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
KNX
智能照明控制体系

KNX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智能控制面板

设计系列
智能面板

智能面板

2键，纯白

2键，银灰

4键，纯白

4键，银灰

多功能面板

4键，带室温控制,
纯白

跷起式智能面板

单联，纯白

单联，带I/O标识,
纯白
8键，带室温控制,
纯白

6键，纯白

双联，纯白

6键，银灰

4键，带室温控制,
不锈钢

8键，带有IR接收器,
纯白

8键， 带有IR接收器,
银灰

双联，带有I/O和
向上/向下箭头标识,纯白

8键，带室温控制,
不锈钢
双联，带向上/向下箭头
标识，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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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面板

M系列
智能面板

智能面板

多功能面板

2键，银灰

8键，银灰

4键，带有室温控制
纯白

4键，银灰

8键， 带有IR接收器,
银灰

4键，带有室温控制
银灰

跷起式智能面板

单联，纯白

单联，带I/O标识,
纯白

双联，纯白

8键，带有室温控制
银灰

双联，带有I/O和
向上/向下箭头标识,纯白

双联，带有向上/向下
箭头标识,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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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面板

M系列
Fusion智能面板

纯白色

银灰色

烟灰色

3

Fusion触控面板

黑色

智能控制面板

Neo系列
智能面板

智能面板

2键，带有IR接收
器，银灰

2键，带有IR接收
器，纯白

4键，带有IR接收
器，银灰

4键，带有IR接收
器，纯白

8键，带有IR接收
器，银灰

8键，带有IR接收
器，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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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面板

ULTI系列
智能面板

2键，平滑玻璃

U.motion
智能面板

2键，黑玻璃

触摸屏

U.motion 7寸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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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键，平滑玻璃

4键，黑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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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otion 10寸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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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键，平滑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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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键，黑玻璃

Shutter 2

UP

DOWN

U.motion 15寸触摸屏

5

智能控制面板

在离开房间的时候，您是否希望通过按下某
个按键来确保所有的灯和电器都已经关闭？
您是否希望在早晨按下某个按键放下百叶窗
从而营造出良好的光线氛围？
这些只是施耐德电气KNX智能建筑系统技术
众多功能中的几个。在传统建筑中，实现这
些功能是相当费力的。而现在，只需动动手
即可实现。

ARTEC多功能面板
带有温控的新式ARTEC多功能4键和8键智能
面板。它的新式结构设定了新的标准：大型白
光显示器、蓝色状态和操作指示灯、外观精致
的按键、宽大的标签栏以及高质量的材料，在
任何房间内都非常醒目。因为采用了一个红外
接收器，所以四联按键也可以通过远程控制设
备来控制，操作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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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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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元件
接口/网关
控制面板
输入模块
其它传感器
开关控制模块
百叶窗/开关控制模块
百叶窗控制模块
调光执行器/控制单元
其它执行器
U.motion 服务器网关
U.motion 触摸屏客户端
U.motion 附件
U.motion 对讲通信

KNX
640mA电源供应器

系统元件

最多可以为一条带64个总线设备的线路提供总线
电压。带内置扼流器，用于隔离总线的供电；带开
关，用于中断电压并复位连接在线路上的总线设
备。通过一根单独导出的DC29V电源线可以为一条
配有专用扼流器的附加线路供电。
用于安装在配电柜DIN轨道EN50022上。总线的连接
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导轨数据条。

• 这些设备所达到的防护等级为IP 20，仅可室内使用。采用其
他防护类型的设备具有单独标记。

160mA电源供应器
可以为一条最多可带32个总线设备的线路提供总
线电压。带内置扼流器，用于隔离总线的供电；
带开关，用于中断电压并复位连接在线路上的总
线设备。
可以通过附带的插装式螺纹端口连接在线路上。
用于安装在配电柜DIN轨道EN50022上。总线的
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导轨
数据条。
电源电压：AC 230 V，50-60 Hz
输出电压：DC 29 V±1 V
输出电流：最大160 mA，防短路
模块宽度：5 模数 = 约 90 mm

电源电压：AC 230 V, 50-60 Hz
输出电压：DC 29 V±1 V
输出电流：最大640mA， 防短路
模块宽度：7 模数 = 约 126 mm
供货范围: 2个总线连接端子和2个线路护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84064

1/16

9.3

640mA电源供应器（可接应急电源模块）
用来在带有不超过64个总线设备的线路中产生总线
电压。带有内置扼流器，可以把电源和总线隔离。
带有一个开关，可以隔离电源并复位与线路相连的
总线设备。可以连接应急电源REG，以便为总线电
压提供缓冲。
安装在DIN EN 50022导轨上。使用一个总线连接端
子来连接总线，不需要数据导轨数据条。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护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84016

1/21

9.3

备注

备注

320mA电源供应器
可以为一条最多可带64个总线设备的线路提供总
线电压。带内置扼流器，用于隔离总线的供电；
带开关，用于中断电压并复位连接在线路上的总
线设备。
可以通过附带的插装式螺纹端口连接在线路上。
用于安装在配电柜DIN轨道EN50022上。总线的
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导轨
数据条。
电源电压：AC 230 V，50-60 Hz
输出电压：DC 29 V±1 V
输出电流：最大320mA，防短路
模块宽度：5 模数 = 约 90 mm

电网电压：AC 110-230V，50-60 Hz
输出电压：DC 30V±2V
输出电流：最大640mA，防短路
设备宽度：4 模数 = 大约72mm
附件：REG 应急电源，产品编号 MTN683901。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83890

1/10

9.3

备注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护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84032

1/21

9.3

备注

8

KNX
应急电源模块（可接蓄电池）

支线耦合器
可用于支线和区域的逻辑连接和电流隔离，DIN
导轨安装。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
据导轨数据条。主从线路之间的通讯连接通过总
线连接端子实现。

用来缓冲总线电压。如果出现了一个总体电网故障，
可以将一个电压为DC12V（SELV）的外部铅酸蓄电
池连接到REG电源以便实现缓冲功能。通过内置的
电子充电装置给铅酸蓄电池充电或使其保持在充满电
的状态。
可以连接一个二进制输入，以便记录操作状态。

装置宽度：2 模数 = 约 36 mm
安装在DIN EN 50022导轨上，不需要数据导轨数据条。
电网电压：AC 110-230V，50-60 Hz
电源输出
输出电压：DC 30V±2V
输出电流：
不带电池，带电网电源：最大300mA
带电池，不带电网电源：最大640mA
短路电流：< 1.5A
充电电流：最大1A
连接：主连接器、打开状态（4针的3个浮动无源触
点）和应急电源使用插接端子。电池连接使用插接端
子（2个1mm针）。
设备宽度：4 模数 = 大约72mm

在KNX中,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
电源REG-K/640mA，产品编号 MTN683890。
附件: 铅酸蓄电池，产品编号 MTN668990。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83901

1/10

9.3

供货范围：2个总线连接端子。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80204

1/35

9.3

总线连接端子
用 于 将 最 多 4 对 芯 线 连 接 在 I N S TA B U S E I B
REG-K、齐平安装、明装、或内置设备上，也可作
为支线连接端子使用。
由两个相互啮合的端子部件组成，分别为红色
(“+”)和深棕色(“-”)，每个端子部件上有4个插
接式端口。适合直径在0.6到0.8mm的实心导线。

款式
红色/深灰色

电源电压： DC12-30 V （在DC 24 V 40 mA），
AC 12-24 V
装置宽度：2 模数 = 约 36 mm
在KNX中，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电源REG，DC 24V/0.4A，产品编
号693003。也可以采用以太网供电（PoE）技术。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

9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MTN680329

1/70

9.3

包装单位

PG

5/2500

9

备注

干线连接端子由两个互相啮合的端子部件（黄色和
白色）租车组成，每个部件带4个插接式端口。适合
直径在0.6到0.8mm的实心导线。
用于为总线电缆的黄/白芯线布线。

KNX/IP路由器可以作为快速干线在不同支线之间通
过局域网（IP）转发报文控制信号。设备还可以用
作一个编程接口，可以将PC与KNX总线连接起来
（比如使用合适的ETS进行ETS编程）。
可以通过一个DHCP服务器或人工配置（ETS参
数）动态分配IP地址。设备按照KNXnet/IP规格使用
Core、设备管理、隧道和路由功能来操作。KNX/IP
路由器能够双向转发报文控制信号，并考虑过滤器
表的因素，最多可以对150个控制信号报文进行缓冲
处理。
安装在符合EN50022要求的DIN导轨上。使用一个总
线连接端子连接总线，不需要使用数据导轨数据条。

浅灰

产品编号
MTN689701

干线连接端子

备注

KNX/IP 网关

款式

备注

备注

款式
黄色/奶白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MTN689702

5/500

9

备注

线路护板（用于导轨装模块）
用于保护所以 REG-K 装置中无绝缘层的信息总线。
线路护板保证总线电压SELV和电源之间的安全间
隙。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662929

5/500

9

备注

KNX
KNX 室内控制网关

M系列空白盖板

KNX InsideControl IP网关连接KNX网络与IP网络
(LAN)。通过与“Insidecontrol APP/HD软件”应用组
合，KNX设备可以通过最多5个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控制。
该网关支持互联网协议DHCP，通过DHCP服务器或
手动通过ETS的设置可以动态分配IP地址。网关符合
knxnet / IP规格，可以实现采用核心，设备管理，隧道
和路由。当访问通过knxnet / IP隧道时，最多可以连接
5个终端。
网关还可以作为一个编程接口实现电脑与KNX总线的
连接（如通过合适版本的ETS进行ETS编程）。
集成总线耦合器。在标准35mm的DIN导轨EN 60715
上安装。总线采用总线连接端子连接。

M系列。
盖板可以用螺栓固定，适合齐平安装式总线耦合器
或齐平安装式执行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磨光
纯白

MTN662119

1/100

9

烟灰

MTN662114

1/100

9

银灰

MTN662160

1/100

9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 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KNX软件功能：设备名称，IP地址分配（DHCP/手动）
InsideControl APP/HD App应用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应用程序是可用于苹果和Android操作系统。它只能通
过KNX insidecontrol IP网关访问工作。应用程序的功
能通过额外的InsideControl Builder 软件来进行配置。
应用及配置软件是免费的，可以在www.schneiderelectric.com网站下载。
功能：通过APP应用程序可以使用，例如，分别控
制照明，百叶窗、加热制冷或同时控制多个设备的场
景。此外，控制消息可以被KNX设备接收，如风速信
息或能源消耗信息。
外部电源：12-24V交流或12-30V直流电压（SELV）
或以太网供电
功耗：最大800mW
操作元件：编程按钮
指示灯：编程LED灯，KNX和以太网状态灯
连接导线：2x1,5mm²
装置宽度：2模数=约36mm

设计系列空白盖板
设计系列。
盖板可以用螺栓固定，适合齐平安装式总线耦合器
或齐平安装式执行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光亮
奶白

MTN662244

1/100

9

纯白

MTN662219

1/100

9

银灰

MTN662260

1/100

9

不锈钢

MTN662246

1/100

9

金属

KNX逻辑模块
在KNX系统中，逻辑模块作为逻辑与控制设备。带有
10个逻辑，10个过滤/定时，8个转换与12个多路（复
用）模式。带有3个自由编程按钮与3个LED指示灯。
KNX软件功能：
10个逻辑功能(与，或，异或)。
10个过滤与定时功能。
8个转换功能。
12个多路（复用）模式（灯光控制）
按钮与LED设定
总线系统重置后状态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

装置宽度：2.5模数=约45mm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76090

1/30

9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电源，24V AC/0.4A MTN693003，电
源，24 V DC / 1.25A MTN693004，电源，AC 24 V / 1A MTN663529，
或者以太网供电(PoE)。
附件：InsideControl APP，InsideControl HD APP，InsideControl
Builder 软件。
http://www2.schneider-electric.com/sites/corporate/en/productsservices/product-launch/knx/knx-inside-control.page
注：Apple和Android是注册商标或各自版权的拥有者。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500-0113

1/10

9.3

新产品

备注

10

KNX
KNX 能耗统计模块

KNX 能耗监测网关

模块用于测量和监控多达三个通道的能源消耗。不同
的相位可以连接到监测通道。数据被传输到KNX总线
进行分析和可视化。
每个通道都可以重置能源计数与总能耗统计技数。模
块可以保存在断电事故时的数值。如果超出了预设的
阈值，节能和报警功能电报可以通过总线发送到不同
的控制组。电能表可以通过KNX总线接收来自于外部
的能耗值（例如，从带电流检测的开关模块或者能耗
计量表来的外部测量值），并且合计能耗值。
带螺丝连接端子。
在标准35mm的DIN导轨EN 60715上安装。

KNX Modbus 能耗监测网关是实现Modbus与KNX总
线之间通讯的网关。
该设备发送测量功率和连接的Modbus电能表的能源
消费值到KNX总线。这些能耗表计的数据可以用来评
估，可视化或通过KNX设备来减少你的能耗。
最多10个Modbus表计可以通过RTU传输协议连接到
网关。这些计数器的数据通过网关发送到KNX系统。
网关始终工作在主模式下，连接的Modbus设备工作
在从模式下。不能实现从KNX到Modbus端的通信。
ETS应用预设编程模板可以支持17种不同的施耐德电
气Modbus表计。在ETS程序里，相应的程序模板可以
分配给每个连接Modbus表计。相应的Modbus协议设
备将被自动分配到KNX的通信对象。

KNX软件功能：
每个通道的功能：
可调能量单位（瓦时/千瓦时）。电能表（复位）。总
能量。功率和电流传输值可调。
节能功能：当探测值超出了预设的阈值时节能电报
（开关对象，数值对象，调光对象，场景对象和温度
对象）将被发送。阀值公差和延时时间可调。
报警功能：当电流值高于或低于阈值时发出报警信
息。阀值公差和延时时间可调。
所有通道的功能：
按时间统计能源消费值。时间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的
KNX定时器收到。
可调的标称电压（210-240 V）。通过4个能源计数器
分别按不同的费率水平统计。从多个渠道和外部能量
值进行能量值的总和。在总线电压故障时，进行状态
的响应反馈，包括超功率，总功率和计量值。
能源计量：
通道数：3
额定电压：AC 220 / 230V，50 / 60Hz
每通道最大电流：16A
每通道最低电流：20mA（cosφ=1）
检测精度：
功率和电流测量（计算）：最大10%
电能表总容量：2百万千瓦时
温度范围：5℃+ 45℃
防护等级：IP 20
装置宽度：4模数=约72mm

下面是网关支持的施耐德电气Modbus表计类型：
• PM9C通用表
• PM210通用表
• PM710，PM750通用表
• PM810，PM820，PM850，PM870通用表
• PM1200，PM6200通用表
• iEM3150，iEM3155，iEM3250，iEM3255电能计
量表
• PM3250，PM3255通用表
• SIM10M智能接口模块
基于无标准模板的Modbus设备，最多可以将40个
Modbus协议的设备直接分配到KNX侧的通信对象。
该装置是通过KNX总线供电。
集成总线耦合器。在标准35mm的DIN导轨EN 60715
上安装。总线采用总线连接端子连接。
带螺丝连接端子。

KNX软件功能：Modbus通讯设置（波特率，奇偶校验，延迟）。预编
程模板17种Modbus表计的检测选择：电压（1–3相位），电流（1-3相
位），频率，有功功率，功率因数，功率，视在功率，主动能量，被
动能量，6位二进制计数器，2个模拟输入（使用智能接口模块SIM10M
模板）。除了模板，可直接访问Modbus协议设备，同时也可以对该
Modbus设备的值和通信对象可以通过手动分配。
诊断功能：对Modbus通讯错误信息进行主动与被动评估。所有的数值
都可以通过重置项重置。
装置宽度：2.5模数=约44mm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600-0603

1/10

9.3

新产品

浅灰

MTN6503-0201

1/10

9.3

新产品

11

KNX
homeLYnk 逻辑控制器

spaceLYnk逻辑控制器

homeLYnk是一个集成可视化和控制的家庭自动化解
决方案，以最简单的方式实现一个KNX和Modbus网
络的控制。
homeLYnk可以采用的几种方法：
• 作为用户界面在移动设备上来显示和控制相关信息
• 作为网关，来实现使不同协议之间的通信转换
• 作为存储器、来分析和发送数据（例如CSV文件）
• 作为事件控制器，当有特殊情况或问题发生时，发
送邮件

spaceLYnk是一个集成可视化和控制的商业楼宇自动
化解决方案：
完整的楼宇自动化解决方案，包括小型和中型建筑
中的照明和室内控制（KNX，DALI控制）、计量
（包括 Modbus，smartlink RTU和IP），和锅炉管
理（SSL）
完整的楼宇自动化解决方案，包括大型建筑中的
SBO系统（施耐德电气的BMS系统）和照明和
室内控制（KNX，DALI控制）和计量（Modbus
RTU，smartlink RTU和IP）

软件功能：
• 逻辑功能
• 在电脑和触摸设备上进程Web SCADA可视化显示
• 实现Modbus RTU协议与KNX协议之间的网关连接
• BACnet服务器（150个点位）
• 通过RS-232来集成第三方设备（IR，AV）
• 定时管理
• 视屏监控
• 数据记录趋势
• 预制的Modbus模板
• 易集团规划
• 为多达8个用户提供不同的登录名和密码
• BACnet认证 ”BACnet特别应用控制器
（b-asc）”
• 新图标

工作电压：24伏直流
功耗：2瓦
发光二极管1：绿色发光二极管（中央处理器）
发光二极管2：绿色发光二极管（运行）或红色发光二极管（复位）
接口：1xKNX，1x10baset / 100BaseT，1x RS-485（包括极化电阻
47 KΩ，无终端），1x USB2.0接口，1x RS-232接口，1x复位按钮
温度范围：- 5°C至45°C
工作环境：可用于海拔2000米以上的海平面（MSL）
最大湿度：93%，无冷凝
尺寸：90 x 52 x 58mm(HxWxD)
设备宽度：3模数=约54mm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LSS100100

1/10

9.3

新产品

spaceLYnk可以采用的几种方法：
• 作为用户界面在移动设备上来显示和控制相关信息
• 作为网关，来实现使不同协议之间的通信转换
• 作为存储器、来分析和发送数据（例如CSV文件）
• 作为事件控制器，当有特殊情况或问题发生时，发
送邮件
软件功能：
• 逻辑功能
• 在电脑和触摸设备上进程Web SCADA可视化显示
• 实现Modbus RTU协议与KNX协议之间的网关连接
• BACnet服务器（500个点位）
• 通过RS-232来集成第三方设备（IR，AV）
• 定时管理
• 视屏监控
• 数据记录趋势
• 预制的Modbus模板
• 易集团规划
• 为多达50个用户提供不同的登录名和密码
• BACnet认证 ”BACnet特别应用控制器
（b-asc）”
• 新图标
工作电压：24伏直流
功耗：2瓦
发光二极管1：绿色发光二极管（中央处理器）
发光二极管2：绿色发光二极管（运行）或红色发光二极管（复位）
接口：1xKNX，1x10baset / 100BaseT，1x RS-485（包括极化电阻
47 KΩ，无终端），1x USB2.0接口，1x RS-232接口，1x复位按钮
温度范围：- 5°C至45°C
工作环境：可用于海拔2000米以上的海平面（MSL）
最大湿度：93%，无冷凝
尺寸：90 x 52 x 58mm(HxWxD)
设备宽度：3模数=约54mm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LSS100200

1/10

9.3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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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USB接口（导轨安装）

接口/网关

用于将编程设备或诊断设备通过USB1.1或
USB2.0接口连接到INSTABUSEIB上。用于安装
在配电柜DIN 轨道EN 50022上。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
据导轨数据条。带内置总线耦合器。

• 这些设备所达到的防护等级为 IP 20，仅可室内使用。采用其
他防护类型的设备具备有单独标记。

USB接口(齐平安装)
用于将编程设备或诊断设备通过 USB1.1 或USB2.0
接口连接到INSTABUS EIB上。
可用螺丝安装在60型安装底盒内。带内置总线耦合
器。该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与总线连接。与
ETS 3兼容。
安装深度：20 mm

与 以 下 部 件 组 合 使 用 ： 电 话 插 座 TA E 的 面 板 ， 产 品 编 号 M 系 列
MTN2960..，MTN2979..，基本系列 MTN2978..。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MTN681799

1/30

9

备注

USB接口盖板
M系列产品。
用于电话插座TAE或TDO，组合插座RJ45/TAE或齐
平安装的USB接口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电话插座TAE，产品编号MTN4652..；扬声器
连接底座，产品编号MTN4670..，齐平安装的USB接口，产品编号
MTN681799；电话插座TDO，产品编号MTN465930。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纯白

MTN297919

1/150

1

烟灰

MTN297914

1/150

1.1

银灰

MTN297960

1/150

1.1

PG

热塑材料，磨光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热塑材料，光亮

13

备注

装置宽度：2模数 = 约 36 mm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护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81829

1/35

9.3

备注

KNX
附件：控制面板的标签纸，产品编号MTN618319/20。

控制面板

供货范围：防护顶盖。总线连接端子。

• 这些设备所达到的防护等级为 IP 20，仅可室内使用。采用其
他防护类型的设备具备有单独标记。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磨光

