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百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百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第 1 页 共 5 页                      电话：0512-65298395 
苏州市郭巷街道西九盛街 36 号                                                       www.lilytechnology.com.cn 

ZZLL--66225500AA 电电子子式式数数字字温温控控器器  

安安装装使使用用说说明明  AA11..00  

简简介介：：  

    ZL-6250A 为恒温控制器，采用小型化、IP65 等级面板防护设计，体积小、重量轻，操作简捷安装方便。 

适用于冷冻冷藏、海鲜或家禽养殖、热水器等设备及场所的温度控制。 

 

主要功能 

恒温控制、制冷制热控制自动转换                蜂鸣器告警输出 

         温度显示                                      传感器故障告警 

温度校正                                      外部告警输入 

控制输出延时保护                              高温、低温超温告警 

 

规格尺寸 

1.前面板尺寸: 长 78 x 宽 34.5(毫米)            2.安装开孔尺寸：长 71 x 宽 29(毫米) 

    3.整机尺寸: 长 78 x 宽 34.5 x 深 71(毫米)      4.传感器线长：2米（含探头长度)  

 

主要技术指标 

感温元件：NTC                                 电源电压：AC185 ~ 245V 50HZ 

设定范围：-40～120℃                          接线端子：连接 2*1.5mmP

2 

显示范围：-40～130℃                                    或 1*2.5mmP

2
P的导线 

工作环境：-10～45℃                           负载电流：7A 250Vac（阻性负载） 

存储温度：-30～70℃                           外    壳：PC + ABS 阻燃 

湿    度：5～85%RH (不结露)                   防护等级：IP65(前面板) 

 

操操作作指指南南               

显显示示说说明明       

显示屏信号说明 

 

图标 功能 亮 灭 闪烁 

 温度设置 ---- ---- 设置温度 

 制冷控制 制冷控制状态 非制冷控制状态 制冷输出开机延时状态 

 制热控制 制热控制状态 非制热控制状态 制热输出开机延时状态 

 维修 ---- 无故障 有故障 

 报警 ---- 无报警 有告警 

 关机 温控器在关机状态 开机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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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码管说明 

4 位红色数码管显示测量温度值和告警代码； 

告警代码 

序  号 显示代码 说 明 

1 “E01” 温控传感器故障(短路或断路) 

2 “Hi” 测量温度上限超温 

3 “Lo” 测量温度下限超温 

4 “EE” 数据存取错误 

5 “Err” 密码输入错误 

66  ““iiAA””  外外部部告告警警  

88  ““UUnnLL””  恢复默认出厂设置  

 

      按按键键操操作作  

恒温控制温度设置 

按住〖S〗键保持 3 秒，进入温度设置状态，温度设置指示灯闪烁，数码管显示【设定温度】。按〖▲〗或〖▼〗

键调整温度设定值(按住〖▲〗或〖▼〗不放，则快速调整), 调整完成后再按〖S〗键,设定温度被保存并退出温度设

置状态。 

注：在温度设置状态，若连续 30 秒无按键动作则退出温度设置，且本次参数设置无效，控制器仍按原来的参数运行。 

 

系统参数设置 

·系统参数设置界面进入： 

使用一组密码进入参数设置状态(出厂默认密码为 1111)，按〖P〗键并保持 3 秒，数码管显示『---0』，按〖▼〗

键循环选择密码当前位,按〖▲〗键设置当前位密码值(0-9), 密码设置完成后按〖S〗键确认。如果密码错误,显示『Err』，

蜂鸣器响三声后退出参数设置状态；如果密码输入正确,蜂鸣器响一声，进入参数设置状态，数码管显示参数代码。 

用〖▲〗或〖▼〗键选择参数代码，选定一个参数后按〖S〗键显示该参数的设定值，这时再按〖▲〗或〖▼〗

键可对参数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再按〖S〗键,回到显示参数代码状态，循环操作进行参数设置。 

 

·系统参数设置界面退出： 

当参数设置完成后必须长按〖P〗键 3秒，系统退出参数设置状态，此次参数设置被保存。 

注：在参数设置状态，若连续 30 秒无按键动作则退出温度设定，且本次参数设置无效，控制器仍按原来的参数运行。 

 

ZL-6250A 工作参数代码及设置说明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参数代码 设置功能 设定范围 说明 出厂值 

01 U10 制冷输出开机延时时间 0~100 分钟  3 

02 U11 制冷输出最短连续工作时间 0~100 分钟  3 

03 U15 制热输出开机延时时间 0~300 秒  0 

04 U16 制热输出最短连续工作时间 0~300 秒  0 

05 U20 温控探头修正 -9.9~+9.9℃  0 

06 U22 温差 0.1~+10.0℃ 
详见控制输出说明 

温差<告警温度偏差 
1.0 

07 U52 超温告警延时时间 1~180 分钟  30 

08 U53 通电后首次超温告警延时时间 0~180 小时 0：禁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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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U54 高温告警温度偏差 温差~60.0℃；OFF OFF(>60.0℃): 禁用 OFF 

10 U55 低温告警温度偏差 温差~60.0℃；OFF OFF(>60.0℃): 禁用 OFF 

11 U60 外部输入告警模式 0~4 

0：关闭外部告警 

1：常开，锁定 

2：常开，不锁定 

3：常闭，锁定 

4：常闭，不锁定 

0 

12 U61 外部输入告警延时 0~120 分钟  0 

13 U62 蜂鸣器告警 0~1 
0：告警关闭 

1：开启告警 
0 

14 U91 开关机功能 0~1 
0：禁止该功能 

1：使能该功能 
0 

15 U99 密码 0000 ~ 9999 ---- 1111 

 

控制功能说明:  

