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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中国

• 中国已经成为集团在全球第二大市场 

• 在中国拥有超过 17000 名员工 

• 4 个主要研发中心和 1 个施耐德电气线上能源大学 

• 23 家工厂、7 个物流中心、10 个分公司和 37 个办事处遍布全国

施耐德电气作为全球能源管理和自动化领域的专家，引领数字化转型，以实现高效和可持续。集团 2019 财年销售额为 272 亿欧元，

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拥有超过 13.5 万名员工。

施耐德电气的宗旨，是赋能所有人对能源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推动人类进步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我们称之为

我们的使命是成为您实现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伙伴。

我们推动数字化转型，服务于家居、楼宇、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和工业市场。我们通过集成世界领先的工艺和能源管理技术，从终

端到云的互联互通产品、控制、软件和服务，贯穿业务全生命周期，实现整合的企业级管理。

我们是一家拥有本土化优势的全球企业，致力于推动开放的技术及合作伙伴生态圈，积极践行有意义、包容和赋能的共同价值观。

关于施耐德电气

Life I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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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框设计尽显优雅，透光图标指示，给您带来独特的操控体验。

灵活设计使每个面板都可根据需求定制每个按键功能。

珍铂 KNX 按键面板 , 
2 键，烟云灰

珍铂 KNX 温控面板 ,
5 键，烟云灰

珍铂 KNX 触摸面板 ,
4” 

珍铂 KNX 按键面板 ,
4 键，烟云灰

珍铂 KNX 按键面板， 
6 键，烟云灰

珍铂 KNX 按键面板 ,
8 键，烟云灰

珍铂 KNX 温控面板 ,
8 键 , 烟云灰

珍铂KNX系列面板将带给您全新的空间环境控制体验重新定义功能应用，

适用于所有KNX智能系统

全系列包含KNX按键面板，温控面板，触摸面板，全方位监控您所在的空

间环境和电器设备

一种全新的空间控制体验：
珍铂KNX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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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白色 银灰色

咖啡色

烟灰色

烟灰色

黑色

不锈钢

智能控制面板

Fusion M系列

Fusion 设计系列

智能面板

智能面板

触控面板

触控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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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键，银灰 8键，银灰4键，纯白（黑色边框） 8键，纯白（黑色边框）

智能控制面板

智能面板

4键，带有室温控制，纯白 4键，带有室温控制，
纯白（黑色边框）

8键，带有室温控制，
纯白（黑色边框）8键，带有室温控制，银灰

多功能面板

M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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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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键，带有IR接收器，银灰       

2键，带有IR接收器，纯白

Neo系列

智能面板

智能面板

智能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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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键，平滑玻璃                    

2键，黑玻璃

4键，平滑玻璃                    

4键，黑玻璃

6键，平滑玻璃                          

6键，黑玻璃

ULTI系列 

智能面板

智能面板

智能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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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铂系列 KNX 按键面板，2键

款式 产品编号
热塑材料
       冰河银 NP16161_01MS 新品
       晨曦金 NP16161_01WG 新品
       烟云灰 NP16161_01SL 新品

2个操作按键的智能控制面板含状态指示灯。空闲状态下，背光指示灯灭，手接近时，背
光灯亮起并点亮内置图标。默认图标可替换，包装内含常用图标套件。LED背光灯有冷白
和暖白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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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近感应：点亮屏幕，功能图标可见

自带总线耦合器。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到总线。

KNX软件功能：

2种设置选项：

 • 基本设置：调用一个预设的配置
 • 高级设置：单独配置

基本设置包含：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遮阳（单键/双键），场景调用

高级设置包含：开关，调光，输出值，场景控制（恢复/存储），遮阳，位移寄存器（逐级
/无级调节），RGB照明（RGB,RGBW）, 手动设置多种功能（4种对象-开/关，上/下，恢
复场景，存储场景，百分比值，无符号值），延迟模式，色温控制。所有功能分别通过长
短按进行控制。

通用功能：场景组，逻辑控制（与，或，亦或，阈值比较器，格式转换器）指示，锁定功
能。

注意事项：编程适用于ETS5 及以上版本。

说明：包装内包含常用图标标签。

珍铂系列 KNX 按键面板，4键

款式 产品编号
热塑材料
       冰河银 NP16162_01MS 新品
       晨曦金 NP16162_01WG 新品
       烟云灰 NP16162_01SL 新品

4个操作按键的智能控制面板含状态指示灯。空闲状态下，背光指示灯灭，手接近时，背
光灯亮起并点亮内置图标。默认图标可替换，包装内含常用图标套件。LED背光灯有冷白
和暖白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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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近感应：点亮屏幕，功能图标可见

自带总线耦合器。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到总线。

KNX软件功能：

2种设置选项：

 • 基本设置：调用一个预设的配置
 • 高级设置：单独配置

基本设置包含：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遮阳（单键/双键），场景调用

高级设置包含：开关，调光，输出值，场景控制（恢复/存储），遮阳，位移寄存器（逐级
/无级调节），RGB照明（RGB,RGBW）, 手动设置多种功能（4种对象-开/关，上/下，恢
复场景，存储场景，百分比值，无符号值），延迟模式，色温控制。所有功能分别通过长
短按进行控制。

通用功能：场景组，逻辑控制（与，或，亦或，阈值比较器，格式转换器）指示，锁定功
能。

注意事项：编程适用于ETS5 及以上版本。

说明：包装内包含常用图标标签。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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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珍铂系列 KNX按键面板， 6键

款式 产品编号
热塑材料
       冰河银 NP16163_01MS 新品
       晨曦金 NP16163_01WG 新品
       烟云灰 NP16163_01SL 新品

6个操作按键的智能控制面板含状态指示灯。空闲状态下，背光指示灯灭，手接近时，背
光灯亮起并点亮内置图标。默认图标可替换，包装内含常用图标套件。LED背光灯有冷白
和暖白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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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近感应：点亮屏幕，功能图标可见
 • 自带总线耦合器。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到总线。

KNX软件功能：

2种设置选项：

 • 基本设置：调用一个预设的配置
 • 高级设置：单独配置

基本设置包含：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遮阳（单键/双键），场景调用

高级设置包含：开关，调光，输出值，场景控制（恢复/存储），遮阳，位移寄存器（逐级
/无级调节），RGB照明（RGB,RGBW）, 手动设置多种功能（4种对象-开/关，上/下，恢
复场景，存储场景，百分比值，无符号值），延迟模式，色温控制。所有功能分别通过长
短按进行控制。

通用功能：场景组，逻辑控制（与，或，亦或，阈值比较器，格式转换器）指示，锁定功
能。

注意事项：编程适用于ETS5 及以上版本。

说明：包装内包含常用图标标签。

珍铂系列KNX按键面板，8键

款式 产品编号
热塑材料
       冰河银 NP16164_01MS 新品
       晨曦金 NP16164_01WG 新品
       烟云灰 NP16164_01SL 新品

8个操作按键的智能控制面板含状态指示灯。空闲状态下，背光指示灯灭，手接近时，背
光灯亮起并点亮内置图标。默认图标可替换，包装内含常用图标套件。LED背光灯有冷白
和暖白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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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近感应：点亮屏幕，功能图标可见
 • 自带总线耦合器。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到总线。

KNX软件功能：

2种设置选项：

 • 基本设置：调用一个预设的配置
 • 高级设置：单独配置

基本设置包含：开关，转换，调光（单键/双键）、遮阳（单键/双键），场景调用

高级设置包含：开关，调光，输出值，场景控制（恢复/存储），遮阳，位移寄存器（逐级
/无级调节），RGB照明（RGB,RGBW）, 手动设置多种功能（4种对象-开/关，上/下，恢
复场景，存储场景，百分比值，无符号值），延迟模式，色温控制。所有功能分别通过长
短按进行控制。