M系列2键智能照明控制面板带耦合器
M系列。
带内置总线耦合器。
本面板带有运行指示灯、状态指示灯、标签和2个操
作按键。该运行指示灯还能起到定位提示的作用。
该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与总线线路相连。

纯白

MTN627619

1/60

9

烟灰

MTN627614

1/60

9

银灰

MTN627660

1/60

9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 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通过对智能面板的操作，智能面板的内部存储器和
逻辑控制器会并发送事先预存设置的数字控制信号
到系统控制总线上，控制信号被总线上的照明开关
模块、调光模块或窗帘控制模块的接收后，相关的
控制模块会进行相应操作，打开或者调节灯光窗
帘。智能面板的操作内容可以通过电脑设置进行灵
活变化。

M系列8键智能照明控制面板带耦合器
M系列。
带内置总线耦合器。
本面板带有运行指示灯、状态指示灯、标签和8个操
作按键。该运行指示灯还能起到定位提示的作用。
该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与总线线路相连。

KNX 软件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帘（单键/双
键）、脉冲发送出1、2、4或8位控制信号（瞬时/延
时操作区分功能）、2字节控制信号脉冲（瞬时/延
时操作区分功能）、8位推移式调节器、场景调用、
场景储存、联锁功能。
工作电压：DC 30V

通过对智能面板的操作，智能面板的内部存储器和逻
辑控制器会并发送事先预存设置的数字控制信号到系
统控制总线上，控制信号被总线上的照明开关模块、
调光模块或窗帘控制模块的接收后，相关的控制模块
会进行相应操作，打开或者调节灯光窗帘。智能面板
的操作内容可以通过电脑设置进行灵活变化。
KNX软件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帘（单键/双
键）、脉冲发送出1、2、4或8位控制信号（瞬时/延
时操作区分功能）、2字节控制信号脉冲（瞬时/延时
操作区分功能）、8位推移式调节器、场景调用、场
景储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
工作电压：DC 30V

附件：控制面板的标签纸，产品编号MTN618319/20。
供货范围：防护顶盖。总线连接端子。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磨光
纯白

MTN627519

1/60

9

烟灰

MTN627514

1/60

9

银灰

MTN627560

1/60

9

附件：控制面板的标签纸，产品编号MTN618319/20。
供货范围：防护顶盖。总线连接端子。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 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款式

M系列4键智能照明控制面板带耦合器
M系列。
带内置总线耦合器。
控制面板带有4个操作按键、运行指示灯、状态指示
灯和标签。该运行指示灯还用作定位提示。
该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与总线线路相连。
通过对智能面板的操作，智能面板的内部存储器和
逻辑控制器会并发送事先预存设置的数字控制信号
到系统控制总线上，控制信号被总线上的照明开关
模块、调光模块或窗帘控制模块的接收后，相关的
控制模块会进行相应操作，打开或者调节灯光窗
帘。智能面板的操作内容可以通过电脑设置进行灵
活变化。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磨光
纯白

MTN627819

1/60

9

烟灰

MTN627814

1/60

9

银灰

MTN627860

1/60

9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KNX 软件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帘（单键/双
键）、脉冲发送出1、2、4或8位控制信号（瞬时/延
时操作区分功能）、2字节控制信号脉冲（瞬时/延时
操作区分功能）、8位推移式调节器、场景调用、场
景储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
工作电压：DC 30V

14

KNX
M系列4键LCD温控面板带耦合器

M系列8键智能照明控制面板带耦合器
带红外

M系列。
运行指示灯、状态指示灯、标签和4个操作按键组成
一个使用方便的控制单元。
该运行指示灯还能起到定位提示的作用。
带有室温控制单元和显示器。室温控制单元可以通
过可精密调整的KNX阀门驱动器来实现供暖和冷却
功能，也可以触发开关执行器和供暖执行器。带有
白色背光显示器，可以显示时间、日期、温度和操
作模式等信息。可以使用菜单设置缺省操作模式、
设置点值、工作/非工作日、显示模式、时间、开关
时间和亮度。

M系列。
带内置总线耦合器。
本面板带有运行指示灯、状态指示灯、标签和2个操
作按键。该运行指示灯还能起到定位提示的作用。
每个按键的功能都可以使用一个IR远程控制器来触
发。
按键是预先编程的，可以使用MertenIR远程控制器
Distance操作。使用按键还可以编写很多其它IR远程
控制器程序（比如已有的电视或光盘播放器远程控
制器）。
该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与总线线路相连。

操作按键可以设置成对按键（双键）或者单一按键
来使用。

通过对智能面板的操作，智能面板的内部存储器和
逻辑控制器会并发送事先预存设置的数字控制信号
到系统控制总线上，控制信号被总线上的照明开关
模块、调光模块或窗帘控制模块的接收后，相关
的控制模块会进行相应操作，打开或者调节灯光窗
帘。智能面板的操作内容可以通过电脑设置进行灵
活变化。

KNX软件功能：
多功能按键的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百叶帘（相对或绝对）、脉冲
发送出1、2、4或8位控制信号（瞬时/延时操作区分
功能）、2字节控制信号脉冲（瞬时/延时操作区分
功能）、8位推移式调节器、场景调用、场景储存、
联锁功能、带有同步化的定时控制、报警功能、周
期读取外部温度值、风扇风机控制。

KNX软件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帘（单键/双
键）、脉冲发送出1、2、4或8位控制信号（瞬时/延
时操作区分功能）、2字节控制信号脉冲（瞬时/延时
操作区分功能）、8位推移式调节器、场景调用、场
景储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
工作电压：DC 30V

室温调控器的功能：
调节器类型：两点调节、连续比例积分调节、开关
式比例积分调节（PWM脉冲宽度调制）
输出端：在0至100%范围内持续调节或者开关式调
节
调节器模式：
• 用一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供暖
• 用一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降温
• 用相互独立的调节器输出端进行供暖和降温
• 用同一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供暖和降温
• 用两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双级供暖
• 用两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双级降温
运行模式：舒适模式、舒适延长模式、待机模式、
夜间降温模式、防冻/防热模式
操作：菜单

附件：控制面板的标签纸，产品编号MTN618319/20。
发送器：远距离红外线遥控器， 产品编号MTN570222。
供货范围：防护顶盖。总线连接端子。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MTN627919

1/60

9

备注

热塑材料，磨光
纯白
烟灰

MTN627914

1/60

9

银灰

MTN627960

1/60

9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附件：标签软件，产品编号 MTN615022。M系列防尘罩，产品编
号 MTN627591。
风机盘管控制模块，产品编号 MTN645094。
说明：原有标签软件的用户可以从www.merten.com下载多功能控制
面板的相应标签格式。制作标签时请使用市面上常见的薄膜（厚度不
超过0.1mm）。每个设备只需要一个平面式60型安装底盒和一个齐平
安装模块。
供货范围：防拆卸保护螺丝。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奶白

MTN6212-0444

1/17

9

纯白

MTN6212-0419

1/17

9

烟灰

MTN6212-0414

1/17

9

银灰

MTN6212-0460

1/17

9

热塑材料，磨光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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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KNX
设计系列2键智能照明控制面板带耦合器

M系列8键LCD温控面板带耦合器

设计系列。
自带总线耦合器。
带有两个操作键的按键、操作显示器、两个蓝色状
态显示器（可以单独触发）以及一个标签栏。蓝色
操作显示器还可以用作定向标志。可以通过参数设
置将下方的标签栏设为附加的操作键。
可以自由设置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
键）或者单按键。
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到总线。

M系列。
运行指示灯、状态指示灯、标签和8个操作按键组成
一个使用方便的控制单元。
该运行指示灯还能起到定位提示的作用。
带室温调控器和显示器。
带内置压电蜂鸣器，用于显示报警状态和红外线接
收器。每个按键的所有功能都可以通过远距离红外
线遥控器进行操作。
室温控制单元可以通过可精密调整的KNX阀门驱动
器来实现供暖和冷却功能，也可以触发开关执行器
和供暖执行器。带有白色背光显示器，可以显示时
间、日期、温度和操作模式等信息。可以使用菜单
设置缺省操作模式、设置点值、工作/非工作日、
显示模式、时间、开关时间和亮度。可以通过自由
设置参数将按键设定为按键对（双键），或者单按
键。
KNX 软件功能
多功能控制面板的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百叶帘（相对或绝对）、脉冲
发送出1、2、4或8位控制信号（瞬时/延时操作区分
功能）、2字节控制信号脉冲（瞬时/延时操作区分
功能）、8位推移式调节器、场景调用、场景储存、
联锁功能、带有同步化的定时控制、报警功能、周
期读取外部温度值、风扇风机控制。
室温调控器的功能：
调节器类型：两点调节、连续比例积分调节、开关
式比例积分调节（PWM脉冲宽度调制）
输出端：在0至100%范围内持续调节或者开关式调
节器模式：
• 用一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供暖
• 用一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降温
• 用相互独立的调节器输出端进行供暖和降温
• 用同一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供暖和降温
• 用两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双级供暖
• 用两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双级降温
运行模式：舒适模式、舒适延长模式、待机模式、
夜间降温模式、防冻/防热模式
操作：菜单
在KNX中，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灵致系列无中置桥形接条的双位边
框，产品编号MTN5873..。
附件:标签软件，产品编号MTN615022。风机盘管控制模板，产品编
号MTN645094。
发送器：远距离红外线遥控器, 产品编号MTN570222。
说明：每个设备只需要一个平面式60型安装底盒和一个齐平安装模块。
供货范围：防拆卸保护螺丝、可粘贴标签、红外线接收器的插入式护盖。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奶白

MTN6214-0444

1/17

9

纯白

MTN6214-0419

1/17

9

烟灰

MTN6214-0414

1/17

9

银灰

MTN6214-0460

1/17

9

热塑材料，磨光

备注

KNX 功能软件：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窗（单键/
双键）、脉冲沿触发1-、2-、4-或8-位报文控制信号
（区别短和长操作）、带有2字节报文控制信号的脉
冲沿（区别短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器、场景恢
复、场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
附件：用于plus按键的标签条，产品编号MTN617819。
供货范围：带有石膏保护罩，带有总线连接端子。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28019

1/60

9

银灰

MTN628060

1/60

9

MTN628046

1/60

9

备注

热塑材料，光亮

金属
银灰

设计系列4键智能照明控制面板带耦合器
设计系列。
自带总线耦合器。
带有两个操作键的按键、操作显示器、两个蓝色状
态显示器（可以单独触发）以及一个标签栏。蓝色
操作显示器还可以用作定向标志。可以通过参数设
置将下方的标签栏设为附加的操作键。
可以自由设置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
键）或者单按键。
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到总线。
通过对智能面板的操作，智能面板的内部存储器和
逻辑控制器会并发送事先预存设置的数字控制信号
到系统控制总线上，控制信号被总线上的照明开关
模块、调光模块或窗帘控制模块的接收后，相关的
控制模块会进行相应操作，打开或者调节灯光窗
帘。智能面板的操作内容可以通过电脑设置进行灵
活变化。
KNX功能软件：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窗（单键/双
键）、脉冲沿触发1-、2-、4-或8-位报文控制信号
（区别短和长操作）、带有2字节报文控制信号的脉
冲沿（区别短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器、场景
恢复、场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
工作电压：DC 30V
附件：用于plus按键的标签条，产品编号MTN617819。
供货范围：带有石膏保护罩，带有总线连接端子。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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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28119

1/60

9

银灰

MTN628160

1/60

9

MTN628146

1/60

9

备注

热塑材料，光亮

KNX软件的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窗（单键/双键）、脉冲沿触发
1-、2-、4-或8-位报文控制信号（区别短和长操作）、带有2字节报文控
制信号的脉冲沿（区别短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器、场景恢复、场
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
工作电压：DC 30V

金属
银灰

设计系列6键智能照明控制面板
带耦合器
设计系列。
自带总线耦合器。
带有6个操作键的按键、操作显示器、6个可以单独
触发的蓝色状态显示器、以及一个标签栏。蓝色操
作显示器还可以用作定向标志。可以通过参数设置
将下方的标签栏设为附加的操作键。
可以自由设置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
键）或者单按键。
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到总线。
通过对智能面板的操作，智能面板的内部存储器和
逻辑控制器会并发送事先预存设置的数字控制信号
到系统控制总线上，控制信号被总线上的照明开关
模块、调光模块或窗帘控制模块的接收后，相关的
控制模块会进行相应操作，打开或者调节灯光窗
帘。智能面板的操作内容可以通过电脑设置进行灵
活变化。
KNX软件的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窗（单键/双
键）、脉冲沿触发1-、2-、4-或8-位报文控制信号
（区别短和长操作）、带有2字节报文控制信号的脉
冲沿（区别短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器、场景
恢复、场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
工作电压：DC 30V
附件：用于plus按键的标签条，产品编号MTN617819。
供货范围：带有防石膏保护罩。带有总线连接端子。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28219

1/60

9

银灰

MTN628260

1/60

9

MTN628246

1/60

9

备注

热塑材料，光亮

金属
不锈钢

设计系列8键智能照明控制面板带耦合器
设计系列。
自带总线耦合器。
带有8个操作键的按键、操作显示器、8个可以单独
触发的蓝色状态显示器、以及一个标签栏。蓝色操
作显示器还可以用作定向标志。可以通过参数设置
将下方的标签栏设为附加的操作键。
可以自由设置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
键）或者单按键。
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到总线。
通过对智能面板的操作，智能面板的内部存储器和

17

逻辑控制器会并发送事先预存设置的数字控制信号到系统控制总线上，
控制信号被总线上的照明开关模块、调光模块或窗帘控制模块的接收
后，相关的控制模块会进行相应操作，打开或者调节灯光窗帘。智能面
板的操作内容可以通过电脑设置进行灵活变化。

附件：用于plus按键的标签条，产品编号MTN617819。
供货范围：带有防石膏保护罩。带有总线连接端子。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光亮
纯白

MTN628319

1/60

9

银灰

MTN628360

1/60

9

MTN628346

1/60

9

金属
不锈钢

设计系列8键智能照明控制面板
带耦合器带红外
设计系列。
自带总线耦合器。
带有8个操作功能的按键、操作显示器、8个可以单
独触发的蓝色状态显示器、以及一个标签栏。蓝色
操作显示器还可以用作定向标志。可以通过参数设
置将下方的标签栏设为附加的操作键。
可以自由设置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
键）或者单按键。
每个键的功能都可以使用一个IR远程控制器来触
发。
按键是预先编程的，可以使用一个Merten IR远程控
制Distance来操作。很多其它IR远程控制器（比如
现有的电视或光盘播放器远程控制器）都可以使用
按键编程。
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到总线。
通过对智能面板的操作，智能面板的内部存储器和
逻辑控制器会并发送事先预存设置的数字控制信号
到系统控制总线上，控制信号被总线上的照明开关
模块、调光模块或窗帘控制模块的接收后，相关的
控制模块会进行相应操作，打开或者调节灯光窗
帘。智能面板的操作内容可以通过电脑设置进行灵
活变化。
KNX软件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窗（单键/双
键）、脉冲沿触发1-、2-、4-或8-位报文控制信号
（区别短和长操作）、带有2字节报文控制信号的脉
冲沿（区别短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器、场景
恢复、场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
工作电压：DC 30V

附件：用于plus按键的标签条，产品编号MTN617819。
发射器：IR远程控制Distance，产品编号MTN570222。
供货范围：带有防石膏保护罩。带有总线连接端子。

KNX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设计系列8键LCD温控面板带耦合器

备注

PG

设计系列。带有8个操作键的便捷操作单元、操作显
示器、8个可以单独触发的蓝色状态显示器以及一个
标签栏。蓝色操作显示器也可以用作定向标志。
带有室温控制单元和显示器。带有内置的压电蜂鸣
器（可以显示警报状态）以及IR接收器。相关按键
的所有功能都可以通过IR远程控制Distance控制。
室温控制单元可以通过可精密调整的KNX阀门驱
动器实现供暖和冷却功能，也可以触发开关执行器
和供暖执行器。带有白色背光显示器，用来显示时
间、日期、温度和操作模式等信息。菜单可以设置
缺省操作模式、设置点数值、工作/非工作日、显示
模式、时间、开关时间和亮度。
可以自由设置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
键）或者单按键。

热塑材料，光亮
纯白

MTN628419

1/60

9

银灰

MTN628460

1/60

9

MTN628446

1/60

9

金属
不锈钢

设计系列4键LCD温控面板带耦合器
设计系列。带有四个操作键的便捷操作单元、操作
显示器、四个可以单独触发的蓝色状态显示器以及
一个标签栏。蓝色操作显示器也可以用作定向标
志。
带有室温控制单元和显示器。室温控制单元可以通
过可精密调整的KNX阀门驱动器实现供暖和冷却功
能，也可以触发开关执行器和供暖执行器。带有白
色背光显示器，用来显示时间、日期、温度和操作
模式等信息。菜单可以设置缺省操作模式、设置点
数值、工作/非工作日、显示模式、时间、开关时间
和亮度。
可以自由设置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
键）或者单按键。

KNX软件的功能：
多功能按键的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百叶窗控制（相对或绝对）、
脉冲沿触发1-、2-或8-位报文控制信号（区别短和长
操作）、带有2字节报文控制信号的脉冲沿（区别短
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器、场景恢复、场景保
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具有同步化的定时
控制、报警功能、周期读取外部温度值、风扇风机
控制。

KNX软件的功能：
多功能按键的功能：开关、转换、调光、百叶窗控
制（相对或绝对）、脉冲沿触发1-、2-或8-位报文
控制信号（区别短和长操作）、带有2字节报文控制
信号的脉冲沿（区别短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
器、场景恢复、场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
能、具有同步化的定时控制、报警功能、周期读取
外部温度值、风扇风机控制。
室温控制单元的功能：控制器的类型：2步控制、连
续PI控制、开关PI控制（PWM）
输出：在0..100%的范围内连续，或者开关ON/OFF
控制器模式：
• 使用一个控制器输出的供暖
• 使用一个控制器输出的冷却
• 使用分离控制器输出的供暖和冷却
• 使用一个控制器输出的供暖和冷却
• 使用2个控制器输出的2步供暖
• 使用2个控制器输出的2步冷却
操作模式：舒适型、扩展舒适型、备用、夜间节能
型、防霜/防热型
操作：菜单
附件：标签条软件，产品编号MTN615022，风机盘管控制模块，产品
编号 MTN645094。
注：如果您已经拥有标签软件，可以从www.merten.com下载多功能按
键表。用来给常用的膜贴标签（最大厚度0.1 mm）。
供货范围：防拆卸保护螺钉。带有石膏保护罩。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热塑材料，光亮
奶白

MTN6212-4044

1/17

9

纯白

MTN6212-4019

1/17

9

银灰

MTN6212-4060

1/17

9

金属
不锈钢

备注

室温控制单元的功能：
控制器的类型：2步控制、连续PI控制、开关PI控制
（PWM）
输出：在0..100%的范围内连续，或者开关ON/OFF
控制器模式：
• 使用一个控制器输出的供暖
• 使用一个控制器输出的冷却
• 使用分离控制器输出的供暖和冷却
• 使用一个控制器输出的供暖和冷却
• 使用2个控制器输出的2步供暖
• 使用2个控制器输出的2步冷却
操作模式：舒适型、扩展舒适型、备用、夜间节能
型、防霜/防热型
操作：菜单
在KNX中，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1.5联ARTEC边框，产品编号
MTN4819..。
附件：标签条软件，产品编号MTN615022；风机盘管控制模块，产品
编号MTN645094。
发射器：IR 远程控制 Distance，产品编号MTN570222。
注：如果您已经拥有标签软件，可以从www.merten.com下载多功能按
键表。用来给常用的膜贴标签（最大厚度0.1mm）。对于每个设备，
只需要一个平坦型60号尺寸的安装箱以及一个齐平安装的模块。
供货范围：防破坏螺钉，粘贴标签，IR接收器屏蔽盖。带有石膏保护
罩。
款式

1/17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光亮
奶白

MTN6214-4044

1/17

9

纯白

MTN6214-4019

1/17

9

银灰

MTN6214-4060

1/17

9

MTN6214-4146

1/17

9

金属
不锈钢

MTN 6212-4146

产品编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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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1.5联ARTEC边框

M系列单联翘板KNX连接单元

尺寸：80.5 x 111.7 mm (WxH)

适用于M系列
控制面板模块，不带面板。带可编程的状态指示灯。
该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与总线线路相连。
带内置总线耦合器。
KNX 软件功能：
操作按键可以设置为成对按键（双面）或者单一按
键（单面）来使用。
单面：接通或关闭、调光、场景。
双面：接通或关闭、调光、场景、百叶帘。

在KNX中，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带有室温控制单元的四联多功能按
键，产品编号设计系列MTN6214-40xx 或MTN6214-41xx。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热塑材料，光亮
奶白

MTN481944

2/100

纯白

MTN481919

2/100

1

银灰

MTN481960

2/100

1.2

1

金属
不锈钢

备注

在KNX中与以下装置组合使用：与单联控制面板模块配套的面板，
产品编号M系列MTN6191..，MTN6251..与印有I/O字样的单联控制面
板模块配套的面板，产品编号 M系列 MTN6193..，MTN6254.. 与印
有向上/向下箭头的单联控制面板模块配套的面板，产品编号M系列
MTN6194..，MTN6255..。
款式

