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1N2261en                                   Siemens Building Technologies 
26.09.2003                                                        HVAC Products 

 

 

 

 

自学习式 

房间温度控制器      REV12           
                        5 种操作模式，通过单键开关菜单操作 

 

 电池供电 

 操作直观，通过单键开关进入自解释菜单操作 

 提供 PI 控制的自解释开关控制（专利） 

 操作模式选择： 

 最多带两个供热阶段的自动模式，持续舒适模式，持续节

能模式，带单个 24 小时模式和单个供热阶段的霜冻保护 

 自动模式中，每个供热阶段的温度设定值可以调整 

 

用途 

 

可以用于下列房间的温度控制： 

 公寓、度假屋 

 办公楼、资料室或者商用空间 

可以控制下列设备： 

 热水器的电磁阀 

 燃气锅炉的电磁阀 

 燃气或燃油锅炉的强制通风设备 

 供热系统中的循环泵，区域阀 

 电加热系统或者蓄电热水器的风机 

 热力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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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自学习或可选开关回路的 PID 控制 

 开关控制 

 单个或两个供热阶段的自动模式 

 每个供热阶段可以对一个温度进行调整 

 单个供热阶段的 24 小时操作模式 

 超越功能按钮 

 传感器校正和复位功能 

 防冻功能 

 设定点最小值的限定 

 

 

订货 

 

房间温度控制器                           REV12 

订货时请参照型号表，供货时温控器带电池 

 

 

技术设计 

 

显示及操作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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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部件 

 

 

显示 

 

  
 

运行模式选择（同一时刻只有一种模式有效） 

 

  

自动模式 

 

舒适模式 

 

节能模式 

 

霜冻保护 

 

单个供热阶段的 24 小时模式 

（供热阶段自动源于 24 小时程序） 

 

 

 

 

运行模式选择 

温度上升 
温度下降 

超越功能按钮 

单键开关选择菜单、子菜单和设定 
按下表示确认 

当日时间 

房间温度 

更换电池（在电池耗尽前

三个月开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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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设定温度的临时改变 

（只有到达下一个转换点时方可改变） 

 

       

 当按下“＋”或“－”一次，设定

温度将会显示。可以以 0.2℃的幅

度调整。（最高可调 4℃）   

 

超越功能按钮    

 

在运行模式为 和 时，该按钮可以用于从舒适模式转为节

能模式，或者反之。直到下一个转换点或者运行模式被改变为止，

该选择将一直被保持。   

 

菜单式用户设定：4 个主要菜单 

当日时间 主菜单  设定 

   

 

当日时间 

温度 主菜单 子菜单 出厂设定 

 

 

舒适模式的设定值  19℃ 

 

节能模式的设定值  16℃ 

 

霜冻保护的设定值   5℃ 

 

时间开关 主菜单 子菜单 设定 

 

 

 

每日 1 个供热阶段 

每日 2 个供热阶段 

 

 

选择供热模式的启动时间 

选择供热模式的结束时间 

 

 

 

选择供热模式的设定温度 

供热工程设定 主菜单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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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校正 

 

设定值限定 

 

双位开关控制 

 

PID 模式，自学习 

 

PID 模式，带 6 或 12 分钟的转换循环 

 

温度设定值             在自动运行模式中，每个舒适模式阶段以及连续运行模式的温度

设定值可以单独调节。节能模式的温度设定值在自动模式和持续

运行模式中是一样的。 

 

保护模式                在霜冻保护模式中，房间温度受到连续监视。如果房间温度低于

调整后的设定值，供热将会打开以维持设定的霜冻保护温度设定

值 。 

 

24 小时运行模式         控制器基于其现有的模式提供 24 小时运行模式。它将自动选择

开始供热的时间，并在设定时间关闭，同时显示整个供热阶段的

过程。控制器所采用的舒适温度是保存的持续运行模式 下标

准设定值 。这种 24 小时的模式将一直保持下去，直到选择了

另一种运行模式。    

示例 

               
                         

                         
自动的 24 小时模式 目前的 24 小时开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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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程序              开关程序用作 24 小时程序。同样可以选择三种持续运行模式中的

一种 ，而不使用开关程序。 

当进入供热程序时，有两种不同的开关模式。 

可以选择 1 个或者 2 个供热阶段。 

对于每一个供热阶段，启动时间、结束时间和舒适温度设定值可

以输入。两种供热模式之间，使用相同的节能模式温度设定值。

该温度可以在温度菜单中调整。 

每日 2 个供热阶段示例 

 

                 

出厂设定 

 

出厂设定              设定值限定 及自学习 PID 模式  

供热工程 

                        

 

运行模式 转换时间 温度℃ 

每日 
供 热

阶 段

1 

供 热

阶 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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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工程级别模式 

 

进入                     要进入供热工程模式，同时按下＋和—，并沿远离显示屏的方

向转动单键开关随后再转向显示屏方向。 

 

传感器校正               如果显示的温度不符合实际的房间温度，温度传感器可以再次

校正（在供热工程模式下完成）。 

显示的温度可以以 0.2℃的幅度改动使之符合房间的实际温

度，但变动最大为 2℃。 

 

设定值限定               16℃这一最小设定制限定防止了含数个供热区的建筑中，将热

量传递给其临近房间。 

 

 

控制                     REV12 是一个提供 PID 控制的开关控制器。房间温度通过执行

机构的循环开关来得以控制。 

控制器根据设定值和通过内置温度传感器感知的实际温度值

之间的偏差给出定位信号。 

 

