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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感谢您选择配备高级可编程温度控制器的循环浴槽。 这款产品旨在对蓄水池中的相应液体进行精确的温
度控制。 它非常易于使用和维护，将设计创新与高度直观的操作相结合，可在大量应用中实现方便灵
活的液体温度控制。
警告：PolyScience 循环浴槽不可用于直接控制人类或动物可能摄入或注射到其体内的食品、药品、
药物或其他物品的温度。 任何此类物品必须避免与浴液和浴槽表面接触。

下面某些功能可使循环浴槽具有用户友好特性：
直观的触摸屏操作
开放模式时间/温度编程（不限制程序数或步骤数）
可选择七种不同的温度显示，包括时间-温度图
具有外部循环功能的强大变速吸/压泵
180° 周视半径（Swivel 180™ 旋转控制头）
DuraTop™ 防热和防化学腐蚀顶板
LidDock™ 自存储蓄水池盖（仅限于集成浴槽）
内置温度保护功能
按照 DIN 12876-1 规定，适合使用 III 类易燃浴液
安装并运行新的循环浴槽所需的时间非常少。 此操作手册的设计目标就是帮助您快速完成此过程。 我们建
议您在开始操作之前先认真阅读本手册。

配备高级可编程温度控制器的循环浴槽
型号类型

蓄水池容量

温度范围
°C

°F

AP07R-20 制冷/加热

7升

-20° 至 200°C

-4° 至 392°F

AP07R-40 制冷/加热

7升

-40° 至 200°C

-40° 至 392°F

AP7LR-20 制冷/加热

7升

-20° 至 200°C

-4° 至 392°F

AP15R-30 制冷/加热

15 升

-30° 至 200°C

-22° 至 392°F

AP15R-40 制冷/加热

15 升

-40° 至 200°C

-40° 至 392°F

AP20R-30 制冷/加热

20 升

-30° 至 200°C

-22° 至 392°F

AP28R-30 制冷/加热

28 升

-30° 至 200°C

-22° 至 392°F

AP45R-20 制冷/加热

45 升

-25° 至 135°C

AP75R-20 制冷/加热

75 升

-20° 到 100°C (1)

-4° to 212°F (1)

AP07H200 仅加热

7升

室温 +10° 至 200°C

室温 +20° 至 392°F

AP15H200 仅加热

15 升

室温 +10° 至 200°C

室温 +20° 至 392°F

AP20H200 仅加热

20 升

室温 +10° 至 200°C

室温 +20° 至 392°F

AP28H200 仅加热

28 升

室温 +10° 至 200°C

室温 +20° 至 392°F

AP06S150 不锈钢开放式浴槽

6升

室温 +10° 至 150°C (2)

室温 +20° 至 302°F (2)

AP10S150 不锈钢开放式浴槽

10 升

室温 +10° 至 150°C

(2)

室温 +20° 至 302°F (2)

AP20S150 不锈钢开放式浴槽

20 升

室温 +10° 至 150°C

(2)

室温 +20° 至 302°F (2)

AP28S150 不锈钢开放式浴槽

28 升

室温 +10° 至 150°C

(2)

室温 +20° 至 302°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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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8P100 聚碳酸酯开放式浴槽

8升

室温 +10° 至 85°C (3)

室温 +20 至 185°F (3)

AP11P100 聚碳酸酯开放式浴槽

11 升

室温 +10° 至 85°C (3)

室温 +20 至 185°F (3)

AP14P100 聚碳酸酯开放式浴槽

14 升

室温 +10° 至 85°C

(3)

室温 +20 至 185°F (3)

AP17P100 聚碳酸酯开放式浴槽

17 升

室温 +10° 至 85°C (3)

室温 +20 至 185°F (3)

AP23P100 聚碳酸酯开放式浴槽

23 升

室温 +10° 至 85°C (3)

室温 +20 至 185°F (3)

AP28P100 聚碳酸酯开放式浴槽

28 升

室温 +10° 至 85°C (3)

室温 +20 至 185°F (3)

AP29VB3S 聚碳酸酯粘度浴槽

29 升

室温 +10° 至 85°C (3)

室温 +20 至 185°F (3)

AP29VB5R 聚碳酸酯粘度浴槽

29 升

室温 +10° 至 85°C (3)

室温 +20 至 185°F (3)

AP15RCAL 制冷/加热校准浴槽

15 升

-30° 到 200°C

-22° 至 392°F

1. 可在最大工作温度的 ±0.005°C 范围内稳定运行；高级可编程控制器可承受更高的温度。
2. 不锈钢浴槽的最大工作温度。 高级可编程控制器可承受更高的温度。
3. 聚碳酸酯浴槽的最大工作温度。 高级可编程控制器可承受更高的温度。

一般安全信息
按照本手册中的说明和通用安全规程进行安装、操作和维护时，您的循环浴槽可提供安全可靠的温度控
制。 请确保负责安装、操作或维护本循环浴槽的所有相关人员在使用此设备前已仔细阅读本手册。
此符号提醒您可能存在各种危险。

此符号指示可能存在危险电压或触电危险。

此符号指示可能存在高温表面。

此符号标记的信息特别重要。

此符号指示交流电。

/

Power Switch/Circuit Breaker（电源开关/断路器）上的这些符号指示主电源处于 ON/OFF
（开/关）状态。
Power Key（电源键）上的此符号指示设备目前处于待机模式。 它不会完全切断设备电源。它不会完全
切断设备电源。

阅读与安全、设置和操作有关的所有说明。
正确操作和维护是用户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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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建议
为了防止人身伤害和/或财产损失，请始终遵照工作场所安全程序操作本设备。 您还应该遵循以下安全
建议：
警告：
按照 DIN 12876-1 规定，这种循环浴槽适合使用 III 类易燃液体。 可能存在火灾隐患。
注意：所用浴液可能存在化学危害。 了解与所用液体有关的所有安全警告，以及材料安
全数据表中包含的安全警告。
通风不良时，爆炸性混合气体可能会聚积。 仅在通风良好的区域或合适的通风橱下使用此循环水浴。
仅使用推荐的浴液，请参阅本手册后面部分的“技术信息”，了解推荐的浴液。
仅使用非酸性浴液。
警告：使用符合 DIN 12876-1 规定的 III 类易燃液体时，用户必须在设备前部醒目位置贴
上以下警告标签：
警告标签

危险区。

W09

注意！ 注意说明
（操作手册、安全数据表）

颜色：黄/黑
强制性标签
M018
颜色：蓝/白

在开始操作之前仔细阅读用户信息。
范围：EU

或
Semi S1-0701
表 A1-2 #9
颜色：蓝/白

在开始操作之前仔细阅读用户信息。
范围：NAFTA

警告：
始终将此循环器上的电源线连接到接地（三芯）电源插座。 确保插座具有与您的设备相同的
电压和频率。
请勿用破损的电源线操作循环器。
进行任何维护或维修操作时，始终使循环器处于 OFF（关闭）状态并断开主电源。
警告：
当蓄水池中没有浴液时，切勿操作循环器。 请定期检查蓄水池，以确保液体深度在可接受范围内。
始终向蓄水池中重新注入已有的相同类型的浴液。 浴油不得包含任何水质污染物，并且应先进行
预热，使其达到实际浴槽温度，才能进行添加，否则会存在高温爆炸危险。
在移动或提举循环器前，请始终先排空蓄水池中的所有浴液。 确保按照组织提供的有关安全地
提升和转移重物的步骤和做法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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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排水前，总是先让浴液冷却至室温。
持续使用可能会使蓄水池盖、顶层甲板和/或外部泵接头变热。 触摸这些部件时请小心。
如果使用的是聚碳酸酯材料的浴槽，则始终将工作温度保持不超过 85°C 温度上限。
警告：当设备外部或内部出现有害物质时，用户必须适当地净化该设备。 如果有关于除污剂或
清洁剂的相容性的任何疑问，请咨询制造商。

监管合规和测试
加拿大、美国（60Hz 设备）
在测量和控制时以及在实验室里使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第 1 部分：一般要求（CAN/CSA C22.2 第
61010-1-12 号）
在测量和控制时以及在实验室里使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第 1 部分：一般要求（UL 61010-1:2012）
在测量和控制时以及在实验室里使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第 2-010 部分： 在实验室使用材料加热设备的
特殊要求（CSA 61010-2-010:15）
在测量和控制时以及在实验室里使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第 2-010 部分： 在实验室使用材料加热设备的
特殊要求（UL 61010-2-010:2015）
在测量和控制时以及在实验室里使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第 2-051 部分： 在实验室使用混合和搅拌设备
的特殊要求（CSA 61010-2-051:15）
在测量和控制时以及在实验室里使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第 2-051 部分： 在实验室使用混合和搅拌设备
的特殊要求（UL 61010-2-051:2015）
CE（50Hz 设备）
机械指令 2006/42/EC
欧共体电磁兼容性指令 2014/30/EU
RoHS 指令 2011/65/EU
IEC 61010-1/EN 61010-1:2010
IEC 61010-2-010/EN 61010-2-010:2014
IEC 61010-2-051/EN 61010-2-051:2015
IEC 61326:2012/EN 6132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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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循环器包装
您的循环器装在一个或多个特殊纸箱内。 您应该保留此包装箱，以及所有包装材料，直到设备安
装完毕并确保其可以正常运行为止。
注意：取出任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落入加热器/泵外壳内的松动的包装材料。注意：取出任何可能在运输
过程中落入加热器/泵外壳内的松动的包装材料。 通电前，请确认加热器或循环器泵周围没有任何
东西。

我们建议您立即开始使用此循环器，以确认是否能够正确运行。如果超过一个星期，您将只有保修资格
（而没有换货资格）。 您将在本手册后面找到完整的保修信息。
警告：移动时请保持设备竖直。 确保按照公司规定的有关安全提举和移动重物的步骤和做法进行操作。

目录
您的循环器附随的物件会因您购买的循环浴槽的型号而异。
制冷/加热浴槽

仅加热
浴槽

载有操作手册的资源磁盘

●

●

蓄水池盖

●

●

3 英尺/0.91 米 IEC 至
IEC 的电源线

●

6 英尺/1.82 米 IEC 至主
电源的电源线

●

制冷控制电缆

●

●

1/4 英寸 NPT 至 3/16 英寸的针刺式适配器 (1)
1/4 英寸 NPT 至 1/4 英寸针刺式适配器 (1)

转接头

1/4 英寸 NPT 至 3/8 英寸针刺式适配器 (1)
1/4 英寸 NPT 至 M16 针刺式适配器 (2)

冷却线圈
浴槽盖套筒

无

合规性证书
闪存驱动器
Pt100 外置温度探头

(3)

快速入门指南
1.

60Hz 和 50Hz 型号

2.

仅 50Hz 型号

3.

仅在校准浴槽中提供（AP15R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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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每个的开口分别为 3 毫米、4 毫米和 6 毫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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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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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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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和组件
高级可编程控制器

SmartTouch™ 触摸显
示屏

“电源”键

SET 键

“主屏幕”键
“菜单”键
Swivel 180™
释放闩锁

USB A 接头

电源开关/
断路器
（位于制冷/加热循环器的制冷
电源模块上）

USB B 接头
Ethernet（以太网）连
接

安全设定调温器

RS232/RS485
串行端口

IEC 电气接头

外置 (P2) 温度探头连接

IEC 电源线
制冷控制接口（仅在制冷/加热
循环器上有效）

浴液入口接头

浴液出口接头

110-514 PSC/ZH

惰性气体注入端口

迂回管道

惰性气体注入端口

迂回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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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加热浴槽
高级可编程温度控制器

蓄水池盖

蓄水池排放阀和端口
（位于检修板后面）

排放阀和端口

（AP7LR-20 上的侧面检修板）

（仅在 AP7LR-20 的右侧）

可清洗的空气过滤器
（在检修板后面）

IEC 电源至制冷模块的接头

制冷电源模块

制冷控制接口

制冷控制接口

IEC 电源至控制器的接
头
电源开关/断路器

电源

IEC 电源至主模块的接头

冷却
冷却故障
风扇

冷却系统状态显示屏
110-514 PSC/ZH

10

仅加热浴槽

高级可编程控制器

蓄水池盖

蓄水池排放口和端口
（位于检修板后面）

电源开关/断路器

IEC 电源至主电源的接头

自来水冷却接口（入口）

自来水冷却接口（出口）

警告：为了避免发生潜在烫伤危险，请等待循环器完全冷却后再进行清洗或执行任何维护操作。

110-514 PS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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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浴槽

高级可编程控制器

远程/外置温度探头 (P2)

温度计和温度传感器的套筒开口
直径为 2 到 8 毫米的校准浴槽盖

蓄水池排放阀和端口
可重复使用空气过滤器

（位于检修板后面）

（位于检修板后面）
仅制冷/加热型号

110-514 PS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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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除非另外明确说明，否则快速入门指南适用于所有型号。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安装和启动”部分。
最大：1 英寸 / 2.54
厘米（低于顶层甲板底面）

1

向蓄水池中注入液体
最小：3.0 英寸 / 7.6
厘米（低于顶层甲板底面）

仅加热型号

2A

连接所有电源线和控制电缆

连接控制器和

制冷/加热型号

制冷电源模块
的 IEC 电源线
制冷控制电缆

2B

仅加热型号

3A
将电源开关/断路器调到“开”位置
制冷/加热型号

3B

110-514 PS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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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控制器。