通用功能：场景组，逻辑控制（与，或，亦或，阈值比较器，格式转换器）指示，锁定功
能。

注意事项：编程适用于ETS5 及以上版本。

说明：包装内包含常用图标标签。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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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铂系列 KNX 温控面板，8键

款式 产品编号
热塑材料
       冰河银 NP16212_01MS 新品
       晨曦金 NP16212_01WG 新品
       烟云灰 NP16212_01SL 新品

温控面板含5个带有状态指示灯的操作按键，内置温度传感器用以测量环境温度。此温控
器适配风机盘管系统（FCU），多联机系统（VRF），地暖设备及新风设备。

显示屏可显示所有用以环境控制的重要参数，如：环境温度，制热/制冷模式，通风模式
等。

空闲状态下，背光指示灯灭，手接近时，背光灯亮起并点亮内置图标。默认图标可替换，
包装内含常用图标套件。LED背光灯有冷白和暖白两种选择。

ETS设备功能：

 • 显示设置：温度组件，照度水平，备用调整
 • 操作和状态显示的亮度
 • 夜间模式：LED光照度减弱
 • 接近感应：点亮屏幕，功能图标可见
 • 温度传感器：校准及传输操作
 • 单键已固定设置为“电源开/关”功能

自带总线耦合器。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到总线。

KNX软件功能：

2种设置选项：

 • 基本设置：调用一个预设的配置
 • 高级设置：单独配置

基础设置包含：设备电源开/关，控制模式/运行模式（通过短/长按调取），风速，温度
+/-，功能列表，开光，转换，调光（单键/双键），遮阳（单键/双键），场景调用

高级设置包含：开关，调光，输出值，场景控制（恢复/存储），遮阳，位移寄存器（逐级
/无级调节），RGB照明（RGB,RGBW）, 手动设置多种功能（4种对象-开/关，上/下，恢
复场景，存储场景，百分比值，无符号值），延迟模式，色温控制。所有功能分别通过长
短按进行控制。

暖通设置：风机盘管（需搭配风机盘管控制模块）或多联机控制器（需搭配多联机通讯网
关），地暖及通风设备

风机盘管调节：制冷/制热模式切换，内置温度感应探头，也可通过外接KNX协议的温控
感应器实现房间温度探测，门窗磁信号联动，设定温度调节。

多联机调节：制冷/制热模式，除湿模式，通风模式，自动模式，风速调节，设定温度调节

地暖调节：设定值，PI控制，PWM脉冲宽度调制或开关2点反馈控制，设定值调节

通用功能：场景组，逻辑控制（与，或，亦或，阈值比较器，格式转换器）指示，锁定功
能，支持CO2浓度传感器，可显示扩展传感器数值。

注意事项：编程适用于ETS5 及以上版本。

说明：包装内包含常用图标标签。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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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珍铂系列 KNX 温控面板，5键

款式 产品编号
热塑材料
       冰河银 NP16214_01MS 新品
       晨曦金 NP16214_01WG 新品
       烟云灰 NP16214_01SL 新品

温控调节面板含8个带有状态指示灯的操作按键，内置温度传感器用以测量环境温度。此
温控器适配风机盘管系统（FCU），多联机系统（VRF），地暖设备及新风设备。

显示屏可显示所有用以环境控制的重要参数，如：环境温度，制热/制冷模式，通风模式
等。

空闲状态下，背光指示灯灭，手接近时，背光灯亮起并点亮内置图标。默认图标可替换，
包装内含常用图标套件。LED背光灯有冷白和暖白两种选择。

ETS设备功能：

 • 显示设置：温度组件，照度水平，备用调整
 • 操作和状态显示的亮度
 • 夜间模式：LED光照度减弱
 • 接近感应：点亮屏幕，功能图标可见
 • 温度传感器：校准及传输操作
 • 单键已固定设置为“电源开/关”功能

自带总线耦合器。设备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连到总线。

KNX软件功能：

2种设置选项：

 • 基本设置：调用一个预设的配置
 • 高级设置：单独配置

基础设置包含：设备电源开/关，控制模式/运行模式（通过短/长按调取），风速，温度
+/-，功能列表，开光，转换，调光（单键/双键），遮阳（单键/双键），场景调用

高级设置包含：开关，调光，输出值，场景控制（恢复/存储），遮阳，位移寄存器（逐级
/无级调节），RGB照明（RGB,RGBW）, 手动设置多种功能（4种对象-开/关，上/下，恢
复场景，存储场景，百分比值，无符号值），延迟模式，色温控制。所有功能分别通过长
短按进行控制。

暖通设置：风机盘管（需搭配风机盘管控制模块）或多联机控制器（需搭配多联机通讯网
关），地暖及通风设备

风机盘管调节：制冷/制热模式切换，内置温度感应探头，也可通过外接KNX协议的温控
感应器实现房间温度探测，门窗磁信号联动，设定温度调节。

多联机调节：制冷/制热模式，除湿模式，通风模式，自动模式，风速调节，设定温度调节

地暖调节：设定值，PI控制，PWM脉冲宽度调制或开关2点反馈控制，设定值调节

通用功能：场景组，逻辑控制（与，或，亦或，阈值比较器，格式转换器）指示，锁定功
能，支持CO2浓度传感器，可显示扩展传感器数值。

注意事项：编程适用于ETS5 及以上版本。

说明：包装内包含常用图标标签。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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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T 智能面板 M 系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纯白 MTN6185-0325 1/60 9
奶白 MTN6185-0325 1/60 9
银灰 MTN6185-0460 1/60 9
烟灰 MTN6185-0414 1/60 9

可选1-4个操作按键，内置温度探头，用于空间温度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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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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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式感应：通过组对象或感应器触发，灵敏度可调节

温度传感器：偏移量可设置，探测温度可作为被传输对象值，可循环发送。

工作电压：DC 3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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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款式
MTN478119 灵慧系列单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114 灵畅系列单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160 灵畅系列单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10-3260 灵畅系列玻璃单位边框(水晶)  
MTN403105 灵畅系列单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139 灵畅系列单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1-3473 灵畅系列单位木边框(胡桃木)  
MTN478219 灵慧系列双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214 灵畅系列双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260 灵畅系列双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20-3260 灵畅系列玻璃双位边框(水晶)  
MTN403205 灵畅系列双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239 灵畅系列双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2-3473 灵畅系列双位木边框(胡桃木)  
MTN478319 灵慧系列三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314 灵畅系列三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360 灵畅系列三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30-3260 灵畅系列玻璃三位边框(水晶)  
MTN403305 灵畅系列三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339 灵畅系列三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3-3473 灵畅系列三位木边框(胡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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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触控面板M系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MTN6215-03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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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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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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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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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款式
MTN478119 灵慧系列单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114 灵畅系列单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160 灵畅系列单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10-3260 灵畅系列玻璃单位边框(水晶)  
MTN403105 灵畅系列单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139 灵畅系列单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1-3473 灵畅系列单位木边框(胡桃木)  
MTN478219 灵慧系列双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214 灵畅系列双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260 灵畅系列双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20-3260 灵畅系列玻璃双位边框(水晶)  
MTN403205 灵畅系列双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239 灵畅系列双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2-3473 灵畅系列双位木边框(胡桃木)  
MTN478319 灵慧系列三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314 灵畅系列三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360 灵畅系列三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30-3260 灵畅系列玻璃三位边框(水晶)  
MTN403305 灵畅系列三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339 灵畅系列三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3-3473 灵畅系列三位木边框(胡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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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T 智能面板设计系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沙金 MTN6185-6033 1/60 9
烟灰 MTN6185-6034 1/60 9
纯白 MTN6185-6035 1/60 9
不锈钢 MTN6185-6036 1/60 9
镍金属 MTN6185-6050 1/60 9
香槟色金属 MTN6185-6051 1/60 9
咖啡色金属 MTN6185-6052 1/60 9