MTN481946

2/100

1.2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MTN625199

1/60

9

备注

M系列单联翘板（与MTN625199配套）
M系列。
该面板是插在单联控制面板模块上的。

在KNX中与以下装置组合使用：单联EIB控制面板模块，产品编号：
M系列MTN625199。
附件：设计系列防尘罩，产品编号MTN627591..。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奶白

MTN625144

1/150

9

纯白

MTN625119

1/150

9

烟灰

MTN625114

1/150

9

银灰

MTN625160

1/150

9

热塑材料，磨光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 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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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KNX
M系列单联翘板带I/O标志
（与MTN625199配套）

M系列2联翘板开关 KNX连接单元
M系列。
控制面板模块，不带面板。带可编程的状态指示
灯。
该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与总线线路相连。
带内置总线耦合器。

M系列。
该面板是插在单联控制面板模块上的。
在KNX中与以下装置组合使用：单联EIB控制面板模块，产品编号：
M系列MTN625199。
附件：M系列防尘罩，产品编号MTN627591。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亮白

MTN619319

1/150

9

光亮，鲜白

MTN619325

1/150

9

奶白

MTN625444

1/150

9

纯白

MTN625419

1/150

9

烟灰

MTN625414

1/150

9

银灰

MTN625460

1/150

9

KNX 软件功能：
操作按键可以设置为成对按键（双面）或者单一按
键（单面）来使用。
单面：接通或关闭、调光、场景。
双面：接通或关闭、调光、场景、百叶帘。

备注

热塑材料，光亮

在KNX中与以下装置组合使用：与双联控制面板模块配套的面板，
产品编号：M系列MTN6192..，MTN6252..。与印有I/O字样和向
上/向下箭头的双联控制面板模块配套的面板，产品编号：M系列
MTN6195..，MTN6256..。与印有向上/向下箭头和I/O字样的双联控制
面板模块配套的面板，产品编号：M系列MTN6196..，MTN6257..。
与印有向上/向下箭头的双联控制面板模块配套的面板，产品编号：M
系列MTN6197..，MTN6258..。

热塑材料，磨光

款式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 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M系列单联翘板带上/下箭头标志
（与MTN625199配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亮白

MTN619419

1/150

9

光亮，鲜白

MTN619425

1/150

9

热塑材料，光亮

备注

包装单位

PG

1/60

9

备注

M系列2联翘板开关与MTN625299配套
M系列。
该面板是插在双联控制面板模块上的。

M系列。
该面板是插在单联控制面板模块上的。
在KNX中与以下装置组合使用：单联EIB控制面板模块，产品编号：
M系列MTN625199。
附件：M系列防尘罩，产品编号MTN627591。

产品编号
MTN625299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双联控制面板模块，产品编号：M系列
MTN568499
在KNX中与以下装置组合使用：双联EIB控制面板模块，产品编号 M
系列 MTN625299。
附件：M系列防尘罩，产品编号 MTN627591。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磨光

热塑材料，磨光
奶白

MTN625544

1/150

9

奶白

MTN625244

1/150

9

纯白

MTN625519

1/150

9

纯白

MTN625219

1/150

9

烟灰

MTN625514

1/150

9

烟灰

MTN625214

1/150

9

银灰

MTN625560

1/150

9

银灰

MTN625260

1/150

9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 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 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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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M系列2联翘板带I/O及箭头标志

M系列2联翘板带上/下箭头标志

M系列。
该面板是插在双联控制面板模块上的。

M系列。
该面板是插在双联控制面板模块上的。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双联控制面板模块，产品编号M系列
MTN568499。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双联控制面板模块，产品编号：M系列
MTN568499。

在 KNX 中与以下装置组合使用：双联 EIB 控制面板模块，产品编号：
M系列MTN625299。

在 KNX 中与以下装置组合使用：双联 EIB 控制面板模块，产品编号：
M系列MTN625299。

附件：M 系列防尘罩，产品编号 MTN627591。

附件：M系列防尘罩，产品编号 MTN627591。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亮白

MTN619519

1/150

9

光亮，鲜白

MTN619525

1/150

9

备注

热塑材料，光亮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亮白

MTN619719

1/150

9

光亮，鲜白

MTN619725

1/150

9

热塑材料，光亮

热塑材料，磨光
奶白

MTN625644

1/150

9

纯白

MTN625619

1/150

9

烟灰

MTN625614

1/150

9

奶白

MTN625844

1/150

9

银灰

MTN625660

1/150

9

纯白

MTN625819

1/150

9

烟灰

MTN625814

1/150

9

银灰

MTN625860

1/150

9

热塑材料，磨光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 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M系列2联翘板带箭头及I/O标志
M 系列。
该面板是插在双联控制面板模块上的。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双联控制面板模块，产品编号：M系列
MTN568499。
在 KNX 中与以下装置组合使用：双联 EIB 控制面板模块，产品编号：
M 系列 MTN625299。
附件：M系列防尘罩，产品编号 MTN627591。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亮白

MTN619519

1/150

9

光亮，鲜白

MTN619525

1/150

9

奶白

MTN625644

1/150

9

纯白

MTN625619

1/150

9

烟灰

MTN625614

1/150

9

银灰

MTN625660

1/150

9

热塑材料，光亮

热塑材料，磨光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 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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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备注

KNX
Fusion智能面板M系列

Fusion触控面板M系列

可选1-4个操作按键，操作显示。空闲状态下，为一
个纯平的表面。按键图标通过背光显示。因此，可
以通过变换包装内自带的标签改变按键图标。操作
按键的位置取决于按键的数量。
ETS设备功能：
• 操作和状态显示的亮度
• 夜间模式：LED光照度减弱
• 感应探测：点亮屏幕，功能键可见
• 自带总线耦合器。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
到总线。

可以进行室温调节控制以及实现多达32个室内设
备控制功能。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
通过简单的手指划动可以方便的调取所有的控制功
能。用户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界面自由设计室内的
控制功能。室内温度控制包括两种设计风格。
带有室温控制单元和显示器并可以与外置传感器连
接。
室温控制单元可以通过可精密调整的KNX阀门驱动
器实现供暖和冷却功能，也可以触发开关执行器和
供暖执行器。

KNX软件功能:
两种编程选项:
• 基本设置：调用一个预设的配置
• 高级设置：单独配置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窗（单键/双
键）、脉冲沿触发1-、2-、4-或8-位报文控制信号
（区别短和长操作）、带有2字节报文控制信号的脉
冲沿（区别短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器、场景
恢复、场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
工作电压：DC 30V

ETS设备功能：
• 用户界面自定义
• 感应功能：通过接近式感应探测点亮显示屏并且
启动初始场景
• 手势功能：设备识别手势（水平或垂直划动）和
并且触发功能。例如进入室内可以直接通过手势
滑动开灯
• 清除模式：特定时段下，不需要触控和划动就可
以进行删除
• 背光亮度调节
• 自定义场景存储
自带总线耦合器。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到
总线。

附件：Fusion防拆保护垫片，产品编号MTN6270-0000。
M系列Fusion智能面板标签套件，产品编号MTN6270-0010。
供货范围：带有基本的标签套件。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180-0325

1/60

9

KNX软件的功能:
划动/按键的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百叶窗（相对或绝对）、脉冲
沿触发1-、2-、4-或8-位报文控制信号、带有2字节
报文控制信号的脉冲沿、8-位线性调节器、场景恢
复、场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具有同步化
的定时控制、报警功能、周期读取外部温度值、风
扇风机控制。

备注
新产品

奶白

MTN6180-0325

1/60

9

新产品

银灰

MTN6180-0460

1/60

9

新产品

烟灰

MTN6180-0414

1/60

9

新产品

室温控制单元的功能：
控制器的类型：2步控制、连续PI控制、开关PI控制
(PWM)
输出：在0-100%的范围内连续，或者开关ON/OFF
控制器模式：
• 使用一个控制器输出的供暖
• 使用一个控制器输出的冷却
• 使用分离控制器输出的供暖和冷却
• 使用一个控制器输出的供暖和冷却
• 使用2个控制器输出的2步供暖
• 使用2个控制器输出的2步冷却
操作模式：舒适型、扩展舒适型、备用（ECO）、
夜间节能、防霜/防热型
操作：触摸

附件：Fusion防拆保护垫片，产品编号MTN6270-0000。

款式

产品编号
MTN6215-0310

包装单位

备注

PG
9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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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单联传统面板KNX连接插件

Neo系列2键可编程控制面板带耦合器
带红外

基本系列、M系列、设计系列以及欧多丽系列的
开关面板/按键面板、带I/O标记的面板、带标签
的面板以及带指示窗的面板，都可以插装在单联
总线耦合器底座上使用。对于带指示窗的面板，
还带有可编程的运行显示器和状态显示器。经
过特殊加工后，AQUADESIGN防水设计系列、
AQUACLASSIC防水系列和PANZER防爆系列的
产品也能在单联总线耦合器底座上使用。带内置
总线耦合器。对于有中间位置的款式、可以向上
和向下操作面板（三位面板）。对于不带中间位
置的款式，只有在对面板下半部进行操作时，才
会产生控制信号（双位面板）。
适合安装在60型安装底盒内。带用于编程的控制
面板和LED指示灯。

Neo系列。
自带总线耦合器。带有2个操作功能的按键、操作
显示器、2个可以单独触发的蓝色状态显示器。蓝
色操作显示器还可以用作定向标志。
可以自由设置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
键）或者单按键。每个键的功能都可以使用一个IR
远程控制器来触发。按键是预先编程的，可以使用
一个Merten IR远程控制Distance来操作。很多其
它IR远程控制器（比如现有的电视或光盘播放器远
程控制器）都可以使用按键编程。设备通过一个连
接端子连到总线。
KNX软件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窗（单键/
双键）、脉冲沿触发1-、2-、4-或8-位报文控制信
号（区别短和长操作）、带有2字节报文控制信号
的脉冲沿（区别短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器、
场景恢复、场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

KNX软件功能：
对于编号为MTN671198的产品：开关、转换和状
态显示。
对于编号为MTN671199的产品：开关、调光、百
叶帘、转换和状态显示。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翘板式

671199

1/50

9

自恢复面板式

671198

1/50

9

备注

红外发射器：IR远程控制Distance，产品编号MTN570222。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
纯白

MTN6512_WE_G1

银灰

MTN6512_GB_G1

2联传统面板KNX连接插件
基本系列、M系列、设计系列以及欧多丽系列的
双联开关面板、卷帘开关面板和卷帘控制面板的
面板都可以插装在双联总线耦合器底座上使用。
经过特殊加工后，AQUADESIGN防水设计系列和
AQUACLASSIC防水系列的产品也能在双联总线
耦合器底座上使用。
带内置总线耦合器。对于有中间位置的款式，可
以向上和向下操作面板（三位面板）。对于不带
中间位置的款式，只有在对面板下半部进行操作
时，才会产生控制信号（双位面板）。
适合安装在60型安装底盒内。带用与编程的控制
面板和LED指示灯。

Neo系列4键可编程控制面板带耦合器
带红外
Neo系列。
自带总线耦合器。带有4个操作功能的按键、操作
显示器、4个可以单独触发的蓝色状态显示器。蓝
色操作显示器还可以用作定向标志。可以自由设
置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键）或者
单按键。每个键的功能都可以使用一个IR远程控
制器来触发。按键是预先编程的，可以使用一个
Merten IR远程控制Distance来操作。很多其它IR
远程控制器（比如现有的电视或光盘播放器远程
控制器）都可以使用按键编程。设备通过一个连
接端子连到总线。

KNX软件功能：
对于编号为MTN671298的产品：开关、转换、调
光、一组百叶帘。
对于编号为MTN671299的产品：开关、转换、调
光、两组百叶帘。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翘板式

671299

1/50

9

自恢复面板式

671298

1/50

9

KNX软件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窗（单键
/双键）、脉冲沿触发1-、2-、4-或8-位报文控制
信号（区别短和长操作）、带有2字节报文控制信
号的脉冲沿（区别短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
器、场景恢复、场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
功能。

备注

红外发射器：IR远程控制Distance，产品编号MTN570222。
款式

产品编号

热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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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白

MTN6514_WE_G1

银灰

MTN6514_GB_G1

包装单位

PG

备注

KNX
Neo系列8键可编程控制面板带耦合器
带红外

ULTI系列2键可编程控制面板带耦合器
ULTI系列。
自带总线耦合器。带有2个操作功能的按键、操作
显示器、2个可以单独触发的蓝色状态显示器。蓝
色操作显示器还可以用作定向标志。可以自由设置
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键）或者单按
键。设备通过一个端子连到总线。

Neo系列。
自带总线耦合器。带有8个操作功能的按键、操作
显示器、8个可以单独触发的蓝色状态显示器。蓝
色操作显示器还可以用作定向标志。可以自由设
置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键）或者
单按键。每个键的功能都可以使用一个IR远程控
制器来触发。按键是预先编程的，可以使用一个
Merten IR远程控制Distance来操作。很多其它IR
远程控制器（比如现有的电视或光盘播放器远程
控制器）都可以使用按键编程。设备通过一个连
接端子连到总线。
KNX软件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窗（单键
/双键）、脉冲沿触发1-、2-、4-或8-位报文控制
信号（区别短和长操作）、带有2字节报文控制信
号的脉冲沿（区别短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
器、场景恢复、场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
功能。

KNX软件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窗（单键/
双键）、脉冲沿触发1-、2-、4-或8-位报文控制信
号（区别短和长操作）、带有2字节报文控制信号
的脉冲沿（区别短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器、
场景恢复、场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MTN6912_GF_G1

黑玻璃

MTN6912_680_G1

MTN6518_WE_G1

银灰

MTN6518_GB_G1

PG

备注

ULTI系列4键可编程控制面板带耦合器
备注

ULTI系列。
自带总线耦合器。带有4个操作功能的按键、操作
显示器、4个可以单独触发的蓝色状态显示器。蓝
色操作显示器还可以用作定向标志。可以自由设置
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键）或者单按
键。设备通过一个端子连到总线。

热塑材料
纯白

包装单位

玻璃
平滑玻璃

红外发射器：IR远程控制Distance，产品编号MTN570222。
款式

产品编号

KNX软件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窗（单键/
双键）、脉冲沿触发1-、2-、4-或8-位报文控制信
号（区别短和长操作）、带有2字节报文控制信号
的脉冲沿（区别短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器、
场景恢复、场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玻璃
平滑玻璃

MTN6914_GF_G1

黑玻璃

MTN6914_680_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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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ULTI系列6键可编程控制面板带耦合器
ULTI系列。
自带总线耦合器。带有6个操作功能的按键、操作显
示器、6个可以单独触发的蓝色状态显示器。蓝色操
作显示器还可以用作定向标志。
可以自由设置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
键）或者单按键。设备通过一个端子连到总线。

输入模块

• 设备的防护类型为IP20，只能用于室内。其它防护类型的设
备带有不同的标签。

2路通用输入/输出接口
在内部产生信号电压，用于连接两个常规控制面板
或无源触点，并可连接两个低电流LED指示灯。
芯线的导线长度为30cm，最多可延长至7.5m。安装
在市面上常见的60mm开关盒内。

KNX软件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百叶窗（单键/双
键）、脉冲沿触发1-、2-、4-或8-位报文控制信号
（区别短和长操作 、带有2字节报文控制信号的脉
冲沿（区别短和长操作）、8-位线性调节器、场景
恢复、场景保存、防乱按（防误操作）功能。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KNX软件功能：
通过一个或两个输入端进行开关、调光或百叶帘控
制，百叶帘操控系统的定位值（8位），有1、2、4
或8位控制信号的脉冲，长时/短时操作的区分，初
始化控制信号，周期发送，带2字节控制信号的脉
冲，8位推移式调节器，场景，计数器，连锁功能，
带闭触点/常开触点，防反跳时间。用于连接指示灯
（低电流LED）和状态显示器的输出端。

备注

玻璃
平滑玻璃

MTN6916_GF_G1

黑玻璃

MTN6916_680_G1

每个输入/输出端：
触点电压：＜3V（SELV）
触点电流：＜0.5mA
输出电流：最大2mA
导线最大长度：30cm未屏蔽，最多可延长至7.5M
（扭绞、未屏蔽导线）。
尺寸：约40×30.5×12.5mm（长×宽×高）
附件：双色LED指示灯附件，用于开关底座，产品编号396512。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70802

1/150

9

备注

4路通用输入/输出接口
在内部产生信号电压，用于连接4个常规控制面板或
无源触点，并可连接4个低电流LED指示灯。
芯线的导线长度为30cm，最多可延长至7.5m。安装
在市面上常见的60mm开关盒内。
KNX软件功能：
通过一个或两个输入端进行开关、调光或百叶帘控
制，百叶帘操纵系统的定位值（8位），有1、2、4
或8位控制信号的脉冲，长时/短时操作的区分。初
始化控制信号，周期发送，带2字节控制信号的脉
冲，8位推移式调节器，场景，计数器，连锁功能，
常闭触点/常开触点，防反跳时间。用于连接指示灯
（低电流LED）和状态显示器的输出端。
每个输入/输出端：
触点电压：＜3V（SELV）
触点电流：＜0.5mA
输出电流：最大2mA
导线最大长度：30cm未屏蔽，最多可延长至7.5m
（扭绞、未屏蔽导线）。
尺寸：约40×30.5×12.5mm（长×宽×高）
附件：双色LED指示灯附件，用于开关底座，产品编号39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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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70804

1/150

9

备注

KNX
双色LED指示灯

4路干接点输入模块

DC 3.3 V，2 mA
适用于所有单极和双极开关底座。
用于进行控制或照明。双色LED指示灯（红色/绿
色）附件，亮着的颜色取决于相关连接。

用于将4个常规控制面板或无源触点连接到KNX。
内部产生一个与总线电隔离的信号电压SELV带总线
耦合器2和插装式螺纹端口。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
EN 50022上。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
成，无需数据导轨数据条。
在每个输入端上，带有一个黄色LED指示灯。在载
入应用程序后使用一个绿色LED指示灯表示设备处
于操作就绪状态。

、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按键接口，产品编号MTN670802、
MTN670804
MTN763004。

KNX软件的功能:
通过一个或两个输入端进行开关、调光或百叶帘控
制。百叶帘操控系统的定位值（8位）。有1、2或
4位控制信号的脉冲。长时/短时操作的区分、初始
化控制信号以及周期发送。有2字节控制信号的脉
冲。8位推移式调节器、连锁功能、常闭触点/常开
触点。防反跳时间。

说明：在使用产品编号为MTN670802、MTN670804或MTN763004的
按键接口时不需要限制电流。使用其它设备时要求电压在3.3V到24V
之间。此处应注意，须将最大电流限制在30mA以内。
供货范围：LED。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MTN396512

1/150

1

备注

输入端：4
触点电压：最大10V，脉冲控制
触点电流：最大约2mA，脉冲形式
导线长度：最长50m
装置宽度：2.5模数=大约45mm

4路干接点输入模块（齐平安装）
将常规控制面板或无源触点连接到KNX。内部产生
一个与总线电隔离的信号电压SELV。
带总线耦合器2。应安装在40mm深的安装底盒内。
KNX软件功能：
通过一个或两个输入端进行开关、调光或百叶帘控
制。百叶帘操纵系统的定位值（8位）。有1、2或
8位控制信号的脉冲。长时/短时操作的区分、初始
化控制信号以及周期发送。有2字节控制信号的脉
冲。8位推移式调节器、连锁功能、常闭触点/常开
触点。防反跳时间。
输入端：4
触点电压：最大10V，脉冲控制
触点电流：最大约2mA，脉冲形式
导线长度：最大50m，总线连接缆线或电铃线(Y,JFY,YR)
尺寸：48×44×33mm（高×宽×深）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4492

1/30

9.3

8路干接点输入模块
用来将8个常规控制面板或者无源触点连接到KNX。
内部产生一个与总线电隔离的信号电压SELV。
带有内置总线连接器和插接螺旋端子。安装在DIN
EN 50022导轨上。
使用一个总线连接端子来连接总线，不需要数据导
轨数据条。
在每个输入使用一个黄色LED指示灯来显示输入电
压的电平。装入应用程序后，绿色的LED指示灯将
发亮，表明设备已进入运行准备就绪状态。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
款式

备注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MTN639898

1/50

9

备注

KNX 软件功能
通过一个或两个输入端进行开关、调光或百叶帘控
制。百叶帘操控系统的定位值（8位）。有1、2、4
或8位控制信号的脉冲。长时/短时操作的区分、初
始化控制信号以及周期发送。
带有2字节控制信号的脉冲。8位推移式调节器。连
锁功能常闭/常开触点。反冲时间。
输入端：8
触点电压：最大10V，带时钟
触点电流：最大2mA，脉冲
导线长度：最大50m
装置宽度：4模数=大约70mm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4592

1/10

9.3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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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4路24V信号输入模块

4路230V信号输入模块

用于将4台带有AC/DC24输出端的常规设备连接到
KNX.。
带总线耦合器2和插装式螺纹端口。安装在DIN配电柜
轨道EN50022上。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
成，无需数据导轨数据条。
在每个输入端上，一个黄色LED指示灯用来显示输入电
压电平。在载入应用程序后使用一个绿色LED指示灯表
示设备处于操作就绪状态。