5

设置安全调温器

6

设定温度设定值



安装和启动
配备高级可编程温度控制器的循环浴槽设计合理，其设置和安装也非常简单。 所需唯一工具就是一把
十字螺丝刀和一个用于将水或其他合适浴液添加到浴槽蓄水池中的容器。

一般场地要求
将您的循环器放在没有穿堂风和阳光直射的水平表面上。 请勿将其放在有腐蚀性烟雾、过度潮湿、
室温较高或灰尘过多的区域。
制冷/加热循环器与墙面或垂直面的距离必须是 10.2 厘米/4 英寸或更远，以便气流循环不会受到阻塞。
使用电线规格为 14 或更大直径且正确接地的电源插座，避免电压下降，如果可能，可以靠近配电板。
不推荐使用延长线；这样可降低低线电压导致问题的可能性。

110-514 PS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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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浴槽蓄水池中添加浴液。
警告：使用符合 DIN 12876-1 规定的 III 类易燃液体时，用户必须在设备前部醒目位置贴上以下警告
标签：
警告标签
W09
颜色：黄/黑
强制性标签
M018
颜色：蓝/白

危险区。
注意！ 注意说明
（操作手册、安全数据表）
在开始操作之前仔细阅读用户信息。
范围：EU

或
Semi S1-0701
表 A1-2 #9
颜色：蓝/白

在开始操作之前仔细阅读用户信息。
范围：NAFTA

警告：在向蓄水池中注入浴液前，请仔细阅读要使用的浴液的安全数据表。
警告：有关相容液体的列表，请参见本手册后面的“技术信息”。
警告：如果未保持正确的液位，则加热线圈可能会暴露在外，并可能遭到损坏（液位过低）或者浴槽可
能会发生溢流（液位太高）。
蓄水池中的浴液深度应该保持在 1 英寸/2.54 厘米和 3.0 英寸/7.6 厘米（低于浴槽顶层甲板底面）之间。 启动时，
有必要将浴液添加到浴槽中，以补偿外部循环所必需的浴液。 同样，在循环器的蓄水池中放置样品或其他材料时，
也须确保对浴液位移产生补偿。
最大液位 =
1 英寸/2.54
厘米（低于顶层甲板底面）

最小液位 = 3.0 英寸/7.6
厘米（低于顶层甲板底面）

警告：在移动或提升循环器前，请始终先排空蓄水池中的所有浴液。 确保按照组织提供的有关安全
地提升和转移重物的步骤和做法进行操作。

警告：为了避免发生潜在烫伤危险，请等待循环器完全冷却后再进行清洗或执行任何维护操作。

110-514 PS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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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入口和进口接头
警告：在将管道连接到外部应用时，确保与循环器连接的管道和转接头适合所用的浴液和操作温度范
围是用户的责任所在。
注意：循环器的迂回管道是使用高温尼龙软管夹紧固到浴液入口和出口接头上，可以通过使用对角切
割器进行切割来将其去除。
注意： 使用最小内径为 7/8 英寸（22 毫米）的软管夹将管到紧固到入口和出口转接头上。 请勿在
没有软管夹的情况下操作此设备。
警告：如果循环浴槽不用于外部循环，应使用随此设备提供的 Buna N 迂回管道保持与入口和出口
端口的连接。

泵入口和出口端口是 ¼ 英寸 NPT 母接口，允许使用针刺式管道适配器或硬管道转接头。 ½ 英寸（13 毫
米）内径的管道也可以滑入这些接口，并使用软管夹固定到位。
如果泵入口和出口不用于外部循环，则随此设备提供的迂回管道应保留在原位，以便优化蓄水池内的混合
浴液。
随此设备提供的尼龙针刺式管道适配器转接头主要用于温度范围为-40° 到 93°C 的应用。 对于高于 93°C
的应用，建议使用铜质、不锈钢或 Teflon® 转接头。 所有 50 Hz 的型号均提供有 ¼ 英寸 NPT 至 M16 不锈
钢适配器公转接头。
注：不推荐使用快速连接转接头，因为这类转接头通常会限制流速。

外部闭环循环
将泵入口和出口连接到外部仪器。 要维持适当的流量，请避免在管道中存在任何限制。 在将循环器连接到
两个以上的闭环时，建议使用 “Y” 形适配器制成的歧管将流量分流到多个浴液池中。 在设置多个闭环
后，请检查每个环路的返回歧管的流量是否适当，并检查浴液是否达到适当的液位。 可以将增压泵添
加到闭环中，不会损坏循环器泵。
在外部仪器中的闭环系统的温度控制稳定性比循环器蓄水池更高（条件是外部仪器的控制点负载恒定并且
隔离良好）。 例如，如果在 50°C 时通过粘度计循环流量，则在循环器蓄水池中观测到的温度变化可能是
±0.1°C，而在粘度计中的温度变化可能只有 ±0.05°C。
尽管通常在外部仪器控制点的温度稳定性更高，但根据所用管道的长度和隔离效率，外部仪器上的实际温
度读数与循环器蓄水池中的温度读数仅稍微有点差异。

110-514 PS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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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环循环
双工（抽/压）泵可保证与外置开放浴槽的来回循环。 为避免循环浴槽关闭时发生虹吸，请将两个浴槽置
于液面高度相同的位置。
使用同一直径和长度的管材将泵入口和出口连
接到外置仪器。 对进口（抽）和出口（压）
也应使用相同的配件尺寸。 这样可以保证平
衡的流量。 您应在压（出口）管上安装一个限
制阀或夹管夹并进行调整，使其匹配回抽（入
口）流速。 将抽管的外端裁为“V”型，使该管不
会因外置液槽壁而封闭。 抽管和压管均应牢固
连接到外置液槽，避免使用过程中出现松动。
使用弹性软管时，抽管必须有不会在真空下塌
缩的厚壁（尤其是在弯角处）。
循环浴槽高度规定 — 将抽压管的末端置于所需
外置浴槽最高液面并将浴槽注入到该液面。
将循环浴槽注入到蓄水池顶部以下一英寸
（25 毫米）的高度。 开启泵并调整限制阀/夹管夹，直到两个浴槽中的液面
高度保持不变为止。 根据需要向浴槽中添加液体，补偿进出口管道中的液体。

110-514 PS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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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控制接口（仅限制冷/加热循环器）

制冷控制接口

制冷控制电缆

制冷控制接口

电源
警告：循环器电源线必须连接到适当接地的电源插座中。 确保此电源插座具有与您的循环
器相同的电压和频率。 您的循环器的正确电压和频率会显示在控制器背面的识别标签上。

注意：不推荐使用延长线。 如果必须使用延长线，必须将其正确接地，并能够承受设备的总功率。
延长线不能给设备带来超过 10％ 的压降。

制冷/加热循环器
将 3 英尺/0.91 米的电源线连接到温度控制器（公接头）和制冷电源模块（母接头）上的 IEC
电源接口上。
将 6 英尺/1.8 米的电源线连接到制冷电源模块上的 IEC 电源接口上，然后将公插头插入主电源插座。
将制冷电源模块上的电源开关/断路器调到“开”位置。 在循环器完成初始化过程前，温度控制器显示屏上
会显示一个沙漏。 初始化完成后，显示屏上会出现“待机”字样；电源键也将发亮。

110-514 PS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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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电源至制冷电源模块的接头
IEC 至 IEC 的电源线

制冷电源模块

电源开关/断路器

IEC
电源至控制器的接头

IEC 电源至主电源的接头

IEC 至主电源的电源线

仅加热循环器和开放式浴槽系统
将 6 英尺/1.8 米的电源线连接到温度控制器上的 IEC 电源接口上，然后将公接头插入到主电源插座中。
将温度控制器上的电源开关/断路器调至“开”位置。 控制器上的显示屏将发亮；显示屏上将显示”待机”；
电源键也将发亮。

110-514 PS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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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高级可编程控制器具有多种连接选项。 下面是可用来监控循环器运行的典型方式。

110-514 PS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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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通信
温度控制器后面有两个 USB 端口（A 和 B），用于连接 USB 闪存驱动器记录温度数据以及存
储和/或转移时间/温度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基本操作、通信和数据记录》。

Ethernet
温度控制器背面提供了一个 Ethernet（以太网）端口，可让您将循环器连接到计算机网络。

RS232 / RS485 串行通信
注意：在连接到串行 (DB9) 端口之前，请总是将电源调到“循环器关闭”位置。

您的循环器具备用于进行远程数据记录和控制的 RS232/RS485 串行通信功能。 为此，温度控制器后面提
供了一个 DB9 插头。 有关安装的信息，请参阅《基本操作、通信和数据记录》。
应该使用适当的电缆将此串行接口连接到远程 PC 上的串行通信端口。 有关 RS232/RS485 命令和通信协
议的信息可在本手册的“技术信息 ”部分找到。

外置 (P2) 温度探头
您的循环器可以基于内置浴槽或外置容器或设备的温度来控制温度。 可选外部温度探头的接口位于温度
控制器背面。 在连接外接温度探头后，温度控制器会自动检测出来。 有关其他可用长度和零件编号的信
息，
请参阅《更换零件和附件》。
针对校准浴槽的重要说明： PT100 外置温度探头应插入校准蓄水池。

销出图 — 外置 (P2) 温度探头接口

RTD 传感器：4 线电路、100 欧姆 @ 0 摄氏度，
最大工作温度 @ 200 C，A 类 0.003850 欧姆/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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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设置
电源
按

。 “正在初始化”会在显示屏上短暂显示，循环器开始运行且显示默认的主要运行屏幕。

安全设定温度
注意：安全设定温度会以当前选择的温度单位进行显示和设置。 默认为 °C。 要使用 °F 设定温度，
请参阅“常规操作设定，单位”。

这是循环器“不能超过”的温度设定，是浴槽中的液位下降过低或加热器发生故障时“关闭”加热器的温度。
它通常设置为比所需工作温度高出约 5°。 设置安全设定温度只需要简单的 4 步操作。
警告：用户可以对安全调温器进行温度调节，调节范围大约从 40° 至 240°C / 104° 至 464°F。
当表盘指针停在表盘任意一端后，不要再使劲旋转。

1. 按

访问主菜单。

2. 点击“安全”图标可访问“安全”子菜单。

110-514 PS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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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定温度

当前安全探头读数

3. 使用小的十字螺丝刀旋转温度控制器背面的安全设定
调温器，直到显示您所要的安全设定温度为止（顺时
针增加，逆时针降低）。
4.

按  图标或

110-514 PSC/ZH

键可返回主菜单。

安全设定调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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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打开循环器
按

键。

循环器件开始运行，而且将显示主操作显示屏（主页）。

控制器和触摸屏导航
控制器导航
POWER –
打开或关闭循环器的温度控制
器。

HOME -从任何屏幕返回主操作显示屏
在可用的主屏幕间
切换。

SET -与不同屏幕图标和按钮组合使用，更改温度
设定点

MENU -（从任何屏幕）访问温度控制器的
Main（主）菜单

触摸屏导航

主菜单
按

进行访问。

状态栏 – 在所有屏幕上均显示

访问相关子菜单

返回主要运行屏幕
（主屏幕）

110-514 PS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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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菜单
注意：下例的意图是展示常用触摸屏图标在显示时的功能。 特定图标可能会或不会在子
菜单页面上显示。 此处未显示的图标的功能/操作会在显示它们的屏幕的相关部分中进行描述。
当前设定 （蓝色字段中的白
色字符）

子菜单项 -- 在可用选
择之间切换

备选设定（白色字段
中的蓝色字符）
上一菜单

下一页
信息 –
与子菜单项相关的帮助

上一页

减少值

取消 -取消对设定的更改

接受 -接受对设定的更改

增加值

当前设定（有两个以上设定可用）–
点击可访问其他可用选择项

警告：不进行触摸屏交互，菜单和子菜单会在约 30 秒后超时并返回主操作显示屏（主屏幕）。
所进行的更改会自动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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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结构
子菜单

项目

说明/选择项

设定

泵速
单位
声音
语言
显示
锁定
自动重启
个性化
显示过滤
SHC

5% 至 100%
°C / °F
开/关
可用的显示语言
温度显示详细程度：XX / XXX
是/否
是/否
关/PNG
显示平均时间：1 至 7 秒
比热容单位：：BTU/(LB.°F) / kJ(kg/°C)

安全事项

安全设定
安全探头
上限
下限
上限警报
下限警报

显示当前安全设定温度
显示当前安全探头温度
最高 202°C/最低 25°C
-最低 72°C/最高 20°C
最高 202°C /最低 25°C
-最低 72°C/最高 20°C

连接

Ethernet
RS232
USB
RS485 地址

Ethernet（以太网）连接
1200 至 115,200 波特
记录开/关
可寻址

程序

P1 至 PXXX

创建、编辑、删除、运行、保存和转换时间/温度程序：对程序数或
步骤数无限制。

控制

探头控制
自动制冷
液体类型
P2 – P1
PID
外置制冷控制
通过 USB/Web 内部数据
重置内存并重启

P1（内置）/P2（外置）
设定激活制冷的温度：2° 至 152°C
针对特定液体类型优化运行
P1 和 P2 之间的最大容许温差
用户/工厂
可选外置冷却阀的运行参数
输出诊断文件
将设备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时间

计时器
时间
日期
计划

0 至 999 分钟
时间和时间格式
年、月、日
设定自动启动程序的时间和日期格式

服务

空气过滤网服务间隔
液体服务间隔
清除泵操作
清除制冷操作
校准
安装运行
显示模块固件
电源板模块固件
冷却模块固件

空气过滤器清理前的剩余时间
液体更换前的剩余时间
重置/显示泵的运行天数
重置/显示压缩机的运行天数
校准表格条目
设备的运行天数
版本
版本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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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操作显示屏（主屏幕）
循环器具有七个主操作显示屏（主屏幕）。 通过按