可选1-4个操作按键，内置温度探头，用于空间温度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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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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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式感应：通过组对象或感应器触发，灵敏度可调节

温度传感器：偏移量可设置，探测温度可作为被传输对象值，可循环发送。

工作电压：DC 30V

附件：Fusion防拆保护垫片，产品编号MTN6270-0000。

供货范围：带有基本的标签套件。

型号 款式
MTN4010-6534   单位边框,炭灰黑  
MTN4010-6535   单位边框,莲花白  
MTN4010-6550 单位边框,磨砂镍  
MTN4010-6552 单位边框,摩卡棕  
MTN4020-6534   双位边框,炭灰黑  
MTN4020-6535  双位边框,莲花白  
MTN4020-6550   双位边框,磨砂镍  
MTN4020-6552  双位边框,摩卡棕  
MTN4030-6534    三位边框,炭灰黑  
MTN4030-6535     三位边框,莲花白
MTN4030-6550    三位边框,磨砂镍  
MTN4030-6552  三位边框,摩卡棕  
MTN4040-6534   四位边框,炭灰黑  
MTN4040-6535    四位边框,莲花白  
MTN4040-6550   四位边框,磨砂镍  
MTN4040-6552    四位边框,摩卡棕  
MTN4050-6534    五位边框,炭灰黑  
MTN4050-6535   五位边框,莲花白  
MTN4050-6550    五位边框,磨砂镍  
MTN4050-6552    五位边框,摩卡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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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触控面板设计系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MTN6215-5910 1/60 9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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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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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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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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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款式
MTN4010-6534   单位边框,炭灰黑  
MTN4010-6535   单位边框,莲花白  
MTN4010-6550 单位边框,磨砂镍  
MTN4010-6552 单位边框,摩卡棕  
MTN4020-6534   双位边框,炭灰黑  
MTN4020-6535   双位边框,莲花白 
MTN4020-6550   双位边框,磨砂镍  
MTN4020-6552  双位边框,摩卡棕  
MTN4030-6534    三位边框,炭灰黑  
MTN4030-6535   三位边框,莲花白  
MTN4030-6550    三位边框,磨砂镍  
MTN4030-6552  三位边框,摩卡棕  
MTN4040-6534   四位边框,炭灰黑  
MTN4040-6535    四位边框,莲花白  
MTN4040-6550   四位边框,磨砂镍  
MTN4040-6552    四位边框,摩卡棕  
MTN4050-6534    五位边框,炭灰黑  
MTN4050-6535   五位边框,莲花白  
MTN4050-6550    五位边框,磨砂镍  
MTN4050-6552    五位边框,摩卡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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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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面板

M系列2键智能照明控制面板带耦
合器(M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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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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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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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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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系列4键智能照明控制面板带耦
合器(M系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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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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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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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款式
MTN478119 灵慧系列单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114 灵畅系列单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160 灵畅系列单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10-3260 灵畅系列玻璃单位边框(水晶)  
MTN403105 灵畅系列单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139 灵畅系列单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1-3473 灵畅系列单位木边框(胡桃木)  
MTN478219 灵慧系列双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214 灵畅系列双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260 灵畅系列双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20-3260 灵畅系列玻璃双位边框(水晶)  
MTN403205 灵畅系列双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239 灵畅系列双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2-3473 灵畅系列双位木边框(胡桃木)  
MTN478319 灵慧系列三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314 灵畅系列三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360 灵畅系列三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30-3260 灵畅系列玻璃三位边框(水晶)  
MTN403305 灵畅系列三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339 灵畅系列三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3-3473 灵畅系列三位木边框(胡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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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系列8键智能照明控制面板带耦合器(M系列)

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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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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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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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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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系列4键LCD温控面板带耦合器(M系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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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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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按键可以设置成对按键（双键）或者单一按键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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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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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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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款式
MTN478119 灵慧系列单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114 灵畅系列单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160 灵畅系列单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10-3260 灵畅系列玻璃单位边框(水晶)  
MTN403105 灵畅系列单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139 灵畅系列单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1-3473 灵畅系列单位木边框(胡桃木)  
MTN478219 灵慧系列双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214 灵畅系列双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260 灵畅系列双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20-3260 灵畅系列玻璃双位边框(水晶)  
MTN403205 灵畅系列双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239 灵畅系列双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2-3473 灵畅系列双位木边框(胡桃木)  
MTN478319 灵慧系列三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314 灵畅系列三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360 灵畅系列三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30-3260 灵畅系列玻璃三位边框(水晶)  
MTN403305 灵畅系列三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339 灵畅系列三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3-3473 灵畅系列三位木边框(胡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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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系列8键LCD温控面板带耦合器(M系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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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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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款式
MTN4025-3260 灵畅系列玻璃无中置桥双位边框(水晶) 

MTN4058-3473 灵畅系列无中置桥双位木边框(胡桃木)

MTN403805 灵畅系列无中置桥双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839 灵畅系列无中置桥双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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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系列8键可编程控制面板带耦合器带红外（Neo系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

纯白                 MTN6518_WE_G1

银灰                 MTN6518_GB_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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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o系列4键可编程控制面板带耦合器带红外（Neo系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

纯白 MTN6514_WE_G1

银灰 MTN6514_GB_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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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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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o系列2键可编程控制面板带耦合器带红外（Neo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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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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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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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I系列6键可编程控制面板带耦合器（ULTI系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玻璃

平滑玻璃 MTN6916_GF_G1

黑玻璃  MTN6916_680_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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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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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I系列4键可编程控制面板带耦合器（ULTI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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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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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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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I系列2键可编程控制面板带耦合器（ULTI系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玻璃

平滑玻璃 MTN6912_GF_G1

黑玻璃 MTN6912_680_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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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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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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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器

气象站干节点输入模块360度吸顶存在感应器 180度墙装存在感应器 光亮度及温度传感器

KNX DALI 网关

驱动器

通用调光模块开关控制模块 电热磁阀控制模块 百叶窗/开关控制模块

系统元件

电源模块 KNX逻辑控制器 支线耦合器USB接口模块 KNX IP 网关 SpaceLYnk逻辑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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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logic KNX 支线耦合器

产品编号 备注
MTN6500-0101

可用于支线和区域的逻辑连接和电流隔离，DIN导轨安装。

设备支持KNX网络安全功能。此功能能够在ETS内被激活。作为一个带加密功能的支线耦
合器，设备支持加密型号和不加密信号的传输通讯。于此同时，访问此设备本身（比如：
执行下载操作）也是受到KNX网络安全的保护的。设备有一个过滤表（8k 字节）并可确
保支线与支线之间的电流隔离。

此支线耦合器支持KNX长字段（longframes）并适用于ETS 5或更高版本软件。

设备安装在符合EN60715要求的DIN导轨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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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线路之间的通讯连接通过总线连接端子实现。 设备自带2个用于
测试的按键和3个状态指示LED灯。

KNX 软件功能：此设备能在一个已有或新建的KNX系统中被用于一个域/一条支线的耦合
器，或者可作为支线中两部分的中继器。耦合器和中继器功能可编程切换。

宽: 1 模 = 约18 mm

供货范围：2个总线连接端子。

Spacelogic KNX IP 网关

产品编号 备注
MTN6500-0103

Spacelogic KNX IP网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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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ETS编程）。

设备支持KNX网络安全功能。此功能能够在 ETS 内被激活。作为一个带加密功能的IP网
关，设备支持加密型号和不加密信号在 KNX TP 和 KNX 安全的 IP 主干之间的传输通讯。
于此同时，此设备的接口功能（通道--tunneling）也是受到KNX网络安全的保护的，防止
未授权的访问。