用于将4台带有AC230V输出端的常规设备连接到 KNX
上。
带总线耦合器2和插装式螺纹端口。安装在DIN配电
柜轨道EN50022上。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
导轨数据条。
在每个输入端上，一个黄色LED指示灯用来显示输
入电压电平。在载入应用程序后使用一个绿色LED
指示灯表示设备处于操作就绪状态。

KNX软件功能：
通过一个或两个输入端进行开关、调光或百叶帘控制。
百叶帘操控系统的定位值（8位）。有1、2、4或8位控
制信号的脉冲。长时/短时操作的区分、初始化控制信号
以及周期发送。有2字节控制信号的脉冲。8位推移式调
节器、联锁功能、常闭触点/常开触点。防反跳时间。
输入电压：AC/DC24V
输入端：4
输入电流：DC15mA（30V）AC6mA（27V）
O信号：≤5V
I 信号： ≥11V
导线长度：最大100m
装置宽度：2.5模数=约45mm
附件:PEG电源，DC24V/0.4A，产品编号MTN693003。REG电
源，DC24V/1A，产品编号MTN693004。REG电源，AC24V/1A，产
品编号MTN663529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4892

1/30

9.3

备注

KNX软件的功能
通过一个或两个输入端进行开关、调光或百叶帘控
制。百叶帘操控系统的定位值（8位）。有1、2、4
或8位控制信号的脉冲。长时/短时操作的区分、初
始化控制信号以及周期发送。有2字节控制信号的脉
冲。8位推移式调节器、连锁功能、常闭触点/常开
触点。防反跳时间。
输入电压：AC230V，50-60Hz
输入端：4
输入电流：AC12mA
O信号：≤40V
I 信号： ≥160V
导线长度：最大100m
装置宽度：2.5模数=约45mm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4992

1/30

9.3

8路24V信号输入模块

8路230V信号输入模块

用于将8台带有AC/DC24输出端的常规设备连接到
KNX上。
带总线耦合器2和插装式螺纹端口。安装在DIN配电
柜轨道EN50022上。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联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
导轨数据条。
在每个输入端上，一个黄色LED指示灯用来显示输
入电压电平。在载入应用程序后使用一个绿色LED
指示灯表示设备处于操作就绪状态。

用于将8台带有AC230V输出端的常规设备连接到
KNX上。
带总线耦合器2和插装式螺纹端口。用于安装在DIN
配电柜轨道EN20022上。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
导轨数据条。在每个输入端上，一个黄色LED指示
灯用来显示输入电压电平。在载入应用程序后使用
一个绿色LED指示灯表示设备处于操作就绪状态。
KNX软件的功能：
通过一个或两个输入端进行开关、调光或百叶帘控
制。百叶帘操控系统的定位值（8位）。有1、2、4
或8位控制信号的脉冲。长时/短时操作的区分、初
始化控制信号以及周期发送。有2字节控制信号的脉
冲。8位推移式调节器、连锁功能、常闭触点/常开
触点。防反跳时间。

KNX软件的功能
通过一个或两个输入端进行开关、调光或百叶帘控
制。百叶帘操控系统的定位值（8位）。有1、2、4
或8控制信号的脉冲。长时/短时操作的区分、初始
化控制信号以及周期发送。有2字节控制信号的脉
冲。8位推移式调节器、连锁功能、常闭触点/常开
触点。防反调时间。

输入电压：AC230V,50-60Hz
输入端：8
输入电流：AC约7mA
导线长度：最大100m
装置宽度：4模数=约72mm

输入电压：AC/DC24V
输入端: 8
输入电流：DC约15Ma/ AC约6mA
导线长度：最大100m
装置宽度：4模数=约72mm
附件:REG电源，DC24V/0.4A，产品编号MTN693003。REG电
源，DC24V/1A，产品编号MTN693004。REG电源，AC24V/1A，产
品编号MTN663529。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4792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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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备注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4692

1/10

9.3

备注

KNX
设计系列180度移动感应器
带耦合器（墙装）

其他传感器

• 设备的防护类型为IP 20，只能用于室内。其它防护类型的设
备带有不同的标签。

设计系列。
室内移动感应器。
感应器一旦探测到移动过程，就会立即发出一个通
过编程定义的数据控制信号。

M系列180度移动感应器
带耦合器（墙装）

KNX软件功能：
楼梯自动照明系统的功能可以调节，其关闭延迟时
间可在1秒到152小时之间进行设置，并且可从总线
进行开关或锁闭操作。可以通过电位计来设置晨昏
感光开关的门限电平。晨昏感光开关的状态可作为
控制信号传输的总线。可以编程确定如何循环发送
探测到的移动过程。在识别到移动时，最多可以同
时启动四个功能。

M系列。
室内移动感应器。
感应器一旦探测到移动过程，就会立即发出一个通
过编程定义的数据控制信号。
KNX软件功能：
楼梯自动照明系统的功能可以调节，其关闭延迟时
间可在1秒到152小时之间进行设置，并且可从总线
进行开关或锁闭操作。可以通过电位计来设置晨昏
感光开关的门限电平。晨昏感光开关的状态状态可
作为控制信号传输给总线。可以编程确定如何循环
发送探测到的移动过程。在识别到移动时，最多可
以同时启动四个功能。
探测范围：8m（安装高度为1.1m）
探测角度：180°
光线感应器：5至2000Lux之内无级感应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32619

1/50

9

银灰

MTN632660

1/50

9

探测范围：8m（安装高度为1.1m）
探测角度：180°
光线感应器：5至2000Lux之内无级感应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31819

1/50

9

银灰

MTN631860

1/50

9

备注

热塑材料，光亮

备注

热塑材料，磨光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 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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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M系列180度存在感应器/2.2米 暗装型

M系列180度2.2m移动感应器
带耦合器（墙装）

M系列
室内存在感应器
存在感应器在检测到人员存在之后，会发送通过编
程定义的一个数据控制信号。可对人体比较细小的
动作进行探测，具有更高灵敏度。

M系列。
带有防蠕动保护功能的室内运动检测器在检测到一
个运动之后，会发送通过编程定义的一个数据控制
信号。

KNX 软件的功能：
楼梯定时器可以设定一个OFF延迟（1秒到152小
时）功能，也可以通过总线开关或封闭。可以使用
一个电位计来设置光敏开关的开关门限值。可以在
总线上以控制信号的形式发布光敏开关的状态。用
户可以编写针对检测运动的循环发送信息。在检测
到一个运动之后，最多能够同时激活4个功能。

KNX 软件的功能：
楼梯定时器可以设定一个OFF延迟（1秒到152小
时）功能，也可以通过总线开关或封闭。可以使用
一个电位计来设置光敏开关的开关门限值。可以在
总线上以控制信号的形式发布光敏开关的状态。用
户可以编写针对检测运动的循环发送信息。在检测
到一个运动之后，最多能够同时激活4个功能。

检测区域：180°
层数：6
区域数：46
范围：8m（左右），12m（前方）
关传感器：可以在大约10到2000.Lux的范围内精
确调整
时间：可以以1秒到8分钟的步长调整，或者通过软
件分别设置
安装高度：2.2m或1.1m（范围的一半）

检测区域：180°
层数：6
区域数：46
范围：8m（左右），12m（前方）
关传感器：可以在大约5到2000.Lux的范围内精确
调整
时间：可以以1秒到8分钟的步长调整，或者通过软
件分别设置
安装高度：2.2m或1.1m（范围的一半）
供货范围：带有限制检测区域的分段盖板。
款式

供货范围：带有限制检测区域的分段盖板。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烟灰

MTN632714

1/40

9

银白

MTN632760

1/40

9

备注

磨光热塑料

款式

银灰

PG

备注

MTN630660

1/40

9

新产品

存在感应器带恒照度控制
及红外遥控（吸顶装）

具有室内存在感应功能。
INSTABUS-ARGUS存在感应器可以识别室内的细
微动作，并通过KNX发送数据控制信号。
在为照明控制系统进行亮度相关的运动识别时，设
备会持续检测室内的亮度，当自然光达到足够亮度
时，即使室内有人，设备也会关闭照明开关执行
器。延迟时间可通过ETS设置。
带内置总线耦合器。适合在天花板上安装在60型安
装底盒内，最佳安装高度为2.50m，采用ARGUS存
在感应器的明装外壳，不必拆下天花板便可将设备
装上。

具有室内存在感应功能。
其特性类似于INSTABUS-ARGUS存在感应器（产
品编号为630590）。
可通过红外线进行遥控。红外线指令被转换成相应
的数据控制信号。最多可以控制10条信道。
带内置总线耦合器。
在为照明控制系统进行亮度相关的运动识别时，设
备会持续检测室内的亮度，当自然光达到足够亮度
时，即使室内有人，设备也会关闭照明开关执行
器。延迟时间可通过ETS设置。
检测角度：360°
范围：从安装点开始，半径最大7m（当安装高度为
2.50m时）。
层数：6
区域总数：136个区域，带544个反光簇
光线感应器：在10到2000Lux范围内通过ETS无级
调节。
EG准则：低压准则73/23/EWG及EMV准则89/336/
EWG。

KNX 软件功能：
在探测到移动时，最多可以同时启动三个功能（其
中一个为存在感应功能）。
动态延迟时间，依据空间利用情况确定。大型系统
的连接（主从）。可传送照度值 。
监测角度：360°
范围：从安装点开始，半径最大7m（当安装高度为
2.50m时）。
层数：6
区域总数：136个区域，带544个反光簇
光线感应器：在10到2000Lux范围内通过ETS无级
调节。
EG准则：低压准则73/23/EWG及EMV准则89/336/
EWG。
附件：ARGUS存在感应器的明装外壳，产品编号MTN550619。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支承板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30819

1/16

9

银灰

MTN630860

1/16

9

29

包装单位

磨光热塑料

存在感应器（吸顶装）

款式

产品编号

备注

附件:ARGUS存在感应器的明装外壳，产品编号MTN550619。
遥控器：远距离红外线遥控器，产品编号MTN570222。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30919

1/6

9

银灰

MTN630960

1/6

9

备注

KNX
KNX光亮度及温度传感器

红外遥控器

用于感应光照度，温度并将照度值、温度值传送到
总线上。
此产品内含一个温度传感器和一个光照度传感器。
3通道单独控制或逻辑控制。可任意设定照度门限值
及温度门限值。
防晒功能用于百叶窗及卷帘控制。

10信道红外线遥控器。用于控制所有遥控感应
面板、带红外线接收器的控制面板、带红外线
接收
器的存在感应器和带红外线接收器的INSTABUS
设备。
电池：两个微型/小号电池（IEC LR 03,AAA）
范围：最大为20m
接收器：带无线接收器的ARGUS存在感应器，
产品编号MTN6309xx..
带红外线接收器的KNX多功能控制面板，产品编
号：M系列MTN6279..，设计系列MTN6284..。
带红外线接收器的四联室温控制面板，产品
编号：M系列MTN6214-03/04..、设计系列
MTN621440/41..。
供货范围：不含电池。

KNX软件功能：照度门限，驱动控制，自动遮阳功
能，自学功能，安全功能。
适合室外安装。
内置总线耦合器。
通过总线接线端子与总线连接。
功耗：最大150mW
传感器：2个
温度测量范围：-25°C 至 +55°C （±5% or ±1度）
亮度测量范围：1 to 100,000 lux（±20% 或 ±5
lux）防护等级：IP54，按照DIN EN 60529，垂直
安装，带面盖
尺寸：110 x 72 x 54 mm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63991

1/24

9.3

备注

款式

产品编号

白色

MTN5761-0000

包装单位

PG

备注

存在感应器安装底盒
采用ARGUS存在感应器的明装外壳，便可用明装的
方式来安装这些设备。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ARGUS存在感应器，产品编号MTN550590/91。
INSTABUS-ARGUS存在感应器，产品编号MTN630590/91/92。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550619

1/21

8

备注

30

KNX
4路模拟输入模块

气象站模块

模拟输入端探测并处理模拟的感应器信号。最多可
以连接4个可自由组合的模拟感应器。与4联模拟输
入模块REG相连时有8个模拟输入端可供使用，通
过Subbus总线进行连接。
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50022上。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
导轨数据条。
数据的分析处理和极限值的处理在模拟输入端完
成。带4…20mA输入端的断线监控装置。
辅助电压：AC24V（+/-10%）
模拟输入端：4
电流接口：0…20mA，4…20mA
电压接口：0…1v，0…10v
输出端：DC24V，100mA
装置宽度：4模数=约72mm

气象站探测并处理模拟感应器信号，诸如风速、亮
度、晨昏光度、降水量信号以及DCF77信号。
最多可以连接四个可自由组合的模拟感应器和组合
式天气感应器/DCF77。
与四联模拟输入模块相连时有8个模拟输入端可供使
用，它们通过Subbus总线进行连接。
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
导轨数据条。
使用组合式天气感应器/DCF77时可在软件中返回到
预设置。
测到的数据由气象站转换为1字节/2字节控制信号
（EIS 6/5 Value）。这时，相应的总线设备（可视
化软件、测量值显示器）才能开始进行调节、生成
信息或控制与天气相关的操作。通过气象站的ETS
工具进行编程。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REG电源，AC24V/1A，产品编号:
MTN663529。

功能：
• 每个感应器两个极限值（非下雨天）
• 连接多个风速感应器
• 可以分析14个信号
• 可分析处理DCF77时间信号（日期和时间）
• 天文定时功能（按照阳光强弱）
• 连接控制器，用于设置与极限值有关的操作（也
用于外部）
• 可遮蔽各正面区域
• 借助一个对象监测组合式感应器的信号，以确定
随后应采取哪些防护措施
• 借助一个对象检测风速信号是否正常，以确定随
后应采取哪些防护措施
• 通过调整基本亮度、校准正面、调整相对于太阳
的张角，可以选择性的遮挡正面（四个正面）
• 外部建筑物会影响基本亮度、张角和极限值警报
字节
• 监控线缆是否断裂，并向总线发送信息

附件：模拟输入模块REG/四联，产品编号MTN682192。带0-10V
接口的风速感应器，产品编号MTN663591。带0-10V接口和供暖系
统的风速感应器，产品编号MTN663592。湿度感应器，产品编号
MTN663595。亮度感应器，产品编号MTN663593。晨昏光感应器，
产品编号MTN663594。湿度感应器，产品编号MTN663596。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82191

1/25

9.3

备注

4路模拟输入扩展模块
适用于REG-K/4联气象站和REG-K/4联模拟执行器
的扩展模块，可将4个模拟输入端扩展为8个。通过
Subbus总线进行连接。最多可以连接4个可自由组
合的模拟感应器。
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50022上。
数据的分析处理和极限值的处理在模拟输入端或气
象站完成。带4…20mA输入端的断线监控装置。
辅助电压：AC24V(+/-10%)
功率：最大为4VA
模拟输入器：4
电流接口：0…20mA，4…20mA
电压接口：0…1V, 0…10V（DC）
A/D转换：14位
输出端：DC24V，100mA
断线监控：4…20mA
装置宽度：4模数=约72mm
在KNX中，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气象站REG-K，产品编号
MTN682991。模拟输入端REG-K/四联，产品编号MTN682191。
REG电源，AC24V/1A，产品编号MTN663529。
附件：带0-10V接口的风速感应器，产品编号MTN663591。带0-10V
接口和供暖系统的风速感应器，产品编号MTN663592。湿度感应
器，产品编号MTN663595。亮度感应器，产品编号MTN663593。
晨昏光感应器，产品编号MTN663594。湿度感应器，产品编号
MTN663596。
供货范围：带Sub-bus跳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82192

1/25

9.3

31

备注

辅助电压：AC24V(+/-10%)
模拟输入端：4
电流接口：0...20mA，4...20mA
电压接口：0...1V,0...10V
输出端：DC24V，100mA
装置宽度：4模数=约72mm

在KNX中与以下装置组合使用：REG电源，AC24V/1A，产品编号
MTN663529。气象站的ETS工具，产品编号 MTN615048。
附件：模拟输入模块REG/四联，产品编号MTN682192。组合式天
气感应器/DCF77，产品编号MTN663692。带0-10V接口的风速感
应器，产品编号MTN663591。带0-10V接口和供暖系统的风速感应
器，产品编号MTN663592。湿度感应器，产品编号MTN663595。
亮度感应器，产品编号MTN663593。晨昏光感应器，产品编号
MTN663594。湿度感应器，产品编号MTN663596。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82991

1/25

9.3

备注

KNX
用于气象站的ETS工具

KNX 小型气象站

用于ETS的编程软件，用来设置气象站REG-K/四联
参数。

KNX小型气象站记录、分析并传送天气数据至总线。
此设备具有一个风速传感器、降水感应器、温度感应
器与照度感应器。适合安装在户外，可装在墙上或电
杆上。带总线耦合器，通过总线连接端子与总线连
接。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气象站REG-K/四联，产品编号
MTN682991。
价格另议。

电源：AC 230V
电流消耗：最大10mA 带总线电压
功率消耗：10W 带加热
感应器数量：4
亮度：1〜110,000 Lux
探测范围：150°
防护等级：在使用位置上达到 IP 44
温度范围：-20℃〜+55℃
固定方式：安装支架
尺寸：280×260×135 mm
附件：墙壁或电杆固定附件，产品编号：MTN663992

注： 软件可以从互联网或者莫顿公司的信息光盘上获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615048

1/1

9

备注

组合式气象传感器
组合式天气感应器包括一个风速感应器、降水感
应器、晨昏光感应器和3个亮度感应器（东、南、
西）。
带内置DCF77接收器（带可转动45°的天线）和内
置供暖系统。适合安装在户外，可装在墙上或电杆
上。该感应器与REG-K/4联气象站相连。
气象站将对气象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气象站与电源
相连，为设备提供运行时所需电压。

电源：AC 24V（±15%）
电流消耗：最大600mA（包括供暖系统）
感应器：6
风速：1…40m/s（≤0.5m/s）
亮度：0…110千Lux（±10%）
晨昏光：0…250Lux
防护等级：在使用位置上达到 IP 65
温度范围：-40°C…+60°C（不结冰）
固定方式：安装支架
尺寸：130×200mm（φ×H）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白色

MTN663990

1/1

9

新产品

KNX 小型气象站墙壁或电杆固定附件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纯白

MTN663992

1/1

9

新产品

KNX CO2 湿度及温度感应器
该装置是一个用于室内对二氧化碳，温度和湿度（相
对湿度）进行测量的组合传感器。
它可以用来监测会议室，办公室，学校/幼儿园，低能
耗住宅和无空气流通生活区等地区的空气质量。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是环境空气质量的可验证指
标。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越高，空气就越糟糕。

在 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气象站REG-K，产品编号
MTN682991。
注：如果需要自动适应天气的功能，可以使用产品编号为MTN6498..
的百叶窗执行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黑色

MTN663692

1/1

9

KNX软件功能：阈值调节范围：500–2550 ppm。
“物理值”的对象：0-9999 ppm。有3个独立的测量
值和阈值对应二氧化碳和相对湿度和温度值的阈值。
如果低于阈值或者如果超过阀值时，设备将会发送优
先级，开关指令，或者数值到系统中。每个阈值都有
锁定功能。
电源供应：总线电压
总线电流消耗：最大10mA
环境温度：5℃…45℃
测量范围：二氧化碳300–9999 ppm
测量范围：温度 0℃...40℃
测量范围：湿度，线性20%...100%
防护等级：IP 20符合DIN EN 60529
尺寸：74x74x31mm

备注

款式
白色

产品编号
MTN6005-0001

包装单位
1/10

PG

备注

9.3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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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风速传感器（0~10V）

雨水探测器（0-10V）

风速感应器处理风速信号并将其转换为一个0-10V的
模拟输出电压。
适合户外安装，用于连接在REG-K/4联气象站或
REG-K/4联模拟输入模块上。这两个设备将为感应
器提供其运行时所需电压。

湿度感应器为户外安装设计，用于测量和分析降水
信息。透过一个感应器分析降水的导电率。由一台
微处理机控制供暖系统，可发出一个0V或10V的输
出信号。借助一个内置供暖系统可以几乎立即感应
到降水结束。需为该供暖系统额外提供24VAC或DC
电压。
适合户外安装，用于连接在REG-K/4联气象站或
REG-K/4联模拟输入模块上。这两个设备将为感应
器提供其运行时所需电压。

测量范围：0.7…40m/s,线性
输出：0…10V
外部供电：
电压：24VDC（18-32VDC）
电流消耗：约12mA
一般说明：
防护等级：IP65
负载：最大60m/s（瞬间）
电线：3m，LIYY6×0.25mm2
固定方式：安装支架
安装位置：纵向
在 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 气象站REG-K，产品编号
MTN682991。 模拟输入端REG-K/四联，产品编号MTN682191。模
拟输入模块REG/四联，产品编号 MTN682192。
供货范围：安装支架。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黑色

663591

1/2

9

备注

输出：干燥时为0 V，降雨时为10 V
外部供电：
电压：24 V DC（15-30 V DC）
电流消耗：约为10 mA （不含供暖系统）
供暖系统：24 V DC/AC,最大为4.5W
一般说明：
防护等级：IP 65
电线：3m，LIYY 5×0.25mm2
固定方式：安装支架
安装位置：大约45°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气象站REG-K，产品编号
MTN682991。
模拟输入端REG-K/四联，产品编号 MTN682191。模拟输入模块
REG/四联，产品编号 MTN682192。
附件：REG 电源，AC 24 V/1 A，产品编号 MTN663529。
供货范围：将感应器安装在墙面上或电杆上所需的支架。