键，您可以查看和选择特定主屏幕。

状态栏
显示重要操作信息的状态栏会显示在每个主屏幕和菜单屏幕的顶部。 状态栏上包括的信息取决于显示状态
栏的屏幕的类型。

主屏幕状态栏
制冷状态（亮起为开）
加热器状态（亮起为开）

计划运行某程序时会亮起

日期和时间
循环状态
（亮起为开）

进行数据记录时会亮起

菜单和子菜单屏幕状态栏
设定温度

实际温度
（P1 = 内部控制；P2 = 外部控制）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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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

主要主屏幕
实际浴槽温度
控制液体温度的温度探头
内置或外置

设定温度

此类型主屏幕的背景可以是蓝色或黑色。
注意：在主要主屏幕上，不论您在“设定/显示”子菜单中显示的精度为何，实际和设定温度只会以小数点
后一位精度显示。

“温度详细信息”主屏幕
控制液体温度的温度探头
P1 = 内置
P2 = 外置

实际浴槽温度
显示两位或三位小数

监控液体温度的温度探头
P1 = 内置
P2 = 外置

设定温度
显示两位小数

此类型主屏幕的背景可以是蓝色或黑色。

“温度趋势”主屏幕

单击突出显示的按钮，将相关线添加到温度趋势图中。

P1 内置温度读数

P2 外部温度读数或状态

温度趋势图
范围为 4 分钟至 10 天

设定温度

当前用于温度趋势图的比例。
按下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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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趋势线键：
黑色 = P1 温度；蓝色 = P2 温度
绿色 = 设定温度
红色 = 上限和下限警报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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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型主屏幕的背景只会是蓝色。

“个性化”主屏幕
实际浴槽温度
P1 = 内置

自定义图像或文本

P2 = 外置
设定温度

调节温度设定值
这是循环浴槽中的浴液所保持的温度。 可以将该温度设定为超出 -50.00° 至 +200.00°C / -58.00° 至
+392.000°F 范围百分之一的度数。 出厂默认设定值为 +20.00°C / +68.00°C。
注意：尽管可以用三位小数精度显示温度，设定温度只能设定为两位小数。

为优化操作灵活性，设定温度更改可以通过数种方式启动。

控制器键盘

显示主屏幕或主菜单屏幕
后，请按此键

注意：要在操作“温度趋势”主屏幕时更改温度设定，您必须按控制器前面板上的 SET 键。
在程序运行时，温度设定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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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主屏幕“温度详细信息”主屏幕

点击数字设定值

点击 SET 或数字设定值

“个性化”主屏幕

点击突出显示的区域

输入设定温度值
温度设定更改通过按

键或显示屏上的相应区域开启时，设定输入屏幕将会显示。

点击单个数字字段，对该字段进
行更改

增大显示的值

如果在字段中出现 9，
则它会变成 0，
且其左侧的字段会增加一。
减小显示的值

点击以使用数字小键盘
输入值（在下一页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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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输入的值

输入数字值

切换负号开关

清除最后输入的数字

接受更改
取消更改

接受更改
取消更改

警告：不进行触摸屏交互，菜单和子菜单屏幕会在约 30 秒后超时并返回主操作显示屏（主屏幕）。
所进行的更改会自动生效。

常规操作设定
“设定”子菜单可用于选择温度控制器的常规操作特性。
按

访问主菜单。

点击“设定”图标访问“设定”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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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 – 第 1 页

设定 – 第 2 页

设定 – 第 3 页

泵速 — 设定泵速。 当前设定显示在 <（减小）和 >（增大）图标之间，并可在 5% 到 100% 之间进行调
整。 点击 √ 可接受新值，χ 可取消。
单位 — 设定温度的显示单位。 当前设定显示在非突出显示（蓝色）的字段中。 如果要更改，请点击“单位”
图标或突出显示（白色）字段中的 ° 图标。 点击 √ 接受新温度单位，点击 χ 可取消。
声音 — 打开或关闭声音。当前设定会显示在非突出显示（蓝色）的字段中。 如果要更改，请点击“声音”
图标或突出显示（白色）字段中的图标。 点击 √ 可接受，点击 χ 可取消。
语言 — 设定所有菜单的显示语言。 当前选择会显示在“语言”图标的
右侧。 如果要更改，请点击左侧或右侧突出显示（白色）的
“语言”字段。 这样一来，显示可选语言的屏幕将会显示：
当前设定显示在非突出显示（蓝色）的字段中。 如果要更改，
请点击与所需语言相关的图标。 点击  可返回“设定”子菜单。
点击 ∨ 可前进到“设定”子菜单的第 2 页。
显示 — 设定实际和设定温度的小数显示位数。 当前设定显示在非突出显示（蓝色）的字段中。
如果要更改，请点击“显示”图标或突出显示（白色）字段中的图标。 点击 √ 可接受，点击 χ 可取消；
注意：不论显示设定为何，温度在“主要”（最大的）显示屏上只显示到一位小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主操作显示屏（主屏幕）”。

锁定 — 允许您阻止温度设定和其他内容的更改。 激活此功能后，单元将保持当前设定运行。 有关使用此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基本操作，启用/禁用本地锁定”。

自动重启 — 这会确定单元在电源扰动后重新开始操作的方式。 若选择“是”，循环器会在电源恢复后自动
开始运行。 若选择“否”循环器会以“待机”模式启动。 同时也会显示警告您电源中断的消息。 当前设定显
示在非突出显示（蓝色）的字段中。 如果要更改，请点击“自动重启”图标或突出显示（白色）字段中的图
标。 点击 √ 接受新设定，或点击 χ 取消。
警告：本设备将在电源断开后自动启动。

个性化 — 允许使用图像或文本对主屏幕之一进行个性化。 有关添加文本/图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

和安装个性化主屏幕”。

点击 ∨ 可前进至“设定”子菜单的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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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过滤 — 此设定可确定显示温度信息时使用的平均时间。 较高设定产生的结果波动较少，较低设定会
更准确地反映出实时温度探头数据。 使用 <（减少）和 >（增加）图标更改当前设定；点击 √ 可接受新
值，χ 可取消。
SHC（比热容）— 设置比热容的显示单位（BTU 或 kJ）。 配合“控制”子菜单中的“液体类型”设定进行
使用。 如果要更改，请点击 SHC 图标或突出显示（白色）字段中的图标。 点击 √ 可接受新设定，
χ 可取消。

时间和日期设定
点击主菜单上的“时间”图标；“时间”子菜单会显示。

时间 — 以 12 或 24 小时格式设置时间。 如果要更改，请点击“时间”图标或实际显示的时间。 具体取决于
实际时间和当前时间格式，将会显示下列屏幕之一：

12 小时格式 – AM

12 小时格式 – PM

24 小时格式

要更改时间格式，请点击 12H 或 24H。 点击 √ 可接受新设定，χ 可取消。
要更改时间，请点击小时或分钟的相关向上/向下箭头图标。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数字本身来更改小时和分
钟；这样做会显示一个数字小键盘，您可以在它上面输入正确的小时或分钟。 点击 √ 可接受新设定，
χ 可取消。
日期 — 用年/月/日格式设定日期。 如果要更改，请点击“日期”图标或实际显示的日期；以下屏幕将出现：

月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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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当前设定，请按下相应的“年”、“月”或“日”图标，然后点击 < 或 >。 您也可以通过按日期上的相
应日期来更改“日”。 点击 √ 可接受新设定，χ 可取消。
注意：有关“计时器”和“计划”功能的信息，请参阅”基本操作，计时器和高级操作，事件计划”。

安全设定
点击主菜单上的“安全”图标。 以下屏幕将会显示：
当前安全设定温度。

显示当前安全探头读数。

有关此值的更改的信息，
请参阅“控制器设置”。

点击 ∨ 可进入“安全”子菜单的下一页。
可容许的最高设定温度

可容许的最低设定温度
当前设定；点击数字可访
高于此温度的单元会自动关闭

问数字小键盘

低于此温度的单元会自动关闭

上限/下限温度 — 这些值会对温度设定的设定范围建立上下限制。 如果要更改，请点击向上/向下箭头图
标。 您也可以点击数字自身来更改限制值；这样做会打开一个数字小键盘，您可以在上面输入所要的限制
温度。 点击 √ 接受设定，χ 取消。
上限/下限警报 — 这些值会建立起单元的最大容许温度范围。 如果液体温度超出范围，系统将会关闭。
如果要更改，请点击向上/向下箭头图标。 您也可以点击数字自身来更改限制值；这样做会打开一个数字
小键盘，您可以在上面输入所要的限制温度。 点击 √ 接受新设定，χ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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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点击主菜单上的“控制”图标。 “控制”子菜单的第 1 页将会显示：
选择内置 (P1) 或外置 (P2)
温度控制
制冷的启动温度
当前浴槽液体选择
基于液体的比热容的优化温
度控制

设定测量的外部和内部温度之间的容许差异

探头控制 — 这会将温度控制建立于循环器内置水池的液体温度或外置设备的液体温度上。 点击 P1 图标选
择内部控制；点击 P2 图标选择外部控制。 点击 √ 接受新设定，或点击 χ 取消。
注意：P2 只可以在远程温度探头连接到温度控制器时才能选择。

自动制冷 — 此控制设定功能只在制冷循环器上出现。 它可确定激活制冷时所在的浴槽温度，允许在高温
运行时进行更精确的控制以及实现更快速的冷却。 对于大多数应用，建议的设定值为高于室温 15°C。 自
动制冷控制范围为 +2° 至 152°C。
如果要更改，请点击向上/向下箭头图标。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数字本身来更改自动制冷温度；这样做会
出现一个数字小键盘，您可以用它输入您所希望的值。 点击 √ 接受新设定，χ 取消。
Cool Command™ 制冷 — -40°C 7 升制冷/加热循环器和 15 升以及更大容量的制冷/加热循环器具备 Cool
Command™ 调制冷却控制系统。 在温度设定值发生更改或低于自动制冷设定值（最大 152°C）时，Cool
Command 可让制冷系统在浴液温度高达 152°C 时开启。 因此，浴液冷却速度更快。
传统制冷 — -20°C 7 升制冷/加热循环器使用传统制冷系统。 在浴液温度和设定值低于自动制冷设定值
（最大 70°C）时，制冷系统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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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类型 — 这可以设定所使用的浴槽液体的比热容 (SHC) 从而达成优化的温度控制。 点击“液体类型”或
“当前浴槽液体”访问液体列表；选择列表中的“自定义”可手动输入 SHC。 点击 √ 可接受新设定，χ
可取消。

液体列表

所选液体的 SHC

选择后可手动输入 SHC

I P2 – P1 I — 使用外部温度控制 (P2) 时，此设定可用。 它会建立内外测量温度之间的最大容差，并倾
向于避免因外部温度探头位移或故障的不受控制加热或冷却。 如果要更改，请点击向上/向下箭头图标。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数字本身来更改显示的值；这样做会显示一个数字小键盘，您可以通过它输入您所要的
差异温度。 点击 √ 接受设定，χ 取消。
点击 ∨ 可前进到“控制”子菜单的第 2 页。

选择 PID

选择手动 PID 输入

选择外置制冷控制

输出诊断数据文件

还原所有出厂默认
设置

PID — 这将确定用于温度控制的是“工厂”还是“用户”设置的 PID 设定。 要手动输入 PID 值，请点击“用户”
图标，然后使用增减图标调整比例 （P）、积分 （I） 和衍生 （D） 设定，达到您所需要的值。 点击 √ 可
接受新设定，χ 可取消。
手动 PID 输入屏幕

将用户设定的 PID 设定
还原为原始出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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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高级可编程温度控制器的出厂 PID 设定已经调整，可达到最佳温度控制。 只有通晓并彻底理
解比例/积分/衍生控制的个人才应使用设置的 PID 值。

外置制冷控制 — 此功能只有在单元装有可选的外置冷却盘管阀时才会生效。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本手册“技术信息”的“外置制冷控制”部分。
通过 USB/Web 内部数据 — 这回将诊断文件发送到连接的闪存驱动器或 Web 监控页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手册“日常维护和故障排除” 的“诊断数据记录” 部分。

重置内存并重启 — 将温度控制器全部还原为出厂默认设置和默认值。 请参阅“还原所有出厂默认值”。

通信和数据记录
点击主菜单上的“连接”图标。 以下屏幕将会显示：
配置 Ethernet（以太网）
连接
选择 RS232 通信的仿
真模式

开关数据记录

通过数字小键盘设定
RS485 地址

Ethernet — 高级可编程控制器可通过其以太网接口或通过设施的有线或无线网络直接连接到笔记本或台式
计算机。 任一类型的连接均可让您使用 Internet 浏览器，通过输入 IP 地址来实时控制和/或监控循环浴
槽。 控制器的活动串行通信命令可用于检索和/或更改操作信息。 “连接”子菜单的 Ethernet（以太网）
部分可让您配置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点击后，以下屏幕将会显示：
始终手动通过数字键盘输
入 IP 地址

选择 IP
地址的动态输入

通过字母数字键盘设定 TCP
密码
打开或关闭 TCP 控制密码保护

选择 DHCP 后，以下屏幕将显示。 它会显示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
显示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
选择手动输入 IP
地址

