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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品诚 TC-4H 路温度温控器功能及地址表 

（控制位和寄存器分配说明） 

1:本温控器采用 ModbusRTU 通用协议,实现的功能码如下: 

功能码 功能 功能码 功能 

0x01 读取一组逻辑位状态 0x04 读取一或多个输入寄存器 

0x02 读取一组开关输入逻辑位状态 0x05 强置一位逻辑位状态 

0x03 读取一或多个保持寄存器 0x06 置一个保持寄存器 

0x0F 置一组逻辑位状态 0x10 置一串保持寄存器 

2、参数功能说明及对应地址表 

2.1:系统参数:掉电保存 

参数名或功能 参数代号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范围 默认 说明 

程序版本 _Version 0x00  /0 - - 只读 

电偶类型 _SN 0x01  /1 0~4 0 0:K; 1:J; 2:E; 3:N; 4:Pt100; 

通信协议 _COMM 0x02  /2 0~1 0 0:ModbusRTU; 1:备用 

通信,字长 _ByteLen 0x03  /3 0~1 1 0:7 位; 1:8 位 

通信,停止位 _StopBit 0x04  /4 0~1 0 0:1 位; 1:2 位 

通信,校验位 _Parity 0x05  /5 0~2 2 0:无校验; 1: 奇校验; 2: 偶校验 

通信,波特率 _BandRate 0x06  /3 0~5 3 0:1200; 1:2400; 2:4800; 3:9600; 4:19200; 

5: 38400 

执行命令 

(只写) 

_Enforce 0x7e~0x7f 

(双字) 

  /126~127 

- - 用于控制,不保存写入数据,只写,读数不确定, 

地址为 62 时: 

写入123456789初始化系统参数及PID参数(恢复出厂设

置); 

地址为任意值时: 

写入 123123123 恢复 PID 参数; 

其它情况的写入,将返回"数据错误"的错误消息. 

位地址 

选择下一种电

偶(ON 时有效) 

- 0x01  /1 - - 当写入ON时,切换至下一种电偶,循环切

换 

注:系统通信参数的改变,需要在下次上电时才生效. 

注 B: 电偶可设最高温度(不支持负温度的温度设置,但支持其显示,且不保证-10 度以下的温度的准确性) 

电偶类型 K J E N Pt100 

温度范围 1300 1200 1000 1300 800 

 

2.2:运行参数:(可写的参数)掉电不保存 

模块出厂默认参数：9600，8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热电偶K型



 

 

 

2.2.2:通道温度值:( 单位 0.1 度，只读),数据类型:有符号字,电偶温度已经加入了冷端补偿温度 

通道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说明 

通道 1(0.1 度) 0x810 /2064 16 位 

通道 2(0.1 度) 0x811 /2065 同上 

通道 3(0.1 度) 0x812 /2066 同上 

通道 4(0.1 度) 0x813 /2067 同上 

冷端(0.1 度) 0x818 /2072 同上 

 

2.2.3:通道温度值:( 单位 1 度，只读),数据类型:有符号字,电偶温度已经加入了冷端补偿温度 

通道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说明 

通道 1(度) 0x820 /2080 16 位 

通道 2(度) 0x821 /2081 同上 

通道 3(度) 0x822 /2082 同上 

通道 4(度) 0x823 /2083 同上 

冷端(度) 0x828 /2088 同上 

 

2.2.4:通道输出比例:(只读),数据类型:无符号字,0~1000,单位 0.1% 

通道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说明 

通道 1 0x830 /2096 16 位 

通道 2 0x831 /2097 同上 

通道 3 0x832 /2098 同上 

通道 4 0x833 /2099 同上 

 

2.2.5:报警值:(只读),数据类型:无符号字 

通道 地址（16 地制） 说明 

通道 1 0x840 /2112 0 正常,1 报警 

位 0:NC; 位 1:NC; 位 2:低温; 位 3:超温; 位 4:反接; 位

5:断偶(读取温度固定为 2222.2); 位 6:上偏差报警; 位 7:

下偏差报警 

通道 2 0x841 /2113 同上 

通道 3 0x842 /2114 同上 

通道 4 0x843 /2115 同上 

系统冷端电位采样 0x848 /2120 0 正常,1 报警 

位 0:采样错误 

2.2.6:通道自整定状态:(读,写),数据类型: 无符号字 

通道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说明 

通道 1 0x850 /2128 0:加热; 1:自整定 

备注：实际测试温度：通道温度值  地址有2种，一种是不带小数点的，一种是带一位小数点的。整数部分是一样的。

1
2



 