风速传感器带加热（0~10V）

款式

风速感应器处理风速信号并将其转换为一个
0-10V的模拟输出电压。为保证该感应器在霜
冻天气仍能无故障运行，可用一个外接电源
（AC24V500mA）驱动其内置供暖系统。适合户
外安排，用于连接在REG-K/4联气象站或REG-K/4
联模拟输入模块上。这两个设备将为感应器提供其
运行时所需电压。

附件：REG电源，AC24 V/1A，产品编号MTN663529。

包装单位

PG

663595

1/5

9

备注

光亮度传感器（0~10V）
亮度感应器用于采集和分析处理亮度。它通过一个
光电二极管测量亮度，并将其转换为0-10V线性模拟
输出信号。
适合户外安装，用于连接在REG-K/4联气象站或
REG-K/4联模拟输入模块上。这两个设备将为感应
器提供其运行时所需电压。

测量范围：0.7…40m/s，线性
输出：0…10V
外部供电：
电压：24VDC（18-32V DC）
电流消耗：约12mA
供暖系统：24V DC/AC PTC 元件（80°C）
一般说明：
防护等级：IP 65
负载：最大60m/s（瞬间）
电线：3m，LIYY 6×0.25mm2
固定方式：安装支架
安装位置：纵向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气象站REG-K，产品编号
MTN682991。模拟输入端REG-K/四联，产品编号MTN682191。模拟
输入模块REG/四联，产品编号MTN682192。

产品编号

测量范围：0至60000 Lux，线性
输出：0…10 V，耐短路
外部供电：
电压：24 V DC（15-30 V DC）
电流消耗：约5mA
一般说明：
电线：用PG7螺丝固紧
建议采用线缆：3×0.25 mm2
防护等级：IP65
尺寸：58×35×64（宽×高×深）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气象站REG-K，产品编号
MTN682991。
模拟输入端 REG-K/四联，产品编号 MTN682191。模拟输入模块
REG/
四联，产品编号 MTN682192。

供货范围：安装支架。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663592

1/2

9

33

备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663593

1/80

9

备注

KNX
微光传感器（0V~10V）

8通道年定时器
8通道KNX年定时器采用天文日志程序。定时器可
以连接DCF或者GPS天线。为了通过DCF或GPS
使时间同步控制，该模块必须配备相应的天线。时
间和日期可以在总线上广播发送。
定时器可手动在设备上编程设置或者也可以通过
PC电脑使用软件设置。通过电脑编程后，所有的
定时时间都可以导出到一个记忆卡，通过记忆卡，
可以将程序复制到一个或多个定时器模块中。

晨昏光感应器用于采集和分析处理亮度。它通过一
个光电二极管测量亮度，并将其转换为0-10V线性模
拟输出信号。
适合户外安装，用于连接在REG-K/4联气象站或
REG-K/4联模拟出入模块上。这两个设备将为感应
器提供其运行时所需电压。
测量范围：0至255Lux，线性
输出：0…10V，耐短路
外部供电：
电压：24V DC（15-30V DC）
电流消耗：约5mA
一般说明：
电线：用PG7螺丝固紧
建议采用的线缆：3×0.25 mm2
防护等级：IP65
尺寸：58×35×64（宽×高×深）

年度时钟功能：
• 8通道
• 800个定时开关时间
• 8年储备供电（锂电池）
• 面向用户的文本显示界面
• 照明显示（可关闭）
• 天文控制功能（全年日出和日落时间自动计算）
• 通过连接一个外部的DCF或GPS天线进行时间同
步；在GPS的情况下，对附加天文定位功能
• 时间与日期可以与其他总线设备的数据同步
• 自动转换夏季和冬季时间
• 可关闭定时器
• 节假日程序
• 2个随机程序
• 集成运行时间计数器
• 开/关定时时间
• 脉冲程序
• 循环程序
• 开关预选
• 持续开关
• PIN码
• 记忆卡接口（PC编程使用）
• 螺丝连接端子
集成总线耦合器。在标准35mm的DIN导轨EN
60715上安装。总线采用总线连接端子连接；无需
数据轨道数据条。

在KNX,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 : 气象站REG-K，产品编号
MTN682991。
模拟输入端REG-K/四联，产品编号MTN682191。模拟输入模块
REG/四联，产品编号MTN682192。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663594

1/80

9

备注

温度传感器（0V~10V）
温度感应器测量温度，并将其转换为一个0-10V模拟
输入信号。
适合户外安装，用于连接在REG-K/4联气象站或
REG-K/4联模拟输入模块上。这两个设备将为感应
器提供其运行时所需电压。

工作电压：总线 DC 24 V
电源：AC 110-240V
最短切换时间：1秒
精度：≤±0.5s/day
动力储备：8年
防护等级：IP 20
装置宽度：3模数=约54mm

测量范围：-30°C至+70°C，线性
输出：0…10V，耐短路
外部供电：
电压：24 V DC（15-30 V DC）
电流消耗：约3mA
一般说明：
电线：用PG7螺丝固紧
建议采用线缆：3×0.25 mm2
防护等级：IP65
尺寸：58×35×64（宽×高×深）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 气象站REG-K, 产品编号
MTN682991。
模拟输入端REG-K/四联，产品编号MTN682191。模拟输入模块
REG/四联，产品编号MTN682192。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663596

1/80

9

备注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DCF77天线MTN6606-0070，GPS天
线MTN6606-0071
附件： CCT15860年定时器编程工具，CCT15861记忆卡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606-0008

1/10

9 .3

新产品

34

KNX
GPS 天线

开关控制模块

利用GPS天线接收无线电时间信号。将天线连接到
年定时器模块。
通过GPS卫星信号接收世界时间同步和定位。该天
线采用2芯电缆连接（最大100米）。

• 设备的防护类型为IP 20，只能用于室内。其它防护类型的设
备带有不同的标签。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8通道年定时器 MTN6606-0008。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606-0071

1/10

9 .3

新产品

1路16A开关控制模块（齐平装）
通过通断触点对一台用电设备进行开关操作。带内
置总线耦合器与螺丝接线端。该装置通过一个总
线连接端子与总线相连。该执行器可以安装在一
个47mm深的带钩顶盒或者一个齐平安装的开关盒
内。

DCF77 天线
通过无线信号接收时间。将天线连接到年定时器模
块。
为了得到最好的接收效果，不应安装在地下室或配
电箱内。该天线采用2芯电缆连接（最大100米），
最多可以连接5个年定时器模块。可以在天线上显示
极性错误，电缆短路和断路等状态显示。
防护等级：IP 54

KNX 软件功能:
可以用作常开或常闭触点操作，每个通道都有延迟
功能，楼梯灯定时功能（带/不带手动关闭）和反馈
功能。用于楼梯照明功能的开口标志，封闭和附加
逻辑操作或优先级控制，场景，每个通道都有状态
反馈功能，中央功能，可以全面设置参数以处理总
线电压故障并进行恢复操作，可以设置下载操作的
参数。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8通道年定时器 MTN6606-0008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606-0070

1/10

9 .3

新产品

额定电压：AC 230V，50-60Hz
额定电流：16A，阻性负载
10A，cosφ=0.6
额定功率
白炽灯：AC 230 V，最大2700W
卤素灯：AC 230 V，最大1700W
荧光灯：AC 230 V，最大1000 VA，并联补偿

年定时器记忆卡
该记忆卡用于保存和复制程序年定时器的程序。由
软件创建的程序加载到记忆卡，可以导入至一个或
多个年定时器。

电容负载：AC230 V，最大105μF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8通道年定时器 MTN6606-0008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白色

CCT15861

1/10

9 .3

新产品

年定时器编程工具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8通道年定时器
MTN6606-0008
附件：CCT15861记忆卡
供货范围：适配器，记忆卡，软件CD光盘，2M
USB数据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白色

CCT15860

1/10

9 .3

新产品

35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29993

1/100

9

备注

KNX
2路10A开关控制模块

4路10A开关控制模块

通过常开触点，最多可以通过常开触点独立开关2个
负载。能够自由设置开关通道的功能。可以通过按
键操作来人工操作所有开关插座。带有内置总线连
接器。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通过总线端子连接总线。无需数据导轨数据条。通
过指示灯显示通道状态。一个绿色LED指示灯显示
操作就绪信息。

通过常开触点，最多可以通过常开触点独立开关4个
负载。能够自由设置开关通道的功能。可以通过按
键操作来人工操作所有开关插座。带有内置总线连
接器。用于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50022上。
通过总线端子连接总线。不需要数据导轨数据条。
通过指示灯显示通道状态。装入应用程序后，绿色
的LED指示灯将发亮，表明设备已进入运行准备就
绪状态。

KNX 软件功能：
可以作为常闭/常开触点操作。可以设置下载操作的
参数。每个通道都有延迟功能。带/不带人工关闭
功能的楼梯照明功能。用于楼梯照明功能的开口标
志、场景、中央功能、连锁功能、逻辑操作或优先
级控制。每个通道都有状态反馈功能。

KNX 软件功能：
可以作为常闭/常开触点操作。可以设置下载操作的
参数。每个通道都有延迟功能。带/不带人工关闭
功能的楼梯照明功能。用于楼梯照明功能的开口标
志、场景、中央功能、连锁功能、逻辑操作或优先
级控制。每个通道都有状态反馈功能。

电源：
额定电压：AC230 V，50-60Hz
每个开关输出：
额定电流：10 A，cosφ= 1；10 A，cosφ = 0.6
额定功率：AC230V，最大2000VA
白炽灯：AC230V，最大1700VA
卤素灯：AC230V，最大1800W
AC230V，最大1000W，带有并联补偿
电源负载：AC230 V，最大 105 μF
装置宽度：2.5模数=约45mm

电源：
额定电压：AC 230 V，50-60Hz
每个开关输出：
额定电流：10A，cosφ=1:10A，cosφ=0.6
额定功率：AC 230 V，最大2300VA
白炽灯：AC 230 V，最大2000W
卤素灯：AC 230 V，最大1700W
荧光灯：AC 230 V，最大 1800W，无补偿
AC 230V，最大1000W，带有并联补偿
电容负载：AC 230V，最大105μF
装置宽度：4模数=约72mm

说明：属于ARGUS Control系列产品，用来控制声光报警装置（产品
编号MTN665192）。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9202

1/10

9.3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9204

1/10

9.3

备注

备注

4路16A开关控制模块
通过常开触点，可对4路负载进行相互独立的开关操
作。带内置总线耦合器2与螺纹端口。安装在DIN配
电柜轨道 EN 50022上。可以用一个手动开关对230
V开关输出端进行手动操作。

2路16A开关控制模块
通过常开触点独立开关两个负载。带有内置总线连
接器和螺接端子。安装在EN 50022 DIN导轨上。可
以使用一个人工开关操作230V开关输出。
使用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接总线，不需要数据导轨
数据条。在载入应用程序后使用一个绿色LED指示
灯表示设备处于操作就绪状态。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
导轨数据条。在载入应用程序后使用一个绿色LED
指示灯表示设备处于操作就绪状态。

KNX软件的功能：
可以用作常闭或常开触点操作，每个通道都有延迟
功能，带/不带人工关闭功能的楼梯照明功能，用于
楼梯照明功能的开口标志，封闭和附加逻辑操作或
优先级控制，场景，每个通道都有状态反馈功能、
中央功能，可以全面设置参数以处理总线电压故障
并进行恢复操作，可以设置下载操作的参数。

KNX 软件功能：
可以作为常闭触点或者常开触点使用，每个通道都
有延迟功能以及反馈功能可编程设置。
用于楼梯照明功能的开口标志，封闭和附加逻辑操
作或优先级控制，场景，每个通道都有状态反馈功
能，中央功能，可以全面设置参数以处理总线电压
故障并进行恢复操作，可以设置下载操作的参数。

额定电压：AC 230V，50-60Hz
每个开关触点：
额定电流：16A，cosφ=0.6
白炽灯：AC 230V，最大3600W
卤素灯：AC 230V，最大2500W
荧光灯：AC 230V，最大2500VA
容性负载：AC 230V，16A，最大200μF
装置宽度：2.5模数 = 大约45mm

额定电压：AC 230 V，50-60 Hz
每个开关触点：
额定电流：16A，cosφ= 0.6
白炽灯：AC 230 V，最大3600W
卤素灯：AC 230 V，最大2500W
荧光灯：AC 230 V，最大2500VA
电容负载：AC 230 V，16 A，最大200μF
装置宽度：4 模数=约72mm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7393

1/30

9.3

备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7593

1/10

9.3

备注

36

KNX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8路10A开关控制模块
最多可以通过常开触点独立开关8个负载。能够自
由设置开关通道的功能。可以通过按键操作来人工
操作所有开关插座。带有内置总线连接器。安装在
DIN配电柜轨道EN50022上。使用总线端子连接总
线，不需要数据导轨数据条。通过指示灯显示通道
状态。一个绿色LED指示灯用来显示装置的操作准
备就绪状态。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7893

1/6

9.3

12路10A开关控制模块
通过常开触点对12路负载进行相互独立的开关操
作。能够自由设置开关通道的功能。可以通过按键
操作来人工操作所有开关插座。用于安装在DIN配
电柜轨道EN 50022上。
通过总线端子连接总线，无需数据导轨数据条。通
过指示灯显示通道的状态，绿色的LED指示灯将发
亮，表明设备已进入运行准备就绪状态。

KNX 软件功能：
可以作为常闭/常开触点操作。可以设置下载操作的
参数。每个通道都有延迟功能。带/不带人工关闭
功能的楼梯照明功能。用于楼梯照明功能的开口标
志。场景。中央功能。连锁功能。逻辑操作或优先
级控制。每个通道都有状态反馈功能。

KNX 软件功能：
可以作为常闭/常开触点操作。可以设置下载操作的
参数。每条信道均有延时功能，带/不带手动关闭的
楼梯灯定时功能，楼梯灯定时功能的关闭预警、联
锁、附加逻辑连接或强制执行，场景，每个通道都
有状态反馈功能，中央功能，针对总线电源中断和
恢复的广泛参数设置功能。

电源：
额定电压：AC 230 V，50-60 Hz
每个开关输出：
额定电流: 10 A, cosφ= 1; 10 A, cosφ= 0.6
白炽灯：AC 230 V，最大2000 W
卤素灯：AC 230 V，最大1700 W
荧光灯：AC 230 V，最大1800 W，AC 230 V，最
大1000 W 带有并联补偿

电源：
额定电压：AC 230 V，50-60 Hz
外部辅助电压：AC 110-240 V，50-60 Hz
最大 2VA

电容负载：AC 230 V，最大105μF
装置宽度：4 模数 = 约 72 mm

每个开关输出：
额定电流： 10 A，cosφ= 1；10 A，cosφ= 0.6
白炽灯：AC 230 V，最大2000 W
卤素灯：AC 230 V，最大1700 W
荧光灯：AC 230 V，最大1800 W，无补偿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9208

1/10

9.3

备注

AC 230 V，最大1000，带有并联补偿
电容负载：AC 230 V，最大 105μF
装置宽度：6 模数 = 约 108 mm

8路16A开关控制模块
通过常开触点，可对8路负载进行相互独立的开关操
作。所有230V开关输出都可以通过人工开关操作。
带有内置总线连接器。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带有内置总线连接器。设备通过螺接端子连接到电
网。每秒钟内部桥接L通道。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
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导轨数据条。装入应用
程序后，绿色的LED指示灯将发亮，表明设备已进
入运行准备就绪状态。
KNX 软件功能：
可以用作常开或常闭触点操作，每个通道都有延迟
功能，用于楼梯照明功能的开口标志，封闭和附加
逻辑操作或优先级控制，场景，每个通道都有状态
反馈功能，中央功能，可以全面设置参数以处理总
线电压故障并进行恢复操作，可以设置下载操作的
参数。
额定电压： AC 230 V，50-60 Hz
每个开关触点：
额定电流：16 A，cosφ=0.6
白炽灯：AC 230 V，最大3600 W
卤素灯：AC 230 V，最大2500 W
荧光灯：AC 230 V，最大2500VA
电容负载：AC 230 V，16 A，最大200μF
装置宽度：8 模数 = 约 14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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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9212

1/10

9.3

备注

KNX
12路16A开关控制模块
通过常开触点对12路负载进行相互独立的开关操
作。可以使用手动开关来对所有的230V开关输出端
进行控制。带内置总线耦合器。
通过螺纹端口进行网络连接，每两个L接口之间内
部相互跨接。用于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50022
上。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
数据导轨数据条。装入应用程序后，绿色的LED指
示灯将发亮，表明设备已进入运行准备就绪状态。

负载电流检测：
检测范围：0.1 A to 16 A （正弦波有效值或直流）
传感器精度：+/- 8% 电流值（正弦）和 +/- 100 mA
频率：50/60 Hz
单位：100 mA
宽度：2.5 模数 = 大约 45 mm
包装：带总线端子和电缆保护盖
款式

型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7395

1/10

9.3

KNX 软件功能：
作为常闭触点或者常开触点使用，每条信道均有延
时功能，带/不带手动关闭的楼梯灯定时功能，楼
梯灯定时功能的关闭预警，联锁、附加逻辑连接或
强制执行，场景，每条信道均有反馈功能，中央功
能，针对总线电源中断和恢复的广泛参数设置功
能，可以对下载的状态进行参数设置。
额定电压：AC 230 V，50-60Hz

4路16A开关控制模块带电流检测
带手动开关
可分别对4路负载进行开关控制，模块中带有内置电
流检测功能，可分别检测每个回路的电流。
带手动开关，带内置总线耦合器
DIN导轨安装，通过总线接线端子与总线连接，不
需要数据导轨条。
通过一个绿色LED灯指示模块处于运行状态。负载
采用螺丝端子接线。
功能可通过软件进行设定：
触点可设置为常闭或常开
楼梯功能，带手动或不带手动功能关闭功能，延时
功能，场景功能，逻辑功能，锁定或优先级功能状
态反馈，中央控制总线断电时的触点状态设定，程
序下载后的触点状态设定，负载电流检测功能，负
载电流超出或低于门限值后报警能耗计算，开灯计
时、计次，门限闪烁功能。
额定电压：AC 230 V，50 - 60 Hz
每个触点：
额定电流：16 A，cosφ= 0.6
白炽灯：AC 230 V，max. 3600 W
卤素灯：AC 230 V，max. 2500 W
日光灯：AC 230 V，max. 2500 VA
带并联补偿
容性负载：AC 230 V，16 A，max. 200 μF
马达负载：AC 230 V，max. 1000 W
负载电流检测：
检测范围：0.1 A to 16 A (正弦波有效值或直流)
传感器精度：+/- 8% 电流值（正弦）和 +/- 100 mA
频率：50/60 Hz
单位：100 mA
宽度：4 模数 = 大约 72 mm
包装：带总线端子和电缆保护盖

每个开关触点：
额定电流：16A，cosφ=0.6
白炽灯：AC 230 V，最大3600W
卤素灯：AC 230 V，最大2500W
荧光灯：AC 230 V，最大2500VA
电容负载：AC 230 V，16A，最大200μF
装置宽度：12模数=约216mm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8493

1/6

9.3

备注

2路16A开关控制模块带电流检测
带手动开关
可分别对2路负载进行开关控制，模块中带有内置电
流检测功能，
可分别检测每个回路的电流。
带手动开关，带内置总线耦合器
DIN导轨安装，通过总线接线端子与总线连接，不
需要数据导轨条。
通过一个绿色LED灯指示模块处于运行状态。负载
采用螺丝端子接线。
通过软件设定可实现以下功能：
触点可设置为常闭或常开
楼梯功能，带手动或不带手动关闭功能，延时功
能，场景功能，逻辑功能，锁定或优先级功能状态
反馈，中央控制总线断电时的触点状态设定，程序
下载后的触点状态设定，负载电流检测功能，负载
电流超出或低于门限值后报警能耗计算，开灯计
时、计次，门限闪烁功能。
额定电压：AC 230 V，50 - 60 Hz
每个触点：
额定电流：16 A，cosφ= 0.6
白炽灯：AC 230 V，max. 3600 W
卤素灯：AC 230 V，max. 2500 W
日光灯：AC 230 V，max. 2500 VA
带并联补偿
容性负载：AC 230 V，16 A，max. 200μF
马达负载: AC 230 V，max. 1000 W