注意：有关 Ethernet 配置的信息，请参阅“技术信息” 部分。 有关使用 Internet
浏览器监控/控制循环器的信息，请参阅“高级操作”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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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 — 这会用于设定 RS232 双向通信的波特率，并在需要时还可设定仿真其他循环浴槽的通信协议。
增加和减少图标可用于调整波特率；您也可以通过点击显示的数值来增加波特率。 点击 √ 接受新设定，χ
取消。
要选择仿真其他循环器的 RS232 通信协议，请点击 RS232 图标；以下屏幕将显示：

选择代表设备的温度读取（或温度获取）命令的图标。 点击 √ 接受新设定，χ 取消。
USB — 高级可编程温度控制器有 USB A 和 USB B 端口。 USB A 端口用于数据记录；数据会
存储在可由电子表格程序（例如 Microsoft Excel®）读取的 CSV 文件中。 要开始数据记录，
请将闪存驱动器插入 USB A 端口并点击“记录”图标，开始记录。 点击 √ 接受，χ 取消。
注意：有关数据记录文件格式和内容的完整信息，请参阅“技术信息”。

USB B 端口可用于用个人计算机监控或控制循环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手册的“技术信息” 部分。
RS485 — 这可以用来设定 RS485 通信的地址。 温度控制器最大可支持 1000 英尺/304.8 米长的电缆。
使用增减图标输入所需的 RS485 地址。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 RS485 图标输入地址；这样做会显示一
个数字小键盘，您可以用它来输入地址。 点击 √ 接受输入的地址，χ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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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器
点击主菜单上的“时间”图标。 “时间”子菜单随即显示。
访问数字键盘

开始和停止计时器

计时器可以一分钟为增量，设定为 0 到 999 分钟。 使用增减图标更改显示的时间，或点击“分钟”
图标访问数字键盘来输入所要的时间间隔。
要启动计时器，请点击“计时器”图标。 状态栏的右边角落会显示时钟图标和倒计时的数字计时器
（以分钟和秒为单位）。到达 0:00 后，数字计时器会变红并开始计时，这样您就可以知道定时事件
结束后所经历的时间长短。
以黑色显示剩余的时间；

以红色显示事件结束后经历的时间

要停止或重置计时器，请点击“计时器”图标。
注意：有关选择时间格式（12 或 24 小时）和更改日期时间设定的信息，请参阅
“时间和日期设定”；有关“事件计划” 的信息，请参阅“高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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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禁止本地锁定
点击主菜单上的“设定”图标。 “设定”子菜单会显示；“锁定”会显示在此子菜单的第 2 页上。
选择“锁定”

要启用本地锁定，请点击“是” 此时会显示密码输入屏幕：

输入所要的密码
（1 到 5 位）

接受密码

输入 1 到 5 位数的密码，然后点击“确定”键。 这会同时启用本地锁定并设定禁用本地锁定所需的密码。
启用本地锁定后，如果操作员常时更改设定或访问主菜单，则会显示一个密码输入屏幕。

要禁用本地锁定，请输入用于启用锁定的密码并点击“确定”。 这样，您即已获允许访问主菜单和
调整设定。
注意：用于启用本地锁定的密码在用于禁用锁定前只会存储在内存中。 要重新启用本地锁定，新密码
（相同或不同）必须通过“设定”、“锁定”子菜单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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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操作
时间/温度编程
创建时间/温度程序
按

访问主菜单，然后点击“程序”图标。 此时会显示“程序”子菜单：
选择程序
创建或编辑程序

初始程序步骤 — 要为时间/温度程序的第一步设定参数，请点击 PX_(EMPTY) 图标并点击“编辑”。
首个程序步骤的屏幕显示。

选择步骤

点击“从”/“至”图标。 将出现用于输入“步骤开始温度”、“步骤结束温度”、“步骤长度”（以分钟为单位）
和“外部冷却”的屏幕：
设定步骤开始温度
设定步骤结束温度

输入所要的步骤值

设定步骤长度
设定阀门开启百分比
取消步骤更改

切换负号 (-)
开关

接受步骤更改

步骤开始温度 – 这里显示的是步骤开始时的浴槽温度。 它只可以对程序中的初始步骤进行设定。
步骤结束温度 – 这是在步骤结束时所需的浴槽温度。 根据步骤是 ramp 还是 soak，步骤结束温度
与步骤开始温度相比可以较高、较低或相同。
步骤长度 – 这是完成步骤所需要的时间长度。 如果希望尽快 ramp 到步骤结束温度，请输入 0。
在 soak 步骤中，如果要让达到步骤结束温度的时间较迟，则请输入较高的值。
外置冷却 -- 此功能只有在单元配备有可选的外置冷却盘管阀并影响到温度降低速率时可用。 百分
比设定越高，冷却水通过冷却盘管的流量就越大。 阀门开启是基于 5 秒为单位增量的。 如果外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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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百分比设定为 20% 而步骤长度设置为 1 分钟，则阀门会在一分钟内平均地每五秒开启一秒
（即开启 12 秒）。 状态栏上的冷却图标会在外置冷却阀开启时亮起。
通过触摸相关图标并随后使用小键盘输入所需值，输入步骤开始和步骤结束温度、步骤长度和外置冷却百
分比。 点击 √ 接受输入值，χ 取消。
重要：最初的步骤开始温度会构成在程序运行前必须达成的浴槽温度。 如果实际浴槽温度高于或低于
最初的步骤开始温度，则会对浴槽进行冷却（如果循环器为制冷）或加热，使浴槽达到步骤开始温度。
达到该温度后，程序将开始运行。

其他程序步骤 — 点击 ⊕ 添加其他程序步骤。 每个新步骤的“从”温度值默认为前一步骤的“至”温度值。 请如
前所述对步骤结束和步骤长度值进行更改。

将新步骤添加到程序

注意：步骤开始温度只能在程序的第一个步骤中输入。 之后的步骤将使用前一步骤的步骤结束值作
为步骤开始值。

命名和设定程序运行参数 — 在输入程序中的所有步骤后，点击 √。

保存所有程序添加/更改

此时会显示一个屏幕，允许您给您的程序一个独特的识别名称。 程序名有 8 个字符的限制。
设定程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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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程序名称

删除最后输入的字符

输入所要的程序名称

接受新程序名称

命名程序后，您可以设定运行程序的其他参数
优先 – 程序可以使用基于时间或温度的优先级运行。 如果后续达到的温度设定为关键，则应选择
温度作为优先。 如果在固定时间内完成程序为重点，时间应作为优先选择。
循环 – 这是程序将进行计划的步骤的次数，例如程序中的最终步骤完成后自动开始运行步骤 1。
均热温度 – 这是在最终步骤完成时应立即达到的浴槽温度。
将时间设为优先
将温度设为优先
访问数字小键盘输入均热温度

减少和增加循环次数

减少和增加最终均热温度
取消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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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程序
预览功能可让您检查最近创建的时间/温度程序，或验证要运行的程序是正确的配置。 按下
点击主菜单上的“程序”图标，然后选择要预览的程序，您就可以使用这一功能。
选择要预览的程序

，

预览选择的程序

程序预览屏幕

预览屏幕包含以下信息：
初始温度 — 这是步骤 1 的开始温度。
均热温度 — 这是浴槽在程序完成时应保持的温度。
循环期限 — 这是完成程序的一次循环所需的时间（以分钟为单位）。
每次循环的步骤数 — 程序中的步骤数。
循环数 — 程序中的循环的次数
液温与时间对比 — 这是一个程序循环的图形表示，并会演示不同程序步骤的 ramp 和 soak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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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程序
按

访问主菜单，然后点击“程序”图标。 “程序”子菜单会显示：
选择要运行的程序

启动选择的程序

预览选择的程序

选择您要运行的程序，然后点击“开始”图标开始运行。
重要：如果实际浴槽温度高于或低于最初的步骤开始温度，冷却（如果循环器为冷却循环器）或加热将
会进行，将浴槽的温度改变为步骤开始温度。 达到该温度后，程序将开始运行。

注意：程序也可以计划为在预先决定的日期和时间自动运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事件计划”。

程序步骤图

P1、P2（如果有连接）和
设定温度

点击图以更改时间比例（4 分
钟到 10 天）

向图表添加 P2、设定和上/
下限警报级别信息。
程序信息

暂停程序
停止程序

程序运行屏幕包括以下信息：
温度信息 — (P1) 实际浴槽温度、(P2) 远程温度传感器（如有连接并活动）测量的液体温度和
（设定）当前温度步骤的设定。
程序名称 — 运行中的程序的名称。
程序信息 — 为程序选择的优先级（时间或温度）、当前和总循环次数、循环中的当前和总
步骤数、最终均热温度。
温度图 — 始终显示实际 (P1) 浴槽温度。 点击彩色图标可将信息添加到图中：P2 温度（蓝色）；
设定（绿色）；上下限警报级别（红色）。
注意：显示警报级别后，图上的温度比例会延伸，以便适应温度极限，也可能会导致设定和其他
温度信息的显示变得不够明确。

110-514 PSC/ZH

45

时间比例 — 图所覆盖的时间比例可以通过点击图中的区域来轻松改变。 可以显示时间段的温度数据，
范围可以是最近的 4 分钟到 10 天。
要临时停止程序，请点击“暂停”图标；在重新开始前，浴槽温度会保持在当前温度。 点击“开始”图标可继
续。 要永久停止程序，请按下“停止”图标。
注意：“暂停”的程序可以从暂停的位置继续（“暂停”图标更改为“开始”图标）。 “停止”的程序不
可重新开始。

编辑程序
按

访问主菜单，然后点击“程序”图标。 “程序”子菜单会显示：
选择要编辑的程序

编辑选择的程序

选择希望编辑的程序，然后点击“编辑”图标。 该程序的程序屏幕将显示，也显示最终的程序步骤。
选择更改步骤结束温度、步骤
长度或外置冷却百分比的值

最终程序步骤

在步骤列表中向上/向下移动
删除最终程序步骤
在程序的最终步骤之后添加步
骤
编辑程序参数

添加步骤 — 要向程序添加步骤，请点击 ⊕；新的步骤会添加到程序中的最后步骤之后。 通过点击相
关图标并使用小键盘输入需要的值，输入步骤结束温度和步骤长度。 点击 √ 接受输入值，χ 取消。
注意：步骤仅可添加到程序的末尾。

删除步骤 — 要删除程序的最终步骤，请点击减号 (-) 图标。 点击 √ 接受删除，χ 取消。
注意：只能删除程序末尾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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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步骤参数 — 要编辑步骤的步骤结束温度、步骤长度或外置冷却百分比值，请点击该步骤的图标。 该
步骤的参数将会显示：
更改步骤结束温度
输入新的步骤结束
更改步骤长度

或步骤长度值

取消或接受更改

选择要更改的参数并使用数字小键盘输入新值。 点击 √ 接受，χ 取消。
重要：更改步骤结束温度后，下一步骤的步骤开始温度会自动更新。 但下一步骤的步骤结束温
度不会更改。 具体取决于所进行的更改，您可能需要更改以下所有步骤的温度设置。

编辑程序参数 — 要更改程序参数（例如优先级或循环次数），请点击程序步骤屏幕右下
角的向右箭头图标。 程序参数屏幕将显示：

访问程序参数屏幕

您可以对任意或全部程序参数进行更改，包括程序的名称。 点击 √ 接受更改，χ 取消。
保存和上传程序
此功能可让您将时间/温度程序保存到闪存驱动器或其他外置数据存储设备。 保存的文件随后可以用于还
原原始程序或上传到其他高级可编程温度控制器。
保存程序 —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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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任意程序图标；程序列表屏幕将会显示。
选择程序

开始文件传输

选择您要保存的程序并点击 USB 图标。 此时会短暂显示一条消息，表示文件正在传输到 USB，
之后会显示文件传输屏幕。
将文件下载到 USB
存储设备

选择要保存的文件

选择要传输的文件并点击向右箭头图标。 完成文件传输后，文件名会显示在屏幕右侧的列表框中。
已保存到 USB 存储设备
的文件

更新程序 — 按

访问主菜单，然后点击“程序”图标。 “程序”子菜单会显示：

点击任意程序图标；程序列表屏幕将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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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上传

为您要上传的程序选择位置，然后点击 USB 图标。 此时会短暂显示一条消息，表示文件正在从 USB 传
输，之后会显示文件传输屏幕。
选择上传的目标位置，选择要上传的程序，然后点击向左箭头图标。

选择上传目标位置

选择程序进行上传

上传文件

完成文件传输后，程序名会显示在程序列表中。

110-514 PSC/ZH

49

事件计划
重要：您必须将循环器置于待机状态才能让计划的事件运行。

此功能可让您将事件/温度程序计划在预先确定的日期和事件自动开始运行。 循环器必须为关闭
（处于待机状态）；它会在计划的时间自动开启并开始运行程序。
要计划这样的事件，请按

访问主菜单，然后点击“时间”图标。 “时间”子菜单会显示：

计划要在未来运行
的时间/温度程序

点击“计划”图标。 计划屏幕随即显示：

选择要计划的程序

计划开始日期
计划开始时间
删除计划信息

选择程序 — 点击与要计划的程序相关联的图标。
输入开始日期 — 点击“日期”图标。 日历屏幕将显示。

过去的日子不可选择；
在显示的月份中选择特定的天

点击上下箭头图标可更改年份、
月份或天

输入程序的开始日期： 输入您希望程序启动的日期（年月日）。 点击 √ 接受计划的开始日期，χ 取消。
输入开始时间 — 点击“时间”图标。 此时会显示一个时间输入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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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程序的开始时间。 点击 √ 接受计划的开始时间，χ 取消。 此时会显示一个屏幕，显示计划运
行程序的日期和时间。