 

3 

通道 2 0x851 /2129 同上 

通道 3 0x852 /2130 同上 

通道 4 0x853 /2131 同上 

2.2.7:通道输出状态:(读,写),数据类型:无符号字 

通道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说明 

通道 1 0x860 /2144 0:断开;1:闭合 

通道 2 0x861 /2145 同上 

通道 3 0x862 /2146 同上 

通道 4 0x863 /2147 同上 

2.2.8:辅助通道输出状态:(读,写),数据类型:无符号字 

通道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说明 

辅助通道 1 0x870 /2160 0:断开;1:闭合 

辅助通道 2 0x871 /2161 同上 

辅助通道 3 0x872 /2162 同上 

辅助通道 4 0x873 /2163 同上 

2.2.9:通道 1 报警状态:位地址(位 地 址,只读) 

位意义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说明 

无意义(总是 0) 0x800 /2048 0 正常,1 报警 

无意义(总是 0) 0x801 /2049 同上 

低温 0x802 /2050 同上 

超温 0x803 /2051 同上 

反接 0x804 /2052 同上 

断偶 0x805 /2053 同上(读取温度固定为 2222.2 度) 

上偏差报警 0x806 /2054 同上 

下偏差报警 0x807 /2055 同上 

2.2.10:通道 1~4 报警状态: 位地址(只读),意义参见上表 

通道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说明 

通道 1 0x800~0x807 /2048~2055 0 正常,1 报警 

通道 2 0x810~0x817 /2064~2071 同上 

通道 3 0x820~0x827 /2080~2087 同上 

通道 4 0x830~0x837 /2096~2103 同上 

2.211:通道自整定状态:位地址(读,写,写入后掉电不保存) 

通道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说明 

通道 1 0x880 /2176 0:加热; 1:自整定 

通道 2 0x881 /2177 同上 

通道 3 0x882 /2178 同上 

通道 4 0x883 /2179 同上 

2.2.12:通道输出状态:位地址(读,写,写入后掉电不保存) 

通道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说明 

可作为是否有输出的状态指示，其断开和闭合与控制的固态继电器灯闪亮一致

可作为是否有输出的状态指示，其断开和闭合与控制的固态继电器的灯
闪亮一致。也和模块的L1~L4灯闪亮状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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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1 0x890 /2192 0:断开; 1:闭合 

通道 2 0x891 /2193 同上 

通道 3 0x892 /2194 同上 

通道 4 0x893 /2195 同上 

2.2.13:辅助通道输出状态:位地址(读,写,写入后掉电不保存) 

通道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说明 

辅助通道 1 0x8a0 /2208 0:断开; 1:闭合 

辅助通道 2 0x8a1 /2209 同上 

辅助通道 3 0x8a2 /2210 同上 

辅助通道 4 0x8a3 /2211 同上 

 

3:按参数类型分,通道参数地址:字地址(与按通道分参数地址中的操作效果相同) 

参数 参数代

号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说明 

通道 1~4 设定温度 _SV 0xc00~0xc03/3072~3076 单位:度(实际为_SV1 的值,不显示小数

点部分,如果写入,则_SV1 的值的小数

部分自动为 0,如果不想改变小数部分,

请操作_SV1) 

通道 1~4 比例带 _Pu 0xc20~0xc23 /3104~3107 单位:度(0 取消比例作用) 

通道 1~4 积分(秒) _ItH 0xc30~0xc33 /3120~3123 积分=_ItH+_ItL/10 

通道 1~4 积分(0.1 秒) _ItL 0xc40~0xc43 /3136~3139 如果积分为 0 则取消积分作用 

通道 1~4 微分(秒) _DtH 0xc50~0xc53 /3152~3155 微分=_DtH+_DtL/10 

通道 1~4 微分(0.1 秒) _DtL 0xc60~0xc63 /3168~3171 如果微分为 0 则取消微分作用 

通道 1~4 控制周期(秒) _TH 0xc70~0xc73 /3184~3187 控制周期=_TH+_TL/10 

通道 1~4 控制周期(0.1 秒) _TL 0xc80~0xc83 /3200~3203  

通道 1~4 报警上偏差 _AL1 0xc90~0xc93 /3216~3219 单位:1 度(0 表示上偏差不报警) 

通道 1~4 报警下偏差 _AL2 0xca0~0xca3 /3232~3235 单位:1 度(0 表示下偏差不报警) 

