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MAC3 端子配置說明圖

端子配置圖

端子配置圖

熱電偶‧電壓入力短路端子 5和端子6就產生誤差。

熱電偶‧電壓入力短路端子 5和端子6就產生誤差。



按鍵操作說明

在基本畫面按一次時，即可以跳至下一個基本設定畫面； 

按住３ 秒即可由基本畫面跳至設定第一模式畫面群。 若在其它 

的設定模式畫面群中，按住３秒即可以回到基本畫面。  

 

可以在設定畫面中，來遞減設定值；則最後一位小數點會閃爍著。  

 

可以在設定畫面中，來增加設定值；則最後一位小數點會閃爍著。  

 

在各設定畫面(群)中，來確認設定後的確認鍵；其最後一位小數 點 

即會熄滅。（此動作即表示設定完成） 在基本設定畫面裡的調節輸 

出顯示畫面中，按住３秒後，則轉換 成手動調節輸出；在按住３秒 

後，則恢復為自動調節。 

在各模式先頭畫面群按        1次，即進入該模式設定畫面。 

 

在單點控制或是程式控制狀況下，按３秒 

則會啟動運轉； 反之再按３秒則會停止運轉。

測定值 (PV) 為實際溫度值表示       (紅色) 

測定值 (PV) 為各種設定種類表示。 

設定值 (SV) 為設定溫度值表示       (綠色) 

設定值 (SV) 為各種設定種類的設定值表示。

LED指示燈表示
RUN   (綠色) 

開始執行控制動作時燈為亮，停止時為熄滅；手動輸出控制時， 

燈為閃爍，停止時即恢復原狀態。 

PRG    (綠色) 
選擇程式控制時燈為亮，選擇單點控制時燈為熄滅。 
程式在做上升或下降時，燈為閃爍；程式在平坦時，燈為恆亮。 

 AT     (綠色) 

自動演算執行開始時為燈閃爍，自動演算執行完畢時， 

燈即自動熄滅。 

OUT1   (綠色) 

在接點或SSR驅動電壓輸出時，ON時為燈亮，OFF時為燈熄滅； 

若電流輸出時，則輸出的增減％就是為燈的明暗來表示。 

 

EV1 & EV2    (黃色) 

所設定的警報輸出動作ON為燈亮；OFF為燈熄滅。 

若選擇有OUT2時，動作則與OUT1相同；同理若選擇EV3時， 

動作則與EV1 & EV2相同。

OUT2/EV3      (黃色)

2. 面板表示說明

2-1 前面版圖
2-2 面板指示燈說明



基本畫面

按鍵鎖設定畫面                                   測定值補正設定畫面                    第一組 P 設定畫面              警報第1組動作模式設定畫面        

(單點控制)設定畫面群先頭畫面 

基本畫面按住       ３秒，即出現　　　  （單點控制）設定畫面群先頭畫面

設定畫面群先頭畫面按住         ３秒，即會回到基本畫面。

設定第１模式畫面群 設定第 2 模式畫面群 設定第 3 模式畫面群 設定第 5 模式畫面群

設定第１∼5先頭畫面群

基本畫面中按押        鍵，可以選擇基本畫面群的設定畫面。 

基本畫面中按住        鍵３秒，可以跳至設定第１模式畫面群。 

在設定第１模式畫面群中按押　　鍵，可以選擇跳至設定第２或３...等模式畫面群。 

在設定第１模式畫面群中按押　　鍵，可以選擇跳至設定第 5 或 3...等模式畫面群。 

在設定第１∼5模式畫面群中按住　　 鍵３秒，可以跳回至基本畫面。 

在設定第１∼5模式畫面群中按押　　 鍵，可以跳至該模式下的設定畫面。 

在各模式設定畫面群的最初的設定畫面中， 如果按押 　　鍵一下就會跳至下一個設定畫面，每按        一次即跳至下一個設定畫面。
 

在各設定畫面下都是由　　及　　來變更該設定功能的數據，並且在變更完畢後須按押　　來確認變更成功完畢。 

※在基本畫面群下的調節輸出顯示畫面中，按住　　鍵３秒即進入手動調節輸出功能畫面。 

    在手動調節輸出畫面下，則只需用　　鍵及　　鍵來做控制輸出的百分比，並按押   　 即可。 

    在手動調節輸出畫面下，按住 　  鍵３秒即回到自動調節輸出控制畫面。 

調節輸出顯示畫面 

 

 