网关支持8个通道。每个通道必需配置一个独立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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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关通过KNX总线供电，无需额外辅助电源。设备安装在符合EN60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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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自带2个用于测
试的按键和3个状态指示LED灯。

宽: 1 模 = 约18 mm

供货范围：2个总线连接端子。

系统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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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logic KNX IP 接口模块

产品编号 备注
MTN6502-0105

Spacelogic KNX IP接口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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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ETS编程）。

设备支持KNX网络安全功能。此功能能够在 ETS 内被激活。作为一个带加密功能的IP接
口模块，设备支持加密型号和不加密信号在 KNX TP 和 KNX 安全的 IP 主干之间的传输通
讯。于此同时，此设备的接口功能（通道--tunneling）也是受到KNX网络安全的保护的，
防止未授权的访问。

IP接口模块支持8个通道。每个通道必需配置一个独立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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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接口模块通过KNX总线供电，无需额外辅助电源。设备安装在符合EN60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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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自带2个用
于测试的按键和3个状态指示LED灯。

宽: 1 模 = 约18 mm

供货范围：2个总线连接端子。

Spacelogic KNX USB 接口模块

产品型号 备注
MTN6502-0101

用于将编程设备或诊断设备通过USB2.0接口连接到KNX总线上。USB连接口（C型）和
KNX总线之间是电流隔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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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ETS编程）。

此设备支持KNX长字段（longframes）并支持KNX加密信号/设备，此举使KNX下载更高
速。此设备适用于ETS 4或更高版本软件。

设备安装在符合EN60715要求的DIN导轨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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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自带2个状态指示LED灯。

宽: 1 模 = 约18 mm

供货范围：2个总线连接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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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Logic KNX 电源模块320 mA

规格 型号 备注
320 mA MTN6513-1203 新品

SpaceLogic KNX 电源模块给KNX总线供电。电源模块含两个输出：一个带集成扼流圈
的KNX输出和一个DC 30V 辅助电源输出。两个独立工作的电源可并行连接来加倍输出电
流。

电源具有一个用于操作和诊断信息的浮点信号触点。

功能：

标称电流按需供给于总线上的设备。复位按钮（Reset）可断开总线电源并重新配置总线
设备电流。短路保护。防浪涌。开路保护。可连接应急电源。

用于安装在配电柜DIN轨道EN60715上。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

工作电压：220-240 V AC,

电源频率：50/60 Hz

功耗：最大1.8 W

KNX 类别：TP256

总线输出电压：28-31 V DC SELV

总线输出电流：320 mA (最大)

DC 30 V 输出电压：30 V DC

信号输出：12-230 V AC, 2-30 V DC

开关电流：5 mA ... 2A

缓冲时间：230 V A 下ca. 200 ms 

设备宽度：4 模 = 约 72 mm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护板。

SpaceLogic KNX 电源模块640 mA

规格 型号 备注
640 mA MTN6513-1202 新品

SpaceLogic KNX 电源模块给KNX总线供电。电源模块含两个输出：一个带集成扼流圈
的KNX输出和一个DC 30V 辅助电源输出。两个独立工作的电源可并行连接来加倍输出电
流。

电源具有一个用于操作和诊断信息的浮点信号触点。

功能：

标称电流按需供给于总线上的设备。复位按钮（Reset）可断开总线电源并重新配置总线
设备电流。短路保护。防浪涌。开路保护。可连接应急电源。

用于安装在配电柜DIN轨道EN60715上。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

工作电压：220-240 V AC,

电源频率：50/60 Hz

功耗：最大2.9 W

KNX 类别：TP256

总线输出电压：28-31 V DC SELV

总线输出电流：640 mA (最大)

DC 30 V 输出电压：30 V DC

信号输出：12-230 V AC, 2-30 V DC

开关电流：5 mA ... 2A

缓冲时间：230 V A 下ca. 200 ms 

设备宽度：4 模 = 约 72 mm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护板。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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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Logic KNX 电源模块1280 mA

规格 型号 备注
1280 mA MTN6513-1201 新品

SpaceLogic KNX 电源模块给KNX总线供电。电源模块含两个输出：一个带集成扼流圈
的KNX输出和一个DC 30V 辅助电源输出。两个独立工作的电源可并行连接来加倍输出电
流。

电源具有一个用于操作和诊断信息的浮点信号触点。

功能：

标称电流按需供给于总线上的设备。复位按钮（Reset）可断开总线电源并重新配置总线
设备电流。短路保护。防浪涌。开路保护。可连接应急电源。

用于安装在配电柜DIN轨道EN60715上。总线的连接通过一个总线连接端子完成。

工作电压：220-240 V AC,

电源频率：50/60 Hz

功耗：最大6.4 W

KNX 类别：TP256

总线输出电压：28-31 V DC SELV

总线输出电流：1280 mA (最大)

DC 30 V 输出电压：30 V DC

信号输出：12-230 V AC, 2-30 V DC

开关电流：5 mA ... 2A

缓冲时间：230 V A 下 ca. 200 ms 

设备宽度：6 模 = 约 108 mm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护板。

新产品



26

KNX

应急电源模块（可接蓄电池）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83901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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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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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mA电源供应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84064 1/1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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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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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数 = 约 90 mm

供货范围：2个总线连接端子和2个线路护板。

320mA电源供应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84032 1/21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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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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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mA电源供应器（可接应急电源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83890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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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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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X逻辑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76090 1/3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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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置宽度：2.5模数=约4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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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能耗统计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600-0603 1/10 9.3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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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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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能耗监测网关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503-0201 1/10 9.3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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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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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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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LYnk 逻辑控制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LSS100100 1/10 9.3

homeLYnk是一个集成可视化和控制的家庭自动化解决方案，以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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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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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X

31

spaceLYnk逻辑控制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LSS100200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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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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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KNX

DALI 网关

KNX DALI 单通道网关

款式 型号
MTN6725-0003

KNX DALI 网关基本款可连接1路DALI总线。网关属于I类DALI控制设备并自带DALI总线电
源可用于给ECG供电。基于EN 62386 ed/1 和 ed/2 此设备是一个单一主控制器。此设备
可以控制 ed/1和 ed/2 类的DALI ECG 也可两者混合使用，但单一主控制器无法支持DALI-
2 类的传感器如：移动和存在感应器，继电器模块等。此设备可支持最多16个组的64个
ECG的开关和调光控制，并可支持最多16个场景。

不同颜色命令（如：日光色控制，RGB，XY 以及 HSV）可以通过KNX 按键面板来实
现，比如：控制一个DALI DT8 光源。每个组的工作时长可以被记录下来。每个ECG和组
的错误信息可以通过KNX总线传输被展示出来。如果设备在一个有自动更新时钟的系统
内，设备的颜色控制模组可最多支持16个时间开关功能用于每周规律的亮度和颜色调节。
当使用KNX对象功能，每条DALI输出可启用或禁用最多16个时间程序总共最多可执行
300条命令。DALI调试和配置，组地址关联，以及场景配置都可以在ETS软件和ETS app
（DCA）内完成。

内置总线耦合器。设备安装在符合EN60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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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X 软件功能：

每组可做开关，调光，赋值，以及调色控制，脉冲控制、赋值、以及调色对象均为广播控
制。支持阶梯调光功能，此功能也可用于提前警告和正常、连续、夜间和紧急模式。每个
控制组和每个DALI

子设备都有各自的详细错误信息。场景支持亮度和颜色调节。由于增加了KNX开关执行
器，减少了EB备用损耗，从而节省了能源。颜色控制模组可用于根据每周时间开关控制
亮度和颜色。（要求：工作日和时间同步）任何时间间隔都可以，最长90s。使用KNX对
象可以控制多达16个时间程序。工作时长可按组记录和重置，超过设定阈值时按组发送报
警。固件可以使用FAT32格式的Micro-SD卡进行更新。