自学习模式               控制器配有一个主动自学习运行模式，可以自动根据受控系统

（建筑结构类型、散热器类型、房间尺寸等）进行调整。经过

一段时间的自学习过程以后，控制器将优化其参数并以学习后

的参数运行。 

 

特例                     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自学习模式可能不是最好的，可以选择

PID12、PID6 或者 2－Pt 模式： 

 

PID12                    转换循环为 12 分钟，用于一般或者慢速控制系统（重型建筑

结构、大空间、铸铁散热器、油燃烧器）。 

PID6                     转换循环为 6 分钟，用于快速控制系统（轻型建筑结构、小空

间、板式散热器、气燃烧器）。 

                         纯粹的开关控制，转换偏差 0.5℃（±0.25℃），用于较难控制

的系统，室外温度变化剧烈的场合。 

 

复位功能                  用户定义数据： 

按下销子盖后面的按钮超过 1 秒钟，可以将用户设定值复位到

其默认值（供热工程设定不会变动）。时钟从 12:00 开始计时。

在复位时间内，显示屏上各个部分都会亮起，便于检查。 

所有用户定义数据加上供热工程设定： 

同时按下销子盖后面的按钮以及＋、—超过 1 秒钟，所有出厂

设定都会被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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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 

 

更换电池              在电池用完前 3 个月，显示屏上将出现更换电池的标记 ，但

是所有的功能仍将维持。更换电池的时候，现有数据可以最长保

存 1 分钟。 

 

温控器                REV12 是塑料外壳包装，带有大显示屏，并且操作简单。它可以

从底板上方便的取下，只需沿底板向上移动。所以可以方便的在

背部更换两节 1.5V 的碱性电池。 

 

底座                  底座可以和大多数分线盒相匹配，或者可以直接安装在墙上进行接

线。底座仅包含温控器和受控设备之间的接线端。所有电子元件

（包括带电位计常开触点的继电器）都在温控器内。 

 

注意事项 

 

                   

 房间温控器应该安装在主起居室内 

 安装位置应该尽量考虑到温度传感器能尽可能正确感知到

房间的实际温度，而不会受到太阳直射或者其它冷热源的影

响 

 安装高度大约在离地面 1.5m 

 温控器可以安装在大多数分线盒或者直接安装在墙面上 

 在温控器上方，必须有足够的空间用于从底板上拆下温控器

进行更换。 

 

      
 

 安装温控器时，底座首先固定并连线。随后，温控器从上方

装入 

 更多详细的安装信息，可以参见包装盒内的安装手册 

 电气安装时，必须遵照当地的安全法规 

 用于防止搬运及存放过程中的误操作，电池搬运标签必须移

工程 

安装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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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控制模式可以在供热工程模式下更改 

 如果房间内装有散热器阀，必须设为开度最大 

 如果显示的房间温度不符合实际的温度值，温度传感器应该

重新校正（参见“传感器校正”） 

 

技术数据 

 

工作电压                                     DC3V 

碱性电池                                     2×1.5V 

电池寿命                                     2 年左右 

电池更换时的数据备份                         最多 1 分钟 

继电器开关容量 

电压                                         AC24～250V 

电流                                         6（2.5）A 

安全等级                                     EN60 730－1 II 级 

传感元件                                     NTC 电阻 10KΩ±1％，25℃ 

测量范围                                     0～50℃ 

时间常数                                     最大 10 分钟 

设定值范围 

正常模式温度                                 5～29℃ 

节能模式温度                                 5～29℃ 

霜冻保护温度                                 5～29℃（出厂设定 5℃） 

设定及显示 

设定值                                       0.2℃ 

转换时间                                     10 分钟 

实际温度测量值                               0.1℃ 

实际温度显示                                 0.2℃ 

时间显示                                     1 分钟 

环境条件 

运行                                              

气候条件                                         IEC60 721－3 等级 3K3 

温度                                             5…＋40℃ 

湿度                                             <85％r.h. 

运输储存                                              

气候条件                                         IEC60 721－3 等级 2K3 

温度                                            －25…＋70℃ 

湿度                                             <93％r.h. 

机械条件                                         IEC60 721－3 等级 2M2 

认证和标准 

CE 认证 

电磁兼容认证                                      89/336/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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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认证                                          73/23/EEC 

C－Tick                                            

产品标准 

家用电气和相关的自动控制                           EN60 730－1 

专用温度控制标准                                   EN60 730－2-9 

电磁兼容性 

发射                                               EN50 081－1 

抗扰度                                             EN50 082－1 

安全等级                                          EN 60  730 II 级 

重量（含包装）                                       0.270kg 

底座                                                灰色 RAL7038 

外壳                                                128×96×30mm 

 

接线图 

 

                  

 

 

N1 REV12 室温控制器                   

L  火线，AC24～250V                    

M1  循环泵 

B2 外置温度传感器输入信号 

L1 常开触点 AC24～250V/6(2.5) A   

N  中性导线 

Y1  执行机构                 

 

 

 

 

应用范例 

 

 

 

 

 

 

 

 

 

 

 

                 热水器                                气燃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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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阀                           手动混合阀预控制的循环泵 

 

 

F1 热复位温控器   N1  REV12 房间温控器 

F2 安全限位温控器   Y1  带手动调节的二通阀 

M1 循环泵     Y2  电磁阀 

Y3  电动三通阀              Y4      电动二通阀 

 

 

尺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