調節輸出顯示畫面 調節輸出顯示畫面

顯示自動輸出  RUN燈恆亮                       顯示手動輸出  RUN燈閃爍                         顯示手動輸出  RUN燈閃爍

或

5.電源開啟時畫面初期表示說明

LED燈全亮 入力種類的表示 測定範圍上限及下限值的表示 第１輸出種類的表示 基本畫面

接點 電壓6. 各顯示畫面說明

基本畫面群

按押        鍵顯示 選項，再按押 

RUN燈則恆亮〈控制運轉中〉。

鍵來確認

 按押 鍵顯示  選項，再按押 鍵來確認 

RUN燈則熄滅〈控制運轉停止〉。

PV：測定值實際單位顯示 

SV：設定值顯示

   SV初期：０  

 設定範圍：依照測定值上限及下限範圍內來選擇； 

　　　　　 並且需在設定值上限及下限範圍內來選擇。 

動作執行設定畫面

初期值：                       

                                       

                                      〈待機動作〉 

                                      〈執行動作〉 

 

 

                                                        

設定範圍：

當DI〈外部入力〉控制時，則是由 DI 控制為優先。 

 

調節第１輸出顯示畫面〈手／自動控制畫面〉

手動輸出設定範圍：0.0~100.0% 

自動輸出則由控制器自行調節顯示

                                

自動輸出下按        3秒後，即為手動輸出模式〈請參照4.設定方法〉 

在動作                  時，手動控制則無法使用。 

DI 動作                選項時則由DI優先；手／自動調節控制則不可切換

3. 如何選擇設定模式說明

４. 設定方法&手/自動調節輸出設定說明

基本畫面群

基本畫面 

電流

key

key key key key key

keykeykeykey

    〈鎖定設定〉                         〈入力設定〉                     〈P.I.D設定〉                      〈警報設定〉                  

當電源開啟時，間隔約１秒顯示控制器內的功能表示，一直到基本畫面。

key

key

key



自動演算動作設定畫面

key

當ＯＮ選項時，ＡＴ為執行狀態；ＯＦＦ選項時，ＡＴ為解除狀態。 

在ＳＴＢＰ、手動輸出、Ｐ＝ＯＦＦ的動作時，ＡＴ的選項畫面不 

會顯示；除此之外ＡＴ選項畫面才會顯示。 

 

在選擇ＳＴＢＰ選項或是自動演算超過２００分鐘時，ＡＴ〈自動 

演算〉動作會被強制解除。 

警報第１組動作設定畫面

                 上限絕對值       測定範圍之最高上限值 
                 下限絕對值       測定範圍之最低下限值 
                 上限偏差值 
                 下限偏差值 
                 上下限偏差內值 
                 上下限偏差外值 
 　            ＣＴ１＆ＣＴ２

key

設定範圍： 上限絕對值       測定範圍內任意測定值 

                     下限絕對值       測定範圍內任意測定值

ＦＩＸ〈單點控制〉模式下       
當到達ＥＶ１所設定之數值時，該警報動作即有ＯＮ輸出。

 

※警報第１組動作設定畫面，須在　　　的狀態下，才會自動 

    顯示出來。

警報第２組動作設定畫面

                        內容都與ＥＶ１警報第１組動作設定畫面一樣。

警報第３組動作設定畫面

                        內容都與ＥＶ１警報第１組動作設定畫面一樣。

※ＥＶ３警報第３組動作設定畫面為附加功能，須有開啟該 
     功能才會顯示該設定畫面。

key

返回基本畫面

F I X〈單點控制〉設定畫面群

在基本畫面下按住        鍵３秒則會顯示ＦＩＸ設定畫面群先頭畫面。 

在先頭畫面下按住　　鍵３秒，即可回到基本畫面。

基本畫面 ＦＩＸ設定畫面群的先頭畫面

ＦＩＸ先頭畫面

此顯示畫面是無法設定的

※如果按        鍵就會跳至下一個設定畫面S V 1設定畫面。key

第１組設定值設定畫面

  
 
設定範圍：溫度入力時    測定值範圍內 
                    線性入力時    測定值範圍內， 
                    並且需在ＳＶ值限制上下限值內。 

