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双重温度探测器 

TS-300 安装及使用手册 

简介 

TS-300 是一个硬接线式的温度探测器，它可以准确地探测周围环境的温度

变化。如果需要探测远端某处的温度变化，则应在使用 TS-300 的同时选购 TS300R

探针，该探针就是用来探测远端温度变化的。报警时的报警输出包括一个 TS-300

本身的扬声器及两个 NO/NC 电路输出，当探测范围内的温度高于所设上限或低于

所设下限值时，探测器即被激活报警。该探测器可广泛用来保护贵重设备、财产

及一些易燃物品。 

如果对声音报警进行编程，则当温度超过探测器所设温度界限时，激活报

警。当然，在报警响铃时间内，您可以通过按 TS-300 的其中一个按钮来取消响铃。

TS-300 的本地温度探测范围是华氏 32°F~140°F（摄氏 0°C~60°C）；远端探针
TS-300R 的温度探测范围是华氏-40°F~140°F（摄氏-40°C~60°C），适合于监测
要求比较苛刻的环境温度。 

安装 

TS-300 应该安装在易于观察的墙面上，安装应避开热、冷源，以免影响温度

探测的准确性。如果探测器与报警主机连接不上，请检查电路类型（NO/NC）及相

关防区连线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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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安装员 

对于任何报警系统来讲，安装员的周期保养及用户的定期测试都是极为重要

的，同样地，TS-300 及 TS-300R 也需要定期的测试与保养，一般为一个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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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员应负责任地对用户进行设备编程使用方面的培训及告知报警系统组

成、正确使用方法和系统局限性。建议用户进行定期的系统测试，以保证系统的

正确使用。 

设置步骤 

打开 TS-300 的前盖，加上电源，然后按 SETUP MODE 切换开关（见上图）。 

按左边的按钮可设置低温极限值（按住几秒秒钟后数字减小）；按右边的按钮设置

高温极限值（按住几秒钟后数字增大），任意按这两个按钮即可进行高、低温度切

换选择。当你需要的温度数值显示出来后，按一下 SETUP MODE 开关确认转到下一

个参数设置。表一显示每个可编程参数。 

注意：当在摄氏度（C）模式下进行温度上、下限的设定时，温度变化值 1°C等到

同于 1°F，即每次改变的数值在两种模式下均为 1°（按住不放则每次改变 10°） 

表 1：可编程参数 

 

                   

 

                  

 

                  

                  

 

 

 

 

 

 

 

 

 

提

示： 

1、如果编程为常闭（NC），为监测电路；如果编程为常开（NO），则为非监测电

参数 显示 缺省值 最小 最大 

华氏温度或摄氏温度 

远端探针使能 

显示或远端温度 

设置本地温度下限 

设置本地温度上限 

设置探针温度下限 

设置探针温度上限 

选择两个继电器的 

输出模式 

设置输出 1的输出连接 

设置输出 2的输出连接 

设置输出 1的报警延时 

设置输出 2的报警延时 

报警发声使能 

声音报警前静音间隔 

误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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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后面的“输出图表”采用图示的方式表示可能的选择； 

