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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空调工艺控制的
家居控制应用插件

Answers for infrastructure.

SyncoTM — 伴随您的需求不断发展
涵盖了从简单的温度控制到暖通空调系统控制，或者连接到整个控制系统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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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o 控制器提高舒适度和能源使用效率

建筑楼宇根据其大小、运行周期和舒适度的不同，对 HVAC 控制系统的要求也不尽相

同。

SyncoTM 可以满足所有的控制要求：标准控制器最大化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并保持运行

稳定可靠，也就是说 Synco 控制器为您提供了多种控制选择方式，是低成本、节能效果好

的 HVAC 控制器，而且该控制器可以直接安装和调试，不需要编程。

同时，类似暖通设备监控或者房间控制应用等功能，可以全面地提供给客户，实现设备节

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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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通用、可靠

齐全的产品系列

从基本的温度控制，到所有 HVAC 工艺控

制；从冷热源控制，到输配至单独的房间控

制，Synco 控制器提供齐全的、可满足所有

应用的产品系列。独立控制器适用于基本的

应用，对于比较大的系统，Synco 通过 KNX  

标准总线进行通讯。

通用产品，满足项目的后续扩建要求

Synco 的产品寿命满足整个建筑的使用周

期，同时在扩建项目时，如改变建筑的使用

用途或增加建筑的使用功能，Synco 控制器

是理想的选择。模块化概念和紧凑型的通信

能力，使控制器更加容易扩展，即 HVAC 工

艺可以按需求扩展，有效保护客户的投资。

直接的操作和快捷的调试

Synco 控制器操作界面非常方便，可以直接

操作现场的设备。经过验证的应用程序和节

能措施已经集成在控制器内，方便客户直接

调用，这样使设计、施工和调试过程变得非

常简单，节省了客户的调试时间和成本。同

时，内置的程序运行可靠，保证控制过程的

平稳和节能控制的实施。

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完整的技术文档

我们提供了超强的技术支持，如培训资料、

电子课程、完整的技术资料和应用、详细的

说明等。

几十年的应用经验和高质量的标准

我们在 HVAC 控制领域已从事了 70 多年的

应用研究，所有的产品开发都基于我们对深

层次应用的理解和实践经验。

我们致力于高质量控制方式和系统化的产品

测试手段，控制器和其功能全部通过 HVAC 

实验室进行严格的测试，这样保证我们产品

精益求精，使我们成为您可信赖的伙伴。

突出特点

■ 可实现节能的智能楼控系统   

■ 齐全的产品系列

■ 通用及可扩展性

■ 直接操作和快速调试

■ 通过远程监控实现优化控制

和操作

■ 可靠的支持和齐全的文档

■ 几十年的应用经验和高质量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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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节省来自于智能楼控系统