删除计划的事件 — 要删除计划的程序，请选择该程序并点击“未计划程序”图标。 该事件的计划信息
将会被清除。
计划事件提醒 – 程序在将来的日期和时间计划运行后，状态栏上的“程序/事件”图标会亮起。
计划事件提醒

关闭电源后，待机屏幕上会显示一条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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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安装个性化主屏幕
高级可编程控制器具有一个特殊的主页，您可以轻松地用特殊消息、最喜欢的照片或其他图像进行个性
化。 下面是个性化主屏幕的示例：

创建图像 — 个性化的主屏幕需要要求 291 x 211 像素的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 (PNG) 文件。
该文件应保存到闪存驱动器中，并命名为 PSC.png（请确保 PSC 全为大写字母）。
安装图像 — 将包含 PSC.png 文件的闪存驱动器置于 USB A 端口中。 按
然后点击“设定”图标。 此时会显示“设定”子菜单：

访问主菜单，

点击 ∨可前进到“设定”子菜单的第 2 页。

点击 PNG 图标开启个性化并点击 √。主菜单屏幕将显示。 现在，您的图像将显示在个性化的主屏幕上。
注意：在开启个性化、从 USB 端口移除闪存驱动器前，请等待至少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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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ternet 浏览器监控循环器
注意：可以使用这些 Web 浏览器使用高级可编程控制器的 Ethernet 功能：Internet Explorer 9.0 或更新
版本、Firefox、Chrome、Safari 或 Opera。
注意：如果要使用 Internet 浏览器控制循环器（更改设定等），用户设定的密码是必需的。 如果只需要
进行查看操作，则不需要密码。 有关密码设定的信息，请参阅本节中的“TCP 控制配置”。

高级可编程控制器可通过其 Ethernet 接口或通过设施的有线或无线网络直接连接到笔记本或台式计算机。
任一类型的连接均可让您使用 Internet 浏览器，通过输入 IP 地址来实时控制和/或监控循环浴槽。 有关 IP
地址和 TCP 控制配置的信息，请参阅“技术信息” 一节中的“Ethernet 配置”。
要使用 Internet 浏览器查看循环器状态，请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其 IP 地址；随即会显示一
个屏幕，具有如下信息和交互字段：
设定温度设定值

温度趋势图

P1 内置温度读数

范围为 4 分钟至 10 天
P2 外部温度读数

TCP 控制登录
（需要密码）

串行命令输入
双击可访问命令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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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
警告：给定温度点的最大校准偏置为 ±2.0°C。 校准 2 或更多温度点时，在最低校准温度和最高校
准温度之间必须有至少 50°C 的跨度。 校准始终以摄氏度为单位进行。

高级可编程温度控制器对于内部和可选外置温度探头拥有 10 个点的校准能力。 要访问校准功能，请点击
主菜单上的“服务”图标，然后前进到“服务”子菜单的第 2 页。
选择“校准”

点击“校准”键。 以下屏幕将会显示：
选择要校准的温度探头
P1 = 内置；P2 = 外置
校准点数：
1 至 10

显示所选温度探头的当前校
准设定

开始所选温度探头的校准
步骤

选择要校准的温度探头，输入校准点的数目（1 至 10），然后点击“校准”键。 此时会显示密码输入屏幕：
输入校准密码：
1234

接受输入的密码

输入校准密码 (1234)，然后点击“确定”。 以下屏幕将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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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校准的温度探头
P1 = 内置；P2 = 外置

校准值
（这应当会匹配已校准的
参考温度计的读数）
实际温度传感器读
数

当前校准点和总校准点数

增加/减少校准值

点击可直接在此屏幕上进
行设定的调整

前进到下一校准点

按以下方法继续操作：
1. 将已校准的参考温度计置于要浴槽中要校准的位置。
2. 输入校准点的设定温度并让浴槽稳定在该温度。
3. 输入来自校准后的参考温度计的读数。 允许最大 ±2.0°C 的偏置。
4. 按 > 键。 下一校准点的校准屏幕将显示。
5. 继续进行上面步骤 2 到 4 中的步骤，直到所有校准点均输入完毕。 在为每个点输入完校准值
之前，请确保让浴槽稳定在新的设定温度。
6. 输入所有校准点后，点击 > 键。 以下屏幕将会显示：

实际温度传感器读数

校准后的读数
接受已校准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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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所有出厂默认值
警告：所有时间/温度程序、校准和其他用户设定值会在还原出厂默认值时清除。 请确保将您要保
存的所有程序保存到了闪存驱动器，并记录了您所作出的所有设定。

点击主菜单上的“控制”图标，然后前进到“控制”子菜单的第 2 页：

还原出厂默认值

点击“重置内存并重启”键。 此时会显示密码输入屏幕：
输入还原默认值密码
1234

接受输入的密码

输入还原默认值密码 (1234)，然后点击“确定”。 温度控制器将关闭并随后重新引导至待机状态。

系统还原
警告：执行系统还原后，进行过的所有固件更新均会丢失。 所有操作设定也均会返回为原始出
厂默认值。 请确保将您要保存的所有程序保存到了闪存驱动器，并记录了您所作出的所有的设定。

若需要将高级可编程控制器还原为原始出厂配置（固件和所有默认操作设置），您可以使用其内置的系统
还原实用程序进行这一操作。 系统还原可如下执行：
1. 按下控制器前方的电源键，将控制器的电源关闭。
2. 将此设备后面的电源开关/断路器调至“关”位置。
3. 将电源开关/断路器再次调至“开”位置，同时按住 Home 键。 一直按住 Home 键，直到显
示触摸屏校准屏幕为止。
4. 按照屏幕上的校准说明操作。 完成触摸屏校准步骤后，沙漏图像会短暂重新出现并随后
显示待机屏幕。
5. 按电源键返回正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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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循环器的视角
您的循环器配备有 Swivel 180™，这是可在 180° 弧度范围内的任何位置查看温度显示屏的创新功能。
注：每隔 45° 就有一个挡块；但是，可以在 180° 弧度范围内的任何位置设置视角。

要改变视角，请将释放闩锁滑到右侧，然后将温度控制器旋转到所需的角度。 在每个 45° 档块处，释放闩
锁都会自动返回到锁定位置。
Swivel 180™ 释放闩锁

惰性气体驱气
您可以使用温度控制器后面的 0.125 英寸 /3 毫米的端口来利用氮气或其他惰性气体覆盖浴槽蓄
水池中的液面，以帮助防止浴液冷凝和稀释。

自来水冷却
自来水冷却可以更快速地将浴槽从高温冷却下来和/或在接近室温的温度环境下进行更精确的操作。
仅加热循环浴槽标配有一个集成的冷却线圈。 可在设备的后面连接自来水。 为进行这些连接，提供了两个
0.25 英寸/6.4 毫米的 NPT 母转接头。
聚碳酸酯粘度浴槽的冷却线圈具有两个 0.375 英寸/9.5 毫米外径的直接针刺式转接头，用于连接到浴液入
口和出口接头。 接头可用作浴液入口或出口。 确保使用适当尺寸的软管夹紧固管道。
可选的冷却线圈也可用于不锈钢和聚碳酸酯的开放式浴槽系统。 此冷却线圈具有两个 0.375 英寸/9.5 毫米
外径的直接针刺式转接头，用于连接到浴液入口和出口接头。 接头可用作浴液入口或出口。 确保使
用适当尺寸的软管夹紧固管道。
警告：必须连接浴液出口，才能使浴液流向位于入口的排放管道或器皿下一级的适当排放管道或器皿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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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池盖储存
制冷/加热和仅加热循环浴槽具有 LidDock® 系统，可用于在将浴液或样品添加到蓄水池时去除杂质。 在顶
层甲板的内部边沿中特别设定了凹槽，可让您将蓄水池盖与浴槽开口垂直，从而进行浴液冷凝，使之流回
浴槽。

盖定位凹槽
盖定位凹槽

注意： 75 升制冷/加热浴槽和校准浴槽不配备 LidD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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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维护和故障排除
警告：在执行任何维护或维修操作前，请务必关闭循环器并断开与电源插座的连接。

警告：为了避免发生潜在烫伤危险，请等待循环器完全冷却后再进行清洗或执行任何维护操作。

警告：在移动或提举循环器前，请始终先排空蓄水池中的所有浴液。 确保按照组织提供的有关安
全地提升和转移重物的步骤和做法进行操作。

“服务”子菜单
此子菜单包括有关循环器运行的重要信息，例如单元和关键系统上次维修后的天数和需要进行下次空气过
滤器和液体维护的剩余天数。
按

访问主菜单。 点击“服务”图标访问“服务”子菜单。

第1页

第2页

空气过滤网服务间隔 — 这可以让您查看在需要空气过滤网清理前所剩余的天数，并设置此维护的维修间隔
（10 到 180 天）。 此功能仅适用于制冷/加热循环器。
点击 + 和 – 图标增减维修间隔；“重置”会将剩余时间还原成 180 天。
液体服务间隔 — 这可以让您查看下次需要浴槽液体更换的剩余天数，并设置此维护的维修间隔（10 至
180 天）。
点击 + 和 – 图标增减维修间隔；“重置”会将剩余时间还原成 180 天。
清除泵操作 — 这可以让您查看泵的运行时长。 点击“清除泵操作”可将其重置为 0。
清除制冷操作 — 这可以让您查看冷却系统的工作时长。 点击“清除制冷操作”可将其重置为 0。
校准 — 这可以让您校准温度控制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手册的“校准” 部分。
安装运行 — 循环器的运行时长。
显示模块固件 — 当前安装的显示模块固件的版本。
电源模块固件 — 当前安装的电源模块固件的版本。
冷却模块固件 — 当前安装的冷却模块固件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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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数据记录
此功能可让您将可由维修技师用来评估性能和诊断问题的关键操作信息记录下来。 记录的数据表示当时的
循环器性能。 创建的文件的名称为：TFTINFO.xml。
数据会记录到插入 USB A 端口的闪存驱动器中。
1. 将闪存驱动器置于温度控制器的 USB A 端口。
2. 转到“控制”子菜单的第二页并选择“通过 USB/Web 内部数据”。

点击可记录诊断数据

3.

将闪存驱动器从 USB A 端口取下。

使浴槽中的水保持干净
将水用作浴液时，存在最适合藻类生长的温度和湿度条件。 为了防止藻类污染，尽可能减少蓄水池排水频
率，应使用 polyclean 浴槽除藻剂（004-300040）等除藻剂。
警告：请勿使用含氯漂白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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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浴槽蓄水池中的浴液
警告：在移动或提升循环器前，请始终先排空蓄水池中的所有浴液。 确保按照组织提供的有关安全
地提升和转移重物的步骤和做法进行操作。

警告：应该根据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存储和处置浴液。

制冷/加热和仅加热循环浴槽
制冷/加热和仅加热循环浴槽配备有排放阀和端口，位于前检修面板下或单元的右侧。
要排放浴槽中的浴液，请将长度较短的适用 11.5 毫米内径/0.45 英寸内径的管道连接到排放端口，
然后使用最小内径为 18 毫米/0.7 英寸的软管夹将其紧固。 使用平头螺丝刀打开排放阀。 在关闭阀时，
请勿拧得过紧。
警告：确保在重新填充浴槽蓄水池之前关闭排放阀。 请勿拧得过紧。

排放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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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过热/低液面安全系统
根据 IEC 61010-2-010 规定，您的循环器具有过热和低液面保护装置。 为实现最高安全，应至少每六个
月检查一次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这些检查必须在设备运行时执行。
过热保护功能
1. 按

访问主菜单。

2. 点击“安全”图标可访问“安全”子菜单。
安全设定温度

3. 使用小的十字螺丝刀旋转温度控制器背面的安全设定调温
器，直到单元关闭为止。 这一时刻的安全设定温度会与实际
浴槽温度相同。

安全设定调温器



4. 将安全设定温度返回到所需的过热值。
5. 按

键返回主操作显示屏。

低液面保护
1. 将温度设定设置为环境温度并让循环器稳定在该温度。
2. 将温度设定增加到环境温度以上的 5°C 并缓慢地将液体从浴槽中排放出来。
3. 在单元关闭之前，一直排放液体。 此时的液面应当约为循环器顶板下面下的 3.0 英寸/7.6 厘米处。
4. 更换浴槽液体并返回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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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循环器
警告：当设备外部或内部出现有害物质时，用户必须适当地净化该设备。 如果对净化剂或清洁剂的
相容性存在任何疑问，请咨询厂家。

温度控制器
按

并从电源插座拔下电源线便可关闭温度控制器。

用干净的布蘸上温和的洗涤剂和水的混合溶液或温和的多用途清洁剂擦拭外壳。
注意：不要将清洗液直接喷洒在温度控制器上，或让其进入控制器的通风口。 不要使用研磨剂，
因为这些研磨剂会刮伤外壳或数字显示屏。

浴槽蓄水池
浴槽蓄水池和浸湿组件 - 浓缩的浴槽清洁剂（polyclean 浴槽清洁剂，部件号 004-300050）可去除
不锈钢蓄水池和温度控制器浸湿部件上的矿物质沉积。 清洁剂应按规定的剂量添加到浴槽蓄水池中并在
60℃/140℉ 的水温下来回流动，直到水垢被清除。
注意：请勿使用钢丝绒来清洁您的循环器浴槽蓄水池。

外部表面 — 在循环器的顶层甲板和其他外部表面上只能使用温和清洁剂和水或批准的清洁剂。外部表面
— 在循环器的顶层甲板和其他外部表面上只能使用温和清洁剂和水或批准的清洁剂。 不允许将清洗液
或喷砂剂直接喷洒在温度控制器后面的排放口上。