其中左边的字符显示的是您要选择的继电器 1或 2； 

中间的字符表本地探测器的图示，右边的字符表远端探针的图示，详情请参

考后面的“输出图表”。 

3、“误差”为探测器提供了一个缓冲，即当温度在允许范围内围绕所设上、下

限波动时，不产生多个报警，当然，您设置的误差温度必须高于下限或低于

上限，例如，您可将误差温度设置为 3 度，如果您的下限温度为 40 度，那

么当温度达 39 度时产生报警，但在报警后，温度在 39 度~42度时不再产生
报警，只有当温度达 43 度时才产生报警。 

误差一般为上、下限数值之差的二分之一，如下限为 30 度，上限为 40 度，

则误差为（40-30）/2=5 度；或者为与设置的误差值比较后的最小值，如误

差值设置为 3度，3〈5，则误差以 3度为准，否则以 5度为准。 

误差值最大可设置为 10 度。 

4、主机掉电后，TS-300 的设置不丢失。 

5、与远端探针有关的选项必须在表 1中使能远端探针后才可显示出来。 

6、系统默认的是华氏温度，摄氏温度只有在您选择后才显示。 

7、 “误差”总是在华氏温度方式下才可设置，即使您选择了摄氏温度为当前

方式。 

表 2：输出图表 

┇   输出 1-不用 ┇ - - 输出 1-本地及探针低温报警

┇ 
- 

 输出 1-本地低温报警 ┇
-

- 输出 1-本地低温及探针高温

报警 

┇ 
- 

 输出 1-本地高温报警 ┇
-

- 

-

输出 1-本地低温及探针低、

高温报警 

┇ 
- 

- 
 输出 1-本地高、低温报警 ┇

-

-

输出 1-本地高温及探针低温

报警 

┇  
- 

输出 1-探针低温报警 ┇
- -

输出 1-本地及探针高温报警

┇  
- 

输出 1-探针低温报警 ┇
- - 

-

输出 1-本地高温及探针低、

高温报警 

┇  
- 

- 
输出 1-探针高、低温报警 ┇

- 

-

- 

-

输出 1-所有报警：本地低、

高温及探针低、高温报警 

图例： 

     - 

低温（下限）   高温（上限）   高温及低温（上限及下限） 

 

注：上面的“输出图表”同样适用于继电器 2。 

操作 

显示----通过编程设定，TS-300 可以以华氏温度或者摄氏温度方式显示被选择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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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温度（本地的或探针的），检查本地的温度请按左边的按钮；检查探针的温度

按右边的按钮，这个温度将闪烁 5 次然后返回到正常显示状态——显示您设定的

本地或远端的温度。 

报警——如果温度超过设定的极限，蜂鸣器将会响铃，并且输出将切换到报警状

态（但报警只能在设定的延时期结束以后）。如果将延时时间设定为 0，则报警将

即时产生。最大的延时时间为 255 分（4小时 15 分）。报警输出将持续到实际温度

回到所设定的误差范围之内为止。在实际温度超过了所设温度的上、下限时，探

测器上的显示将在报警温度和实际温度之间交替切换。 

消除报警声音——按任意一个（左、右）按钮，可取消报警声音，直到超过所设

定的静音时间，静音延时结束后，报警声音会再响起来。另外，如果经过编程设

定，输出延时期结束之前的 60 秒，报警声音会转变为短促的“哔哔”（250Ms 脉冲）

声。 

高/低温度极限和报警记忆——如果要显示被编程的高、低温度极限值，可同时按

住两个（左、右）按钮，温度极限值将随着报警记忆里的任何警情显示出来。TS-300

可以存储最后的 8 个报警事件，如果设置有报警延时，则报警温度会在延时结束

前存储，不被确认的警情（温度）将不能存储。报警事件按最近到最旧的顺序显

示。当进入设置模式时或电源断电后，报警记忆将被清除。 

TS-300规格： 

TS-300规格 
探测温度范围（本地） 32°F~140°F（0°C~60°C）±3°F（1.7°C） 

探测温度范围（探针） -40°F~140°F（-40°C~60°C）±4°F（2.2°C）

上、下限间的最小间隔 4°F（2.2°C） 
报警延时 0~225分钟，计数单元为分钟 

报警输出类型 （2）A型继电器 
报警输出电阻 最大 25欧姆 
报警输出功率 最大 50mA @ 30V DC 
有声报警 4 khz,75 db @ 10 cm 

脉冲 750 mS 开/关 
有声报警静音时间 0~225分钟，计数单元为分钟 

输入电压 7~16V DC 
输入电流 最大 25 mA 
外观尺寸 10.2cm X 6.6cm X 2.3cm 

TS-300R探针（可选）： 

TS-300R探针与 TS-300配合使用，该探针配有 15 FT、24 AWG的标准线缆，
TS-300R线缆的另一端与 TS-300上的两个 REMOTE端相连（不必考虑极性）。 

使用 24 AWG的屏蔽线可使 TS-300R的最大长度达 300 FT，当然，请别忘了
将屏蔽接地以减少干扰。 

                                      
                       ——O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