ＳＶ１所設定的數值，會反映在基本畫面中ＳＶ值的變化； 
如果有變更測定範圍、單位以及定標時ＳＶ會變回初期化。

溫度入力時    0 
線性入力時　測定值之下限值

 

   key

ＳV１第１組輸出ＰＩＤ指定設定畫面

                             初期值：１ 

                         設定範圍：１、２、３ 

      ＳＶ１第１組輸出動作所執行對應ＰＩＤ組別， 

      有１∼３組ＰＩＤ可以提供選擇。 

key

返回ＦＩＸ先頭畫面

       基本畫面按住         鍵３秒，即可跳至設定模式畫面群。 

key            在此設定模式畫面群按押        鍵 
                  即可跳至按鍵鎖設定畫面。

按鍵鎖設定畫面

    初期值： 

設定範圍：
key

只能在基本畫面中，變更ＳＶ值。 

在基本畫面中，都無法做任何的變更。 

在基本畫面中，都無法做任何的變更 

 注意：在按鍵鎖第１、２選項中，在基本畫面群中，是無法 
            使用手動 調節輸出控制。

ＳＶ設定值下限限制設定畫面

    初期值：測定範圍之下限值 

設定範圍：測定範圍之上限值∼下限值 

 
key

基本畫面中的ＳＶ值之下限設定取決於此設定畫面。 

 

 

 

 

基本畫面中的ＳＶ值之上限設定取決於此設定畫面。

ＳＶ設定值上限限制設定畫面

key

返回第１模式先頭畫面群〈按鍵鎖設定〉

     初期值 

 設定範圍

ＥＶ１

unit

unit

unit
unit

                 上限偏差值 

                 下限偏差值 

                 上下限偏差內值 

                 上下限偏差外值

EV2

EV3

SV1
初期值

初期值：

key

    初期值：測定範圍之上限值 

設定範圍：測定範圍之上限值∼下限值

第１模式先頭畫面群〈按鍵鎖設定〉

警報解除設定畫面

    初期值： 

設定範圍：                      EV1解除 

                                          EV2解除 

                                          EV3解除 

                                          全部警報解除 

key

 

警報輸出特性設定為常開的狀況下，當警報動作時，則警報輸 

出不會關閉此時必須在此設定畫面下，將警報解除。



在第１模式畫面群按押        鍵，即跳至第２模式畫面群； 

按押 　    鍵，即跳至第３模式畫面群。 

在此設定模式畫面群按押         鍵，即可跳至測定值補正設定 

畫面。

key

ＰＶ測定值補償補正設定畫面

 初期值：０ 
     設定範圍：－５００∼５００unit

測定值若有誤差時，則需用此設定畫面來加以補償； 
而補償完畢後，將以補償後的數值為主。

key

ＰＶ測定值百分比補正設定畫面

   初期值：０.００ 

    設定範圍：±５.００％

補正的最大值是測定範圍內±５.００％，若不補正時， 

需選擇０；而補正後，測定值會有斜率正比的變化。

ＰＶ測定值律波時間設定畫面

   初期值：０ 

設定範圍：０∼９９９９秒  key

測定範圍入力設定畫面
初期值：熱電偶        、電壓        、電流       

       設定範圍：請參照表〈一〉之入力信號範圍表
key

入力信號的種類只需信號範圍表的代碼設定即可。

溫度單位設定畫面
    初期值： 

設定範圍：

當溫度入力時，可選擇度C或度F來設定所測定之單位。 

當線性入力時，此設定畫面不會顯示。

key

入力範圍下限值設定畫面

     初期值：０.０  

 設定範圍：－１９９９∼９９８９unit 

※當線性入力時，才可設定測定之下限值。

入力範圍上限值設定畫面

                  初期值：１００.０    
              設定範圍：－１９８９∼９９９９unit 
 
  ※當線性入力時，才可設定測定之下限值。                                      
                                        

key

入力範圍之小數點位置設定畫面

    初期值：小數點１位(０.０) 

設定範圍：無小數點(０)∼小數點３位(０.０００) 

※當入力為溫度信號時，此設定畫面無法使用。key

當入力為線性信號時，小數點設定可使用。

返回第２模式先頭畫面群〈入力範圍設定〉

此顯示畫面是無法設定的。 

在此設定模式畫面群按押          鍵，即可跳至第１組輸出 

ＰＩＤ１比例帶〈Ｐ〉設定畫面。

key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比例帶〈Ｐ〉設定畫面

                 初期值：３.０％ 

             設定範圍：ＯＦＦ，０.１∼９９９.９％ 
key

此設定畫面是ＡＴ在演算運轉時，所依據ＰＩＤ值的設定 

當Ｐ＝ＯＦＦ時，輸出只做ＯＮ－ＯＦＦ的動作。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積分時間〈Ｉ〉設定畫面

