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键开关扩展配件, 房间控制拓展模块 - 2联

按键开关扩展配件，单联
产品号 : ..5091 TSEM
按键开关扩展配件，双联
产品号 : ..5092 TSEM
按键开关扩展配件，三联
产品号 : ..5093 TSEM
按键开关扩展配件，四联
产品号 : ..5094 TSEM
房间控制拓展模块 - 2联
产品号 : ..5178 TSEM

使用说明

1 安全指南
                       

可能引发严重伤害、火灾或财物损失。请完整阅读并遵守操作说明。
在托环上进行固定时只使用附带的塑料螺栓！ 否则无法安全运行。 静电放电导致的设备损坏。
该说明书属于产品的组成部分，必须由最终用户妥善保管。

2 设备结构

图像 1: 按键传感器扩展模块 – 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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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2: 房间控制器扩展模块 - 前视图

(1) 状态 LED
(2) 运行 LED

3 功能
正常应用
- 用户操作，例如开/关灯、调光、开/合百叶窗、调整亮度值和温度、调用和保存照明场景

等。
- 室内温度的测量
- 室内温度调节器的分机
- 根据 DIN 49073 安装至设备插座内。
按键传感器扩展模块：
- 连接

通用按键传感器模块 ..509.. TSM，
2 格连接调节器模块 ..5178 TSM，
紧凑型房间控制器模块 ..519.. KRMTSD

- 带键盘的全套设备（附件）
房间控制器扩展模块：
- 连接

紧凑型房间控制器模块 ..519.. KRMTSD
- 带双键的全套设备（附件）

4 电气专业人员信息
危险！
接触安装区域内的导电部件可能导致触电。
触电可能导致死亡。
操作设备前应将其断开，并遮盖周围的导电部件！

4.1 安装和电气连接
安装并连接扩展模块
使用总线将扩展模块连接在按键传感器模块上。使用黄白芯线对。注意极性：黄 = +，白 = –。
i 如果同时使用总线进行 KNX 布线和连接扩展模块，注意黄白芯线对不可用于其它用途。不

能超过允许的导线长度。不能连接外部 SELV 电压。不可连接其他按键传感器模块或扩展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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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3: 安装扩展模块

(3) 托环
(4) 框架
(5) 扩展模块
(6) 紧固螺栓，塑料
(7) 按键
(8) 扩展模块的接线端子
(9) 圆头螺栓

危险！
有电击危险！ 
在共用护板下用 230 V 插座安装时，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有电击危险！
在托环上进行固定时只使用附带的塑料螺栓！ 

o 将托环 (3) 安装在设备插座上，保证其位置正确。标记 TOP = 注意上方。只使用附带的圆头
螺栓 (9)。 

o 将框架 (4) 插在托环上。 
o 使用白黄接线端子 (8) 和合适的总线，将扩展模块 (5) 连接在按键传感器模块 (10) 上，并插

接在托环上。 
o 将扩展模块 (5) 用附带的塑料螺栓 (6) 固定在托环上。只可轻轻地拧紧塑料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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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4: 扩展模块接口

(10) 按键传感器模块
(11) KNX 接线端子

安装按键
按键可作为完整的键盘使用（参见附件）。 
o 将按键装到设备上，保证其位置正确，并通过短按使其啮合。 

5 附录
5.1 技术数据
额定电压 DC 20 V
电流消耗 最大 6 mA
总线接口 接线端子
导线长度 最大 30 m
导线型号 J-Y(St)Y 2×2×.8mm
周围温度 -5 ... +45 °C
储存/运输温度 -25 ... +70 °C
保护等级 III

5.2 附件
单联按键面板，整套 产品号 ..501 TSA..
双联按键面板，整套 产品号 ..502 TSA..
三联按键面板，整套 产品号 ..503 TSA..
四联按键面板，整套 产品号 ..504 TSA..

5.3 保修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特别贸易进行保修。

ALBRECHT JUNG GMBH & CO. KG
Volmestraße 1
58579 Schalksmühle
GERMANY

Telefon: +49 2355 806-0
Telefax: +49 2355 806-204
kundencenter@jung.de
www.jun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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