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精灵微型电子控制器 XR03CX-XR04CX 

 

1、融霜 
1.1 XR03CX   XR03CX 没有融霜输出，其融霜是靠停压缩机升库温来融霜的，参数“id”用
来设定融霜时间间隔，参数“Md”用来设定融霜最大允许时间。 

1.2 xR04CX  参数“td” 给定融霜方式： 

td=EL  电热融霜 (融霜时压缩机输出继电器断开) 
td=in  热气融霜(融霜时压缩机输出继电器闭合).  
其他参数还有：参数“id” 给定融霜时间间隔，即多长时间融霜一次；而融霜持续最大时
间是由参数 “Md”来给定的；参数“dE” 给定融霜终止温度；需要说明的是：无论“Md” 
“dE”哪一个条件到了都会退出融霜，而一般情况以“dE”退出、“Md”为防止融霜过度保
护为好；在融霜结束后可以设定一个滴水时间，由参数“dt”来设定，当 dt=0 时意味着无
滴水过程。 

 

 

在非编程状态下，按一次可显示目标设定
值，在编程状态下可用来选择某一参数或确
认一个操作 

在非编程状态下，可以启动一次手动融霜
（前提是蒸发器温度探头测得的值必须小
于参数“dE”的设定值） 

在编程状态下，可以向下浏览参数编码或增
加参数值在编程状态下，可以向上浏览参数
编码或减小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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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查看设定值 
2.1按下并立即放开 SET 键，设定值被显示在屏幕上； 
2.2按下并立即放开 SET 键，等待 5秒钟后恢复到正常显示状态。 
3、如何修改设定值 
3.1持续按下 SET 键 2 秒钟； 
3.2设定值将被显示出来，并且 “°C” 或 “°F” LED 图标灯开始闪烁； 
3.3在 10秒钟内，通过按  或 键来修改设定值。 
3.4要存储新的设定值可再按一次 SET 键或者等待 10 秒钟。 
4、如何启动一次手动融霜 
持续按下  键超过 2 秒钟，就可以启动一次手动融霜（对于 XR04CX 融霜的前提是蒸发器
温度探头测得的值必须小于参数“dE”的设定值）。 
5、如何修改参数值（进入用户层，第一层） 
修改参数值的操作如下：  
5.1持续按下 SET+ 键超过 3 秒钟进入编程状态 (“°C” 或“°F” LED 图标闪烁)。 
5.2选择需要的参数，再按 “SET”键来显示显示参数值。 
5.3用  或 键来修改参数值。 
5.4再按 “SET”键来确认并存储新值，紧接着会显示下一个参数名称。. 
退出：按下并立即放开 SET+  组和键或不按任何键等待 15秒。. 
注意：不按任何键等待 15秒退出时，新值也会被存储。 
6、参数 
6.1调节参数 
Hy 温差值: (0.1°C ～ 25°C) 设定一个相对于设定值的温差，当测量温度大于等于

SET+Hy时，压缩机投入运行，当温度小于等于 SET 时，压缩机停止运行。 
LS 最小允许设定值： (-55°C～SET)：设定允许的设定值的最小值。 
US 最大允许设定值： (SET～99°C)：设定允许的设定值的最大值。 
ot 探头 1校准： (-9.9～9.9°C)：对探头 1进行误差的校准设定值。 
P2 蒸发器探头是否存在： n=不存在； y= 融霜终止依据温度。(仅适用于 XR04CX) 
oE 蒸发器探头校准： (-9.9～9.9°C)允许对蒸发器探头的误差进行校准。 (仅适用于 

XR04CX) 
od 上电输出延时： (0～99 分钟)：这个功能可以保证在上电时留一段时间来设定参数，

在此时间内任何输出都维持在未通电时的状态。  
AC  防频繁启动延时： (0～50 分钟)：从压缩机停机到紧接着的开机需要延时的时间，以

保护压缩机不出现频繁启动。 
Cy 探头失灵时压缩机开机时间： (0～99 分钟)：当温度探头失灵时压缩机开机运转时间， 

当 Cy=0 、Cn≠0时压缩机总是停机。 
Cn 探头失灵时压缩机停机时间： (0～99 分钟) ：当温度探头失灵时压缩机停机时间，当

Cn=0、Cy≠0时压缩机总是开机。 
CH 工作类型(仅适用于 XR04CX)： cL= 制冷； Ht =制热； 
6.2显示参数 



CF 测量单位： (°C/°F) °C =摄氏度； °F =华氏度。 提示：当修改了测量单位后，请
检查设定值（SET）以及 Hy、 LS、 US、 oE、 o1、 AU、 AL等参数，必要时请修改。 

