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2操 作 說 明

▄單鍵設定

匝口 :選擇溫度或濕度(循撥)

▄ L巨

。
符號代表的意思

P目55 :進 入設定模式(請輸八密碼1UUU)

目dd「  :設定位址的表示符號

b月vd :設 定鮑率的表示符號

F「 Π∴ :設定同位元檢查

第一m#電器 (輸八密碼 2°UU)

「:LP :選 擇 CU2.溫 度(t)、 溼度 (H)

「︳月〔 :選擇 H︳ 或 L。 動作

「:巴E :設定動作判斷值

「
:HU :設定動作間隙值

「:Π口 :設定不動作帶

「
:dL :設定動作延遲時間

第二鈕#電器

「己LP :選 擇 C°2.溫度(t).溼度 (H)

「己
∴E :邊∥睪H︳ 或 L° 動6乍

「J巴E :設定動作判斷值

「
:H」 :設定動作間隙值

「己＿. :設定不動作帶

「己dL :設 定動作原始時間

簡 八密碼 3°

。
●9

P∪巴︳ :設定CU2補價值

Pu:: :設定溫度補價值

P∪:己 :設定濕度補償值

目Ⅱ日 :設定反應速度 (1∼ 9秒)

▋按鍵說明

匝口 :選項鍵     巨口 :位移鍵

四 :。-9鱗 鍵   回 :臨 鍵

▓ 操作說明開始

PASS:(1)按 區口 顯示 PASS
(2)按 巨口 千位數 L匡D會閃爍

(3)按 口口會從U一●→2.⋯ .→B一9選擇所需要的數字

※百位數,十位數,個位數,操 作步驟向上

(4)按 匝」save進入Add「

※出廠預設值為 1UU。

AddΓ :(1)按 口口 看設定值

(2)按 匝口 1°
1→ 1UU循環顯示

(3)按 口口改變°-9,A∼
「

(4)按 匝口 save

(5)按 口四 離開 Addr進入 baud

baud:(1)按 Π口看設定值
(2)按 E丕口改變 9.aK,4.8K,24K,“ 5.2K,57.6K,384K,192K

(3)按口劃save

(4)按 口回 離開 Baud進入 Fr.me

Frame:(1)按 匝口 看設定值

(2)按 口口 改變 N.ε i,吐ε2,日 8.1,。 .8.1

(3｝ 按巨﹁ save

(4)按 口四 離開 FFame進 入量測值

PASS:(1)按 區口 顯示 PASS
(2)按 口口 千位數 L巨D會閃爍

｛3)按 口口 會從 U一●→2⋯ .→8→9選擇所需要的數字

※百位數,十位數,個 位數,操作步驟同上

(4)按 匝」 save進入rltP

※出廠預設值為 2。 UU

rltP:(1)按 匝口 看設定值

(2)按 口口 改變 C。2.溫度.濕度

(3)按 巨」 save

(4)按 口已 離開ⅡtP進入ⅡAC
HAC:(1)按 口口看設定值

(2)按 口口設定 H︳ 或 L° 動作

(3)按 匝」 save

(4)按 匝口 離開 HAC進入 〢SE
日S巨 :｛ 1)按 口口 看設定值

(” 按口口千位數 L巨D會閃爍
(S9按 口口會從U一 1→ 2.⋯ .→B一g選擇所需要的數字

※百位數,十位數,個位數,操作步驟同上
(4)按 匡┘save

(9按 區口離開〢S匚 進入日HY
HHΥ :(● )按 L≧眉設定值

〔2)按 口 千位數 LED會閃爍

〔S)按 回 會從 U→1→2..⋯→8→9選擇所需要的數字

※百位數,十位數,個 位數,操作步驟同上

〔●9按 匯口 s.吨

(句 按口口 離開ⅡS匡 進入 日no

Hn° :(● )按 口 看設定值

〔砂按巨口 千位數 L三D會閃爍

〔3)按口口 會從 U-●→2.⋯

一

手好 遵捧所需要的數字

※百位數,十位數;個位數,操作步驟同上

(4)按 巨」 save

(S)按 口口 離開〢no進入日dL

ⅡdL:(1)按 口口 看設定值

(2)按 匝口千位數 LED會 閃爍

(S)按 口口齒從 U一1→2.⋯ .→8→9選擇所需要的數字

※百位數,十位數,個 位數,操作步驟同上

(4)按 匝」save

(Sl按 呸口 離開 〢dL進入 泛tP

r2tP:(1)按 口口 看設定值

(2)按 口口 改變 C°2.溫度.濕度