电源电压：AC110-240V，50-60Hz

输出：1× DALI D+，D-，直流16-18V（基本绝缘，非SELV），最大250mA，短路保护

接口：KNX，DALI

类型：DALI I类控制设备（单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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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mm

供货范围: 含总线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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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DALI 双通道网关

款式 型号
MTN6725-0004

KNX DALI 网关基本款可连接2路DALI总线。网关属于I类DALI控制设备并自带DALI总线电
源可用于给ECG供电。基于EN 62386 ed/1 和 ed/2 此设备是一个单一主控制器。此设备
可以控制 ed/1和 ed/2 类的DALI ECG 也可两者混合使用，但单一主控制器无法支持DALI-
2 类的传感器如：移动和存在感应器，继电器模块等。此设备可支持最多16个组的64个
ECG的开关和调光控制，并可支持最多16个场景。

不同颜色命令（如：日光色控制，RGB，XY 以及 HSV）可以通过KNX 按键面板来实
现，比如：控制一个DALI DT8 光源。每个组的工作时长可以被记录下来。每个ECG和组
的错误信息可以通过KNX总线传输被展示出来。如果设备在一个有自动更新时钟的系统
内，设备的颜色控制模组可最多支持16个时间开关功能用于每周规律的亮度和颜色调节。
当使用KNX对象功能，每条DALI输出可启用或禁用最多16个时间程序总共最多可执行
300条命令。DALI调试和配置，组地址关联，以及场景配置都可以在ETS软件和ETS app
（DCA）内完成。

内置总线耦合器。设备安装在符合EN60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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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X 软件功能：

每组可做开关，调光，赋值，以及调色控制，脉冲控制、赋值、以及调色对象均为广播控
制。支持阶梯调光功能，此功能也可用于提前警告和正常、连续、夜间和紧急模式。每个
控制组和每个DALI

子设备都有各自的详细错误信息。场景支持亮度和颜色调节。由于增加了KNX开关执行
器，减少了EB备用损耗，从而节省了能源。颜色控制模组可用于根据每周时间开关控制
亮度和颜色。（要求：工作日和时间同步）任何时间间隔都可以，最长90s。使用KNX对
象可以控制多达16个时间程序。工作时长可按组记录和重置，超过设定阈值时按组发送报
警。固件可以使用FAT32格式的Micro-SD卡进行更新。

电源电压：AC110-240V，50-60Hz

输出：2× DALI D+，D-，直流16-18V（基本绝缘，非SELV），最大250mA，短路保护

接口：KNX，DALI

类型：DALI I类控制设备（单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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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mm

供货范围: 含总线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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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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模块

2路通用输入/输出接口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纯白 MTN670802 1/15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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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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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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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路通用输入/输出接口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纯白 MTN670804 1/15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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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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干接点输入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4492 1/3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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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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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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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路干接点输入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4592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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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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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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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24V信号输入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4892 1/3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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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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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路230V信号输入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4992 1/3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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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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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路24V信号输入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4792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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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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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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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路230V信号输入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4692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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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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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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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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感器

M系列180度移动感应器带耦合器（墙装）(M系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热塑材料，磨光

纯白 MTN632619 1/50 9

银灰 MTN632660 1/50 9

 耐划性好的热固塑料:对这些产品请使用光亮热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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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款式
MTN478119 灵慧系列单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114 灵畅系列单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160 灵畅系列单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10-3260 灵畅系列玻璃单位边框(水晶)  
MTN403105 灵畅系列单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139 灵畅系列单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1-3473 灵畅系列单位木边框(胡桃木)  
MTN478219 灵慧系列双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214 灵畅系列双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260 灵畅系列双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20-3260 灵畅系列玻璃双位边框(水晶)  
MTN403205 灵畅系列双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239 灵畅系列双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2-3473 灵畅系列双位木边框(胡桃木)  
MTN478319 灵慧系列三位边框(热塑/光亮/纯白)  
MTN486314 灵畅系列三位边框(热塑/磨光/烟灰)  
MTN486360 灵畅系列三位边框(热塑/磨光/银灰)  
MTN4030-3260 灵畅系列玻璃三位边框(水晶)  
MTN403305 灵畅系列三位金属边框(金属钛)  
MTN403339 灵畅系列三位金属边框(金属铬)  
MTN4053-3473 灵畅系列三位木边框(胡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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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感应器（吸顶装）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纯白 MTN630819 1/16 9 
银灰 MTN630860 1/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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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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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感应器带恒照度控制及红外遥控（吸顶装）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纯白 MTN630919 1/6 9 
银灰 MTN630960 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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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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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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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高天棚存在感应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备注
嵌入式安装 MTN6304-0019
表面安装 MTN6354-0019

KNX高天棚存在感应器安装于层高较高的室内，如：高度较高的仓库或体育馆。

存在感应器即使是很细微的动作也能探测到是否有人员存在。灯光控制基于移动侦测（双
通道）或基于照度感应（1通道）发出KNX总线命令来实现。如果自然光照充足或被赋予
的照度阈值达到，被控灯光将自动关闭。

制热、通风、或空调设备也可以被控制（1通道）。存在感应器有两个探测感应元件（被
动式红外），一个亮度感应元件，一个IR接收器和一个探测状态LED指示灯也用于表明设
备在测试模式下。

存在感应器可用于独立工作或可在主-从模式下工作。这些设置可在ETS内完成。

存 在 感 应 器 也 可 在 E T S 未 配 置 情 况 下 工 作 ， 但 需 要 有 相 匹 配 的 遥 控 器 进 行 操 作
（MTN6300-0002）。

通过两个膨胀螺丝可实现室内吸顶表面安装（IP 54）及嵌入式安装（IP 20）。

KNX 软件功能：移动侦测：当探测到有人时将发出一个KNX信号。灯光控制：房间灯光
的控制基于移动侦测和照度。如果自然光照充足，灯光则被关闭或调至适当水平。最低照
度：当超出行程时间最低照度将被在一定时间段内激活，或基于照度情况。HVAC控制：
当探测到移动后，制热、通风、空调设备将从节能模式切换至舒适模式。工作模式：独立
工作、主设备、从设备、平行主设备工作模式。主设备：用于控制灯光和HVAC系统。额
外的探测器则设置成从设备用于扩大探测范围。从设备：仅侦测在它探测范围内的移动并
发送信息给其主设备。平行主设备工作模式：控制其区域内的灯光（可通过额外的从设备
探测器扩展探测区域）。仅有一个主设备可被安装用于控制区域内的HVAC系统。

监测角度：360°

开启角度：180°

范围：最大半径18米（切向）

安装高度：4-14米

最佳安装高度：12米

时间设定：60秒-255分钟

感应元件：2×被动红外感应

区域数量：1416

探测亮度：内置照度感应器，约2至1000 Lux可调

防护等级：IP 20（嵌入式安装），IP 54（表面安装）

EC准则：低压准则2006/95/EC和EMC准则2004/108/EC

尺寸：124×65 mm (Ø x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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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长走道存在感应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备注
嵌入式安装 MTN6305-0019
表面安装 MTN6355-0019

KNX长走道存在感应器用于吸顶嵌入式或表面安装于长走道区域。

存在感应器即使是很细微的动作也能探测到是否有人员存在。灯光控制基于移动侦测（双
通道）或基于照度感应（1通道）发出KNX总线命令来实现。如果自然光照充足或被赋予
的照度阈值达到，被控灯光将自动关闭。

制热、通风、或空调设备也可以被控制（1通道）。存在感应器有两个探测感应元件（被
动式红外），一个亮度感应元件，一个IR接收器和一个探测状态LED指示灯也用于表明设
备在测试模式下。