通道 1~4 温度修正 _Pb 0xcb0~0xcb3 /3248~3251 单位:度 

通道 1~4 设定温度(0.1 度) _SV1 0xcc0~0xcc3 /3264~3267 单位:0.1 度 

通道 1~4 手动输出比例 _Hout 0xcd0~0xcd3 /3280~3283 单位:0.1%,_Ctrl=1 时有效 

通道 1~4 控制方式 _Ctrl 0xce0~0xce3 /3296~3299 0:PID 自动控制;1:按_Hout 比例输出; 

2:由上位机控制闭合与断开 

通道 1~4 启停 _Pause 0xcf0~0xcf3 /3312~3315 0:由_Ctrl 决定;1:停止 

通道 1~4 上电初始状态 _Power

On 

0xd00~0xd03 /3328~3331 0:由_Pause 决定;  

1: 切换至自整定模式(整定成功结束

后自动转至并保存为状态 0) 

2:切换至停止模式且_Pause 自动被改

写并保存为 1 

通道 1~4 位地址 

启停 _Pause 0xc00~0xc03 /3072~3075 0:由_Ctrl 决定;1:停止 

上电状态 _Power

On 

0xc10~0xc13 /3088~3091 0:由_Pause决定; 1: 切换至自整定模式

(整定成功结束后自动转至并保存为状

带一位小数点

备注：设定温度地址有2种，一种是不带小数点的，一种是带一位小数点的。整数部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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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0) 

控制方法+1(ON 有效) _Ctrl 0xc20~0xc23 /3104~3107 循环切换 

4:全局设定,同时设定 8 条通道的相同参数为相同的值:字地址 

参数 参数代

号 

地址:16 进制/10 进制 说明 

4 条通道 设定温度 _SV 0x1000 /4096 单位:度(实际为_SV1 的值,不显示小数

点部分,如果写入,则_SV1 的值的小数

部分自动为 0,如果不想改变小数部分,

请操作_SV1) 

4 条通道 比例带 _Pu 0x1002 /4098 单位:度(0 取消比例作用) 

4 条通道 积分(秒) _ItH 0x1003 /4099 积分=_ItH+_ItL/10 

4 条通道 积分(0.1 秒) _ItL 0x1004 /4100 如果积分为 0 则取消积分作用 

4 条通道 微分(秒) _DtH 0x1005 /4101 微分=_DtH+_DtL/10 

4 条通道 微分(0.1 秒) _DtL 0x1006 /4102 如果微分为 0 则取消微分作用 

4 条通道 控制周期(秒) _TH 0x1007 /4103 控制周期=_TH+_TL/10 

4 条通道 控制周期(0.1 秒) _TL 0x1008 /4104  

4 条通道 报警上偏差 _AL1 0x1009 /4105 单位:1 度(0 表示上偏差不报警) 

4 条通道 报警下偏差 _AL2 0x100a /4106 单位:1 度(0 表示下偏差不报警) 

4 条通道 温度修正 _Pb 0x100b /4107 单位:度 

4 条通道 设定温度(0.1 度) _SV1 0x100c /4108 单位:0.1 度 

4 条通道 手动输出比例 _Hout 0x100d /4109 单位:0.1%,_Ctrl=1 时有效 

4 条通道 控制方式 _Ctrl 0x100e /4110 0:PID 自动控制; 

1:按_Hout 比例输出; 

2:由上位机控制闭合与断开 

4 条通道 启停 _Pause 0x100f /4111 0:由_Ctrl 决定;1:停止 

4 条通道 上电初始状态 _Power

On 

0x1010 /4112 0:由_Pause 决定;  

1: 切换至自整定模式(整定成功结束

后自动转至并保存为状态 0) 

2:切换至停止模式且_Pause 自动被改

写并保存为 1 

4 条通道 位地址(只写,读取状态不确定) 

启停 _Pause 0x1000 /4096 0:由_Ctrl 决定;1:停止 

4 条通道 字地址(只写,读取值不确定) 

4 条通道全部自整定 - 0x1100 /4352 0:加热; 1:自整定 

4 条通道 位地址(只写,读取状态不确定) 

4 条通道全部自整定 - 0x1100 /4352 0:加热; 1:自整定 

 

 

技术咨询：15920029181 李工 

备注：针对开关和报警状态，字地址和位地址的功能完全一样，并且可以混用。

同时控制4个控温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