智能化集成整栋建筑和房间控制的系统可

以在不牺牲舒适性的前提下，节省可观的能

源。

欧洲标准 EN15232（建筑能耗 — 受楼控的

影响）将楼控系统划为 4 个级别，即 A 到 D 

级别。例如节能级别为 A，表示办公楼宇可

以达到 30% 的节能水平。采用 Synco 控制

器，是满足 A 级节能标准的一个前提条件。

Synco 控制器通过 KNX 总线在热水锅炉、冷

机、机泵等工艺设备之间交换能量需求的信

息，以确保房间的舒适度。Synco 内置了已

经验证过的节能措施，无论在冬季或夏季模

式都可以提供能源优化的操作方式。

业主和现场操作人员可以通过在有人使用时

的能耗同无人使用时关闭工艺运行、设定合

适的室内温度等措施相比较，感觉到明显的

能耗减少。

Synco 控制器采用智能的功能，支持用户操

作，如通过邮件或家居控制应用插件传送量

化的能源消耗报告。

综合智能楼宇在不牺牲舒适度的前提

下可以节省可观的能耗。

满足小型或中等规模楼宇 HVAC 应用并具有通讯能力的控制系统
公寓，办公室，培训中心，商场等

小型规模建筑基本应用的
独立控制器

Synco 700 

模块化设计的通用 HVAC 控制器 

Synco RXB/RXL 室内控制器

Synco RDG/RDF/RDU 室内温控器

针对不同房间，以舒适性为目的的控制器

Synco 操作

对控制工艺进行远程直接和便捷的操作

Synco100

温度控制器、传感器和操

作面板集成在控制器内

Synco200

用于所有标准应用

的 HVAC 控制器

控制功能：

-  采暖

-  通风

-  空调

-  制冷

-  供冷、供热输配

-  冷热源工艺

单独房间控制

-  风机盘管

-  散热器

-  吊顶冷机

-  变风量系统

-  热泵 

监视和远程控制

-  通过 SMS、e-mail、传呼、传真发送报警信

息

-  通过 Web 服务进行远程工艺控制

就地控制：

- 供热

- 通风

- 生活热水

开放的 KNX 通讯，优化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交换 用于不需要通讯的场合

Synco 全面考虑节能效果的 HVAC 控制器



5

基于 eu.bac 认证的节能效果

控制器如 Synco RXB 带有 eu.bac 认证标示，

表示控制器已经通过欧洲和国际相关标准

的质量测试、控制精度和节能效果的评估，

这种评估是由欧洲楼控协会授权的独立机

构完成的。

高精度控制器优化了室内温度，避免了温度

设定点不必要的反复调整。设定点温度减少 

1ºC，可以产生 6% 的能源节省。相比于没有

通过认证的控制器，通过 eu.bac 认证的控

制器精度在 0.1 到 0.2K 时，可以达到 14% 能

耗节省，当然，这也取决于使用的环境。 

突出特点

■ Synco 控制器可以实现 A 级

节能效果

■ 通过 KNX 总线交换能耗信息

和实现节能控制

■ 通过 eu.bac 认证的节能效果

满足小型或中等规模楼宇 HVAC 应用并具有通讯能力的控制系统
公寓，办公室，培训中心，商场等

小型规模建筑基本应用的
独立控制器

Synco 700 

模块化设计的通用 HVAC 控制器 

Synco RXB/RXL 室内控制器

Synco RDG/RDF/RDU 室内温控器

针对不同房间，以舒适性为目的的控制器

Synco 操作

对控制工艺进行远程直接和便捷的操作

Synco100

温度控制器、传感器和操

作面板集成在控制器内

Synco200

用于所有标准应用

的 HVAC 控制器

控制功能：

-  采暖

-  通风

-  空调

-  制冷

-  供冷、供热输配

-  冷热源工艺

单独房间控制

-  风机盘管

-  散热器

-  吊顶冷机

-  变风量系统

-  热泵 

监视和远程控制

-  通过 SMS、e-mail、传呼、传真发送报警信

息

-  通过 Web 服务进行远程工艺控制

就地控制：

- 供热

- 通风

- 生活热水

开放的 KNX 通讯，优化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交换 用于不需要通讯的场合

BACS  楼宇自动化和控制系统

TBM   智能楼宇管理系统

A

B

C

D

高能效

BACS 和 TBM

良好能效 

BACS 和 TBM 

标准能效  

BACS 

低能效 

BACS

BACS Energy Classes – EN 15232

用于质量测试、控制精度和

节能效果的 eu.bac 标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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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整个建筑的可通讯 HVAC 控制器

Synco700 模块化通用 HVAC 控制器

作为控制系统的心脏，Synco700 控制器通

过 KNX 通讯总线监控 HVAC 工艺，对冷/热

源进行过程管理。安装和调试非常简单和高

效：扩展模块即插即用；验证过的应用程序

已经内置在控制器内，不需要编程；文档提

供了所有的智能应用，调试时所做的唯一工

作是通过操作面板选择应用编号。同时，客

户化的配置方法，更加直观、方便。

控制器采用导轨安装设计，接线端子采用弹

性压紧方式，节省安装空间和接线成本。

通常中小型建筑具有多种用途，如

商店、写字间和公寓。Synco 控制器

提供方便和高效的 HVAC 工艺控制方

法，满足各种类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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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o 房间控制器和温控器