存在感应器可用于独立工作或可在主-从模式下工作。这些设置可在ETS内完成。

存 在 感 应 器 也 可 在 E T S 未 配 置 情 况 下 工 作 ， 但 需 要 有 相 匹 配 的 遥 控 器 进 行 操 作
（MTN6300-0002）。

通过两个膨胀螺丝可实现室内吸顶表面安装（IP 54）及嵌入式安装（IP 20）。

KNX 软件功能：移动侦测：当探测到有人时将发出一个KNX信号。灯光控制：房间灯光
的控制基于移动侦测和照度。如果自然光照充足，灯光则被关闭或调至适当水平。最低照
度：当超出行程时间最低照度将被在一定时间段内激活，或基于照度情况。HVAC控制：
当探测到移动后，制热、通风、空调设备将从节能模式切换至舒适模式。工作模式：独立
工作、主设备、从设备、平行主设备工作模式。主设备：用于控制灯光和HVAC系统。额
外的探测器则设置成从设备用于扩大探测范围。从设备：仅侦测在它探测范围内的移动并
发送信息给其主设备。平行主设备工作模式：控制其区域内的灯光（可通过额外的从设备
探测器扩展探测区域）。仅有一个主设备可被安装用于控制区域内的HVAC系统。

监测角度：360°

开启角度：45°

范围：最大20 × 4米（切向），最大12 × 4米（半径）

安装高度：2.5-5米

最佳安装高度：2.8米

时间设定：60秒-255分钟

感应元件：2×被动红外感应

区域数量：280

探测亮度：内置照度感应器，约2至1000 Lux可调

防护等级：IP 20（嵌入式安装），IP 54（表面安装）

EC准则：低压准则2006/95/EC和EMC准则2004/108/EC

尺寸：124×78 mm (Ø x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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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迷你存在感应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备注
嵌入式安装 MTN6303-0019

KNX迷你存在感应器用于吊顶内需不引人注目安装的区域。

存在感应器即使是很细微的动作也能探测到是否有人员存在。灯光控制基于移动侦测（4
通道）或基于照度感应（1通道）发出KNX总线命令来实现。如果自然光照充足或被赋予
的照度阈值达到，被控灯光将自动关闭。

制热、通风、或空调设备也可以被控制（1通道）。存在感应器有两个探测感应元件（被
动式红外），一个亮度感应元件，一个IR接收器和一个探测状态LED指示灯也用于表明设
备在测试模式下。

存在感应器可用于独立工作或可在主-从模式下工作。这些设置可在ETS内完成。

存 在 感 应 器 也 可 在 E T S 未 配 置 情 况 下 工 作 ， 但 需 要 有 相 匹 配 的 遥 控 器 进 行 操 作
（MTN6300-0002）。

探测器安装在室内吊顶（如石膏板）的圆孔（直径35mm）中。 

KNX 软件功能：移动侦测：当探测到有人时将发出一个KNX信号。灯光控制：房间灯光
的控制基于移动侦测和照度。如果自然光照充足，灯光则被关闭或调至适当水平。最低照
度：当超出行程时间最低照度将被在一定时间段内激活，或基于照度情况。HVAC控制：
当探测到移动后，制热、通风、空调设备将从节能模式切换至舒适模式。工作模式：独立
工作、主设备、从设备、平行主设备工作模式。主设备：用于控制灯光和HVAC系统。额
外的探测器则设置成从设备用于扩大探测范围。从设备：仅侦测在它探测范围内的移动并
发送信息给其主设备。平行主设备工作模式：控制其区域内的灯光（可通过额外的从设备
探测器扩展探测区域）。仅有一个主设备可被安装用于控制区域内的HVAC系统。

监测角度：360°

范围：最大6× 6米（切向），最大4 ×4米（半径）

安装高度：2-5米

最佳安装高度：2.8米

时间设定：60秒-255分钟

感应元件：4×被动红外感应

探测亮度：内置照度感应器，约2至1000 Lux可调

防护等级：IP 20

EC准则：低压准则2006/95/EC和EMC准则2004/108/EC

尺寸：43×71 mm (Ø x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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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存在感应器遥控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备注
MTN6300-0002

IR遥控器用于操作并配置KNX存在感应器。

IR遥控器可用于下列功能和配置：

 ■ 激活KNX编程模式

 ■ 选则测试模式

 ■ 开始和结束测试模式

 ■ 校准照度测量值

 ■ 设置照度阈值

 ■ 设置延时时间

 ■ 设置开启HVAC延时

 ■ 设置最低照度行程时间

用于：KNX 高天棚存在感应器MTN6304-0019，MTN6354-0019

KNX 长走道存在感应器MTN6305-0019，MTN6355-0019

KNX 迷你存在感应器MTN6303-0019

KNX 存在感应器保护罩

款式 产品编号 备注
MTN6300-0001

存在感应器保护罩。

螺丝固定表面安装。

用于：KNX 高天棚存在感应器MTN6304-0019，MTN6354-0019

KNX 长走道存在感应器MTN6305-0019，MTN6355-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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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光亮度及温度传感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63991 1/2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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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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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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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CO
2
 湿度及温度感应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白色 MTN6005-0001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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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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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X小型气象站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白色 MTN6904-0001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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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感器应与3个照度感应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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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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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 Lux

风速：2~3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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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121×108 mm

附件：安装附件，产品编号：MTN6904-0002

KNX小型气象站安装附件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白色 MTN6904-0002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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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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执行器

4路模拟输出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82291 1/2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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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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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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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路模拟输入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82191 1/2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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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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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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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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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站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82991 1/2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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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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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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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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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通道年定时器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606-0008 1/10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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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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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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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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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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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16A开关控制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7393 1/3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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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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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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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4路16A开关控制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7593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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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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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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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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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路16A开关控制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7893 1/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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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V，最大3600W 

卤素灯：AC 230V，最大2500W

荧光灯：AC 230V，最大2500VA

电容负载：AC 230V，16A，最大200μF

装置宽度：8 模数 = 约 144 mm

供货范围：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12路16A开关控制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8493 1/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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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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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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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容负载：AC 230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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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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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16A开关控制模块带电流检测（带手动开关）

款式 型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7395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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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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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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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16A开关控制模块带电流检测（带手动开关）

款式 型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7595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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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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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路16A开关控制模块带电流检测（带手动开关）

款式 型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7895 1/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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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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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路16A开关控制模块带电流检测（带手动开关）

款式 型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8495 1/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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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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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叶窗/开关控制模块

Spacelogic KNX 开关/窗帘模块

产品型号 备注
MTN6705-0008

模块可独立控制4组百叶窗/卷帘电机，或可通过内置继电器控制8路设备的开关。窗帘或
开关通道设置是可以配置切换的。所有窗帘启停/开关输出可通过模块上的按键手动控制。

模块可最多连接2个扩展模块，因此最多可控制24路设备开关或12路窗帘电机启停。扩展
模块供电和总线通讯是通过主模块完成的。

可操作元素：用于手动开关操作的按键，用于选择控制哪个模块输出（主模块还是扩展模
块），以及用于单个输出回路开关控制。

内置总线耦合器。设备安装在符合EN60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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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KNX软件功能：能耗优化，设备安全，设备健康，手动操作，用于固件升级的PIN
码。

窗帘电机功能：行程时间，待机时间，步长，锁定功能，运行范围限制，天气报警，8位
高度和百叶角度定位，场景，以及状态反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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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用于楼梯照明控制启用的预警功
能、场景、中央控制功能、锁定功能、逻辑操作或优先级控制、每个通道都有状态反馈功
能。

