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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品诚温控仪器简介

品诚温控仪:是调控一体化智能温度控制仪表，它采用了全数字化集成设

计，具有温度曲线可编程或定点恒温控制、PID调节、输出不同的标准

驱动信号、手动/自动切换、软启动、报警开关量输出、实时数据显示和

查询、与计算机通讯等功能。

温控仪作用:将温度仪和固态继电器SSR ，电压调节器SSR-LA 、电力调整

器SCR ，晶体管SMKT 连接，再控制发热或降温装置，通过热偶、热电阻

等温度感应设备反馈回温控仪，即形成一个PID调节循环回路，可实现对

温度的智能化调节和控制。

品诚温控仪的特色：
设计合理，结构可靠。

耐用

质量可靠



温度控制的原理－控制的模型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控
制
方
框
图

y(t)：被控量或输出变量
r(t)：输入变量或给定值，是
输出变量的希望值。
f(t)：反馈量，
e(t)：偏差变量；
u(t)：控制变量，对输出变量
y(t)有直接的影响。



温度控制的原理－温度控制的构成实例

温度控制方框图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温度控制的原理－温度控制的种类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PID 温度控制的实现

PID 温度控制的实现

温度控制的方式－ON/OFF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时间

超调

温度

ON・OFF动作

目标值

Ｔ：摆动时间

摆动幅度

Ｔ

输出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温度控制的方式－P

比例控制

输入和输出成比例输出

的控制动作。
针对设定值有一个比例

带，其中，使操作量（控制
输出量）和偏差成比例的动
作称为比例控制。

如果当PV值绕SV值上下振荡太频繁，则可以适当调大P值。

                                                        

比例(P)运算是指输出控制量与偏差的比例关系。比例参数P设定值越大，控制的灵敏

度越低，设定值越小,控制的灵敏度越高，例如比例参数 P设定为4%，表示测量值

偏离给定值 4%时，输出控制量变化100%。但是过大的比例调节，使系统的稳定性

下降，甚至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时间

超调

温度

比例(Proportional)动作

目标值 比例带

输出量

100%

50%

偏移（补偿）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时间

温度

目标值

比例带狭窄

比例带良好

比例带较宽

比例带的幅度和控制特性

偏移（补偿）不可缺少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温度控制的方式－I

积分控制

与输入的时间积分值成比

例的输出。针对比例动作会发

生的偏差，因此，将积分与比

例动作搭配使用，消除偏差 。

比例与积分结合使用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积分时间是表示积分作用强度的

单位。设定的积分时间越短，积分

作用越强。

但积分项输出响应缓慢，
使得系统调节时间增长



积分（Integral）动作

消除在比例动作中产生的偏移（补偿）
使当前值和目标值一致的动作

时间

温度

目标值

单独比例动作

比例＋积分动作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温度控制的方式－D

微分调节
以和输入的时间微分值

成比例的大小来执行输出
的控制动作。

因为比例与积分是对
控制结果的修正，但响应
变慢。微分动作是迅速使

其回到原有的状态。

比例动作与微分动作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微分项反映系统过程变量的变化率具有预

见性，能预见变化的趋势，因此，能产生

超前的调节作用，在偏差还没有形成之前，

已被微分调节作用消除



微分（Differential）动作

时间

温度

目标值

比例＋积分动作

比例＋积分＋微分动作

发生干扰

在比例＋积分动作时如有干扰进入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为了减少干扰的影响，添加了微分动作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温度控制的原理－温度控制的方法

PID动作对输出阶跃响应 PID动作对输出斜面响应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温度控制的原理-PID参数的调节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 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深圳品诚现温控器主要产品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KG4,KD7,KA9,KE6,KF8-2000精密单路智能温控仪表系列

1000系列：经济型 9000系列：带通讯



温度测温体：温感器分类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热电偶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Pt100 电阻