水泵叶轮
万一碎片卡在水泵叶轮中，可以使用软刷子来清除任何卡住的颗粒物。 必要时，刷前请先用蒸馏水和
polyclean 浴槽清洁剂混合溶液泡软。
注意：勿用坚硬器具或沙布来清除卡住的碎片。

冷凝器、空气排放口和可重复使用的过滤器
（仅限制冷/加热循环器）
为使制冷系统保持最优冷却能力运行，冷凝器、可拆卸空气过滤器和所
有空气排放口（前面、侧面、后面）都应该不沾有任何灰尘。 请确保
定期检查这些情况，并在必要时进行清洁。

可重复使
用的

只要卸下检修板，就可以在设备前面很容易地检修可重复使用的过滤
器。 使用温和的清洁剂和水溶液清除所有聚积的灰尘。 冲洗干净并
晾干，然后再重新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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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和重新安装温度控制器
卸下
循环浴槽上的温度控制器设计为可以从顶层甲板上轻松卸下，不需要使用任何特别的工具。 按以下
操作将其卸下：
1. 将小型平头螺丝刀刀头放在固定环锁定片下方，轻轻向上撬。

锁定片

2. 顺时针旋转温度控制器，直到它停止（大于 0.75 英寸/1.9 厘米）。

3. 垂直提升控制器，将其提出循环器顶层甲板的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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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
循环器的顶层甲板上有四个销钉，用于在重新安装时确定温度控制的位置。 这些销钉与循环器固定环内
部的锁孔槽齿合。
1. 将固定环锁定片向上对准顶层甲板上其中一个凹口，慢慢降低温度控制器，使之沉入顶层甲板开口
中，直到其位于定位销钉顶部。

锁孔槽（切口）
锁定片
定位销钉
（共 4 个）

凹口

2. 轻轻旋转温度控制器，直到它下降到定位销钉上。

3. 逆时针旋转温度控制器，直到锁定片与顶层甲板上的凹口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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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触摸屏
高级可编程控制器有可让您校准触摸屏的内建的功能，这样触摸屏就可以更精确地反应您的触摸。 此校准
应如下执行：
1. 按下控制器前方的电源键，将控制器的电源关闭。
2. 将此设备后面的电源开关/断路器调至“关”位置。
3. 将电源开关/断路器调回“开”位置。 显示屏上会显示一个沙漏图像。
4. 沙漏图像消失后，按住 Home 键，直到校准屏幕出现为止。
5. 按照屏幕上的校准说明操作。 完成触摸屏校准步骤后，沙漏图像会短暂重新出现
并随后显示待机屏幕。
6. 按电源键返回正常操作。

显示模块固件更新
警告：当前版本的固件和所有时间/温度程序、校准和其他用户设置值会在安装新的显示模块固件时清
除。 请确保将您要保存的所有程序保存到了闪存驱动器，并记录了您所作出的所有设定。

高级可编程控制器提供了更新需要提升的固件的功能。 固件更新应如下执行：
1. 加载闪存驱动器根目录中的更新的固件（文件名应为：*.CMD，其中 * = 版本号）。 闪存驱
动器不能包含其他版本的固件。
2. 按下控制器前方的电源键，将控制器的电源关闭。
3. 将此设备后面的电源开关/断路器调至“关”位置。
4. 将闪存驱动器插入控制器背面的 USB A 端口。
5. 将电源开关/断路器调至“开”位置，同时按住 SET 键。 显示屏上会显示一个沙漏图像。
6. 继续按住 SET 键，直到显示屏从黑变白。 出现“正在检查映像...此过程需要数分钟，
请稍候”消息后，放开 SET 键。
7. “待机”显示在显示屏上后，将电源开关/断路器调至“关”位置。
8. 将电源开关/断路器调回“开”位置。
9. “待机”显示在显示屏上后，按前面板上的电源键将控制器打开。
10. 按“菜单”键访问主菜单，选择“服务”，然后确认在“服务”子菜单的第 2 页上的显示模块固件版本
是否与您适才加载的版本相同。
11. 返回主菜单，选择“控制”，然后选择“控制”子菜单第 2 页上的“重置内存并重启”。
12. 输入还原默认值密码 (1234)，然后点击“确定”。 温度控制器将关闭并随后重新引导至待机状态。
注意：有关还原温度控制器的原始版本固件的信息，请参阅“系统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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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和出错消息
警告
警告会向您警示诸如外部温度传感器断开或所需设定高于或低于用户设定限制等情况。 在检测到情况
后，警告信息会在状态栏上短暂显示。 在电源关闭并重新开启后，它也会显示。
警告消息

警告消息

原因

补救措施

设定值超过上限警报

所需设定温度高于上限设定

降低设定温度或增加上限设定

设定值低于下限警报

所需的设定温度低于下限设定

提高设定温度或降低下限设定

探头 2 已中断

外部温度探头已断开

重新连接外部温度探头或选择内部
(P1) 控制。

设定值超过安全设定

所需的设定温度高于安全设定温度

降低设定或增加安全设定温度

更换空气过滤网并重启

空气过滤器清洁维护提示

清洁空气过滤器并重置维修提示

The fluid should be
replaced (液体应更换)

浴槽液体更换维护提示

更换浴槽液体并重置维护提示

液温超过上限

浴槽液体温度高于上限警报设定

让浴槽液体冷却或提高上限警报设定

液温低于下限

浴槽液体温度低于下限警报设定

让浴槽液体加温或降低下限警报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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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错误会警示您影响安全的状况或会影响性能的组件故障。 检测到错误状况时，加热器、冷凝器和泵
的电源会断开，且错误信息会一直在显示屏上显示。 错误消息包括错误类型、原因和补救措施。

补救措施
错误状况

错误消息

原因

补救措施

制冷模块已中断

上次开启时检测到的冷却模
块不再连接。

重新连接冷却模块电缆并重新
开启单元。

外探头失效
注意：此错误只会在外置 (P2)
控制有效的情况下出现。

外部温度探头可能存在故
障。

检查其是否正确插入。 检查探
头线。 如果问题依然
存在，请联系您的供应商。

上限警报

液体温度超过上限警报。 液
体过热

检查设定。 如果问题依然存
在，请联系您的供应商。

安全上限警报

液体温度超过安全设定。

检查安全设定。 如果问题依
然存在，请联系您的供应商。

内部失效

可能发生了内部故障。

检查设置。 如果问题依然存
在，请联系您的供应商。

内探头失效

内置温度探头可能发生了故
障。

如果问题依然存在，请联系您
的供应商。

下限警报

液体温度低于下限警报。 液
体太凉。

检查设定。 如果问题依然存
在，请联系您的供应商。

低液位

悬浮开关激活。

检查浴槽中的液面并在需要时
添加更多液体。

低液位侦测

通过悬浮开关或检测过热状
况，检测到低液面。

重新检查液面，并重新检查设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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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表
问题

可能的原因

补救措施

设备无法运行（数字显示屏显
示空白）

未向设备供电

检查电源线是否连接牢固，并连
接到能够正常使用的电源插座。

设备无法运行（数字显示屏上
显示“待机”）

设备处于“待机”模式

按前面板上的“电源键”。

无液体循环

蓄水池中的液体不足

向蓄水池中注入液体。

水泵叶轮卡住

检查泵，必要时清除碎片。

液体粘度太高

更换为低粘度浴液。

外部管道直径太小
低线电压

使用更大直径的管道进行更换。
必要时检查并更正。

蓄水池中的液体不足

向蓄水池中注入液体。

温度设定值过低
安全设定温度过低

提高温度设定值。
提高安全设定温度。

循环不充分

请参见上面的“循环不充分”。

低线电压

必要时检查并更正。

室温过低
热损耗过多

提高室温或转移设备。
检查外部浴箱和软管的热损耗；
检查内部蓄水池的蒸汽/热损
耗。

循环不充分

检查泵流量和运行情况。

碎片或矿物质聚积在泵、加
热器或温度传感器上。

根据需要进行清洁。

空气过滤器或冷凝器上聚积
了灰尘

必要时清洁空气过滤器和/或冷
凝器。
必要时去除堵塞物。
降低温度设定值。
检查热负荷是否未超过浴槽承受
能力；必要时加以更正。

循环不充分

设备未加热

加热不充分

温度不稳定

设备未冷却

空气通风栅堵塞
温度设定值过高
热负荷过重
室温太高 (>35°C / 95°F)
低或高线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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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可能的原因

补救措施

冷却不充分

空气过滤器或冷凝器上聚积
了灰尘

必要时清洁空气过滤器和/或冷
凝器。
必要时去除堵塞物。
降低温度设定值。
检查热负荷是否未超过浴槽承受
能力；必要时加以更正。

空气通风栅堵塞
温度设定值过高
热负荷过重
室温太高 (>35°C / 95°F)

无法达到低端极值温度

低或高线电压

降低室温。
必要时检查并更正。

泵速太高

降低泵速。

浴液不正确

检查循环的浴液是否能够达到必
需的温度。

外部浴液管线隔热不充分
室温太高 (>35°C / 95°F)
低或高线电压
空气过滤器或冷凝器上聚积
了灰尘
空气通风栅堵塞
热负荷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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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性能说明
工作温度范围：

与型号相关；请参见下表

温度稳定性：

±0.005°C （±0.01°F）

泵类型：

变速抽/压
60Hz 型号

50Hz 型号

最大压力：

4.3 psi (0.30 bar)

3.6 psi (0.25 bar)

最大压力流速：

5.3 gpm (20.1 lpm)

4.4 gpm (16.7 lpm)

最大抽流速率：

3.9 gpm (14.7 lpm)

3.2 gpm (12.2 lpm)

加热器功率：

1100 瓦

2200 瓦
电气要求

蓄水池容量

温度
范围

60Hz

50Hz

AP07R-20 制冷/加热浴槽

7升

-20° 至 200°C
-4° 至 392°F

120V、60Hz
、12A

240V、50Hz
、12A

AP07R-40 制冷/加热浴槽

7升

-40° 至 200°C
-40° 至 392°F

120V、60Hz
、12A

240V、50Hz
、12A

AP7LR-20 制冷/加热浴槽

7升

-20° 至 200°C
-4° 至 392°F

120V、60Hz
、12A

240V、50Hz
、12A

AP15R-30 制冷/加热浴槽

15 升

-30° 至 200°C
-22 至 392°F

120V、60Hz
、13A

240V、50Hz
、13A

AP15R-40 制冷/加热浴槽

15 升

-40° 至 200°C
-40° 至 392°F

120V、60Hz
、13A

240V、50Hz
、13A

AP20R-30 制冷/加热浴槽

20 升

-30° 至 200°C
-22° 至 392°F

120V、60Hz
、13A

240V、50Hz
、13A

AP28R-30 制冷/加热浴槽

28 升

-30° 至 200°C
-22° 至 392°F

120V、60Hz
、13A

240V、50Hz
、13A

AP45R-20 制冷/加热浴槽

45 升

-25° 至 135°C
-13° 至 275°F (1)

208-240V、
50/60Hz、13A

208-240V、
50/60Hz、13A

AP75R-20 制冷/加热浴槽

75 升

-20° 到 100°C
-4° 至 212°F(1)

208-240V、
50/60Hz、13A

208-240V、
50/60Hz、13A

AP07H200 仅加热浴槽

7升

室温 +10° 至 200°C
室温 +20° 至 392°C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15H200 仅加热浴槽

15 升

室温 +10° 至 200°C
室温 +20° 至 392°F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20H200 仅加热浴槽

20 升

室温 +10° 至 200°C
室温 +20° 至 392°F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28H200 仅加热浴槽

28 升

室温 +10° 至 200°C
室温 +20° 至 392°F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06S150 不锈钢开放式浴槽

6升

室温 +10° 至 150°C
室温 +20° 至 302°F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10S150 不锈钢开放式浴槽

10 升

室温 +10° 至 150°C
室温 +20° 至 302°F (2)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20S150 不锈钢开放式浴槽

20 升

室温 +10° 至 150°C
室温 +20° 至 302°F (2)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型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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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28S150 不锈钢开放式浴槽

28 升

室温 +10° 至 150°C
室温 +20° 至 302°F (2)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08P100 聚碳酸酯开放式浴槽

8升

室温 +10° 至 85°C
室温 +20° 至 185°F (3)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11P100 聚碳酸酯开放式浴槽

11 升

室温 +10° 至 85°C
室温 +20° 至 185°F(3)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14P100 聚碳酸酯开放式浴槽

14 升

室温 +10° 至 85°C
室温 +20° 至 185°F (3)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17P100 聚碳酸酯开放式浴槽

17 升

室温 +10° 至 85°C
室温 +20° 至 185°F (3)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23P100 聚碳酸酯开放式浴槽

23 升

室温 +10° 至 85°C
室温 +20° 至 185°F (3)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28P100 聚碳酸酯开放式浴槽

28 升

室温 +10° 至 85°C
室温 +20° 至 185°F (3)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29VB5R 聚碳酸酯粘度浴槽

29 升

室温 +10° 至 85°C
室温 +20° 至 185°F (3)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AP29VB3S 聚碳酸酯粘度浴槽

29 升

室温 +10° 至 85°C
室温 +20° 至 185°F (3)

