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LPQCO2 100（横式）

配比式 CO2培养控制器 使用说明书101（竖式）
此产品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以便正确使用，并妥善保存，以便随时参考。

操作注意
断电后方可清洗仪表；清除显示器上污渍请用软布或棉纸；显示器易被划伤，禁止用硬物擦拭或触及；禁止用

螺丝刀或书写笔等硬物体操作面板按键，否则会损坏或划伤按键。

一、 概 述

“YLPQCO2”型 CO2培养箱控制器，适用于水（气）套式加热，配比式控制 CO2浓度的

CO2培养箱。温度采用先进的自整定 PID控制技术，精度高，无过冲，无需控制参数调节。

二、 主要技术参数

1.显示方式：数码管

2.温度设定范围：0.0～60.0℃；

3.显示值基本误差：＜0.5%；

4.控制精度：温度：±0.1℃；

5.定时关机时间：0～999min；

6.温度传感器：PT100；

7.工作环境：电源电压：220VAC±10%，50HZ±2HZ；

环境温度：0～50℃；

相对湿度：＜85%RH

三、 面板指示

四、 按键及指示灯说明

4.1按键说明：
“Tset”键：温度及其参数设定键；
“▼”键：处于设定状态时，点击此键数字减一，长按此键数字连续递减；

“▲”键：处于设定状态时，点击此键数字加一，长按此键数字连续递加；

“Cset”键：CO2设定键；

4.2指示灯说明：
“加热”灯：箱温加热输出时指示灯点亮；

“报警“灯：有温度超温时报警指示灯亮；

“水位”灯：低水位时指示灯点亮，中水位时指示灯闪烁，高水位时指示灯灭；

“充气”灯：CO2充气时，充气灯亮

“补气”灯：CO2补气时，补气灯亮；

五、 操 作

1. 控制器上电经过自检后，数码管 S1区显示箱温测量值，S2区显示箱温设定值，S3
区显示 CO2充气时间计数值，S4区显示 CO2充气时间设定值，该状态为标准状态。

2.在标准状态下，按“▼”键或“▲”键 S2区依次显示 T2，T3，t代码，对应的 S1区
依次显示水温温度，门温温度，总运行时间。

3.点按“Tset”键（功能键），上排显示 SP，按“▼”键或“▲”键下排可修改箱温设定
值，再按此键，返回。

4.按“Tset”键 4秒以上，上排显示 ST，仪表进入箱温温度参数设置模式，再长按该键 4
秒以上将退出此模式。

箱温各参数功能如下：

提示符 名 称 设定范围 说 明 初始值

ST
定时

关机时间
0~999分钟 总机的定时关机时间设定，若 ST=0时，

总机无定时关机功能。
100

AL 超温

偏差报警
0.0～5.0

报警点设置，实际报警点=SP+AL。
若箱温测量值≥“箱温设定值+AL”关
断箱温加热输出，蜂鸣器鸣叫

1.0

Pb1
箱温

零位调整
-9.9～9.9

可用来修正箱温传感器测量时产生
的误差。Pb1=（箱温）水银温度计读数
值－（箱温）当前测量值

0.0

Pk1 箱温

满度调整
-999～999

实际（箱温）温度出现偏差时，可
调整该值 Pk1=1000×[（箱温）水银读
数值－（箱温）当前测量值]÷（箱温）
当前测量值

0

Lc 密码 0～255 LC=8可参看并修改该菜单参数值 0

5. 在箱温温度参数设置模式状态下，改变 LC的值，使其改为 18，再按住“Tset”键（功

能键）4秒，进入门温水温设置模式，再依次显示：

门温水温各参数功能如下：



提示符 名 称 设定范围 说 明 初始值

Ot1
水温测量值与箱温

设定值的差值 0.0～5.0

若“水温测量值≥箱温设定值 +
Ot1”，切断箱温加热输出回路。如果箱温
升不上去，加热无输出，且无报警，则加

大该值。

2.6

Ot2
门温设定值与箱温

设定值的差值 -5.0～5.0
门温设定值=箱温设定值+ Ot2

0.0

Pb2 水温

零位调整
-9.9～9.9

可用来修正水温传感器测量时产生的

误差。Pb2=（水温）水银温度计读数值－
（水温）当前测量值

0.0

Pk2
水温

满度调整
-999～999

实际（水温）温度出现偏差时，可调

整该值 Pk2=1000×[（水温）水银读数值
－（水温）当前测量值]÷（水温）当前
测量值

0

Pb3 门温

零位调整
-9.9～9.9

可用来修正门温传感器测量时产生的

误差。Pb3=（门温）水银温度计读数值－
（门温）当前测量值

0.0

Pk3 门温

满度调整 -999～999

实际（门温）温度出现偏差时，可调整该

值 Pk3=1000×[（门温）水银读数值－（门
温）当前测量值]÷（门温）当前测量值 0

6在箱温温度参数设置模式状态下，改变 LC的值，使其改为 168，再按住“Tset”键（功
能键）4秒，进入 PID阶层参数设置菜单，再依次显示：(水套式 C02培养箱时为括号里的参
数值，括号外参数值则为配气式 C02培养箱)
提示符 名 称 设定范围 说 明 初始值