二线式

三线式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热电偶 铂电阻 热敏电阻

原理 利用热电效果 利用白金的电气电阻变化 利用热敏电阻的电气电阻变化

优点

・构造简单
・价格较低（K・J）
・可测定较小物体
・耐振动・冲击

・可测定２点的温度差
・可测定多点的平均值

・常温、中温度領域的精度良好

・低价
・可测定较小物体

・感度良好
・不易受连接线电阻的影响

缺点

・必须为标准接点
・必须连接补偿导线。

标准接点、补偿导线会引起误差
・不耐周围环境的酸化或还原

・高价
・不耐振动・冲击

・受导线电阻的影响（２线式）
・测温部较大
・有Pt与JPt 2种

・测定电流可能引起自热

・测温范围小
必须根据测温范围进行选择（互
換性较低）
・电气电阻变化非直线性

热响应 快 较慢 快

测温范围
适合进行较高温的测定

－200～1700℃
常温・中温度領域
－200～650℃

常温・中温度領域
－50～350℃

允许差

0.25级（R・S）
±1.5℃或测定温度的
±0.25％的较大值

0.5级（B）
±4℃或测定温度的
±0.5％的较大值

0.75级（市场上的Ｋ・Ｊ）
±2.5℃或测定温度的
±0.75％的较大值

Ａ级
±（0.15＋0.002|ｔ｜）℃

B级
±（0.3＋0.005|ｔ|）℃

-50～+100℃
±1.0℃以下
+100～350℃

测定温度的±１％以下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接触式 非接触式

必要条件

・使测定对象与检测部充

分接触
(加大热传导率)
・检测部的耐熱

・无窗口的污物与折射的影响

特征

・低价格（热敏电阻・普通

金属热电偶）
・测定点可以在测定对象的

内部
・对热容量小的测定对象，
容易产成测定量的变化

・不易测定运动着的测定对
象

・由于不接触检测部，测定对象的温

度不会变化
・即使测定对象在運動，仍可进行温

度测定
・测定表面温度

・受到测定对象表面颜色的影响

热响
应

・对象为液体・固体时响应

较快，气体时的响应较慢
・普遍较快

测温范围 ・－200～1700℃
・一般用于特殊的高温测量，但也可

用于0℃以上的测量。
其中包括辐射温度探测仪。

接触式与非接触式对比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TC-8和 9000系列  可实现传送输出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通过触摸屏的宏指令

可实现此功能



控制输出（1）

继电器输出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目前品诚的温控仪

都支持这三类输出

的型号



电压输出

电流输出

控制输出（2）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功能介绍（1）

标准动作

加热/冷却动作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功能介绍人工补偿温度（2）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功能介绍（3）
2自由度PID控制

过去的PID控制是为了

防止超调，则有干扰时，达

到稳定缓慢；为了加速对干

扰的控制，则产生超调，对

目标值的响应变坏。而2自由

度PID控制是没有超调，上

升时间也快，而且当有干扰

时稳定也快。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功能介绍（4）

当进行PID控制时，若P、I、D设定不当，则不稳

定，或引起振荡，或修正过慢，由于干扰产生的偏差需
较长的时间恢复。作为求最佳的PID参数的方法，本公

司的温度控制器采用的是阶跃响应法、极限灵敏度法、
极限循环法的自整定。

PID自整定（Auto tuning）

自适应自整定（Self tuning）
自整定是由温度控制器本身决定何时整定，

它可以自动地配合控制系统的特性来调整PID参数，而随

时保持最佳控制。
自整定有三种运行模式：①当设定值改变时

②温度受干扰时③发生振荡时。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自适应

自适应



通信方式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MODBUS-RTU RS485-2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热流道



KG4 温控仪操作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TC-8 温控模块（3）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功能应用（1）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功能应用（2）



功能应用（1）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功能应用（2）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品诚单路温控仪型号选择



温度控制的选型（一）

输出方式
输出方式一般有继电器、电压、电流输出。

输入方式
热电偶：K，J，T，E，L，U，N，R，S，B；

铂电阻：Pt100、JPt100；

模拟量输入：0—10mV

控制方式
具有自整定 PID控制。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控制路数：单路和多路



报警方式
可以设定报警类型和报警值或上限和下限报警。（见说明书）

显示方式
数字显示：PV值；SV值等。

通信功能
可以通过温度控制器自带的MODBUS-RTU 协议通信。

事件输入
设置点选择和运行/停止控制。

安装方式
面板安装或DIN导轨安装。

温度控制的选型（二）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品诚电器有限公司

超高的性价比

一流的性能

老百姓的价格

让客户安心、踏实的品质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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