Synco RXB 和 RXL 控制器和 RDF、RDG、RDU 

温控器同各种不同工艺控制的 Synco700 配

合使用，主要目的是以最简单的运行方式，

保证在不同的时间段上满足不同的室内温度

的要求。基于 KNX 总线，以系统时间程序为

基准，按照不同的时间段上房间使用需要，

保证冷热源工艺的优化运行。

为保证室内环境，无论是办公室还是会议

室，Synco RXB 和 RXL 控制器基于最大利用

能耗，并稳定可靠运行。Synco 产品如 RXB，

RXL 通过 eu.bac 的标准认证，达到了高精

度和高节能效果。

温控器 RDG、RDF、RDU 系列应用范围比较

广，并且可以容易地安装在任何类型的房间。

温控器设计新颖，功能和特性技术领先。大

屏幕和直观的操作理念，具有较高的用户友

好界面。

能耗效率监测

能耗监测取决于客户的要求，可以提供给客

户限定的能耗使用值，并通过Email或家居

应用程序报告给客户。带有树叶的标识表表

明不同能耗情况：绿色表示从节能角度达到

客户的要求；橘黄色表示不是客户需要的结

果。通过这种方式，使不同的能耗达到直观

可见。

突出特点

■ 灵活的应用选择和模块化的

设计，使安装更加高效

■ 得益于单独房间的调节，使

舒适性加强

■ 家居空间更加舒适

■ 远程操作，使系统更加高效

运行

■ 非常实用的功能支持，使调

试便捷、快速

■ 简单的概念，使通讯容易建

立

■ 基于KNX的开放式数据交换

通过 WEB 方式，可以给客

户提供比较舒适的操作感

觉：客户可以通过家居应

用插件程序或 WEB 形式浏

览  HVAC 工艺状态，如室

内温度，并能设定工作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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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所有应用的控制
系统

Synco 维护工具

用于调试和诊断

带有 ACS.. 
的 PC 机

带有 ACS..
的 PC 机

开关和监控控制器

冷站和空调工艺

Synco 700

Synco 运行方式 — 高效、灵活的远程监控系统

Synco 通讯单元内置的 Web 服务器，无论在任何地

点，都可以利用一台 PC 机访问现场工艺运行状态，

报警系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 e-mail、短信和传

真，将故障信息或维护信息发给相应的人员。

Synco 维护工具 — 支持快速调试

为了实现调试，Synco 维护工具提供一套包括趋势诊

断和直接访问控制器内的参数点来查询故障信息，

并可以在 PC 上保存配置文件和直接打印调试报告。

简单概念的开放式通讯

对于 Synco 而言，通讯的配置非常简单，所做的工作

只是连接通讯电缆，激活控制器提供总线电源的配

置并设定总线地址，且所有的设定都可以直接在本

地的操作面板上完成。

通过 KNX 标准总线，不同类型的控制器可以进行数

据交换

GAMMA 系统是西门子基于 KNX 总线的电气控制产

品，它可以同 Synco700 控制器通过 KNX 标准总线

集成在一起，实现 HVAC、灯光、遮阳等控制器之间

的数据共享和协调运行，实现智能家居和楼宇控制。

通过房间有人检测和时间程序以及照度传感器结合，

可以同步控制冷热源、通风和灯光照明，同时结合遮

阳控制既可达到最佳的室内亮度效果，又避免了空

调系统消耗更多的能量去应对阳光和照明产生的热

量。采用 GAMMA 系统的网络产品，可以有效的实

现 KNX 网络，另外通过 IP 网关可实现更广范围的监

控。同时通过 LAN 网络，对控制设备加载应用程序、

参数和地址，节约调试时间和费用。

通用控制器

RMU710 带一个控制回路模块式通用控制器

RMU720 带二个控制回路模块式通用控制器

RMU730 带三个控制回路模块式通用控制器

RMS705 开关和监控设备控制器

通用扩展模块（针对所有控制器）

RMZ785 通用模块控制（8UI）

RMZ787 通用模块控制（4UI，4DO）

RMZ788 通用模块控制（4UI，2DO，2AO）

UI：通用输入

DO：数字量输出

AO：模拟量输出

操作面板单元（针对所有控制器）

RMZ790 内置式操作单元

RMZ791 分离式操作单元

RMZ792 通讯总线操作单元

现场设备

GDB181.1E/KN 紧凑型VAV 控制器 (5 Nm)

GLB181.1E/KN 紧凑型VAV 控制器 (10 Nm)



