEPORT 通讯端口：由 PC 通讯适配器
（见附件）与 PC机连接。采用 BlueControl
软件进行控制器组态、参数设置和操作。 
 
环境条件： 
防护等级 面板：IP65（NEMA 4X） 
         外壳：IP20 
         端子：IP00 
温度 高精度控制：0~60℃ 

预热时间：<15min 

温度影响：<100ppm/K 
运行温度：-20~65℃ 
储存温度：-40~70℃ 

湿度：年平均 75%相对湿度，不结露 
撞击和震动  
防震符合 Fc测试（DIN68-2-6） 

    防撞击符合 Ea测试（DIN IEC 86-2-27） 
电磁兼容性 

符合 EN 61 326-1 
 

概要： 
外壳 材质：Makrolon 9415阻燃材料 

易燃等级：UL 94 VO，自熄灭 
安全测试  
符合 EN 61010-1（VDE 0411-1）： 

过电压等级 II；污染级别 2； 
工作电压范围 300VAC；保护等级 II 

认证  符合 DIN 3440 
符合 UL认证 

电气连接 1×6.3mm或 2×2.8mm接插件 
安装 采用 2 个夹钳在控制器上/下或左/右
安装在仪表盘面。 
重量 0.27kg（9.52 oz）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丹纳赫传感与控制集团                                                                

 5 

附件 操作说明书 
2个固定夹钳 
 

可选设备： 
BlueControl工程师软件 
BlueControl 是基于 Windows95/98/NT/2000
下的控制器编程软件，可以用来对控制器进

行组态、参数设置以及对 KS40-1 burner控
制器的操作。另外，所有的设置都可以被保

存，还可以根据需要打印。程序的仿真功能

可以检测控制器的设置，还能进行用户培

训，观察控制器与控制回路的相互作用。 
只能由 BlueControl 软件完成的设置（不能
由面板按钮设置）： 
l 用户定义线性化 
l 输入/输出的“强制”功能 
l 调整操作时间和切换周期的限制 
l 调整到 60Hz供电频率 
l 根据操作级别设置密码 
l 禁止 T1、T2循环时间的自动优化 
控制器采用 PC 适配器与电脑相连（见附
件），进行数据交换 

 
BlueControl软件分为Mini、Basic和 Expert三个版本，具体功能见下表 

 
选型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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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通讯适配器           9407-998-00001 
标准导轨适配器          9407-998-00061 
操作手册                9499-040-66011 

BlueControl Mini       www.pma-online.de 
BlueControl Basic         9407-999-11001 
BlueControl Expert        9407-999-11011 

 
端子接线: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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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 

 
 
 
 

 
 
 
 
 
 
 

丹纳赫传感与控制集团           合作伙伴： 
 
上海：+86-21-6353 9541 
北京：+86-10-6512 0195 
广州：+86-20-2264 6071 
 
中文网址：www.danaher-scg.com.cn 

www.pma-online.cn 
电子邮件：sales@dhr-scg.com.cn 

 info@pma-online.cn 
PMA为 Danaher公司旗下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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