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LSH-100（电源健）
YLSH-101（无电源键） 微电脑控制可编程生化培养箱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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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带电触摸控制器内部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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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技术参数
1、显示方式：8位 0.8 寸 LED 大数码管；通讯（-T1）:RS485,用于接上位机或者打印板。

2、温度测量范围：-60.0～100.0℃；时间设定范围：0～9999 分钟；

3、显示值基本误差：小于 0.5％；

4、传感器：PT100；

5、消耗功率：不大于 5VA；

6、工作环境： 电源电压：220V±10%，50HZ±2HZ；

环境温度：0～60℃（不宜超过 60℃）；

相对湿度：≦85%RH；

7、输出触点容量：⑴加热可控硅控制 220VAC,16A；

⑵制冷机控制继电器控制 220VAC,30A；

⑶照明控制继电器控制 220VAC 5A

2．安装注意事项

 仪表安装于以下环境： 仪表的环境温度：0…60℃。

大气压力：86…106KPa。 相对湿度：45…85RH%。

安装时应注意以下情况：

环境温度的急剧变化可能引起的结露。 空调直吹。

腐蚀性、易燃气体。 水、油、化学品、烟雾或蒸汽污染。

射积聚之处。 过多的灰尘、盐份或金属粉末。

直接震动或冲击主体结构。 阳光的直射。

3．面板和接线

3.1面板布局

3.2指示灯和按键说明
1、指示灯说明

 运行指示灯：指示控制器所处状态，当控制器处于运行状态时亮，当计时开始时闪烁。

 自整定指示灯：当控制器处于自整定时闪烁；

 温度指示灯：当数码管显示温度时亮；

 时间指示灯：当查看运行时间时亮；

 电源指示灯：上电后一直亮，指示控制器已接入 220V 的交流电；

 照明指示灯：当照明控制继电器有输出时亮；

 制冷指示灯：当启动压缩机制冷时亮，平常灭；

 加热指示灯：当有加热输出时亮，其余时候灭；

 报警指示灯：当有报警输出时亮，其余时候灭。

2、 按键说明

 电源键：当接通电源后，按此键可以启动或停止控制器（仅 YLSH-100 有此键）；

 设定键：用于设定值的修改，功能的调出，程序标定；

 移位键：用于设定值、各参数的移位和运行时间的查看；

 减小键：用于设定值、各参数的修改或控制器运行状态的改变和进入自整定；

 增加键：用于设定值、控制参数的修改或环境温度的查询和进入自整定；

 照明键：用于启动照明功能。

3.3接线

3.4 接线端子说明：

1、2、3端子接 PT100 热电阻；4、5、6端子接 RS485 通讯；7、12 端子接加热输出；8、12 端子接慢速风

机；9、12 端子接快速风机；10、12 端子接照明；11、12 端子接制冷输出；13、14 端子接 220V 电源。



4. 操作
设定值和定时时间改变方式：按设定键，左排显示 SP，通过增加、减小和移位键，使右排显示为所需

要的设定温度。再按设定键，左排显示 ST，通过增加键、减小键和移位键，使右排显示为所需要的定

时时间。再按设定键，回到标准显示模式，无键按下 1分钟后自动返回到标准显示模式。

 若左显示窗口的下半边出现 “ ”则说明热电阻短路或温度低于量程下限范围，若左显示窗

口上半边出现 “ ”则说明热电阻开路或温度超过量程上限，蜂鸣器响，可通过按任意键消音，

上述情况请检查接线或者换传感器。

 按照明键，照明控制继电器输出，此时照明指示灯亮。

制冷功能选择模式：

模式 1．切换式：在控制温度时根据需要加热或者制冷，与环境温度无关。

模式 2. 平衡式：当设定值小于当前的环境温度+5 度时，压缩机长开，通过加热来平衡所需要的设定

温度；设定温度高于环境温度+5 度时，转换成模式 1

模式 3.关加热式：当设定值小于当前环境温度-5 度时，关加热，通过压缩机的开/关来控制温度。当

设定温度高于环境温度-5 度时，自动切换到模式 1.