P1 箱温比例带 2～100

比例作用调节，P越大比例作用越小，
系统增益越低，仅作用于加热侧。

15.0

（5.0）

I1 箱温积分时间 20～3600S 积分作用时间常数，I越大，积分作用
越弱。

400

（600）

D1 箱温微分时间 0～3600S

微分作用时间常数，d越大，微分作用
越强，并可克服超调，(d=0 PI控制)

400

（600）

Ar1 箱温过冲抑制 0～100% 用于抑制超调 (Ar确定为：1.5～2倍
的稳态输出占空比)

75

P2 门温比例带 2～100

比例作用调节，P越大比例作用越小，
系统增益越低，仅作用于加热侧。

15.0

（5.0）

I2 门温积分时间 20～3600S 积分作用时间常数，I越大，积分作用
越弱。

400

（600）

D2 门温微分时间 0～3600S

微分作用时间常数，d越大，微分作用
越强，并可克服超调，(d=0 PI控制)

400

（600）

Ar2 门温过冲抑制 0～100% 用于抑制超调 (Ar确定为：1.5～2倍
的稳态输出占空比)

75

7.“Cset”键（CO2设定键）：点击可进入 CO2充气时间设定，数码管 S3区显示参数 Ct，
S4区显示 Ct的值，可通过按增加键或减小键修改此设定值，设定范围为 0～25.0分钟。再点
击此键退出此模式，设定值自动保存。

8.“▼/▲”键（CO2减小键/增加键）：可改变 CO2参数值，按住这两键参数值自动递减/
递加。

（注：8中提到的按键指的是“Cset”右边的增加键和减小键。）

六、 CO2充气及门开关的功能
门合上时开始计时，风机，CO2充气输出。到达 CO2时间设定值时，停止计时，关闭 CO2

充气，打开 CO2补气。在计时过程中如有门打开，则停止计时，关风机输出，关箱温和水温

输出，CO2充气、补气复位。计时的当前值经过 20S均匀的减到零，如在未减到零之前又有
门开关合上，显示值自动清零，再重新开始计时。

七、 其它功能
1.水位检测：当水位为低水位时，水位灯亮并报警，自动关断加热输出；
2.门开关合上，充气时进气灯亮，CO2充气时间到，停止充气，补气灯亮。门打开时进气

灯、补气灯箱温输出灯皆不亮。

3.若传感器发生开路或温度超过测量上限时，温度窗口上排（S1区）闪烁显示
“ ”； 若传感器发生短路或温度低于测量下限时，温度窗口上排（S1区）闪烁显示
“ ”，自动关断加热输出，蜂鸣器鸣叫，可点击任意键消音，若出现上述情况请检查传

感器及其接线。

4.定时功能：门控开关闭合时开始定时，定时时间到，S2区显示 END，蜂鸣器鸣叫，控
制器自动关机，门控开关打开时，定时复位，准备重新开始定时。

5.报警功能：所有的蜂鸣器报警，按任意键即可消音。
6.自整定功能：如果箱温温度控制不理想，请启动自整定功能，在温度显示标准状态下长

按温度下降键或上升键 4秒以上，自整定启动，S2区域闪烁，指示在自整定状态。温度经过
几个来回的波动，自整定会自动结束，然后将得到较好的控温效果。

7.紫外灭菌功能：在 CO2浓度标准显示模式下，按上升键将启动紫外灭菌输出，在紫外灭
菌输出下再按上升键，将关闭紫外灭菌输出。

八、 接线图

九、 仪表维修和保存
仪表自开票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因制造质量发生故障由本厂负责全面保修，因使用不当而造

成损坏的则本厂酌收修理成本费，本厂仪表终身维修。

上海宇禾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宝山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振园路 128 号 1

号楼 4 楼 邮编：200444

电话：021-36071061 传真：36071062

电子邮件：yhkzjs@163.com 网址：www.yhkzj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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