备注

款式

型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7595

1/10

9.3

备注

8路16A开关控制模块带电流检测
带手动开关
可分别对8路负载进行开关控制，模块中带有内置电
流检测功能，
可分别检测每个回路的电流。
带手动开关，带内置总线耦合器
DIN导轨安装，通过总线接线端子与总线连接，不
需要数据导轨条。
通过一个绿色LED灯指示模块处于运行状态。负载
采用螺丝端子接线。
功能可通过软件进行设定：
触点可设置为常闭或常开
楼梯功能，带手动或不带手动功能关闭功能，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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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功能，场景功能，逻辑功能，锁定或优先级功能状
态反馈，中央控制总线断电时的触点状态设定，程
序下载后的触点状态设定，负载电流检测功能，负
载电流超出或低于门限值后报警能耗计算，开灯计
时、计次，门限闪烁功能。
额定电压：AC 230 V，50 - 60 Hz
每个触点：
额定电流：16 A，cosφ= 0.6
白炽灯：AC 230 V，max. 3600 W
卤素灯：AC 230 V，max. 2500 W
日光灯：AC 230 V，max. 2500 VA
带并联补偿
容性负载：AC 230 V，16 A, max. 200μF
马达负载：AC 230 V，max. 1000 W
负载电流检测：
检测范围：0.1 A to 16 A (正弦波有效值或直流)
传感器精度：+/- 8% 电流值（正弦）和 +/- 100 mA
频率：50/60 Hz
单位：100 mA
宽度：8 模数 = 大约 144 mm
包装：带总线端子和电缆保护盖
款式

型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7895

1/6

9.3

百叶窗/开关控制模块

• 设备的防护类型为IP 20，只能用于室内。其它防护类型的设
备带有不同的标签。

8路百叶窗或16路10A开关控制模块
可以通过常开触点独立控制最多8个百叶窗/卷帘驱
动器或者开关最多16个负载。能够自由设置百叶窗
或开关通道的功能。可以通过按键操作来人工操作
所有百叶窗/开关输出。带有内置总线连接器。安装
在EN50022 DIN导轨上。
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接总线，不需要数据导轨
数据条。通过指示灯显示通道状态。一个绿色LED
指示灯显示操作就绪信息。
KNX 软件功能：
百叶窗的功能：百叶窗类型、运行时间、闲置时
间、步长、天气报警、8位高度和板条定位、场景、
状态和反馈功能。

备注

开关执行器的功能：
可以作为常闭/常开触点操作。可以设置下载操作的
参数。每个通道都有延迟功能。带/不带人工关闭
功能的楼梯照明功能。用于楼梯照明功能的开口标
志、场景、中央功能、连锁功能、逻辑操作或优先
级控制。每个通道都有状态反馈功能。

12路16A开关控制模块带电流检测
带手动开关
可分别对12路负载进行开关控制，模块中带有内置
电流检测功能，可分别检测每个回路的电流。
带手动开关，带内置总线耦合器
DIN导轨安装，通过总线接线端子与总线连接，不
需要数据导轨条。
通过一个绿色LED灯指示模块处于运行状态。负载
采用螺丝端子接线。
功能可通过软件进行设定：
触点可设置为常闭或常开
楼梯功能，带手动或不带手动功能关闭功能，延时
功能、场景功能、逻辑功能、锁定或优先级功能状
态反馈，中央控制总线断电时的触点状态设定，程
序下载后的触点状态设定，负载电流检测功能，负
载电流超出或低于门限值后报警能耗计算，开灯计
时、计次，门限闪烁功能。
额定电压：AC 230 V，50 - 60 Hz
每个触点：
额定电流：16 A，cosφ= 0.6
白炽灯：AC 230 V，max. 3600 W
卤素灯：AC 230 V，max. 2500 W
日光灯: AC 230 V，max. 2500 VA
带并联补偿
容性负载：AC 230 V，16 A，max. 200μF
马达负载：AC 230 V，max. 1000 W
负载电流检测：
检测范围：0.1 A to 16 A (正弦波有效值或直流)
传感器精度：+/- 8% 电流值（正弦）和 +/- 100 mA
频率：50/60 Hz
单位：100 mA
宽度：12 模数 = 大约 216 mm
包装：带总线端子和电缆保护盖
款式

型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8495

1/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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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电源：
额定电压：AC 230V，50-60Hz
外部辅助电压：AC110-240V，50-60Hz，最大2VA
每个百叶窗输出：
额定电流：10A，cosφ = 0.6
电机负载：AC 230V，最大1000W
每个开关输出：
额定电流：10A，cosφ= 1；10A，cosφ= 0.6
白炽灯：AC 230V，最大2000W
卤素灯：AC 230V，最大1700W
荧光灯：
AC 230V，最大1800W，无补偿
AC 230V，最大1000W，带有并联补偿
容性负载：AC 230V，最大105μF
装置宽度：8模数 = 大约144mm
注：百叶窗执行器/开关执行器不能与产品编号为MTN663692的天气
组合型传感器/DCF77的自动适应天气功能一起使用。如果您需要这些
功能，请使用产品编号为MTN6498..的百叶窗执行器。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9908

1/6

9.3

备注

KNX
12路百叶窗或24路10A开关控制模块
可以通过常开触点独立控制最多12个百叶窗/卷帘驱
动器或者开关最多24个负载。能够自由设置百叶窗
或开关通道的功能。可以通过按键操作来人工操作
所有百叶窗/开关输出。带有内置总线连接器。安装
在EN 50022 DIN导轨上。
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接总线，不需要数据导轨
数据条。通过指示灯显示通道状态。一个绿色LED
指示灯显示操作就绪信息。

百叶窗控制模块
• 设备的防护类型为IP 20，只能用于室内。其它防护类型的设备带
有不同的标签。

2路230V百叶窗控制模块
用于对2台百叶帘/卷帘驱动装置进行相互独立的控制。
百叶帘信道的功能可任意配置。所有百叶帘输出端均
可用按键进行手动操作。带内置总线耦合器。安装在
DIN配电柜轨道EN50022上。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导
轨数据条。通过LED指示灯显示信道的状态。一个绿
色LED指示灯用来显示装置的操作准备就绪状态。

KNX软件的功能：
百叶窗的功能：百叶窗类型、运行时间、闲置时
间、步长、天气报警、8位高度和板条定位、场景、
状态和反馈功能。
开关执行器的功能：
可以作为常闭/常开触点操作、可以设置下载操作的
参数、每个通道都有延迟功能、带/不带人工关闭
功能的楼梯照明功能、用于楼梯照明功能的开口标
志、场景、中央功能、连锁功能、逻辑操作或优先
级控制、每个通道都有状态反馈功能。

KNX软件功能：
百叶帘功能：百叶帘种类、运行时间、暂停时间、
逐步移动时间、多种联锁功能和气象警报。用于调
节高度和叶片的8位定位功能、场景、手动/自动功
能。多种状态显示和反馈功能。

电源：
额定电压：AC 230V，50-60Hz
外部辅助电压：AC110-240V，50-60Hz，最大2VA
每个百叶窗输出：
额定电流：10A，cosφ= 0.6
电机负载：AC 230V，最大1000W
每个开关输出：

每个百叶帘输出端：
额定电压：AC 230 V，50-60 Hz
额定电流: 10 A，cosφ= 0.6
电机负载：AC 230 V，最大1000 W
装置宽度：4 模数 = 约 72 mm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额定电流：10A，cosφ= 1；10A，cosφ=0.6
白炽灯：AC 230V，最大2000W
卤素灯：AC 230V，最大1700W
荧光灯：
AC 230V，最大1800W，无补偿
AC 230V，最大1000W，带有并联补偿
容性负载：AC 230V，最大105μF
装置宽度：8模数 = 大约 216mm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9802

1/10

9.3

4路24VDC百叶窗控制模块
可以通过常开触点独立控制最多4个百叶窗/卷帘驱
动器。能够自由设置百叶窗道的功能。可以通过按
键操作来人工操作所有百叶窗输出。带有内置总线
连接器。安装在EN 50022 DIN导轨上。
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接总线，不需要数据导轨
数据条。通过指示灯显示通道状态。一个绿色LED
指示灯显示操作就绪信息。

注：百叶窗执行器/开关执行器不能与产品编号为MTN663692的天气
组合型传感器/DCF77的自动适应天气功能一起使用。如果您需要这些
功能，请使用产品编号为MTN6498..的百叶窗执行器。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9912

1/6

9.3

备注

KNX软件的功能：
百叶窗的功能：百叶窗类型、运行时间、闲置时
间。步长、分开的连锁功能和天气报警功能、8位高
度和板条定位、场景、人工/自动模式、分开的状态
和状态反馈功能。
每个百叶窗输出：
额定电压：DC 24V±10%
额定电流：6A
负载类型：24V直流驱动器
装置宽度：4模数 = 大约72mm

备注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8704

1/10

9.3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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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230V卷帘控制模块

8路230V百叶窗控制模块

可以独立控制4个卷帘驱动器。可以自由设置卷帘通
道的功能。可以通过按键操作对所有卷帘输出进行
人工操作。带有内置总线连接器。安装在EN 50022
DIN导轨上。
通过总线端子连接总线，不需要数据导轨数据条。
通过指示灯显示通道状态。一个绿色LED指示灯表
示设备处于操作就绪状态。

用于对8台百叶帘/卷帘驱动装置进行相互独立的控
制。百叶帘信道的功能可任意配置。所有百叶帘输
出端均可用按键进行手动操作。带内置总线耦合
器。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
导轨数据条。通过LED指示灯显示信道的状态。一
个绿色LED指示灯用来显示装置的操作准备就绪状
态。

KNX软件的功能：
百叶窗的功能：百叶窗类型、运行时间、闲置时
间、分开的连锁功能和天气报警功能。8位高度和板
条定位、场景、人工/自动功能、分开的状态和状态
反馈功能。
每个卷帘输出：
额定电压：AC 230V，50-60Hz
额定电流：10A，cosφ= 0.6
电机负载：AC 230V，最大1000W
装置宽度：4模数 = 大约72mm

KNX软件功能：
百叶帘功能：百叶帘种类、运行时间、暂停时间、
逐步移动时间、多种联锁功能和气象警报。
用于调节高度和叶片的8位定位功能、场景、手动/
自动功能。多种状态显示和反馈功能。
每个百叶帘输出端：
额定电压：AC 230 V，50-60 Hz
额定电流：10 A，cosφ=0.6
电机负载：AC 230 V，最大 1000W
外部辅助电压：AC110-240V，50-60Hz，最大2VA
装置宽度：8 模数=约 144mm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9704

1/10

9.3

备注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4路230V百叶窗控制模块
用于对4台百叶帘/卷帘驱动装置进行相互独立的控
制。百叶帘信道的功能可任意配置。所有百叶帘输
出端均可用按键进行手动操作。带内置总线耦合
器。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
导轨数据条。通过LED指示灯显示信道的状态。一
个绿色LED指示灯用来显示装置的操作准备就绪状
态。
KNX 软件功能：
百叶帘功能：百叶帘种类、运行时间、暂停时间、
逐步移动时间、多种联锁功能和气象警报。
用于调节高度和叶片的8位定位功能、场景、手动/
自动功能。多种状态显示和反馈功能。
每个百叶帘输出端：
额定电压：AC 230 V，50-60Hz
额定电流：10A，cosφ=0.6
电机负载：AC 230 V，最大1000W
装置宽度：4 模数=约72mm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9804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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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9808

1/6

9.3

备注

KNX
单路1000W通用调光模块

调光执行器/控制单元

AC 230 V，50-60 Hz

• 设备的防护类型为IP 20，只能用于室内。其它防护类型的设
备带有不同的标签。

借助可调光的绕线式或电子式变压器来对白炽灯、
高压卤素灯和低压卤素灯进行开关和调光操作。
（后沿相位切割和前沿相位切割）
带内置的总线耦合器、螺纹端口、短路、空转和过
热保护元件，以及对电灯起到保护作用的软启动。
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该调光执行器能够自动识别连接的负载。它也能连
接阻性负载与感性负载的组合。不能连接感性负载
与容性负载的组合。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
导轨。

单路500W通用调光模块
AC 230 V，50-60 Hz
借助可调光的绕线式或电子式变压器来对白炽灯、
高压卤素灯和低压卤素灯进行开关和调光操作。
（后沿相位切割和前沿相位切割）
带内置的总线耦合器、螺纹端口、短路、空转和过
热保护元件，以及对电灯起到保护作用的软启动。
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该调光执行器能够自动识别连接的负载。它也能连
接阻性负载与感性负载的组合，或者连接阻性负载
与容性负载的组合。不能连接感性负载与容性负载
的组合。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
导轨数据条。

KNX 软件功能：
通过EIB、辅控装置以及在设备上进行调光操作，多
种调光曲线和调光速度，相同的调光时间，记忆功
能，接通/关闭延时，楼梯灯定时功能（带/不带手动
关闭），场景（调用内部储存的多达8个亮度值），
中央功能，逻辑连接或强制执行，联锁功能，状态
反馈，总线电源恢复时的反应。
额定电压： AC 220 - 230 V, 50/60Hz
额定功率/信道：最大 1000 W/VA
最低负载（阻性） 20W
最低负载（阻性-感性-容性）50W
输入端（辅控操作）：AC 230 V，50/60 Hz（与调
光信道处于同一相位）
装置宽度：4模数=约 72mm

KNX 软件功能：
通过EIB、辅空装置以及在设备上进行调光操作，多
种调光曲线和调光速度，相同的调光时间，记忆功
能，接通/关闭延时，楼梯灯定时功能（带/不带手动
关闭），场景（调用内部储存的多达8个亮度值），
中央功能，逻辑连接或强制执行，联锁功能，状态
反馈，总线电源恢复时的反应。
额定电压：AC 220 - 230 V，50/60Hz
额定功率/信道：最大500 W/VA
最低负载（阻性）20W
最低负载（阻性-感性-容性）50VA
输入端（辅控操作）：AC 230 V，50/60 Hz （与调
光信道处于同一相位）
装置宽度：4 模数 = 约 72 mm

辅控操作：带有机械式控制面板（接通式），带有辅控底座（产品
编号为MTN573999）、遥控辅控底座（产品编号为MTN573998）。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9310

1/6

9.3

备注

辅控操作：带有机械式控制面板（接通式），带有辅控底座（产品编
号为MTN573999）、遥控辅控底座（产品编号为MTN573998）。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9350

1/10

9.3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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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2路300W LED通用调光开关模块
230/250 W
AC 230 V，50-60 Hz
支持LED/CFL/ESL调光
借助可调光的绕线式或电子式变压器来对白炽灯、
高压卤素灯和低压卤素灯进行开关和调光操作。(后
沿相位切割和前沿相位切割)
带内置的总线耦合器、螺纹端口、短路、空转和过
热保护元件，以及对电灯起到保护作用的软启动。
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该调光执行器能够自动识别连接的负载。它也能连
接阻性负载与感性负载的组合，或者连接阻性负载
与容性负载的组合。不能连接感性负载与容性负载
的组合。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
导轨。
KNX 软件功能：
通过KNX、辅控装置以及在设备上进行调光操作，
多种调光曲线和调光速度，相同的调光时间、记忆
功能，接通/关闭延时，楼梯灯定时功能（带/不带
手动关闭），场景（调用内部储存的多达8个亮度
值），中央功能，逻辑连接或强制执行，联锁功
能，状态反馈，总线电源恢复时的反应。支持LED/
CFL/ESL等低负载
光源调光控制，可设定LED等低负载光源调光启动
亮度为50%。
额定电压：AC 220 - 230 V，50/60 Hz
调光通道数：4（可以不同相位）
额定功率/信道：最大 4*250 W/VA
3路：1*420W/VA 及 2*250W/VA
2路：2*420W/VA
最低负载（阻性）4W
最低负载（阻性-感性-容性）25VA
装置宽度：8 模数 = 约 144 mm

KNX 软件功能：
通过EIB、辅控装置以及在设备上进行调光操作，多种调光曲线和调光速
度，相同的调光时间、记忆功能，接通/关闭延时，楼梯灯定时功能（带/不
带手动关闭），场景（调用内部储存的多达8个亮度值），中央功能，逻辑
连接或强制执行，联锁功能，状态反馈，总线电源恢复时的反应。
额定电压：AC 220 - 230 V，50/60 Hz
额定功率/信道：最大 150 W/VA
最低负载（阻性）20W
最低负载（阻性-感性-容性）50VA
输入端（辅控操作）：AC 230 V，50/60 Hz （与调光信道处于同一相位）
装置宽度：6 模数 = 约 105 mm
辅控操作：带有机械式控制面板（接通式），带有辅控底座（产品编
号为MTN573999）、遥控辅控底座（产品编号为MTN573998）。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9315

1/10

9.3

4路250W LED通用调光开关模块

230/250W

AC 230 V，50-60 Hz
支持LED/CFL/ESL调光
借助可调光的绕线式或电子式变压器来对白炽灯、
高压卤素灯和低压卤素灯进行开关和调光操作。(后
沿相位切割和前沿相位切割)
带内置的总线耦合器、螺纹端口、短路、空转和过热
保护元件，以及对电灯起到保护作用的软启动。安装
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该调光执行器能够自动识别连接的负载。它也能连
接阻性负载与感性负载的组合，或者连接阻性负载
与容性负载的组合。不能连接感性负载与容性负载
的组合。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
导轨。
KNX 软件功能：
通过KNX、辅控装置以及在设备上进行调光操作，
多种调光曲线 和调光 速 度，相同的调光时间、记忆
功能，接通/关闭延时，楼梯灯定时功能（带/不带手
动关闭），场景（调用内部储存的多达8个亮度值），
中央功能，逻辑连接或强制执行，联锁功能，状态反
馈，总线电源恢复时的反应。支持LED/CFL/ESL等
低负载光源调光控制，可设定LED等低负载光源调
光启动亮度为50%。
额定电压：AC 220 - 230 V，50/60 Hz
调光通道数：4（可以不同相位）
额定功率/信道：最大 4*250 W/VA
3路：1*420W/VA 及 2*250W/VA
2路：2*420W/VA
最低负载（阻性）4W
最低负载（阻性-感性-容性）25VA
装置宽度：8 模数 = 约 144 mm

辅控操作：带有机械式控制面板（接通式），带有辅控底座（产
品编号为MTN573999）、遥控辅控底座（产品编号为
MTN573998）。
符合 IEC/EN60669-2-1。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白色

MTN6710-0002

1/10

9.3

备注

备注

4路150W通用调光模块

230/150W

AC 230 V，50-60 Hz
借助可调光的绕线式或电子式变压器来对白炽灯、
高 压卤素灯和低压卤素灯进行开关和调光操作。
（后沿相位切割和前沿相位切割）
带内置的总线耦合器、螺纹端口、短路、空转和过热
保护元件，以及对电灯起到保护作用的软启动。安
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该调光执行器能够自动识别连接的负载。它也能连
接阻性负载与感性负载的组合，或者连接阻性负载
与容性负载的组合。不能连接感性负载与容性负载
的组合。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
据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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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控操作：带有机械式控制面板（接通式），带有辅控底座（产品编
号为MTN573999）、遥控辅控底座（产品编号为MTN573998）。
符合 IEC/EN60669-2-1。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白色

MTN6710-0004

1/10

9.3

备注

KNX
单路日光灯调光模块（0~10V）
用来把带有0-10V接口的设备连接到KNX。带有内
置的总线连接器以及螺接端子（230V）或插接螺旋
端子（0-10V）。230V开关输出可以使用一个人工
开关来操作。安装到EN 50022 DIN导轨上。
使用总线端子连接总线，不需要数据导轨数据条。
在载入应用程序后使用一个绿色LED指示灯表示设
备处于操作就绪状态。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6991

1/1

9.3

KNX DALI 网关 IP1
KNX DALI网关用来连接到KNX与DALI总线。该网
关集成了对于DALI电子设备（包括电子镇流器、电
子控制装置等）的供电电源以及控制器。
它支持最多对64个DALI电子设备的单独开关和调
光控制，支持最多16个控制组以及控制多达16个场
景。64个DALI电子设备可以单独控制也可以组合控
制。每个DALI电子设备或者连接的DALI灯具都可以
将错误消息反馈传输到KNX系统中，并通过可视化
平台显示。
DALI系统的调试和配置，以及分配组和场景的设
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实现：
• 网关设备本身（通过显示和操作按钮）
• 集成的Web服务器

KNX 软件功能：
各种调光曲线和调光速度，相同的调光时间，记忆
功能，开启/关闭延迟，带/不带人工关闭功能的楼
梯时间功能，场景（最多可以恢复8个存储的量度
值），中央功能，逻辑操作或优先级控制，封闭功
能，状态反馈，总线电压恢复行为。
开关触点：用来开关电子镇流器/变压器
开关电压：AC 230V
开关电流：16A，cosφ= 0.6
开关容量：AC 230V，3600W，cosφ= 1
容性负载：AC 230V，3600W，200μF
卤素灯：AC 230V，2500W
荧光灯：
AC 230V， 最大5000W，无补偿
AC 230V， 最大2500W，带有并联补偿
0-10V接口：用来调节电子镇流器/变压器的光
电压范围：DC 0-10V
装置宽度：2.5模数 = 大约45mm

Web服务器的功能：
通过PC、PDA或支持Web显示的平板连接到局域网
络接入。也可以通过无线网卡更容易地进行通讯。
内部的Web网页可以用来启动设备，以及配置，操
作和显示所有重要的功能。
• 两个单独的用户配置文件与密码
• 16种控制效果，以及高达500种配置组合
• 设置：场景，效果，服务，维修，老化，运行时间
• 操作：装置，DALI电子设备和控制组
• 显示：状态和错误信息
集成总线耦合器。在标准35mm的DIN导轨EN
60715上安装。
总线采用总线连接端子连接；无需数据轨道数据条。
KNX软件功能：开关，调光，数值，每组或每个
DALI电子设备对象。楼梯功能，计时器功能，状态
信息，状态反馈，延迟。每个控制组或每个DALI
电子设备的详细错误消息。通过可选的间隔测试来
测试DALI电子设备的应急照明供电电池或可充电电
池。广播控制切换所有的DALI电子设备的状态，打
开/关闭。对于不同调光亮度值的调光速度设置。调
光的最大值/最小值。不同的模式（正常，永久，夜
间，恐吓）。运行时间计算，以及每个电子设备的
自动老化。
电源电压：AC110-240V，50-60Hz
输出：DALI的D+，D-，直流16-18V（基本绝缘，
非SELV），最大128mA，短路保护
接口：KNX，以太网RJ-45，DALI
类型：第一类控制装置（主控）
连接导线：电源供应或DALI端：1.5-2.5mm²
防护等级：IP 20
装置宽度：4模数=约72mm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7091