环境温度可查询，在标准显示下按移位键 4秒以上，最末一位小数点闪烁，此时 PV 区显示的是环境温

度，再按移位键 4秒以上可退出环境温度显示。

如果环境温度不准，则请调整，找到 LK密码锁，调为 358，然后再长按设定键，出现 Et 代码，通过按

增加键或者减少键调整下排数字到当前的环境温度，再按设定键确认。

 风机控制功能：如果设备的风机为两档风机，可分别接在快速风机和慢速风机接线端子处，通过设置

Fn参数可控制在快速风机和慢速风机的转换，当温度小于设定温度-Fn 或者温度大于设定温度+Fn 时，

启动快速风机，此时风机指示灯亮；否则慢速风机启动，此时风机指示灯闪烁。

如果设备的风机只有一档，则将风机接慢速风机接线端子处，Fn参数设置为最大即可。

 控制器停止、运行状态之间的转换功能：1）当控制器处于运行状态时，长按减小键 4秒后，控制器

处于停止状态，此时运行指示灯灭； 2）当控制器处于停止状态时，长按减小键 4秒后，控制器处于运

行状态，此时运行指示灯亮。

定时功能：左排显示测量温度，右排显示设定温度为标准状态，当 ST 设置为 0时，仪表取消定时功能；

当 ST 设置不为 0时，仪表才有定时功能，当测量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开始计时,定时采用顺计时方式，运

行指示灯闪烁，定时时间到，右排显示 End，蜂鸣器响，可按任意键消音。

 时间查询功能：当控制器工作在标准模式时，只要点按移位键，时间指示灯亮，左排数码管显示运行

时间，右排显示设定时间，再点按移位键，控制器可返回标准状态。

自整定功能：如果控温效果不理想则请启动自整定。在标准状态下，按增加键 5秒以上，自整定指示灯

闪烁，控制器进入自整定，温度经过三个来回的波动，自整定自动结束。得出一组新的 PID参数，控制器

按新的 PID参数进行控制；

 如果是 YLSH-100 可按电源键来开启或停止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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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参数设定
当菜单中出现 LK参数代码时，①调 LK=18，再长按设定键，控制器进入客户参数设定；②调 LK=28，再

长按设定键，控制器进入 PID阶层菜单参数设定
内部功能参数菜单如下：

提示符 名称 设定范围 说明 初始值

AL
报警设定 0.0～满量程

当温度超过 SP+AL 值时，报警指示灯亮，

蜂鸣器响，切断加热电源。
3.0

Fn
风机控制

设定
0.0～100.0

当温度小于设定温度-Fn 或者温度大于

设定温度+Fn 时，快速风机启动，否则慢

速风机启动。如果只有一档风机，把该

值设定到最大，风机接慢速风机上。

100.0

CL

制冷控制

设定

0.0～满量程

切换式时，当温度超过 SP+CL 时且符合

压缩机制冷延时时间时，制冷指示灯亮，

制冷接点接通，启动压缩机

0.5

Ct
制冷控制

延时

0～3600

（秒）

相邻两次启动压缩机所需要延时的时

间，Ct=0 取消压缩机功能
180

Pb

零位调整

（截距）

-100.0～100.0

当仪表的零位误差较大，满度误差较小

时，调整该值，一般 Pt100 很少调整该

值。

0

PK 满度调整

（斜率） -1000～1000

当实际温度出现偏差时，可调整该参数

值纠正。PK=1000×(水银温度计读数值-

当前温度测量值)/当前温度测量值。

0

LK 密码锁 0～255 当 LK=18 时，以上参数才能修改

PID阶层菜单如下：
提示符 名称 设定范围 说明 初始值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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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I 积分时间 20～3600S 积分作用时间常数，I越大，积分作用越
弱。

50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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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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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t 控制周期 1～100S
可控硅输出一般为 2～3秒，对剩余功率
较大的设备将 T调大可减小 PID 控制的
静差。

3

每个功能参数改变均可能改变控制效果。一分钟内不按键自动返回标准模式，可能某些功能参数未被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