rE 分辨率 (仅在°C 时可用)：(dE / in) dE=当温度在-9.9 ～ 9.9°C之间时有一位小数； 
in= 整数。 

Ld 默认的面板显示选择： (P1 ～ P2) P1= 库温探头； P2= 蒸发器探头 SP=设定值(仅适
用于 XR04CX) 

dy 显示延时： (0～15 分钟)： 当温度上升，温度显示每到要更新 1 °C 或 1°F 延时此
时间。 

6.3融霜参数 
td 融霜方式： (EL – in) EL= 电热，融霜时压缩机关闭; in=热气，融霜时压缩机运转； 

dE 融霜终止温度(仅适用于 XR04CX)： (-50～50°C) 如果 P2=y，当蒸发器探头温度超过
此设定值时，融霜将会终止。 

id 融霜间隔： (0～99小时) 设定融霜起始点之间的时间间隔。  
Md 融霜允许最大时间： (0～99分钟。为 0时不融霜) 设定一个最大的融霜时间。 当 P2=n(无

蒸发器探头：基于时间退出融霜)，本参数就设定了一个融霜的时间，当 P2 = y (基于
温度退出融霜) 本参数给定了一个融霜最大时间，超过这个时间，融霜也会退出。 

dd 启动融霜延时： ( 0～99分钟) 当有多个温控器时，用这个参数来设定不同的融霜启动
时间可以避免电网的超载是非常有用的。 

dF 融霜期间显示： (rt / it / St / dF) rt= 实际库温；it= 融霜启动前的库温；St=设
定值 dF=“dF”融霜字符（英文缩写）。 

dt 滴水时间： (0～99分钟) 设定一段从到达融霜终止温度到恢复正常制冷运行间的时间，
这个时间有利于蒸发器滴净融霜水防止再次制冷时又结成了冰。. 

dP 上电融霜是否允许： (y／n) y=上电启动融霜； n=上电不启动融霜 
6.4报警参数 
AU 高温报警： (AL～99°C) 当温度大于等于此设定值延时“Ad”时间后报警仍存在，则报

警激活。 
AL 低温报警： (-55～AU°C) 当温度小于等于此设定值延时“Ad”时间后报警仍存在，则

报警激活。 
Ad 温度报警延时: (0～99 分钟) 从检测出报警到输出报警信号间的时间间隔。 
dA 启动时忽略温度报警时间： (0～99 分钟) 在温控器上电时检测出温度报警到输出报警

信号间的时间间隔。 
tb 蜂鸣器静音是否允许(n-y)：(仅适用于 XR03CX) n=不允许，当报警持续时，报警输出一

直输出； y= 允许，在报警发生时，通过按键盘上任意键，报警输出停止输出； 
o1 辅助继电器输出功能设置 (dF/Fn/AL/AU/db)：(仅适用于 XR03CX)  dF=融霜输出；Fn=

风扇输出； AL=报警输出； AU=辅助输出； db=中性区控制输出 ； 
AP 报警输出继电器触点极性(cL-OP)：(仅适用于 XR03CX) 当 o1= AL 时， cL=闭合时报警

有效； OP=断开时报警有效  

XR04CX –压缩机输出瞬时最大电流 20A 或 8A  

 

 
 

图中英文说明： 
Room：库温探头；Line：火线； Comp：压缩机 Supply 230V～50-60Hz：电源 230V交流 50-60Hz；
Def：融霜；N.C.：常闭触点； 20(8)A 250V：在电压 250Vac下，额定电流 8A，瞬时最大
电流 20A；8(3)A 250V～：在电压 250Vac下，额定电流 3A，瞬时最大电流 8A； 
注 1：压缩机继电器是 20(8)A 或 16(6)A要依据型号而定。. 
注 2：用 120Vac或 24Vac/dc 或 12Vac/dc电源的型号电源接线端子也是 6-7端子。 

 

编程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