9

标准路由器

总线操作单元

带有 Web 服务器

的 PC 机

调制解调器

手机

用于供热、通风和空调

应用控制和切换单元

中心控制单元和房间控制器

Synco 运行

包含报警发送的高效运行系统

Synco RXB/RXL  室内控制器，Synco RDG/RDF/RDU 室内温控器

Internet/Intranet

用于家居和建筑控制的

世界上唯一开放式标准

ISO/IEC 14543-3

供热控制器

RMH760 模块化供热控制器

RMK770 锅炉顺序控制器

供热扩展模块

RMZ782 加热回路模块

RMZ783 生活热水模块

RMZ787 通用模块（4UI、4DO）

RMZ789 通用模块（4UI、2DO、2AO）

室内单元

QAW740 室内单元

Synco 操作

OZW771 中心通讯单元

OZW772 Web 服务器（以太网）

OZW775 Web 服务器（以太网）和调 

 制解调器

Synco 工具

OCI700.1 维护工具

ACS7… 调试操作软件

中心控制单元

RMB795

- 用于室内温度控制的中心控制单元

室内控制器

RXB21.1，RXL21.1

- 风机盘管控制

RXB22.1，RXL22.1

- 风机盘管控制

RXB24.1，RXL24.1

- 吊顶或盘管制冷

温控器

RDG100KN

- 风机盘管控制

- 通用系统，吊顶或散热器

RDG400KN

- 变流量系统

RDF301，RDF301.50

- 风机盘管控制

- 热泵系统

- 半嵌入式安装

RDU341

- 变流量系统

- 半嵌入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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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控制器 Synco100 和 Synco200

Synco100，温度控制、传感器和操作面板集

成在一个单元内

Synco100 以其低成本，非常适合于小型工

艺的温度控制。安装非常简单：内置的温度

传感器直接安装在设备上，可以采用插入

式、室内墙面安装方式、风管安装方式，不

需要电控柜。

调试和操作非常容易：控制器接通电源并连

接执行器电缆后，就具备了运行条件，因此

对安装和安装所需的辅料非常少，不需要特

殊的培训。

Synco100 控制器

-  RLE132 浸入式温度控制，3 位控制

-  RLE162 浸入式温度控制，DC 0 ... 10 V 信

号

-  RLE127 温差控制，2 位信号输出

-  RLA162 室内温度控制

-  RLA162.1 室内温度控制

-  RLM162 风管温度控制

小型非民用建筑很多情况下需要简单

独立的控制，调试和运行成本是项目

考虑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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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o200 通用 HVAC 控制器

Synco200 控制器用于温度、湿度、压力和

其它 HVAC 参数控制，包括基本的通风、空

调和冷机控制应用。

控制器内置了超过 140 种经过测试过的应

用程序和完整的文档说明，通过控制器的

操作单元可以直接选用这些应用程序编号

并激活运行。控制器设计紧凑，接线端子采

用弹性压紧方式，节省安装空间和安装成

本。

Synco200 控制器

-  RLU202 通用控制器（2DO）

-  RLU220 通用控制器（2AO）

-  RLU222 通用控制器（2AO，2DO）

-  RLU232 通用控制器（3AO，2DO）

-  RLU236 通用控制器（3AO，6DO）

DO：数字量输出

AO：模拟量输出

突出特点

■ 低成本及稳定运行，适合于

基本的 HVAC 应用

Synco100 控制器

■ 由于紧凑的设计和直接安装

（不需要电控柜），因此安

装简单，性价比高

■ 由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接

线，因此可以快速调试

■ 不需要特殊培训，节省时间

Synco200 控制器

■ 低成本安装设计

■ 140 种预置的应用程序和文

本说明，因此调试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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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日益增多、城市化进程、全球气候变暖、及资源日

趋匮乏等问题，使地球及人类生活发生着空前的变化。针

对这些问题，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来面对这些挑战。如何

实现效率最大化至关重要，但除了更高效率的使用能源及

电力之外，人们对生活舒适度的要求也有所提高，与此同

时，对安全性、可靠性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就我们的客

户而言，成功与否取决于他们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西门

子可以提供答案！ 

 

“我们是节能、安全楼宇及基础设施领域值得信赖的技术合

作伙伴。”

此文件中包含对可选择技术参数的一般描述，个别情况中可能不会出现。

因此在合同中应该针对具体项目特别指出其所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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