120V、60Hz
、10A

240V、50Hz
、10A

PP15RCAL 制冷校准浴槽

15 升

-30° 到 200°C
-22° 至 392°F

120V、60Hz
、13A

240V、50Hz
、13A

1. 可在最大工作温度的 ±0.01°C 范围内稳定运行；高级可编程控制器可承受更高的温度。
2. 不锈钢水槽的最大工作温度；高级可编程控制器可承受更高的温度。
3. 聚碳酸酯水槽的最大工作温度；高级可编程控制器可承受更高的温度。

环境条件

仅限室内使用
最高海拔：
运行环境：
相对湿度：
安装类别：
污染程度：
进入防护：
气候类别：
软件类别：
输出波形：

2000 米
5° 至 35°C（41° 至 95°F）
80%，无冷凝
II
2
IP 31
SN
B
正弦

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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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池中的液体
根据您的需要，循环器可以使用不同的浴液。 不论选择何种浴液，其化学组成都必须与蓄水池以及循环
器中的材料相容。 还必须适合所需的温度范围。

警告：使用符合 DIN 12876-1 规定的 III 类易燃液体时，用户必须在设备前部醒目位置
贴上以下警告标签：
警告标签

危险区。

W09
颜色：黄/黑

注意！ 注意说明
（操作手册、安全数据表）

强制性标签

在开始操作之前仔细阅读用户信息。

M018

范围：EU

颜色：蓝/白
或
Semi S1-0701

在开始操作之前仔细阅读用户信息。

表 A1-2 #9

范围：NAFTA

颜色：蓝/白

警告：请务必使用满足安全、卫生和设备相容要求的液体。 注意：所用浴液可能存在化学危害。
了解与所用液体有关的所有安全警告，以及材料安全数据表中包含的安全警告。

为了实现最佳的温度稳定性，液体粘度应为 50 厘沱，最低工作温度下应更低。 这可以使液体保持良好
的循环效果，并减少泵加热频率。
如果温度介于 10°C 至 90℃ 范围内，建议采用蒸馏水。 如果温度低于 10°C，应使用实验室级乙二
醇和水的混合物。 不要使用去离子水。
下图可用作您选择浴液时的应用指南。 为了达到最佳的温度稳定性和低蒸发率，一定要保持在
液体的正常温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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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正确选择和使用液体。 避免超范围操作。
比热容

粘度
(cSt)
@ 25°C

@ 液体
温度

BTU/lb°F

KJ/Kg°C

正常
温度范围

极限
温度范围

蒸馏水

1

50°C

1.00

4.18

10° 至 90°C

2° 至 100°C

polyclear MIX 30

1

50°C

1.00

4.18

15° 至 90°C

2° 至 100°C

polytherm S150

50

100°C

.41

1.71

50° 至 150°C

5° 至 270°C*

polytherm S200

125

150°C

.40

1.67

100° 至 200°C

80° 至 232°C*

polytherm S250

500

200°C

.39

1.63

150° 至 250°C

125° 至 260°C*

polytherm M170

40

85°C

.40

1.67

50° 至 170°C

25° 至 190°C

polycool HC -50

3

-30°C

.62

2.59

-50° 至 100°C

-62° 至 118°C

polycool EG -25
（与蒸馏水对半混合）

20

-20°C

.78

3.26

-25° 至 100°C

-30° 至 115°C

polycool EG -25
（与蒸馏水三七混合）

12

0°C

.89

3.72

0° 至 95°C

-15° 至 107°C

polycool PG -20
（与蒸馏水对半混合）

20

-10°C

.83

3.47

-20° 至 100°C

-30° 至 115°C

polycool PG -20
（与蒸馏水三七混合）

12

5°C

.92

3.85

5° 至 90°C

-10° 至 107°C

polycool MIX -25
（与蒸馏水对半混合）

20

-20°C

.78

3.26

-25° 至 100°C

-30° 至 115°C

polycool MIX -25
（与蒸馏水三七混合）

12

0°C

.89

3.72

0° 至 95°C

-15° 至 107°C

液体说明

*警告：这是液体的燃点温度。

警告：切勿使用下列液体

•
•
•
•
•
•
•
•
•

带添加剂的汽车防冻液**
硬自来水**
电阻率 > 1 兆欧姆的去离子水
酸或碱浓缩物
含有卤化物（氯化物、氟化物、溴化物、碘化物或硫化物）的溶液
漂白剂（次氯酸钠）
含铬酸盐或铬盐的溶液
甘油
Syltherm 液体
** 当温度高于 40°C 时，添加剂或矿物质沉积会吸附到加热器上。 如果沉积物聚积起来，加热
器可能会过热并且无法正常运行。 较高的温度和较高的添加剂浓度将会加快沉积物的聚积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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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注意事项
当液体温度处于低温极限值时：

• 冰或雪水的存在会对温度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 粘度大于 10 厘沱会对温度均匀性产生不利影响。
• 高液体粘度和高泵速会增加要抽取的液体的热量。
当液体温度高于室温，无需制冷时：

• 如果您的设定温度比环境温度高出 15°C 以下时，液体粘度应为 10 厘沱或以下，以减少液体摩擦
生热。

• 应通过暴露液体和降低泵速来促进热损耗。
当液体温度处于高温极限值时：

• 蒸汽产生的热损耗会对温度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 为了防止蒸汽积聚在屋内，蓄水池可能需要放在通风柜内。
• 使用盖子和/或浮动空心球，来帮助防止热量和蒸汽损耗。
• 定期补充从蒸汽中挥发掉的液体。
管道和转接头温度范围
材料

温度范围

Buna N 管道

-40° 至 120°C

Viton® 管道

-32° 至 200°C

Teflon® 编织线管

-50° 至 225°C

不锈钢转接头

-45° 至 225°C

尼龙转接头

-40° 至 90°C

铜质转接头

-40° 至 80°C

浴液相容性
Buna N 管道

Viton
管道

Teflon 编织
管道

不锈钢转接头

尼龙转接头

铜质转接头

polycool EG -25

A

A

A

B

A

B

polycool PG -20

A

A

A

B

polycool HC -50

B

B

A

B

polytherm S150

B

B

A

B

B

polytherm S200

B

B

A

B

B

polytherm S250

B

B

A

B

B

polytherm M170)

A

A

A

A

B

polycool MIX -25

A

A

A

B

A

B

polyclear MIX 30

A

A

A

A

A

A

B
B

B

A = 优良 B =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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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RS485 通信
注意：在连接到串行 (DB9) 端口之前，请总是将电源调到“循环器关闭”位置。

串行接口 — 控制器的后面板上提供了一个 DB9 接口，用于进行 RS232/RS485 数据通信。
针脚

RS232

RS485

2

TX

A

3

RX

4

DTR

5

GND

6

DSR

7

RTS

8

CTS

1

GND

B

9

串行通信协议 — 控制器使用以下串行通信设定：
数据位数 — 8
奇偶校验 — 无
停止位数 — 1
流控制 — 无
波特率 — 可选择（控制器/PC 波特率必须保持一致）。 推荐使用 57600
通信命令 — RS232 命令必须使用命令输入；RS485 命令必须使用 @ 和 RS485 地址（例如，@001）
后跟实际命令进行输入。 必须按所示的正确格式输入所有命令。 请勿在 [CR]（回车符）之后发送 [LF]
（换行符）。 确保严格遵循字符大小写。
响应后面跟感叹号 (!) 表示命令已正确执行。 问号 (?) 表示控制器未执行此命令（因为它的格式不正
确或值超出允许范围）。 必须收到控制器的响应，然后才能发送另一个命令。 所有响应都使用单个 [CR]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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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格式

值

返回消息

设置命令回显

SEi[CR]

回显：i = 1
无回显：i = 0

![CR]

设置设定值

SSiii.ii[CR]

i = 0-9 的任意整数

![CR]

设置开关

SOi[CR]

开：i = 1
关：i = 0

![CR]

设定上限警报

SHiii[CR]

i = 0-9 的任意整数

![CR]

设定下限警报

SLiii[CR]

i = 0-9 的任意整数

![CR]

设定泵速

SMi[CR]

i = 任意 5-100 间整数，增量为
5

![CR]

设置重新启动电源状态

SWi[CR]

重新启动：i = 1
待机：i = 0

![CR]

设置内部/外部控制

SJi[CR]

外置：i = 1
内置：i = 0

![CR]

读取设定温度

RS[CR]

iii.ii[CR]

读取温度单位

RU[CR]

C[CR] 或 F[CR]

读取内部温度

RT[CR]

iii.ii[CR]

读取外部温度

RR[CR]

iii.ii[CR]

读取运行状态

RO[CR]

读取上限警报设定

RH[CR]

iii[CR]

读取下限警报设定

RL[CR]

iii[CR]

读取泵速

RM[CR]

低：i = 1
高：i = 2

i[CR]

读取警报状态

RF[CR]

无故障：i = 0
故障：i = 1

i[CR]

读取自动冷却设定值

RA[CR]

ii[CR]

读取程序运行次数

RV[CR]

ii[CR]

读取程序运行中的步骤数

Rs[CR]

ii[CR]

读取程序运行中的循环次数

RK[CR]

ii[CR]

读取当前程序步骤

RC[CR]

ii[CR]

读取程序状态

RG[CR]

读取当前程序循环

RI[CR]

读取程序开始以来经历的时间

RE[CR]

读取固件版本

R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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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i = 1
待机：i = 0

运行：i = 1
停止：i = 0
暂停：i = 2

i[CR]

i[CR]
ii[CR]

格式：h:mm:ss

ii[CR]
i-ii-iii[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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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开关
警告： 在连接到串行（DB9） 端口之前，请总是将电源调到“循环器关闭”位置。

通过触点闭合或 VDC 控制室信号，温度控制器后面的 DB9 接头还可用于打开或关闭循环器。
接触关闭器——如需使用接触关闭器打开和关闭循环器，请连接针脚 1 至针脚 5。 关闭开关后，循环器将
打开，打开开关后，循环器将关闭。
VDC 信号——要使用 VDC 信号，打开和关闭循环器，连接针脚 9（正）和针脚 5（接地）。 在施加+9 到
+24VDC 信号时，循环器将打开，在撤除信号时，循环器将关闭。

USB 数据记录
数据会存储在可由电子表格程序（例如 Microsoft Excel®）读取的 CSV 文件中。 数据输出格式为：
MIN.SEC

[V]

UNIT

SET

P1

P2

4

[v0013]

C

10

15.19

14.89

4

[v0013]

C

10

15.18

14.88

4.22

[v0013]

C

10

15.03

14.71

4.23

[v0013]

C

10

15.02

14.7

4.24

[v0013]

C

10

15

14.69

4.25

[v0013]

C

10

15

14.69

4.26

[v0013]

C

10

14.99

14.68

4.27

[v0013]

C

10

14.98

14.67

MIN.SEC = 分钟和秒。
V = 固件版本。
UNIT = 选择的温度单位。
SET = 温度设定
P1 = 内探头测量到的液体温度
P2 = 外置探头测量到的液体温度（如有连接）
注意：数据第一行的时间戳代表开始记录数据的时间。 如果在闪存驱动器或计算机连接到 USB 端口后
启用了数据记录，则时间戳将会表示 0.01。 它稍后会显示数据记录是否在存储设备连接前启用。 在上例
中，闪存驱动器在数据记录启用后 4 分钟连接到 USB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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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B 设置、监控和控制
高级可编程温度控制器可使用连接到 USB B 端口的个人计算机进行监控和控制。
初始设置
1. 将 USB A 的 USB A 连接器插入 USB B 电缆，然后插进个人计算机上的 USB 端口，然后将 USB
B 连接器插入温度控制器上的对应端口。
2. 计算机操作系统会自动检测到新设备并询问是否安装该设备的驱动程序。 这些驱动程序可在随温
度控制器提供的资源磁盘上找到。
3. 将资源磁盘放入计算机的 CD 驱动器并安装驱动程序。
4. 确定计算机分配给温度控制器的端口的标识。
监控和控制
连接完毕并安装驱动程序后，您可以使用终端程序和活动串行通信命令监控和控制温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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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net 配置
注意：可以使用这些 Web 浏览器使用高级可编程控制器的 Ethernet 功能：Internet Explorer 9.0 或更新
版本、Firefox、Chrome、Safari 或 Opera。

高级可编程控制器可通过其 Ethernet 接口或通过设施的有线或无线网络直接连接到笔记本或台式计算机。
任一类型的连接均可让您使用 Internet 浏览器，通过输入 IP 地址来实时控制和/或监控循环浴槽。 控制器
的活动串行通信命令可用于检索和/或更改操作信息。
计算机到控制器直接配置
注意：如果计算机已连接到有线网络，您将无法将其直接连接到循环浴槽的温度控制器。

1. 打开可显示计算机的可用网络连接的实用程序。
2. 选择可用的有线连接。
3. 为所选连接输入以下属性：
A. Internet 协议：TCP/IP
B. IP 地址：任意三组相同数字（例如，111.111.111）后跟单个数字（例如，
111.111.111.5）。
C. 子网掩码：255.255.255.0
4.