1/1

9.3

备注

3路日光灯调光模块（0~10V）
用来把带有0-10V接口的设备连接到KNX。带有内
置的总线连接器以及螺接端子（230V）或插接螺旋
端子（0-10V）。每个230V开关输出都可以使用一
个人工开关来操作。安装到EN 50022 DIN导轨上。
使用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接总线，不需要数据导轨
数据条。
KNX软件的功能：
各种调光曲线和调光速度，相同的调光时间，记忆
功能，开启/关闭延迟，带/不带人工关闭功能的楼
梯时间功能，场景（最多可以恢复8个存储的量度
值），中央功能，逻辑操作或优先级控制，封闭功
能，状态反馈，总线电压恢复行为。
开关触点：用来开关电子镇流器/变压器
开关电压：AC 230V
开关电流：16A，cosφ= 0.6
开关容量：AC 230V，3600W，cosφ= 1
容性负载：AC 230V，3600W，200μF
卤素灯：AC 230V，2500W
荧光灯：
AC 230V，最大5000W，无补偿
AC 230V，最大2500W，带有并联补偿
0-10V接口，用来调节电子镇流器/变压器的光
电压范围：DC 0-10V
装置宽度：4模数 = 大约72mm

备注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725-0001

1/10

9.3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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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其它执行器

U.motion 服务器网关

• 设备的防护类型为IP 20，只能用于室内。其它防护类型的设
备带有不同的标签。

U.motion KNX 服务器网关
U.motion KNX 服务器网关可以显示、管理和控制多
个平台上的KNX建筑功能，比如使用IP摄像机监控
建筑或者显示能效情况。
KNX服务器网关适合控制不超过150个KNX组地址
的建筑（比如独户住宅、商店）。

4路模拟输出模块
可以设置输出通道各种电流和电压信号的参数，以
便控制不同的模拟变量（比如伺服电机）。执行器
有四个模拟输出。为了连接模拟执行器模块REG/四
联，提供了8个模拟输出。使用次级总线来完成连
接。

该服务器网关可以起到主机的作用，为“客户端设
备”提供所有显示的数据和功能。客户端设备包括：
• U.motion 7寸触摸屏
• 安装了U.motion控件应用程序（安卓和iOS）的智
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可以通过局域网访问服务器网关，也可以借助远程
接点通过以太网访问。可以自动调整显示尺寸，从
而确保图像完美地匹配各种移动设备。
通过U.motion Builder软件来进行配置，可以在其网
络界面上直接设置参数，也可以在其它地点离线设
置参数。

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使用一个总线连接端子来连接总线，不需要数据导
轨数据条。
检查电流输出的连续性
辅助电压：AC 24 V (+/-10 %)
模拟输出端：4
电流信号: 0 ... 20 mA, 4 ... 20 mA
电压信号: 0 ... 1 V, 0 ...10 V
断线监控：4 ... 20 mA
输出端: DC 24 V, 100 mA (总负荷)
装置宽度: 4 模数 = 约 72 mm

采用EN 60715标准规定的DIN导轨TH35完成安装。
功能：可控部件：显示/比较照明、加热/制冷、遮
阳、温度控制和能耗值以及负载开/关、气象站、IP
摄像机。
高级功能：场景模式、针对组合功能的复合对象、
逻辑功能、比较数值和条件、虚拟对象、积分器、
定时开关、通过屏幕和电子邮件发出通知。
显示：通过各种方式给出建筑平面图和可控部件、
可定制导航菜单、创建常用项。
系统属性：KNX组地址数量：150个
场景：5个
逻辑单元：5个
条件：5个
区域/房间：10个
能量管理：1个能量表，4个负载
IP摄像机：2个
内部通话功能：无
工作电压：直流12 - 24 V
能耗：3 W（在12 V电压下为240 mA）
连接和接口：
1个局域网连接端口，以太网RJ45, 10/100 Mbit/s
IP防护等级：IP 20
设备宽度：9个模数 = 约162mm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电源REG, 24 V直流/ 0.4 A MTN693003
电源REG, 24 V直流/ 1.25 A MTN693004
附件：U.motion 7寸触摸屏 MTN6260-0307

在 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电源REG, AC 24 V / 1 A，
产品编号MTN663529。
附件：模拟执行器模块PEG/四联，产品编号MTN682292。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82291

1/25

9.3

备注

4路模拟输出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将模拟执行器REG-K/四联从4个模拟输出
扩展到8个模拟输出。使用次级总线完成连接。为了
对具备不同调节值的设备（比如何服电机）进行控
制，可以在设置参数时给每条输出信道设定不同的
电流和电压信号。
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辅助电压：AC 24 V (+/-10 %)
模拟输出端：4
电流信号：0 ... 20 mA，4 ... 20 mA
电压信号：0 ... 1 V，0 ... 10 V (DC)
断线监控：4 ... 20 mA
输出端：DC 24 V，100 mA （总负荷）
装置宽度：4 模数= 约 72 mm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模拟执行器REG-K/四联，产品编号
MTN682291
供货范围：次级总线跳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82292

1/2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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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供货范围：插拔式螺旋端子
带有工具软件和相关文档的U.motion U盘。
款式

产品编号
MTN6501-0001

包装单位

PG

备注

KNX
U.motion KNX 增强型服务器网关
U.motion KNX 增强型服务器网关可以显示、管理和
控制多个平台的KNX建筑功能，比如与门口机（IPSIP）通信，使用IP摄像机监控建筑或者显示能效情
况。
KNX 增强型服务器网关适合控制较大的住宅、办公
楼、学校等。它可以与一个门口机和VoIP内部通信
系统进行通信。
增强型服务器网关起到主机的作用，为“客户端设备”
提供所有供显示的数据和功能。客户端设备包括：
• U.motion 7寸触摸屏
• U.motion 10寸/15寸触摸屏
• 安装了U.motion控件应用程序（安卓和
iOS）以及U.motion通信应用程序（安卓）的智能
手机和平板电脑
• 带合适浏览器的标准计算机（PC/Mac）
可以通过局域网访问服务器，也可以借助远程接点
通过以太网访问。可以自动调整尺寸，从而确保图
像完美地匹配各种移动设备。
通过U.motion Builder软件来进行配置，可以在其网
络界面上直接设置参数，也可以在其它地点离线设
置参数。
采用EN 60715标准规定的DIN导轨TH35完成安装。
功能：可控部件：显示/比较照明、加热/制冷、遮
阳、温度控制和能耗值以及负载开/关、气象站、IP
摄像机、对讲通信、VoIP内部通信系统。
高级功能：场景模式、针对组合功能的复合对象、
逻辑功能、比较数值和条件、虚拟对象、积分器、
定时开关、通过屏幕和电子邮件发出通知。
显示：通过各种方式给出建筑平面图和可控部件、
可定制导航菜单、创建常用项。
系统属性：KNX组地址数量：1000个
场景：50个
逻辑单元：100个
条件：100个
区域/房间：不限数量
能量管理：10个能量表，30个负载
IP摄像机：不限数量
内部通信功能：是
工作电压：DC 12 - 24 V
能耗：3 W（在12 V电压下为240 mA）
连接和接口：
1个局域网连接端口，以太网RJ45, 10/100 Mbit/s
IP防护等级：IP 20
设备宽度：9个模数 = 约162mm
需配备：电源REG, 24 V直流/ 0.4 A MTN693003
电源REG, 24 V直流/ 1.25 A MTN693004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7寸触摸屏 MTN6260-0307
U.motion 10寸触摸屏 MTN6260-0310
U.motion 15寸触摸屏 MTN6260-0315
U.motion门口机套件，1个单元MTN6910-0033
U.motion门口机套件，2个单元MTN6910-0034

供货范围：插拔式螺旋端子
带有工具软件和相关文档的U.motion U盘。
款式

产品编号
MTN6501-0002

包装单位

PG

备注

U.motion 10寸触摸屏，带KNX增强
型服务器网关
U.motion 带KNX增强型服务器网关的触摸屏可以显
示、管理和控制多个平台的KNX建筑功能，比如与
门口机（IP-SIP）通信，使用IP摄像机监控建筑或
者显示能效情况。
可以使用触控屏来调用显示和配置功能。带KNX增
强型服务器网关的触摸屏适合控制较大的住宅、办
公楼、学校等。它可以与一个门门口机和VoIP内部
通信系统进行通信。
带KNX增强型服务器网关的触摸屏起到主机的作
用，为“客户端设备”提供所有供显示的数据和功
能。客户端设备包括：
• U.motion 7寸触摸屏
• 安装了U.motion控件应用程序（安卓和iOS）以及
U.motion通信应用程序（安卓）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可以通过局域网访问服务器，也可以借助远程接点
通过以太网访问。可以自动调整尺寸，从而确保图
像完美地匹配各种移动设备。
通过U.motion Builder软件来进行配置，可以在其网络界
面上直接设置参数，也可以在其它地点离线设置参数。
适合齐平式安装、空心墙安装以及触控面板与墙壁
表面齐平的空心墙安装方式。
采用水平安装。
功能：可控部件：显示/比较照明、加热/制冷、遮
阳、温度控制和能耗值以及负载开/关、天气站、IP
摄像机、对讲通信、VoIP内部通信系统。
高级功能：场景模式、针对组合功能的复合对象、
逻辑功能、比较数值和条件、虚拟对象、积分器、
定时开关、通过屏幕和电子邮件发出通知。
显示：通过各种方式给出建筑平面图和可控部件、
可定制导航菜单、创建常用项。
系统属性：KNX组地址数量：1000个
场景：50个
逻辑单元：100个
条件：100个
区域/房间：不限数量
能量管理：10个能量表，30个负载
IP摄像机：不限数量
内部通话功能：是
工作电压：交流100 - 240 V
能耗：最高20 W
连接和接口：
1个局域网连接端口，以太网RJ45,10/100/1000
Mbit/s
4个USB（1个前方，3个后方），KNX接口
显示器尺寸：25.6cm(10.1英寸）
显示器类型：TFT，电容式触控屏
分辨率：WSVGA 1024x600
亮度：200 cd/m²
对比度：400:1
功能设备：扬声器，麦克风
IP防护等级：IP 20
尺寸：343x201x81mm（长x高x宽）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10寸触摸屏齐平安装盒MTN6270-5004
U.motion10寸触摸屏空心墙安装套件MTN6270-5005
U.motion10 寸触摸屏空心墙齐平安装套件MTN6270- 5006
附件：
U.motion 7寸触摸屏MTN6260-0307
U.motion 门口机套件，1个单元MTN6910-0033
U.motion 门口机套件，2个单元MTN691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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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供货范围：U.motion 10寸触摸屏边框。
RJ45 连接适配器和35cm的Cat 6跳线。
带有工具软件和相关文档的U.motion U盘。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MTN6260-0410

U.motion 15寸触摸屏，带KNX增强
型服务器网关
U.motion 带KNX增强型服务器网关的触摸屏可以显
示、管理和控制多个平台的KNX建筑功能，比如与
门口机（IP-SIP）通信，使用IP摄像机监控建筑或
者显示能效情况。
可以使用触控屏来调用显示和配置功能。带KNX增
强型服务器网关的触摸屏适合控制较大的住宅、办
公楼、学校等。它可以与一个门口机和VoIP内部通
信系统进行通信。
带KNX增强型服务器网关的触摸屏起到主机的作
用，为“客户端设备”提供所有供显示的数据和功
能。客户端设备包括：
• U.motion 7寸触摸屏
• 安装了U.motion控件应用程序（安卓和iOS）以及
U.motion通信应用程序（安卓）的智能手机和平
板电脑
可以通过局域网访问服务器，也可以借助远程接点
通过以太网访问。可以自动调整尺寸，从而确保图
像完美地匹配各种移动设备。
通过U.motion Builder软件来进行配置，可以在其网
络界面上直接设置参数，也可以在其它地点离线设
置参数。
适合齐平式安装、空心墙安装以及触控面板与墙壁
表面齐平的空心墙安装方式。
采用水平安装。
功能：可控部件：显示/比较照明、加热/制冷、遮
阳、温度控制和能耗值以及负载开/关、天气站、IP
摄像机、对讲通信、VoIP内部通信系统。
高级功能：场景模式、针对组合功能的复合对象、
逻辑功能、比较数值和条件、虚拟对象、积分器、
定时开关、通过屏幕和电子邮件发出通知。
显示：通过各种方式给出建筑平面图和可控部件、
可定制导航菜单、创建常用项。
系统属性：KNX组地址数量：1000个
场景：50个
逻辑单元：100个
条件：100个
区域/房间：不限数量
能量管理：10个能量表，30个负载
IP摄像机：不限数量
内部通话功能：是
工作电压：交流100 - 240 V
能耗：最高20 W
连接和接口：
1个局域网连接端口，以太网RJ45,10/100/1000 Mbit/s
4个USB（1个前方，3个后方），KNX接口
显示器尺寸：39.6 cm（15.6”）
显示器类型：TFT，电容式触控屏
分辨率：WXGA 1366x786
亮度：300 cd/m²
对比度：500:1
功能设备：扬声器，麦克风
IP防护等级：IP 20
尺寸：525x306x92 mm（长x高x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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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15寸触摸屏齐平安装盒MTN6270-5007
U.motion 15寸触摸屏空心墙安装套件MTN6270-5008
U.motion 15寸触摸屏空心墙齐平安装套件MTN6270-5009
附件：
U.motion 7寸触摸屏 MTN6260-0307
U.motion门口机套件，1个单元MTN6910-0033
U.motion门口机套件，2个单元MEG6910-0034

供货范围：U.motion 15寸触摸屏边框。
RJ45 连接适配器和35cm的Cat 6跳线。
带有工具软件和相关文档的U.motion U盘。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MTN6260-0415

U.motion 触摸屏客户端

U.motion 7寸触摸屏
借助U.motion触摸屏，可以显示和控制从一个
U.motion KNX服务器网关传送的功能。
这些功能包括：
• 控制灯光、百叶帘以及室温控制、场景设置
• 显示能效情况
• 与一个KNX 增强型服务器网关配合使用，可以在
一个建筑内进行对讲通信（内部通信，与门口机
通信）
• 使用IP摄像机监控建筑
可以在触控型TFT显示器上进行互动操作。
触控面板采用安卓操作系统，因而可以通过一个安
卓应用程序在设备上显示图像。您可以使用预先安
装的U.motion Access应用程序，在前面板上配置最
常用的应用程序，比如U.motion控件应用程序（以
控制 KNX设备）和U.motion通信应用程序（用于内
部对讲通信系统）。
可以采用齐平安装或者安装在空心墙内。
采用水平或垂直安装。
工作电压：直流9 - 36 V或通过PoE（与Cat5e/
Cat6 UTP电缆兼容，最大长度100米，IEEE标准
802.3af）
能耗：最高7 W
连接和接口：
1个局域网连接端口，以太网RJ45, 10/100 Mbit/s
2个USB 2.0
显示器尺寸：17.78 cm（7”）
显示器类型：TFT，电容式触控屏
分辨率：WSVGA 800x480
亮度：500 cd/m²
对比度：400:1
功能设备：扬声器，麦克风
IP防护等级：IP 20
尺寸：136x215x31 mm（长x高x宽）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7寸触摸屏安装套件MTN6270-5001
U.motion KNX 服务器网关 MTN6501-0001
U.motion KNX 增强型服务器网关MTN6501-0002
U.motion KNX 10寸触摸屏带增强型服务器网关
MTN6260-0410
U.motion KNX 15寸触摸屏带增强型服务器网关
MTN6260-0415

KNX
供货范围：U.motion 7寸触摸屏边框。
RJ45连接适配器和35cm的Cat 6跳线。
带有工具软件和相关文档的U.motion U盘。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U.motion 15寸触摸屏
PG

借助U.motion触摸屏，可以显示和控制从一个
U.motion KNX服务器网关传送的功能。
这些功能包括：
• 控制灯光、百叶帘以及室温控制、场景设置
• 显示能效情况
• 与一个KNX 增强型服务器网关配合使用，可以在一个
建筑内进行对讲通信（内部通信，与门口机通信）
• 使用IP摄像机监控建筑

备注

MTN6260-0307

U.motion 10寸触摸屏
借助U.motion触摸屏，可以显示和控制从一个
U.motion KNX服务器网关传送的功能。
这些功能包括：
• 控制灯光、百叶帘以及室温控制、场景设置
• 显示能效情况
• 与一个KNX 增强型服务器网关配合使用，可以在一个
建筑内进行对讲通信（内部通信，与门口机通信）
• 使用IP摄像机监控建筑

可以在触控型TFT显示器上进行互动操作。
触控屏有自己的管理系统，可以设置语言、网络参
数、日期、屏保、节能模式等功能。您还可以在设
备上通过本地方式访问管理系统，或者通过其网络
接口访问，可以在一个浏览器上调用此功能。
在配置后，会在触控面板上直接显示图像。
适合齐平式安装、空心墙安装以及触控面板与墙壁
表面齐平的空心墙安装方式。

可以在触控型TFT显示器上进行互动操作。
触控屏有自己的管理系统，可以设置语言、网络参
数、日期、屏保、节能模式等功能。您还可以在设
备上通过本地方式访问管理系统，或者通过其网络
接口访问，可以在一个浏览器上调用此功能。
在配置后，会在触控面板上直接显示图像。
适合齐平式安装、空心墙安装以及触控面板与墙壁
表面齐平的空心墙安装方式。
采用水平安装。
工作电压：交流100 - 240 V
能耗：最高20 W
连接和接口：
1个局域网连接端口，以太网RJ45,10/100/1000
Mbit/s
4个USB（1个前方，3个后方）
显示器尺寸：25.6 cm（10.1”）
显示器类型：TFT，电容式触控屏
分辨率：WSVGA 1024x600
亮度：200 cd/m²
对比度：400:1
功能设备：扬声器，麦克风
IP防护等级：IP 20
尺寸：343x201x81 mm（长x高x宽）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10寸触摸屏齐平安装盒MTN6270-5004
U.motion 10寸触摸屏空心墙安装套件MTN6270-5005
U.motion 10寸触摸屏空心墙齐平安装套件
MTN6270-5006
U.motion KNX 增强型服务器网关 MTN6501-0002

采用水平安装。
工作电压：交流100 - 240 V
能耗：最高 25 W
连接和接口：
1个局域网连接端口，以太网RJ45, 10/100/1000
Mbit/s
4个USB（2个前方, 2个后方）
显示器尺寸：39.6 cm（15.6”）
显示器类型：TFT，电容式触控屏
分辨率：WXGA 1366x786
亮度：300 cd/m²
对比度：500:1
功能设备：扬声器，麦克风
IP防护等级：IP 20
尺寸：525x306x92 mm（长x高x宽）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15寸触摸屏齐平安装盒MTN6270-5007
U.motion 15寸触摸屏空心墙安装套件MTN6270-5008
U.motion 15寸触摸屏空心墙齐平安装套件
MTN6270-5009
U.motion KNX增强型服务器网关 MTN6501-0002
供货范围：U.motion 15寸触摸屏边框。
RJ45连接适配器和35cm的Cat 6跳线。
带有工具软件和相关文档的U.motion U盘。
供货范围：U.motion 10寸触摸屏边框。
RJ45连接适配器和35cm的Cat 6跳线。
带有工具软件和相关文档的U.motion U盘。
款式

供货范围：U.motion 10寸触摸屏边框。
RJ45连接适配器和35cm的Cat 6跳线。
带有工具软件和相关文档的U.motion U盘。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MTN6260-0315

PG

备注

MTN626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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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U.motion 10寸触摸屏空心墙齐平
安装套件

U.motion 附件

用于 U.motion 10寸触摸屏的空心墙安装。使用此套
件，使触控面板与墙表面齐平安装。
尺寸：341x196x88mm（长x高x厚）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10寸触摸屏带KNX增强型服务器网关
MTN6260-0410
U.motion 10寸触摸屏 MTN6260-0310

U.motion 7寸触摸屏安装套件
用于U.motion 7寸触摸屏的齐平安装和空心墙安装。
尺寸：211x130x80mm（长x高x厚）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U.motion 7寸触摸屏 MTN62600307
供货范围：安装盒以及空心墙安装所用的木质组件。
款式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MTN6270-5006

MTN6270-5001

U.motion 15寸触摸屏 空心墙齐平
安装套件

U.motion 10寸触摸屏齐平安装盒

用于 U.motion 15寸触摸屏的空心墙安装。使用此套
件，使触控面板与墙表面齐平安装。
尺寸：522x302x90mm（长x高x厚）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15寸触摸屏带KNX增强型服务器网关
MTN6260-0415
U.motion 15寸触摸屏 MTN6260-0315