供电电压：KNX总线，约 6.5 mA（主模块），约 9mA（主模块+1个扩展），约12.5 mA
（主模块+2个扩展）

额定电压：AC 250V，50-60Hz

额定电流：16 A AC-1, IEC 60947-4-1 / 10 A, IEC 60669-2-5

每个窗帘输出：

电机负载：1000 VA

每个开关输出：

白炽灯：2300W

卤素灯：2300W

LED灯：200W*

容性负载：10 AX, 最大 140 μF

阻性负载：10 A，cosφ=0.6

继电器参数—瞬时电流：最大 800 A/200 μs, 最大165 A/20 ms 

装置宽度：4模数 = 大约 72mm

附件: SpaceLogic KNX 开关/窗帘扩展模块 MTN6805-0008 

供货范围：2个总线连接端子。

*LED灯实际负载能力取决于LED驱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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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logic KNX 开关扩展模块

产品型号 备注
MTN6805-0008

模块作为 SpaceLogic KNX 开关/窗帘模块或 SpaceLogic KNX 通用调光模块的扩展模块。

模块可独立控制4组百叶窗/卷帘电机，或可通过内置继电器控制8路设备的开关。窗帘或
开关通道设置是可以配置切换的。所有窗帘启停/开关输出可通过模块上的按键手动控制。

ETS软件配置包含在主模块的ETS应用内。由主模控制扩展模块的功能，并提供扩展模块
所需的KNX总线电源和通讯。

所有输出能通过主模块上的按键进行手动控制。

扩展模块上的绿色LED指示灯表示设备运行正常，红色LED指示灯则表示设备在手动控制
模式下。

设备安装在符合EN60715要求的DIN导轨上。通过模块连接件或模块连接线可将扩展模块
和主模块相连。

常规KNX软件功能：所有功能在主模块的KNX应用中包含。

供电电压：通过连接件/线

额定电压：AC 250V，50-60Hz

额定电流：16 A AC-1, IEC 60947-4-1 / 10 A, IEC 60669-2-5

每个窗帘输出：

电机负载：1000 VA

每个开关输出：

白炽灯：2300W

卤素灯：2300W

LED灯：200W*

容性负载：10 AX, 最大 140 μF

阻性负载：10 A，cosφ=0.6

继电器参数—瞬时电流：最大 800 A/200 μs, 最大165 A/20 ms 

装置宽度：4模数 = 大约 72mm

在KNX系统内，需与下列模块搭配使用: SpaceLogic KNX 开关/窗帘主模块 MTN6705-
0008，SpaceLogic KNX 通用调光主模块 MTN6710-0102

附件: SpaceLogic KNX 连接线 S型 MTN6941-0001，SpaceLogic KNX 连接线 L型 
MTN6941-0002.

供货范围：扩展模块连接件。

SpaceLogic KNX 连接线 S型

规格 型号 备注
30 cm MTN6941-0001

链接线用于当主模块和扩展模块或扩展模块和扩展模块之间非相邻导轨安装时的连接。

长度: 30 cm 

SpaceLogic KNX 连接线 L型

规格 型号 备注
150 cm MTN6941-0002

链接线用于当主模块和扩展模块或扩展模块和扩展模块之间非相邻导轨安装时的连接。

长度: 150 cm

*LED灯实际负载能力取决于LED驱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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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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叶窗控制模块

4路24VDC百叶窗控制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8704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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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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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8路230V百叶窗控制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9808 1/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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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连接端子和线路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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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Logic KNX 通用调光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2路350W MTN6710-0102 新品

2通道通用调光模块可开关并借助可调光的绕线式或电子式变压器来对可调光LED灯具、
卤素灯、白炽灯等灯具的亮度进行调节。

(支持前沿和后沿切向调光)

模块在启动时可自动识别负载类型。每个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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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灯具在关断状
态下不闪烁。可通过SpaceLogic通用调光扩展模块增加接入通道数量。通用调光模块也可
通过SpaceLogic灯光窗帘扩展模块来扩展开关灯或窗帘控制的通道。最多连接两个扩展模
块。扩展模块的供电和通讯由SpaceLogic通用调光模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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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调光输出可通过模块上的手动按钮控制（开关、调亮、调暗，LED模式、自动模式，
一键或两键操作模式）通道状态通过LED指示灯显示。

扩展模块通过插接件或连接线和SpaceLogic通用调光模块连接

KNX 软件功能：

节能，设备安全保障，设备健康监测，手动操作，密码保护下的固件升级。

调光驱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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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窗帘功能：同SpaceLogic KNX 开关/窗帘模块，仅在连接了SpaceLogic开关窗帘模
块后激活。

供电电压：KNX 总线, 约7.5 mA (Space Logic 通用调光模块),  约10 mA (Space Logic 通
用调光模块 + 1 个扩展模块), 约 12.5 mA (Space Logic 通用调光模块 + 2 个扩展模块)

调光类型：3-线, RC 模式, RL 模式, RL LED 模式

功耗：< 6 W

调光输出

通道：2 (支持不同调光方式同时接入)

工作电压：AC 110 - 240 V, 50/60 Hz

工作功率：

220-240 V：白炽灯、高压、电子/变压器：2x 350 W/VA

220-240 V：RC模式下的LED灯：2x 200 W, max. 1.3 A*

220-240 V：RL模式下的LED灯：2x 60 W, max. 0.5 A*

110-127 V：白炽灯、高压、电子/变压器: 2x 200 W/VA

110-127 V：RC模式下的LED灯：2x 135 W, max. 1.5 A*

110-127 V：RL模式下的LED灯：2x 54 W, max. 0.6 A*

模块宽度：4 模 = 约 72 mm

辅件：SpaceLogic KNX 通用调光扩展模块 MTN6810-0102, SpaceLogic

KNX 开关窗帘扩展模块 MTN6805-0008

供货范围：含总线接线端子

新产品

*LED灯实际负载能力取决于LED驱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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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

SpaceLogic KNX 通用调光扩展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2路350W MTN6810-0102 新品

作为SpaceLogic KNX 通用调光模块的扩展模块。

2通道通用调光模块可开关并借助可调光的绕线式或电子式变压器来对可调光LED灯具、
卤素灯、白炽灯等灯具的亮度进行调节。

(支持前沿和后沿切向调光)

ETS数据库加载在SpaceLogic通用调光模块数据库内，扩展模块的供电和通讯由
SpaceLogic通用调光模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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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调光输出可通过模块上的手动按钮控制（开关、调亮、调暗，LED模式、自动模式，
一键或两键操作模式）通道状态通过LED指示灯显示。

扩展模块通过插接件或连接线和SpaceLogic通用调光模块连接

KNX 软件功能：

节能，设备安全保障，设备健康监测，手动操作，密码保护下的固件升级。

调光驱动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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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窗帘功能：

同SpaceLogic KNX 开关/窗帘模块，仅在连接了SpaceLogic开关窗帘模块后激活。

供电电压：KNX 总线, 约7.5 mA (Space Logic 通用调光模块),  约10 mA (Space Logic 通
用调光模块 + 1 个扩展模块), 约 12.5 mA (Space Logic 通用调光模块 + 2 个扩展模块)

调光类型：3-线, RC 模式, RL 模式, RL LED 模式

功耗：< 6 W

调光输出

通道：2 (支持不同调光方式同时接入)

工作电压：AC 110 - 240 V, 50/60 Hz

工作功率：

220-240 V：白炽灯、高压、电子/变压器：2x 350 W/VA

220-240 V：RC模式下的LED灯：2x 200 W, max. 1.3 A*

220-240 V：RL模式下的LED灯：2x 60 W, max. 0.5 A*

110-127 V：白炽灯、高压、电子/变压器：2x 200 W/VA

110-127 V：RC模式下的LED灯：2x 135 W, max. 1.5 A*

110-127 V：RL模式下的LED灯：2x 54 W, max. 0.6 A*

模块宽度：4 模 = 约 72 mm

需配套使用：SpaceLogic KNX 通用调光扩展模块 MTN6810-0102

辅件：SpaceLogic KNX S型连接线 MTN6941-0001, SpaceLogic KNX L型连接线

MTN6941-0002

供货范围：含模块连接件。

*LED灯实际负载能力取决于LED驱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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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路日光灯调光模块（0~10V）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7091 1/1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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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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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mm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3路日光灯调光模块（0~10V）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6991 1/1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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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货范围：带有总线连接端子和电缆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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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盘管控制模块