将 IP 地址输入控制器，进行“静态 IP 地址分配”，详情见下文。 注意，控制器上 IP 地址中
的前三组数字必须与上面的步骤 3B 中输入的数字相同。 最后一位不需要匹配。

有线或无线网络配置
高级可编程控制器可支持动态 (DHCP) 和静态 IP 配置。 默认值为“静态”。 IT 部门需要使用任一种 IP 配置
来确保网络和控制器配置正确。
1. 按

访问主菜单。

2. 点击“连接”可访问“连接”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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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Ethernet（以太网）可访问 IP 地址屏幕。 下列屏幕之一将会显示，具体取决于当前配置：

静态 IP 地址屏幕

动态 IP 地址屏幕

静态 IP 地址分配 — 如果控制器将使用静态 IP 地址直接连接到计算机或网络，则您必须手动把将会使用的
IP 地址输入控制器。 操作方式如下：
1. 选择“静态”并点击 √。

选择“静态 IP 地址分配”

2. 选择 IP 地址字段，输入正确的 IP 地址并点击 √。 对前三个 IP 地址字段重复操作。
IP 地址字段

动态 IP 地址分配 — 如果您的网络使用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
配置协议），则您只需要将控制器设为使用 DHCP。 正确的地址会在将控制器连接到网络后自动显示。
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
选择动态
(DHCP) IP 地址
分配

110-514 PSC/ZH

81

TCP 控制配置
为了通过 Internet 浏览器进行操作更改（设定值、上下限和警报等），您必须开启 TCP 控制功能，
且在温度控制器的 IP 设定屏幕上设定一个密码。 您必须在浏览器屏幕的“登录”字段中输入密码，
然后才可以更改温度控制器的操作设定。
要打开 TCP 控制和创建密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连接”子菜单中，选择 Ethernet（以太网）。 IP 设定屏幕随即显示：

点击可创建密码，允许使
用 internet 浏览器进行控
制

2. 选择“密码”创建密码（最长 8 个字符），然后点击 √。

3. 打开 TCP 控制并点击 √。

点击可打开 TCP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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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置制冷控制
警告：外置制冷控制设定的显示和设定始终以 °C 为单位。

注意：循环器必须配备有可选的外置制冷控制阀才能使用此功能。 有关安装信息，请参阅随可选外置制
冷控制阀提供的说明。

外置制冷控制可提供一种以提升后的温度运行一段时间后快速冷却浴槽液体的方法。 如果合理配置，它也
能阻止浴槽冷却到低于所要的温度。
常规操作
通过自动渐增关闭阀门，外置制冷控制可用来启动在较高温度运行后的受控浴槽液体冷却，使浴槽温度降
低。
1. 浴槽温度高于最大设定值时，外置冷却阀位完全开启 (100%)。
2. 浴槽温度介于最大设定和最小设定值之间时，外置冷却阀部分开启（用户可从 10% 到 90%
进行调整）。
3. 浴槽温度低于最小设定值时，外置冷却阀完全关闭 (0%)。
配置外置制冷控制
1. 在“控制”子菜单的第二页，选择“外置制冷控制”。 “外置制冷控制”设置屏幕将显示。

点击可访问外置制冷控制设置

点击可更改对应的值

2. 输入所要的最大和最小设定和外置冷却阀的 Valve % 比值。 点击对应按钮，选择要更改的值。
使用显示的数字小键盘输入所要的值并随后点击 √ 接受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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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设定 — 浴槽温度高于此值时，阀会 100% 开启。 最大设定值可设置为 40° 至 80°C。
最小设定 — 浴槽温度低于此值时，阀会完全关闭。 最小设定值可以设置为 20° 至 35°C。
Valve % — 这是浴槽温度在最大和最小设定值之间时的阀门设定。 阀门百分比可设为 10% 至
90% 开启。
3. 点击 √ 接受外置制冷控制设定。

操作外置制冷控制
警告：请在浴槽温度冷却到所要的温度时，确保外置制冷控制停用。 如果不停用则可能造成多余的能
源消耗和/或使浴槽温度难以保持在高于最小设定的值。

要使用外部温度控制开始冷却，请从“控制”子菜单的第二页选择“外置制冷控制”，点击“开始”并随后点击 √。
外置制冷控制阀将开启（完全或部分开启，具体取决于浴槽温度和设定而定）。 外置制冷控制阀会在浴槽
温度到达最小设定值时自动关闭。

点击可启动冷却

浴槽冷却到所要温度时，外置制冷控制可以通过依次选择“控制”子菜单、“外置制冷控制”，点击“停止”并随
后点击 √ 来停用。

点击可停止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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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处置（WEEE 指令）

或

此设备标有打叉的带轮垃圾桶标志，表明其应遵从《报废电子电器设备 (WEEE) 指令》，而不能被当作一
般生活垃圾处置。 带有此标志的任何产品必须根据您所在地区的法规指导单独收集。
您必须在设备报废时正确处置此设备，将其交给授权厂家进行单独收集和回收利用。 您还必须净化设备，
以免产生生物、化学和/或放射性污染，以保护负责处置和回收设备的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这样，您将帮
助保护自然和环境资源，并确保以不危及人类健康的方式回收您的设备。
废物收集、再利用、再循环和回收计划的要求根据您当地监管机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请联系您当地
的负责人（例如您的实验室经理）或授权代表，获取有关适用的处置规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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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件和配件
说明

部件号

IEC 至 IEC 的电源线（制冷/加热循环器）120V，60Hz

225-661

IEC 至主电源的电源线，美国插头类型，120V，60Hz
（7 至 28 升制冷/加热循环器）

225-473

IEC 至主电源的电源线，美国插头类型，230V，60Hz
（45 升和 75 升的制冷/加热循环器）

225-230

IEC 至主电源的电源线，欧洲插头类型，240V，50Hz
（制冷/加热循环器）

225-346

IEC 至主电源的电源线，美国插头类型，120V，60Hz（加热循环器）

225-227

IEC 至主电源的电源线，欧洲插头类型，240V，50Hz（加热循环器）

225-228

制冷控制电缆（制冷/加热循环器）

225-651

用于 7 升制冷/加热和仅加热循环器的蓄水池盖

510-726

用于 15 升制冷/加热和仅加热循环器的蓄水池盖

510-727

用于 20 升制冷/加热和仅加热循环器的蓄水池盖

510-728

用于 28 升制冷/加热和仅加热循环器的蓄水池盖

510-729

用于 45 升制冷/加热和仅加热循环器的蓄水池盖

510-730

用于 75 升制冷/加热循环器的蓄水池盖 7（小）

510-730

用于 75 升制冷/加热循环器的蓄水池盖 7（大）

510-731

用于 15 升校准浴槽的蓄水池盖

510-732

迂回管道工具包，Buna N

510-711

迂回管道工具包，Viton

510-495

聚四氟乙烯内衬管道，不锈钢套网

060310

RS232 电缆，9.8 英尺（3 米）

225-173

USB A 至 USB B 电缆，6 英尺（1.8 米）

225-669

Ethernet（以太网）电缆，7 英尺（2.1 米）

225-670

闪存驱动器，1 GB

250-096

Pt100 外部温度探头，2 英尺（0.6 米）

525-876

Pt100 外部温度探头，10 英尺（2 m）

525-870

Pt100 外部温度探头，25 英尺（8 米）

525-871

Pt100 外部温度探头，50 英尺（15 米）

525-872

USB A 至 USB B 电缆，9 英尺（3 米）

225-669

转接头，¼” NPT 公插头至 1/8”（3 毫米）软管针刺式，铜质（每套两个）

060305-2

转接头，¼” NPT 公插头至 3/16”（5 毫米）软管针刺式，不锈钢（每套一个）

776-204

转接头，¼” NPT 公插头至 3/16”（5 毫米）软管针刺式，尼龙（每套一个）

3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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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部件号

转接头，¼” NPT 公插头至 3/16”（5 毫米）软管针刺式，铜质（每套一个）

776-193

转接头，¼” NPT 公插头至 ¼”（6 毫米）软管针刺式，尼龙（每套一个）

300-048

转接头，¼” NPT 公插头至 ¼”（6 毫米）软管针刺式，铜质（每套一个）

776-194

转接头，¼” NPT 公插头至 ¼”（6 毫米）软管针刺式，不锈钢（每套一个）

776-203

转接头，¼” NPT 公插头至 5/16”（8 毫米）软管针刺式，不锈钢（每套两个）

060305-2

转接头，¼” NPT 公插头至 3/8”（9.5 毫米）软管针刺式，不锈钢（每套一个）

776-202

转接头，¼” NPT 公插头至 3/8”（9.5 毫米）软管针刺式，尼龙（每套一个）

300-047

转接头，¼” NPT 公插头至 3/8”（9.5 毫米）软管针刺式，铜质（每套一个）

776-195

转接头，¼” NPT 公插头至 M16 x 1，不锈钢（每套一个）

775-290

转接头，M16 x 1 母插头至 8 毫米 (1/4”) 软管针刺式，铜质（每套一个）

776-191

转接头，M16 x 1 母插头至 12 毫米 (7/16”) 软管针刺式，铜质（每套一个）

776-192

转接头，½” NPT 公插头 x ½”（13 毫米）软管针刺式，尼龙（适用于集成冷却线圈

300-096

流量适配器，两个具有关闭装置的端口。 ¼” NPT 公插头 x 两个 ¼”（6 毫米）软管针刺
式，铜质

510-666

数字至模拟适配器， 10 mV

215-471

可重复使用的空气过滤器，适用于 AP7LR-20 制冷/加热循环器

305-057

可重复使用的空气过滤器，适用于 AP07R-40 和 AP07R-40 制冷/加热循环器 AP15RCAL
校准浴槽

305-054

可重复使用的空气过滤器，适用于 AP15R-30、AP15R-40、AP20R-30 和 AP28R-30 制
冷/加热循环器

305-055

可重复使用的空气过滤器，适用于 AP45R-20 和 AP75R-20 制冷/加热循环器

305-056

O 型圈，排放阀（适用于制冷/加热和仅加热循环器）

400-934

显示模块装配件

510-528

显示面板

300-676

断路器/电源开关

215-330

水平滑动装置；适用于制冷/加热和仅加热循环器

400-814

校准浴槽盖的套筒工具包：两个 2 毫米的衬垫，一个 4.0 毫米的衬垫

510-748

校准浴槽盖的套筒工具包：两个 3 毫米的衬垫，一个 4.0 毫米的衬垫

510-745

校准浴槽盖的套筒工具包：两个 4 毫米的衬垫，一个 4.0 毫米的衬垫

510-746

校准浴槽盖的套筒工具包：两个 5 毫米的衬垫，一个 4.0 毫米的衬垫

510-749

校准浴槽盖的套筒工具包：两个 6 毫米的衬垫，一个 4.0 毫米的衬垫

510-747

校准浴槽盖的套筒工具包：两个 8 毫米的衬垫，一个 4.0 毫米的衬垫

510-750

校准浴槽盖的实芯塞，Viton®

300-831

资源磁盘（载有操作手册）

110-815

110-514 PSC/ZH

87

PolyScience 循环浴液
循环浴液

数量

部件号

polyclean 除藻剂

8 oz/236 ml

004-300040

polyclean 除藻剂

12 瓶 (8 oz/236 ml)

004-300041

polyclean 浴槽清洁剂

8 oz/236 ml

004-300050

polyclean 浴槽清洁剂

12 瓶 (8oz/236ml)

004-300051

polycool EG -25（乙二醇）

1 加仑/4.5 升

060340

polycool PG -20（丙二醇）

1 加仑/4.5 升

060320

polycool HC -50（水基导热液）

1 加仑/4.5 升

060330

polytherm S150（硅油）

1 加仑/4.5 升

060326

polytherm S200（硅油）

1 加仑/4.5 升

060327

polytherm S250（硅油）

1 加仑/4.5 升

060328

polytherm M170（矿物油）

1 加仑/4.5 升

060321

polycool MIX -25 （polycool EG -25/水与 polyclean
除藻剂对半混合）

5 瓶 0.5 加仑/2.27 升

004-300060

polyclear MIX 30 （蒸馏水加 polyclean 除藻剂）

5 瓶 0.5 加仑/2.27 升

004-3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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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技术支持
如果您已按照前面提到的故障排除步骤操作，但是您的循环器仍然无法正常运行，请联系您向其购买设备
的供应商。 请向客户服务人员提供以下信息：
型号、序列号和电压（请参见背部面板标签）
购买日期和采购订单号
供应商的订单号或发票号
问题简述

保修
如果在保修期内出现任何材料或工艺缺陷，厂家同意为产品的原用户进行修理（用新的或翻新部件）或根
据厂家的选择进行更换（用新的或翻新产品）。 标准保修期为二十四 (24) 个月，自产品交付日起算。 更
换时，更换设备的保修期为原保修期的剩余天数或九十 (90) 天，以较长者为准。 在本有限保修中，
“翻新”是指产品或部件已恢复为原有规格。 这是弥补缺陷的唯一方法。
如果产品需要相关服务，请联系厂家/供应商所在办事处获取相关说明。 当需要退回产品时，会指定一
个退货授权号，并通过其原包装或可提供同等保护的包装以预付运费的方式将产品发运到指定的服务中
心。 为了确保能够快速得到处理，必须将退货授权号放在包装外面。 物品应随附一份详细的缺陷说明。
本保修不适用因意外、疏忽、不合理使用、不恰当维修、天灾、PolyScience 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修改
以及材料或工艺缺陷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缺陷或故障。
排除暗示担保。 本文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针对超出操作手册中为各个产品规定的
说明和期限的特定用途的适销性或适用性。
损害赔偿限制。 厂家唯一的保修义务仅限于修理或更换有缺陷的产品。
某些州/省/市/自治区不允许：(A) 限制暗示担保持续时间；或 (B) 排除或限制意外或间接损坏，因此上述
限制或排除可能不适用您。 本担保赋予您特定的法律权利，您可能还拥有其他权利，将因所在州/省/市/自
治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制造商：

PolyScience
6600 W. Touhy Avenue Niles, IL 60714 U.S.A.
1-800-229-7569 ● 1-847-647-0611
www.polysci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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