             初期值：１２０秒 
         設定範圍：０ＦＦ，１∼６０００秒

此設定畫面是ＡＴ在演算運轉時，所依據ＰＩＤ值的設定 

當I＝ＯＦＦ時，輸出只做ＰＤ的動作。

key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微分時間〈Ｄ〉設定畫面

           初期值：３０秒  
       設定範圍：０ＦＦ，１∼３６００秒

key

此設定畫面是ＡＴ在演算運轉時，所依據ＰＩＤ值的設定 

當Ｄ＝ＯＦＦ時，輸出只做ＰＩ的動作。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手動輸出調節設定畫面

key

            初期值：０.０  

        設定範圍：－５０.０∼５０.０％ 

此設定畫面是ＡＴ在演算運轉時，所依據ＰＩＤ值的設定 

當I＝ＯＦＦ＆Ｄ＝Ｏ時，所做的設定。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動作帶設定畫面

                    初期值：５ 
                設定範圍：１∼９９９unit 
當輸出為ＯＮ－ＯＦＦ動作時，此設定畫面才會顯示。 
當Ｐ＝ＯＦＦ〈ＯＮ－ＯＦＦ動作〉，此設定畫面 
才會顯示。 

                                       
key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調節輸出下限限制設定畫面

                      初期值：０.０ 
                  設定範圍：０.０∼９９.９％ 

在ＳＴＥＰ的時候，輸出下限值則不以此  
設定為依據。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調節輸出上限限制設定畫面

                                   初期值：１００.０ 

                               設定範圍：輸出下限值＋０.１∼１００.０％key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２比例帶〈Ｐ〉設定畫面

                             初期值：３.０％ 

                         設定範圍：ＯＦＦ，０.１∼９９９.９％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key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２積分時間〈Ｉ〉設定畫面

                                         初期值：１２０秒 

                                     設定範圍：０ＦＦ，１∼６０００秒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       

注：

注：

 key

第２模式先頭畫面群〈入力範圍設定〉                             第 3 模式先頭畫面群〈P.I.D.設定〉

key

key

key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２微分時間〈Ｄ〉設定畫面

                                   初期值：３０秒  

                               設定範圍：０ＦＦ，１∼３６００秒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 

 

                                  

                                   初期值：０.０  

                               設定範圍：－５０.０∼５０.０％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 

                                

                                   初期值：５ 

                               設定範圍：１∼９９９unit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 

 

                          

                                   初期值：０.０ 

                               設定範圍：０.０∼９９.９％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 

 

                                   

                                   初期值：１００.０ 

                               設定範圍：輸出下限值＋０.１∼１００.０％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 

 

     

                                   初期值：３.０％ 

                               設定範圍：ＯＦＦ，０.１∼９９９.９％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 

 

key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２手動輸出調節設定畫面

key

key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２動作帶設定畫面

  

key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２調節輸出下限限制設定畫面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２調節輸出上限限制設定畫面

key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３比例帶〈Ｐ〉設定畫面

key

 

 key

key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３積分時間〈Ｉ〉設定畫面

                               初期值：１２０秒 

                           設定範圍：０ＦＦ，１∼６０００秒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３微分時間〈Ｄ〉設定畫面

                               初期值：３０秒  

                           設定範圍：０ＦＦ，１∼３６００秒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

 

 key

 key

key

key

key

 key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３手動輸出調節設定畫面

                            初期值：０.０  

                        設定範圍：－５０.０∼５０.０％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３動作帶設定畫面
                                 初期值：５ 

                             設定範圍：１∼９９９unit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３調節輸出下限限制設定畫面

                       初期值：０.０ 

                   設定範圍：０.０∼９９.９％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 

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３調節輸出上限限制設定畫面

                                  初期值：１００.０ 

                              設定範圍：輸出下限值＋０.１∼１００.０％ 

                              內容設定與第１組輸出ＰＩＤ１相同。

第１組輸出緩啟動時間設定畫面

                                  初期值：ＯＦＦ                  

                              設定範圍：ＯＦＦ、０.５∼１２０.０秒 

                           （設定分解能０.５秒）  當電源投入，且控 

                             制執行時， 輸出動作會以緩慢分解時間啟動。 

                             當設定為ＯＦＦ時，為正常執行。
第１組輸出比例週期時間畫面

                               初期值：接點輸出        ３０.０秒 

                                               電壓輸出        ３.０秒         

                           設定範圍：０.５∼１２０.０秒 

                         （設定分解能０.５秒）此畫面是設定 

                           輸出比例週期時間。 

                           當電流輸出時，此畫面無法設定。    

第１組輸出動作特性設定畫面

 初期值：

   設定範圍：
            輸出執行動作為       〈加熱特性〉　  〈冷卻特性〉 

             二種選項。

key

返回第３模式先頭畫面群〈P.I.D.設定〉

第５模式先頭畫面群〈警報設定〉

在此設定模式畫面群按押         鍵，即可跳至警報第１ 

組動作模式設定畫面。key

key

警報第１組動作模式設定畫面

    初期值： 

設定範圍：請參照警報動作模式表

    