(3)按 匝口save

(4)按 口回 離開 r2tP進入 泛AC
泛AC:(1)按 匝口 看設定值

(2)按 口口 設定 H● 或 L。 動作

(3)按 匝」save

(Φ 按 匝口 離開 r2AC進 入 r2S匡

泛SE:(1)按 匝口 看設定值

(2)按 匝口 千位數 L巨 D會閃爍

(3)按 口口會從
。
→1→2.‥ ⋯→a一g選擇所需要的數字

※百位數,十 位數,個 位數,操作步驟同上

(4)按 區」 save

(5)按 匝口 離開 r2SE進入 泛HY
r2HY:(1)按 口口 看設定值

(2)按 口口 千位數 LED會閑爍

(3)按 口口 會從 U-1→ 2.‥ ‥→8→9選擇所需要的數字

※百位數,十位數,個位數,操作步驟同上

(¢ 9按巨日 save

(5)按 口口離開r2SΞ 進八r2no



r2no:(1)按 匝口看設定值
(2)按 口口 千位數 L巨D會閃爍

〔3)按 口口 會從
。

→1→2..⋯→8→9選擇所需要的數字

※百位數,十位數,個 位數,操作步驟向上

(4)按 匯┘save

(5)按 口口 離開 r2no進入 r2dL

r2dL:(1)按 匝」看設定值
(2)按 口口 千位數 LED會 閃爍

(3)按 口口 會從 U-● →2.⋯ →肛∞ 選擇所需要的數字

※百位數,十位數,個 位數,操作步驟同上

(4)按 匯口save

(° 按 口口 離開 r2dL進入量測值

PASS:(1)按 匝口 顯示 PASS
(2)按 巨口 千位數 LΞD會閃爍

(3)按 口口 會從 U→ 1→2.‥ ⋯→S一g選擇所需要曲致字

※百位數,十 位數,個位數,操作步驟同上

(4)按 口劃 save進入 PVS︳

※出廠預設值為 3。

。
U

PUS° :(1)按口口 看設定值

(2)按 E口 1U.一 1Ua→ 1U’→1UU一正負號 L巨D會閃洪依序佰瓊

(3)按 口口會從 U-● →2.⋯⋯→8→9選擇所需要的數字

※百位數,十位數,個 位數,正負號 操作步驟同上

(4)按 匡」 save

(5)按 口口 離開 PUS° 進入 PVS︳

PUS︳ :〔 1)按 匝口看設定值

一  t29投 匝 l。≒ iσ
一
.U‵.u正 負究 LED艸

〔S9按 口口 會從 U-●→2.⋯＿

—

→ 選擇所需要的致宇

※百位數,十位數,個位數,正負號 操作步驟同上

(4)按 匝」 save

(5)按 口口 離開 PVS︳ 進入 PVS2
PVS2:(1)按 匝日 看設定值

(2)按 E口 1。
.一

1σ→1σ→1伊→正負號 LED會 閃爍依序佰玨

(3)按 口口 會從 U一 i→2.⋯ .→S-9選擇所需要的數字

※百位數,十位數,個 位數,正負號 操作步驟同上

(4)按 匝口 save

(S)按 口口 離開 PUS2進入 AV9
AU9:〔 1)按 口口 看設定值

(2)按 匝口個位數閃爍

(S)按 口口 從 U一1→2.⋯→8→9選擇所需要的數字

(4)按 匝」 save

(甸 按 口口 離開 AV9進入重測值

▓接線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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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2設定值 U3/U6H Unsign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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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l I Dφ 不動作帶 U3ZU6H Unsign ∼9999

)U22 I DU2DoIavTIm° U3/U6H S.●●m UnSi田 ∼9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