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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局 热 流 道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功能齐全的热流道温控…
…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以合乎您的预算
Triangulated Control Technology®
所有的 Gammaflux 热流道温度控制器都采用了 Triangulated Control
Technology®。使用此技术，我们的控制器：
1) 传感 – 每秒 20 次，Gammaflux 控制器精确地测量热电偶；
2)	控制 – 如果实际温度偏离设定点 0.1º F (0.05º C)，其专有的
自我优化 Gammaflux PID2 控制算法就会进行调整。此二阶
导数 (PID2) 可以监测实际的温度变化率。这样，LEC 模块可以
调整在实现设定点之前到加热器的输出，以限制或消除多余或
不足。

• 增强部件品质

率

使用 Gammaflux 控制器来将流程三角化意味着获得更好的温控
性能，其优势是：
分辨

新型 LEC 温控器由 Gammaflux 荣誉出品。
此 LEC 在热流道控制器的性能和经济性
方面实现了真正的突破。您不也不用为了
获得高端的热流道温控而支付高昂的代价。
最重要的是，LEC 提供的 Gammaflux 其性
能和可靠性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3)	启动 – 使用相角启动输出，Gammaflux 控制器为每个加热器
提供平稳、精确的动力，以 0.24 VAC 的增量来达到温控的最终
极限。

此 LEC 为小型热流道系统应用而设计，
提供 2、6 和 12 分区罩。您可以使用一个
网络模块，将两个 6 或 12 分区罩连接到
一起，最多可至 24 个控制分区。此 LEC 的
特色是控制卡移除、添加或替换的模块式
设计。

• 改善部件重量一致性

全面的诊断功能

对于控制来说，“低质量”
相角
启动
或超小型热流道管口是一项
输出
独特的挑战。为了平稳功率和
最终熔体热量历史记录，Gammaflux 创建了 Power Priority®。
Power Priority® 可以平稳输出到各个分区的功率。用户可选手动应
用一个从 1（轻）到 4（重）输出的 Power Priority® 设定点，

控制

每个 6 和 12 分区的 LEC 罩是预先布线
的，随时可接入一个可选的网络模块。
有了网络模块，用户可以将 LEC 连接
至笔记本电脑或 PC 电脑，以使用其高
级功能，包括：安全设置、远程输入
以及独特的 Gammaflux 软件——包括
Gammavision（SPC 数据/图表分析）、
Mold Doctor（高级模型故障排除）和 Field
Calibrator。此网络模块支持链接到工厂监
控系统。

传感

• 减少废料

• 节省材料

算法

最多可实现 24 分区控制

• 利润空间更大

Power Priority®

启动

来为那些最需要它的应用提供前所未有的控制性能。

保护
闭环湿加热器烘干 – 每秒 120 次（60 Hz），此 LEC 模块检查加热
器的短路情况，使电压稳步上升，以最快的速度达到设定点。如
果该加热器是湿的或发生短路，将在 8.3 毫秒之内调整输出，
以保护加热器、电缆和控制器。

5

年保修

每个 LEC 控制器都具有 5 年的保修期，并具有客户所期盼的
Gammaflux 行业领先的全球服务和支持为后盾。

高级模块设置
(0)		 Power Priority®
(1) * 将高级设置复位为默认值
(2)		 温度偏离警报设定点
(3)		 控制算法设置/调整
(4)		 算法设定点（只供查看）
(5)		 待机设定点
(6)		 热电偶接合检测时间
(7) * 严重超温报警
(8) * 自动设定点限制
热电偶分开
热电偶接合
热电偶反向

(9) * 手动设定点限制
(10) * 提升限制
(11) * 初始提升设定点

摄氏度
K 型热电偶

显示屏

(12) * 提升时间设定点
(13) * 华氏或摄氏度选择

非受控输出

(14) * J 或 K 型热电偶选择

实际行

(15) * 开机情况下的分区电源状态

设置行

†

(16) * 启用从属电源

保险丝断开
加热器短路
加热器断开

†

(17) * 安全代码级别 1

警报状态

†

(18) * 安全代码级别 2

输入分区

实际温度

(19)		 输出模块控制器软件版本/修订本

实际 % 输出

(20)		 温度控制器软件版本/修订本

实际电流 (Amps)

(21)		 LED 测试
†

(22)		 安全级别显示/变化

自动/手动模式

分区选择

手动 % 输出设定点

按分区单独设置
* 网络模块分配或值
应用到此模块中
的两个分区

自动设定点
分区
状态

选择
确认

需要使用网络模块

增量（向上）
分区 ID

减量（向下）
电源“开”

网络模块功能

已选分区

电源“关”