用于U.motion 10寸触摸屏的齐平安装。
尺寸：325x202x80mm（长x高x厚）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10寸触摸屏带KNX增强型服务器网关
MTN6260-0410
U.motion 10寸触摸屏 MTN6260-0310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款式

MTN6270-5004

款式

包装单位

PG

备注

MTN6270‑5009

U.motion 15寸触摸屏齐平安装盒

U.motion 7寸触摸屏边框

用于U.motion 15寸触摸屏的齐平安装。
尺寸：508x308x80 mm（LxHxD）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15寸触摸屏带KNX增强型服务器网关
MTN6260-0415
U.motion 15寸触摸屏 MTN6260-0315

用于U.motion 7寸触摸屏的铝盖边框。
封盖按入设备内。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U.motion 7寸触摸屏
MTN6260-0307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供货范围：1个铝制框。
款式

MTN6270-5007

款式

产品编号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MTN6270-4060

U.motion 10寸触摸屏空心墙安装套件

U.motion 10寸触摸屏边框

用于U.motion 10寸触摸屏的空心墙安装。
尺寸：354x211x47mm（长x高x厚）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10寸触摸屏带KNX增强型服务器网关
MTN6260-0410
U.motion 10寸触摸屏 MTN6260-0310

用于U.motion 10寸触摸屏的两个铝盖边框。
盖子从侧面按入设备。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10寸触摸屏带KNX增强型服务器网关
MTN6260-0410
U.motion 10寸触摸屏 MTN6260-0310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MTN6270‑5005

供货范围：2个铝制框。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MTN6270‑4160

U.motion 15寸触摸屏空心墙安装套件
U.motion 15寸触摸屏边框

用于U.motion 15寸触摸屏的空心墙安装。
尺寸：537x318x59 mm（长x高x厚）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15寸触摸屏带KNX增强型服务器网关
MTN6260-0415
U.motion 15寸触摸屏 MTN6260-0315
款式

产品编号
MTN6270-5008

包装单位

PG

用于 U.motion 15寸触摸屏的两个铝盖边框。
盖子从侧面按入设备。
与以下设备组合使用：
U.motion 15寸触摸屏带KNX增强型服务器网关
MTN6260-0415
U.motion 15寸触摸屏MTN6260-0315

备注

供货范围：2个铝制框。
款式

产品编号
MTN6270‑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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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单位

PG

备注

KNX
KNX 7寸触摸屏

7”触摸屏内边框

7”触摸屏可用于显示与控制整个建筑的实时状态以
及功能。完善的显示操作软件以及友好便利的用户
界面，提供了一个在TFT触控式LED背光显示屏下
的高质量运行环境。
设备安装了Windows CE.NET操作系统

由内边框与USB盖板组成。提供了不同材质的边框
设计。
尺寸：208x145x7.3 mm (HxWxD)

功能描述：
• 通过因特网时钟同步，提供实时的周定时功能
• 情景模拟（记录并回访控制喜好）
• 警报管理
• 幻灯片放映
• 自动待机切换
• 密码保护
• 调整用户界面
• 集成室内温度控制（监测与控制）
• 夜间屏幕节能模式
• 通过局域网直接编程调试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7”触摸屏，型号MTN6260-1007，7”触摸屏
外边框，型号MTN6270-00.., MTN6270-36.., MTN6270-37...
替换附件：7”触摸屏USB盖板，型号MTN6270-02..。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270-1119

1/10

9

黑色

MTN6270-1122

1/10

9

备注

热塑材料，磨光

7”触摸屏玻璃边框
7”触摸屏的装饰边框，金属材质

7”触摸屏具有一个网络接口（10/100 Mbit/s），
KNX接口以及USB接口，并提供了一个喇叭。
它采用了扁平结构和齐平安装的外壳，适用于包括
家用和商业建筑在内的多种场合。它可以竖向安
装，也可以横向安装。
KNX软件功能：
开关、调光、控制遮阳系统如卷帘、遮阳蓬、百叶
帘，储存及调用场景，信号状态显示，温度显示，
逻辑功能，锁定功能，通过KNX指令进行语言选择
工作电压：AC 230 V, 50 Hz
能耗：节能模式下 4.3W；运行模式下 8W
操作环境温度：-5℃ 到 45 ℃
显示屏尺寸：17.8 cm (7”)
分辨率：800 x 480 像素
显示屏类型：TFT
显示的颜色数：65.000
硬件：312 MHz Intel XScale PXA270
RAM: 64 MB
闪存: 64 MB
防护等级: IP 20
尺寸: 196x137x52 mm (HxWxD)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7”触摸屏内边框，型号MTN6270-11..，7”触
摸屏外边框，型号MTN6270-00.., MTN6270-36.., MTN6270-37...
附件：7”触摸屏表面安装底盒，型号MTN6270-0003。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MTN6260-1007

1/3

9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7”触摸屏，型号MTN6260-1007，7”触摸屏
内边框，型号MTN6270-11..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MTN6270-3619

1/10

9

新产品

玻璃
水晶白

7”触摸屏金属边框
7”触摸屏的装饰边框，金属材质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7”触摸屏，型号MTN6260-1007，7”触摸屏
内边框，型号MTN6270-11..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不锈钢

MTN6270-3714

1/10

9

新产品

亮金铜

MTN6270-3721

1/10

9

新产品

金属

7”触摸屏铝边框

备注

7”触摸屏的装饰边框，铝材质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7”触摸屏，型号MTN6260-1007，7”触摸屏
内边框，型号MTN6270-11..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铝

MTN6270-3760

1/10

9

新产品

纯白

MTN6270-3719

1/10

9

黑色

MTN6270-3722

1/10

9

热塑材料，磨光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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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7”触摸屏边框

M系列4键LCD温控面板带耦合器

7”触摸屏的装饰边框

M系列面板。
运行显示器、状态显示器、标签和4个操作按键组成
一个使用方便的控制单元。该运行显示器还能起到
定位提示的作用。
带室温调控器和显示器。
室温调控器用于带有 KNX 无级调节驱动装置的供暖
和降温系统，或者用来控制开关执行器和供暖执行
器。白色背光显示器用于显示诸如时钟时间、日期、
温度和运行模式等信息。用操作菜单可以设置标准
运行方式、额定值、工作日 / 节假日、显示模式、时间、
开关时间和亮度。
操作按键可以设置为成对按键（双键）或者单一按
键来使用。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7”触摸屏，型号MTN6260-1007，7”触摸屏
内边框，型号MTN6270-11..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270-0019

1/10

9

黑色

MTN6270-0022

1/10

9

备注

热塑材料，磨光

KNX 软件功能：
多功能控制面板的功能：
开关、装换、调光、百叶帘（相对或绝对）、脉冲
发送出1、2或8位控制信号（瞬时/延时操作区分功
能）、2字节控制信号脉冲（瞬时/延时操作区分功
能）、8位滑动调节器、场景调用、场景储存、防乱
按（防误操作）功能、时间功能、警报功能。
室温调控器的功能：
调节器类型：两点调节、连续比例积分调节、开关
式比例积分调节（PWM脉冲宽度调节）
输出端：在0至100%范围内持续调节或者开关式调节
调节器模式：
• 用一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供暖
• 用一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降温
• 用相互独立的调节器输出端进行供暖和降温
• 用同一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供暖和降温
• 用两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双级供暖
• 用两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双级降温
运行模式：舒适模式、舒适延长模式、待机模式、
夜间降温模式、防冻/防热模式
操作：菜单

7”触摸屏表面安装底盒
用于7”触摸屏表面安装
尺寸：193x138x66 mm (HxWxD)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7触摸屏，型号MTN6260-1007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灰色

MTN6270-0003

1/4

9

备注

7”触摸屏USB盖板
用于内边框，当USB盖板损坏或遗失时可以作为备
件替换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纯白

MTN6270-0219

10/60

9

黑色

MTN6270-0222

10/60

9

备注

热塑材料，磨光

附件：标签软件，产品编号MTN615022。M系列防尘罩，产品编号
MTN627591。风机盘管控制模块，产品编号 MTN645094。
说明：原有标签软件的用户可以从www.merten.de下载多功能控制面
板的相应标签格式。制作标签时请使用市面上常见的薄膜（厚度不超
过0.15mm）。每个设备只需要一个平面式60型安装底盒和一个齐平
安装模块。
供货范围：防拆卸保护螺钉。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热塑材料，磨光

奶白

MTN6212-0444

1/17

9

纯白

MTN6212-0419

1/17

9

烟灰

MTN6212-0414

1/17

9

银灰

MTN6212-0460

1/17

9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 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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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KNX
M系列8键LCD温控面板带耦合器

设计系列4键LCD温控面板带耦合器

M系列面板。
运行显示器、状态显示器、标签和8个操作按键组成
一个使用方便的控制单元。该运行显示器还能起到
定位提示的作用。
带室温调控器和显示器。
带内置压电蜂鸣，用于显示报警状态和红外线接收
器。每个按键的所有功能都可以通过Distance红外
线遥控器进行操作。
室温调控器用于带有KNX无级调节驱动装置的供
暖和降温系统，或者用来控制开关执行器和供暖执
行器。白色背光显示器用于显示诸如时钟时间、日
期、温度和运行模式等信息。用操作菜单可以设置
标准运行方式、额定值、工作日/节假日、显示模
式、时间、开关时间和亮度。
操作按键可以设置为成对按键（双键）或者单一按
键来使用。

用于设计系列的应用模块。便捷的控制单元带有4个
操作按键、操作显示器、4个蓝色状态显示器（可以
单独触发）以及一个标签栏。蓝色操作显示器还可
以用作定向标志。
带有室温控制单元和显示器。室温控制单元可以通过
可精密调整的KNX阀门驱动器来提供供暖或冷却功
能，也可以触发开关执行器和供暖执行器。带有显示
时间、日期、温度和操作模式的背光显示器。可以通
过菜单设置缺省操作模式、设置点数值、工作/非工作
日期、显示模式、时间、开关时间和亮度。
可以自由设置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
键）或者单按键。
KNX软件的功能：
多功能按键的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百叶窗控制（相对或绝对）、脉
冲沿触发1-、2-、4-或8-位控制信号（区别短和长操
作）、带有2字节控制信号的脉冲沿（区别短和长操
作）、8-位推移式调节器、场景恢复、场景保存、防
乱按（防误操作）功能、带有同步化的定时控制、报
警功能、周期读取外部温度值、风扇控制。

KNX 软件功能：
多功能控制面板的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百叶帘（相对或绝对）、脉冲
发送出1、2或8位控制信号（瞬时/延时操作区分功
能）、2字节控制信号脉冲（瞬时/延时操作区分功
能）、8位滑动调节器、场景调用、场景储存、防乱
按（防误操作）功能、时间控制、警报功能。周期
性读取外部温度值，风扇控制。
室温调控器的功能：
调节器类型：两点调节、连续比例积分调节、开关
式比例积分调节（PWM脉冲宽度调制）
输出端：在0至100%范围内持续调节或者开关式调节。
调节器模式：
• 用一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供暖
• 用一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降温
• 用相互独立的调节器输出端进行供暖和降温
• 用同一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供暖和降温
• 用两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双级供暖
• 用两个调节器输出端进行双级降温
运行模式：舒适模式、舒适延长模式、待机模式、
夜间降温模式、防冻/防热模式
操作：菜单

在KNX,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灵致系列无中置桥形接条的双位边框，
产品编号 MTN5873..。
附件：标签软件，产品编号MTN615022。风机盘管控制模块，产品编
号MTN645094。
发射器：IR远程控制Distance，产品编号MTN570222。
说明：每个设备只需要一个平面式60型安装底盒和一个齐平安装模块。
供货范围：防拆卸保护螺丝、可粘贴标签、红外线接收器的插入式护盖。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室温控制单元的功能：
控制器的类型：2步控制、连续PI控制、开关PI控制
（PWM）
输出：在0…100%的范围内连续或开/关转换
控制器模式：
• 使用一个控制器输出供暖
• 使用一个控制器输出冷却
• 供暖和冷却使用不同的控制器输出
• 供暖和冷却使用同一个控制器输出
• 使用2个控制器输出分2步供暖
• 使用2个控制器输出分2步冷却
操作模式：舒适型、舒适扩展型、备用型、夜间节
能型、防霜冻型。
操作：菜单
附件：贴标软件，产品编号MTN615022。风机盘管控制模块，产品
编号MTN645094。
注：如果您已经拥有贴标软件，可以从www.merten.com下载多功能
按键表，可以用来为方便膜制作标签（最大厚度0.1mm）。
供货范围：防拆卸保护螺钉。带有石膏保护罩。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奶白

MTN6212-4044

1/17

9

纯白

MTN6212-4019

1/17

9

银灰

MTN6212-4060

1/17

9

MTN6212-4146

1/17

9

光亮的热塑材料

金属
不锈钢

热塑材料，磨光
奶白

MTN6214-0444

1/17

纯白

MTN6214-0419

1/17

9

烟灰

MTN6214-0414

1/17

9

银灰

MTN6214-0460

1/17

9

备注

9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 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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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设计系列8键LCD温控面板带耦合器

1.5联ARTEC边框

用于设计系列的应用模块。便捷的控制单元带有8个
操作按键、操作显示器、8个蓝色状态显示器（可以
单独触发）以及一个标签栏。蓝色操作显示器还可
以用作定向标志。
带有室温控制单元和显示器。带有可以显示报警状
态的集成压电蜂鸣器以及IR接收器。每个按键的功
能都可以使用一个IR远程控制器Distance来控制。
室温控制单元可以通过可精密调整的KNX阀门驱动
器来提供供暖或冷却功能，也可以触发开关执行器
和供暖执行器。带有显示时间、日期、温度和操作
模式的背光显示器。可以通过菜单设置缺省操作模
式、设置点数值、工作/非工作日期、显示模式、时
间、开关时间和亮度。
可以自由设置按键的参数，将其设置为按键对（双
键）或者单按键。

尺寸：80.5×111.7mm（宽×高）

KNX软件的功能：
多功能按键的功能：
开关、转换、调光、百叶窗控制（相对或绝对）、
脉冲沿触发1-、2-、4-或8-位控制信号（区别短和
长操作）、带有2字节控制信号的脉冲沿（区别短
和长操作）、8-位推移式调节器、场景恢复、场景
保存、连锁功能、带有同步化的定时控制、报警功
能、周期读取外部温度值、风扇控制。
室温控制单元的功能：
控制器的类型：2步控制、连续PI控制、开关PI控制
（PWM）
输出：在0…100%的范围内连续或开/关转换
控制器模式：
• 使用一个控制器输出供暖
• 使用一个控制器输出冷却
• 供暖和冷却使用不同的控制器输出
• 供暖和冷却使用同一个控制器输出
• 使用2个控制器输出分2步供暖
• 使用2个控制器输出分2步冷却
操作模式：舒适型、舒适扩展型、备用型、夜间节
能型、防霜冻型。
操作：菜单
在KNX中，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1.5联ARTEC边框，产品编号
MTN4819..。
附件：贴标软件，产品编号MTN615022。风机盘管控制模块，产品编
号MTN645094。
发射器：IR远程控制器Distance，产品编号MTN570222。
注：如果您已经拥有贴标软件，可以从www.merten.com下载多功能
按键表，可以用来为方便膜制作标签（最大厚度0.1mm）。每个设备
只需要一个扁平的尺寸为60的安装箱以及一个齐平安装的模块。
供货范围：带有防破坏型螺钉、粘贴标签、IR接受器保护罩。带有石
膏保护罩。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光亮的热塑材料
奶白

MTN6214-4044

1/17

9

纯白

MTN6214-4019

1/17

9

银灰

MTN6214-4060

1/17

9

MTN6214-4146

1/17

9

金属
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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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在KNX中，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带室温控制单元的四联多功能按
键，产品编号设计系列MTN6214-40xx 或 MTN6214-41xx。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光亮的热塑材料
白色

MTN481944

2/100

1

纯白

MTN481919

2/100

1

银白

MTN481960

2/100

1.2

MTN481946

2/100

1.2

金属
不锈钢

备注

KNX
风机盘管控制模块

6路电热阀控制开关模块

用于控制加热、通风及空调设备，
可控制三速风机以及三阶电动阀(连续/PWM方式)或
2阶电热阀，此模块支持2管及4管空调系统。
带2路干接点输入，可用于连接窗磁及冷泠水位传感器
等，可接单速至3速风机，3A以上版本的带温控的多
功能面板可用于控制此风机盘管模块，带内置总线
耦合器，采用DIN导轨安装，通过总线连接端子与
总线连接，不需要数据连接条。

用于控制供暖系统或冷却盖的电热调节驱动装置。
该供暖执行器有6个电子输出端。每个输出端上最
多可以连接4个调节驱动装置。这些输出端可采用开
关式控制（1位），或用PWM信号（1字节）进行控
制。每个输出端都带有过载和短路保护。
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 上。
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无需数据
导轨数据条。

通过软件可设定以下功能：
风机控制：
自动控制模式，多功能温控面板可对分速进行自动
控制，风速和自动控制模式可通过KNX总线命令进
行切换，也可直接对风机进行控制或者通过驱动器
对其进行控制。
风速状态可反馈，例如反馈到智能面板的LED灯上
进行状态显示。
风速以及自动状态“(Auto)”可通过多功能温控面
板的LCD进行显示。

KNX 软件功能：
循环时间、状态反馈、夏季运行和冬季运行、对调
节值进行循环监控、将各输出端锁定在某个强制位
置、总线电源中断和恢复时的反应、过载和短路信
息、停电信息、关于所有阀门已关闭的总信息、发
送最大的1字节调节值。

阀门控制：
控制类型：PI控制 (PWM 和连续)。
控制模式：加热/制冷，2管或4管。
运行模式：可在多功能温控面板上进行运行模式选择。
供电：AC 230 V ±10 %, 50/60 Hz
功耗：max. 3 VA
输出：3 路触点(控制3速风机)。 2 路电子开关(控制阀门)
阀门开关容量：0.5 A, AC 24V - 230 V
附加开关触点容量：16 A
风机开关触点容量: 8 A
输入：2路，接线最大长度5米
运行：按键用于控制风速及加热/制冷模式。
显示：9 个状态 LED
设备宽度：4模数 = 大约 72 mm
配套设备：多功能面板带温控，型号MTN621204..，MTN6212-40..，MTN6212-41..，MTN621404..，MTN6214-40..，MTN6214-41..。
款式

型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45094

1/10

9.3

额定电压：AC 230 V, 50-60 Hz
输出端：6通道, 电子式，24V/230V
额定电流：0.05A-0.16A，阻性
接通电流：最大为 1.5 A
每个所使用的输出端的最小负载：1个调节驱动装置
调节驱动装置的数量：每个输出端最多有4个
装置宽度：4 模数 = 约 72 mm
在 KNX, 与以下部件组合使用: 双联带室温调控器的多功能控制面板，
产品编号MTN6230..。四联带室温调控器的多功能控制面板，产品编
号MTN6236..齐平安装/比例积分室温调控器，产品编号MTN6247..
MTN6249..、MTN6246..、MTN6248..。230V热电调节驱动装置，产
品编号MTN639123。
符合 IEC/EN60669-2-1。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浅灰

MTN6730-0001

1/10

9.3

备注

24V AC电源（1A）
为24V双值输入模块、REG-K/4联气象站、REG/4
联模拟输入模块、温度感应器、风速感应器（带
0-10V接口和供暖系统）供电。
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带保险丝。

24V DC电源（1A）
适用于24V双值输入端、IC1EIB互联网控制器
REG-K、指示面板控制器REG-K的电源装置。
安装在DIN配电柜轨道EN 50022上。
带内置过载和短路保护。
初级供电： AC 90-260 V，48-63 Hz
输出电压： DC 24 V +/- 3 %
输出电流：最大为 1 A
输出功率：最大 24 W
装置宽度：5模数 = 约 90 mm
为如下部件供电：二进制输入REG-K/4×24，产品编号MTN644890；
二进制输入REG-K/8×24，产品编号MTN644790；二进制输入
REG-K/8×24，产品编号MTN644792；IC1EIB互联网控制器merten@
homeREG-K，产品编号MTN6951..；面板控制器REG-K/12×24，
产品编号MTN675001；面板控制器REG-K/8-4× 24，产品编号
MTN675101；通用I/O面板控制器REG-K/32×24，产品编号
MTN675201；10’’IP触摸板，产品编号MTN683090。

初级供电：AC 230 V, +/- 10 %, 50-60 Hz
输出电压：AC 24 V
输出电流：最大为 1 A
保险丝：5x20 mm，250 V，T 160 mA
装置宽度：5 模数 = 约90 mm
为如下部件供电：二进制输入REG-K/4×24，产品编号MTN644890；
二进制输入REG-K/8×24，产品编号MTN644790；二进制输入REGK/8×24，产品编号MTN644792；四联天气工作站REG-K，产品编号
MTN682991；四联模拟输入模块REG，产品编号MTN682192；用于
产品编号为MTN663595的雨传感器；带有0-10接口和供暖功能的风
传感器，产品编号MTN663592。
供货范围：备用保险丝。
款式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MTN693004

1/15

9.3

备注

备注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MTN663529

1/15

9.3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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