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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体验卡乐
  新一代产品！

在冷冻行业内备受赞誉的的CAREL ir32系列控制器现已升级换代

为新一代控制器产品!

新型的CAREL ir33系列产品具有诸多新特性：红外线远程控制、

编程钥匙、转发器显示器、高效LED显示、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

制（HACCP）功能、时钟、RS485串行接口以及在第二蒸发器上

的除霜管理，同时保留了4个继电器输出端口和115~230V交流开

关电源！

且外型尺寸与卡乐目前的ir32系列产品完全一致！

CAREL ir33系列产品的智能除霜功能有益于在整个安装过程中节省

能源消耗。此外，CAREL将革新技术应用于塑料部件的制造，从而确

保了防护垫片与前面板能天衣无缝地整合在一起，保证控制器的前面板

防护等级为IP65。

在带有内部时钟的型号中，实现了标准化的HACCP管理，从而确保所存食物的温

度控制符合HACCP的要求。所有参数（例如食品存放时间和温度的标准限定

值）均可在设备上直接进行设置；

控制器自动管理对设备的监控，高亮显示任何异常情况并在超出报警限值时发

出警报，最后将主要信息保存至永久存储器中。

此外，当温度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时，它还会发出电源故障信号。  

 设备上显示的数据简单易懂，并能自动显示报警状态。



参数编辑

在关机情况下，无

需电源就可以使用

专门的编程钥匙非

常快捷地完成对ir33系列产品

的编辑，从而降低出错风险。该附件可

以用来优化产品代码的管理和快速有效

地完成技术维修，并且只需几秒钟就可

以完成编辑工作，即使在产品下线前的

测试阶段。

    RS485串行接口

ir33系列产品可以

通过外接模块和一个

RS485局域网接入一个监

控系统。在设备安装或日后的系统

升级过程中，该外接模块可以非常

方便地插入通常用于编程钥匙的连

接器中。

“热点”显示终端

绝大多数模块都能连接一个显示

屏，以便操作员可以读取和检查

由第三传感器测得的数据，该传

感器放在柜体温度最高点（符合

EN 441-13标准）。

ir33系列产品代表了冷冻领域的电子控制器家族中的最尖端科技。该系列产品不仅采用

了重要的新软件，还对硬件做了重大改进：首先，新采用的开关电源使得原有的电源

电压范围可以扩大至12～24Vac/dc或115～230Vac（具体电压范围视设备型号而定）。

该特性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让客户根据具体应用来减少库存管理和保存的产品代码

的个数。具有115/230Vac电源范围的顶级型号的性能非常强劲，它由4个继电器（其中

一个负载是16A）、时钟、蜂鸣器和一个红外接收器组成。此外，经实验证明，该控

制器可以在温度最高不超过60 ℃ 的环境中正常运行。

ir33系列产品的显示屏具有强
大的功能和美观的显示效果，
它由3个数字、小数点、正负
号和一些图标组成，简化了数
值读取和操作状态的观察。

内置变压器的电源电压为
230Vac的型号在该系列产品
中结构最为精巧（嵌入深度
只有56.5毫米）。毫无疑问，
在控制器的安装空间非常有限
的情况下，这一点极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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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显示终端

绝大多数模块都能连接一个显示

屏，以便操作员可以读取和检查

由第三传感器测得的数据，该传

感器放在柜体温度最高点（符合

EN 441-13标准）。

红外线遥控器

这个新附件用于直

接访问主要功能

和配置参数，

以及利用一组代

表仪器键盘精确拷

贝的按钮，对ir33进
行远程设置。

   RTC

该附件用于更精确

更详尽地记录运行数

据，并能实时地（而不是

间隔性地）对除霜功能进行设

定。RTC确保 ir33符合HACCP标
准，即使在电源故障条件下，

也可保用10年。

可更换的前面板

最新一代产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只须依据客户公司规定的颜色和

标志来更换前面板，就可实现产

品外观的客户化。

ir33系列产品自然也有一个全面升级后的DIN版本。在这个版本中，ir33无

论在软件还是功能上，都完全兼容于面板版本。

该产品硬件特性非常强劲：可控制额定功率高达2Hp压缩机，并可对一

个带16A继电器的除霜加热器进行管理。

该系列的最高版本有5个继电器输出，同时所有型号的产品都符合标准—

有2个NTC传感器和3个可被配置为传感器的数字输入端口。

16A继电器

该系列产品另

一个新特性是控制制

冷压缩机的16A继电器；适

合大多数型号，可以不通过

中间继电器，直接控制例如

压缩机这样的高负载设备。

新一代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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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产品...
...局域网络

(*)控制器通过开关量输入来控制驱动器...

协同工作
ir33不仅可以在独立模式下操作，还可以通过一个外部控制

器（同步器）用于本地网络，该项操作并且不需要架设额外

的配线。

该特性对于多重复合冷柜的应用尤其有用和有效，因为多重

复合冷柜的所有安装操作都必须以同步方式进行管理，

尤其是除霜。

除霜操作在各部位同时开始，然后根据不同

部位的状态分别中止。除霜结束后，后续的

制冷过程会在所有部位同时开始。

局域网络通过一个控制器界面就可以统一管

理和同步除霜操作，以及其他所有功能。例

如按下灯光按钮时，此命令将通过串行接口

传送到所有的控制板上，从而同时激活所有

灯光继电器。同理，开/关命令、手动除霜、

连续循环和其它辅助功能都可以如此管理和

同步。

这些新引入的特性功能非常强大，并已成为

ir33系列的所有型号的标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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