制冷控制说明 

■制冷控制 

◇当测量温度≥【设定温度】+【温差】,且制冷输出停机时间满足【制冷输出开机延时时间】, 制冷输出开启； 

◇当测量温度≤【设定温度】,且制冷输出开机时间满足【制冷输出最短连续工作时间】，制冷输出关闭；  

■制冷输出延时保护 

◇系统上电后，制冷输出必须经过【制冷输出开机延时时间】后才能启动； 

◇运行过程中制冷输出停机，必须经过【制冷输出开机延时时间】后才能再次启动； 

◇运行过程中制冷输出开启，必须经过【制冷输出最短连续工作时间】后才能以实际情况停机。 

 

制热控制说明 

■制热控制 

◇当测量温度≤【设定温度】-【温差】,且制热输出停机时间满足【制热输出开机延时时间】, 制热输出开启； 

◇当测量温度≥【设定温度】,且制热输出开机时间满足【制热输出最短连续工作时间】，制热输出关闭；  

■制热输出延时保护 

◇系统上电后，制热输出必须经过【制热输出开机延时时间】后才能启动； 

◇运行过程中制热输出停机，必须经过【制热输出开机延时时间】后才能再次启动； 

◇运行过程中制热输出开启，必须经过【制热输出最短连续工作时间】后才能以实际情况停机。 

 

开关机功能 

        ◇若参数 U91 设置为 1，则温控器开启“开关机工作模式”。 

          在“开关机工作模式”关机状态下长按〖▼〗3秒，温控器进入开机状态进行恒温控制； 

          在“开关机工作模式”开机状态下长按〖▼〗3秒，温控器进入关机状态，关闭所有输出及温度显示； 

          在“开关机工作模式”下，温控器具备断电记忆功能（在断电后重新上电时温控器恢复断电前工作状态）； 

    ◇若参数 U91 设置为 0，则温控器关闭“开关机工作模式”，温控器上电即进入恒温控制状态。 

 

蜂鸣器功能 

每按键一次蜂鸣器鸣叫一声，在参数设置确认时长鸣一次，在进行无效操作时蜂鸣器鸣叫三声；当系统出现故障 

或有外部报警输入时，如果参数 U62=0，关闭蜂鸣器报警功能，蜂鸣器不鸣叫报警；如果参数 U62=1,则蜂鸣器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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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叫报警; 系统恢复正常，或通过人工按键([P]键)消除蜂鸣器报警状态。 

 

高温、低温超温告警  

当测量温度 ≥【设定温度】+【高温超温告警偏差值】，且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能产生高温报警： 

1.满足通电后首次超温报警延时时间（U53）； 

2.满足超温报警延时时间（U52）；  

当测量温度 ≤ 【设定温度】-【低温超温告警偏差值】，且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能产生低温报警： 

1.满足通电后首次超温报警延时时间（U53）； 

2.满足超温报警延时时间（U52）；  

  注：高低温告警只有告警作用，不影响除霜输出和控制输出状态。 

外部输入告警  

外部告警有以下几种输入方式：当满足条件则产生告警； 

常开：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外部告警输入信号为开路状态，闭合则产生告警； 

常闭：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外部告警输入信号为闭合状态，开路则产生告警； 

锁定：表示当外部告警输入信号恢复正常后，控制器仍保持在告警状态，需要人工按键([P]键)消除告警输出； 

不锁定：表示当外部告警输入信号恢复正常后，自动消除告警状态； 

注：当发生外部告警时，输出控制都强制关闭。 

 

温度值校正功能 

当测量温度值与传感器安装位置实际温度有误差，可通过【温度修正参数】进行校正，校正范围±9.9℃；按一次〖▲〗 

或〖▼〗键调整温度校正值增或减 0.1℃，按住不放则快速调整； 

 

恢复出厂参数与密码: 

控制器在运行状态下，同时按下〖P〗与〖▲〗键不放并保持 5 秒后蜂鸣器响一音调声,数码管显示『UnL』，此时再按 2

次〖▼〗键后，蜂鸣器鸣响一音声，控制器自动恢复出厂参数与默认密码「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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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装配 

敬告： 
请尽量避免将控制器安装在以下环境中： 

◆相对湿度大于90%或存在凝露的地方； 

◆强烈振动或敲击； 

◆暴露在连续的水雾喷射下； 

◆暴露在侵蚀性和污染气体下（例如：含有硫和氨的烟气、盐雾、烟雾），以防止侵蚀和氧化； 

◆含有易爆物品或可燃混合气体的环境；  

  

安安装装步步骤骤  

第1步: 将控制器嵌入孔中； 

第2步: 通过在设备的导轨方向滑动支架来固定控制器，直到将控制器压实在面板上；  

  

  

  

  

  

  

  

  

电气连接  

敬告： 

◆电气接线操作必须由有资质的技术人员来完成。 

◆使用规定电源类型以外的电源可能会给系统带来严重损害； 

◆尽可能将传感器、开关量输入信号线与感性负载线、电源线分开排线，以避免电磁干扰。绝不能将电源线（包括电力线）和

传感器信号线布在同一管道中。不能将传感器线安装在电源设备（接触器、断路器或类似设备）的紧邻区域； 

◆尽可能的降低传感器接线的长度，并避免在电源设备周围形成螺旋形线路。 

◆安装时避免直接接触内部电子元件。 

◆需直接连接到设备以及完成布线和检查布线时，请仔细阅读并遵照下面的指导进行操作，并仔细注意给出的图示：如果连接 

  错误，可能会危害到用户安全，也可能导致连接设备和元件出现故障。请务必为设备配备所有机电安全保护装置，这些装置 

是为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和用户的绝对安全而必需配备的。 

 

电气接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