 

警報動作模式表

     模式          動作模式說明                           

無警報動作

待機錯誤訊息警報

上限絕對值警報

下限絕對值警報

上限偏差警報

下限偏差警報

偏差內警報

偏差外警報

RUN信號

※如果變更測定範圍、定標以及單位就設定就會被初期化。 
※偏差警報動作若是在R U N + A U T O執行時、或其他程式控 
    制時警報動作可能會一直輸出的狀態。

警報第１組動作不感帶設定畫面

初始值：5 unit
設定範圍：1 ~ 9 9 9 unit

key
選擇ＰＲＯＧ的動作信號時，動作為ＯＮ---OFF 

PROG(程式控制)時

的設定才會有顯示。 

※如果有變更測定範圍、單位以及定標時ＳＶ會變回初期化

警報第１組待機動作設定畫面

    初期值： 
設定範圍：

非待機動作。 待機(電源啟動後至結束)。

待機（電源開啟、各警報動作點變更時‧R U N / 轉換 
S T B Y的時候A U T O / 轉換M A N時候待命動作。

ＰＲＯＧ〈程式控制〉時    的設定才會有顯示

※如果有變更測定範圍、單位以及定標時ＳＶ會變回初期化。

警報第１組按鍵鎖設定畫面

       初期值： 

   設定範圍：

key

key

若開啟          設定時，一旦警報動作輸出為ＯＮ的狀態時，警報 

就無法再有ＯＦＦ的狀態，會一直保持剛剛ＯＮ的狀態。 

警報必須開啟              設定，警報動作才會停止。 

※如果有變更測定範圍、單位以及定標時ＳＶ會變回初期化。 

     



警報第１組輸出特性設定畫面

         初期值： 

     設定範圍：
key 警報常開狀態。 

警報常閉狀態。 
當警報設定           時，警報動作會變更為初期值。

設定開啟時，警報動作時會ＯＮ１.５秒後ＯＦＦ

      初期值： 

  設定範圍：請參照警報動作模式表

※如果有變更測定範圍、單位以及定標時ＳＶ會變回初期化。

警報第２組動作模式設定畫面

警報第２組動作不感帶設定畫面

key

key

      初期值：5 unit 

  設定範圍：1 ~ 9 9 9 unit 

  與警報第１組設定相同

警報第２組待機動作設定畫面
       初期值   
   設定範圍 
   與警報第１組設定相同key

           初期值     

       設定範圍 

       與警報第１組設定相同

        初期值   

    設定範圍 

    與警報第１組設定相同

key

 key

警報第２組按鍵鎖設定畫面

警報第２組輸出特性設定畫面

警報第３組動作模式設定畫面

警報第３組是在警報１、２組後的特別增加的附加功能； 

需要被開啟，此設定畫面才會顯示。
                 初期值 

            設定範圍：請參照警報動作模式表  

※如果有變更測定範圍、單位以及定標時ＳＶ會變回初期化。
key

警報第３組動作不感帶設定畫面

警報第３組待機動作設定畫面

警報第３組輸出特性設定畫面

警報第３組輸出特性設定畫面

返回第５模式先頭畫面群〈警報設定〉

         初期值  ：    5 unit 

      設定範圍 ：1~9 9 9 unit 

      與警報第１組設定相同

           初期值   

       設定範圍 

       與警報第１組設定相同

           初期值   

       設定範圍 

       與警報第１組設定相同

          初期值   

      設定範圍 

      與警報第１組設定相同

key

key

key

key

測溫抵抗體

定標範圍

 (一)入力信號範圍表  

注：

注：

SHIMAX台灣代理商                                                                                                           URL；http：//www.derkang.com.tw              

台灣高雄市三民區澄明街七號　　　　　　　　　　　　　　　　　　　　　　　　　　　　　　　＋８８６－７－３８１０７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