款式 型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45094 1/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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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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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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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N6212-04..，MTN6212-40..，MTN6212-41..，
MTN6214-04..，MTN6214-40..，MTN6214-41..。

空调地暖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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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路电热阀控制开关模块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浅灰 MTN6730-0001 1/1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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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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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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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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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V AC电源（1A）

款式 产品编号 包装单位 PG 备注
MTN663529 1/1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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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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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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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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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 (中国) 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 (中国) 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施耐德电气大厦 邮编：100102 电话：(010) 84346699 传真：(010) 65037402

■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89号长风国际大厦6层, 8-9层, 11-13层  邮编：200062 电话：(021)  60656699  传真：(021) 60768981

■ 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大厦20层02-05单元 邮编：510623 电话：(020) 85185188 传真：(020) 85185195

■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B11  邮编：430205  电话：(027) 59373000  传真：(027) 59373001 

■ 西安分公司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丈八八路26号2F 邮编：710065 电话：(029) 65692599 传真：(029) 68798831

■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厦7楼A-C单元和8楼 邮编：518000 电话：(0755) 36677988 传真：(0755) 36677982

■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南路599号天府软件园D区7栋5层 邮编：610041 电话：(028) 66853777 传真：(028) 66853778

■ 乌鲁木齐办事处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会展中街3331号会丰大厦1807 邮编：830002  电话：(0991) 6766838  传真：(0991) 6766830 

■ 呼和浩特办事处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迎宾北路7号大唐金座4楼402室 邮编：010010 电话：(0471) 6537509 传真：(0471) 5100510

■ 哈尔滨办事处 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15号奥威斯发展大厦21层J座 邮编：150001 电话：(0451) 53009797  传真：(0451) 53009640 

■ 长春办事处 长春市解放大路 2677号长春光大银行大厦1211-12室 邮编：130061 电话：(0431) 88400302/03 传真：(0431) 88400301

■ 沈阳办事处 沈阳市东陵区上深沟村沈阳国际软件园860-6号F9-412房间 邮编：110167 电话：(024) 23964339 传真：(024) 23964296

■ 大连办事处 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267号大连软件园17号大厦201-I室 邮编：116023 电话：(0411) 84769100 传真：(0411) 84769511

■ 天津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创新六路11号施耐德电气工业园2号楼5层 邮编：300392 电话：(022) 23748000 传真：(022) 23748100

■ 石家庄办事处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303号世贸广场酒店办公楼12层1201室 邮编：050011 电话：(0311) 86698713 传真：(0311) 86698723

■ 太原办事处 太原市府西街268号力鸿大厦B区805室 邮编：030002 电话：(0351) 4937186 传真：(0351) 4937029

■ 银川办事处 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106号银川国际贸易中心B栋13层B05    邮编：750001 电话：(0951) 5198191 传真：(0951) 5198189

■ 济南办事处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6636号中海广场21层2104室 邮编：250024 电话：(0531) 81678100 传真：(0531) 86121628

■ 青岛办事处 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青岛国展财富中心二号楼四层413-414室 邮编：266061 电话：(0532) 85793001 传真：(0532) 85793002

■ 烟台办事处 烟台市开发区长江路218号烟台昆仑大酒店1806室 邮编：264006 电话：(0535) 6381175 传真：(0535) 6381275

■ 兰州办事处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国芳写字楼2310-2311室 邮编：730030 电话：(0931) 8795058 传真：(0931) 8795055

■ 郑州办事处 郑州市金水路115号中州皇冠假日酒店C座西翼2层 邮编：450003 电话：(0371) 65939211 传真：(0371) 65939213

■ 洛阳办事处 洛阳市涧西区凯旋西路88号华阳广场国际大饭店9层 邮编：471003 电话：(0379) 65588678 传真：(0379) 65588679

■ 南京办事处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66号明星国际商务中心A座8层 邮编： 210019 电话：(025) 83198399 传真：(025) 83198321

■ 苏州办事处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123号汇金大厦1907-1908单元 邮编：215123 电话：(0512) 68622550 传真：(0512) 68622620

■ 无锡办事处 无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汉江路20号 邮编：214028 电话：(0510) 81009780 传真：(0510) 81009760

■ 南通办事处 南通市工农路111号华辰大厦A座1103室  邮编：226000 电话：(0513) 85228138 传真：(0513) 85228134

■ 常州办事处 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101-1常发商业广场5-1801室 邮编：213022 电话：(0519) 85516601 传真：(0519) 88130711

■ 扬中办事处 扬中市环城东路1号东苑大酒店4楼666房间 邮编：212200 电话：(0511) 88398528  传真：(0511) 88398538

■ 合肥办事处 合肥市胜利路198号希尔顿酒店六楼 邮编：230011 电话：(0551) 64291993 传真：(0551) 64279010

■ 重庆办事处 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56号企业天地4号办公楼10层5、6、7单元 邮编：400043 电话：(023) 63839700 传真：(023) 63839707

■ 杭州办事处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618号东冠大厦5楼 邮编：310052 电话：(0571) 89825800 传真：(0571) 89825801

■ 宁波办事处 宁波市江东北路 1 号中信宁波国际大酒店 833 室 邮编：315040 电话：(0574) 87706806 传真：(0574) 87717043

■ 温州办事处 温州市龙湾区上江路198号新世纪商务大厦B幢9楼902-2 邮编：325000 电话：(0577) 86072225   传真：(0577) 86072228

■ 南昌办事处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赣江北大道1号中航广场1001-1002室 邮编：330008 电话：(0791) 82075750 传真：(0791) 82075751

■ 长沙办事处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段8号华晨世纪广场B区10层24号 邮编：410007 电话：(0731) 88968983 传真：(0731) 88968986

■ 贵阳办事处 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路西侧腾祥.迈德国际一期(A2)1-14-6 邮编：550002 电话：(0851) 85887006  传真：(0851) 85887009

■ 福州办事处 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272号仓山万达广场A2楼13层11室 邮编：350001 电话：(0591) 38729998 传真：(0591) 38729990

■ 厦门办事处 厦门市火炬高新区马垄路455号 邮编：361006 电话：(0592) 2386700 传真：(0592) 2386701

■ 昆明办事处 昆明市三市街6号柏联广场A座10楼07-08单元 邮编：650021 电话：(0871) 63647550 传真：(0871) 63647552

■ 南宁办事处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11号广西发展大厦10楼 邮编：530022 电话：(0771) 5519761/62  传真：(0771) 5519760

■ 东莞办事处 东莞市南城区体育路2号鸿禧中心B417单元 邮编：523000 电话：(0769) 22413010   传真：(0769) 22413160

■ 佛山办事处 佛山市祖庙路33号百花广场26层2622-23室 邮编：528000 电话：(0757) 83990312 传真：(0757) 83992619

■ 中山办事处 中山市东区兴政路1号中环广场3座1103室  邮编：528403 电话：(0760) 88235979 传真：(0760) 88235979

■ 海口办事处 海口市文华路18号海南君华海逸酒店6层607室 邮编：570105 电话：(0898) 68597287  传真：(0898) 68597295

■ 施耐德电气大学中国学习与发展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施耐德电气大厦 邮编：100102 电话：(010) 84346699 传真：(010) 845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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