管理罩 1 或 2 的信息

警报

从属电源 – 最终将所有分区加热到设定点

高位警报
分区“开”
低位警报
手动模式

待机
提升

安全级别 – 管理员、操作员和锁定
远程输入 – 可编程禁止或待机
警报输出 – 当任一警报激活时
* Gammavision – SPC 数据/制表
* Mold Doctor – 高级故障排除
* Field Calibrator – 热电偶偏置
链接到工厂监控系统或机器
* 需要笔记本电脑/PC 电脑

待机
输入

警报
输出

•	罩上待机开关（仅 6 和
12 分区罩）
• 所有分区进入待机模式

第一分区（分区 1）
第二分区（分区 2）

自 1966 年起，GAMMAFLUX 已成为热流道注射模型成形机温控系统的首要制造商。
除生产市场上最先进的温控和工具故障检测系统以外，我们的技术还用于各种价位的
多种温度控制器。

LEC 规格

摘要
Gammaflux 可靠性
易于使用

性能
热电偶校准精度		 0.2ºF (0.1ºC)
控制精度（稳定状态）		 +/-0.1ºF (+/-0.05ºC)
加热器短路检测时间		 8.3 毫秒，或在 60 Hz 时每秒 120 次
PID2 算法执行时间		 50 毫秒或每秒 20 次
调谐		 自动、自我优化和手动覆盖
手动模式		 输入电压波动的电源补偿
华氏或摄氏度		 可选字段
作业范围		 0 - 932ºF (0 - 500ºC)
输出范围		 0 - 240 VAC，相角启动，1000 步
待机温度		 用户可选，0 - 932ºF (0 - 500ºC)
远程输入		 24 或 120 VAC/VDC
		 （需要使用网络模块）			 可编程禁止或待机
输入规格
热电偶		 标准为 J 型，K 型可选（仅接地热电偶）
冷接合补偿		 从内部至罩
外部电阻		 10 兆欧
由于 T/C 长度造成的温度波动		 无
电气
输入电压		 180 - 265 VAC Delta/Wye
频率		 47 - 53 Hz，57 - 63 Hz
环境温度范围		 32 - 115ºF (0 - 45ºC)
湿度范围		 10 - 95% 无冷凝
输出模块额定值		 240 VAC，2 分区 – 15 安培/分区 3600 瓦/分区
通讯电气标准		 标准为 RS-232，RS-485 可选
连接
标准罩（2 分区）		 HBE16 双锁存器（结合电源与热电偶）
标准罩（6 和 12 分区）		 (2) HBE24 双锁存器（一个电源，一个热电偶）
电缆标准接头		HA4（仅 2 分区）、HBE10、HBE16、HBE24、DME®
（PIC/MTC5、8 和 12）、HBE48 或引线
热电偶电缆		 标准（堆栈模块或高应力应用）
定制罩		 DME®（两个 HD25），仅 6 和 12 分区罩
电缆定制接头		 请联系 Gammaflux 并告知您的要求
其它定制
输入电源电缆		 标准为 12 英尺（3.6 米），提供 15、20 和 30 英尺（4.5、6.1 和 9.1 米）长度
模块电源和 T/C 电缆的长度		 标准为 15 英尺（4.5 米），提供 30 英尺（9.1 米）长度
电路断路器		 选择符合您要求的电路断路器
性能标准
美国、加拿大和国际		CE Mark；I.E.C. 801-1、801-2、801-3、801-4
* Safety UL-508、UL-873 和 CSA

Gammaflux 控制
全面的诊断功能
省时
省料
安全
价格极具竞争力

用户卡
Version 2.1

*设计符合

物理规格
			
2 分区罩
6 分区罩
12 分区罩
24 分区多层罩

高度

宽度

厚度

*重量

（英寸/毫米）

（英寸/毫米）

（英寸/毫米）

（磅/千克）

9/229
9/229
9/229
18/457

6/152
13/330
19/483
19/483

16/406
16/406
16/406
16/406

20/9
28/13
43/20
86/36

使用用户卡可以逐步访问
系统，使系统操作简单
易行；并提供多种语言。

*重量包括最大数量的输出模块，不包括电缆
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DME® 是 D-M-E 公司的注册商标

当地代表
亚太总部
* Gammaflux Japan
Bahnstrasse 9a
		Yamaguchi, Ube, Japan
D-65205 Wiesbaden-Erbenheim, )7 +81-(836) 54-4369
Germany
		Gammaflux Singapore
+49-(0)-611-973430
) +65-901-83710
+49-(0)-611-9734325
7 +65-656-65249
info@gammaflux.de
8 gammafluxjpn@gammaflux.com
www.gammaflux.de

全球总部

欧洲总部

* Gammaflux L. P.

* Gammaflux Europe GmbH

		 113 Executive Drive
		 Sterling, VA 20166 , USA
) (800) 284-4477, 或
) +1-(703) 471-5050
7 +1-(703) 689-2131
8 info@gammaflux.com
		 www.gammaflu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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