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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数字全年式时间开关

H4BY

可以简单设定1年的程序
• 可以制定节假日、休假、长期休假等1年的计划。

• 易读取的大时钟显示。

• 拥有嵌入式安装、表面安装（DIN导轨安装）2种类型。

• 可以实现定时器动作、脉冲动作、循环动作。

• 设定60步（＊8种式样）的ON/OFF时刻。

请参阅996～997页的「定时器 共通注意事项」及

1216页的 「请正确使用」。
数字全年式时间开关  H4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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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结构

■型号标准

   H4BY-□□
               ① ②

种类

■机种结构

■选装件（另售）

＊附属在本体中。

额定值/性能

■额定值

■性能

＊包括动作时间的分散、设定误差、电压的影响、温度的影响在内的综合误差在
（±0.01%±0.05秒）以内。

安装方式 控制输出 接点输出1a 接点输出1a×2

嵌入式安装 型号 H4BY-1 H4BY-2

表面安装（DIN导
轨安装）

型号 H4BY-F1 H4BY-F2

商品名称/规格 型号

防尘盖 ＊ Y92A-72C

DIN导轨   ＊
安装用基础

H4BY-F1/-F2用 Y92F-90

①安装方式 ②控制输出

符号 含义

无 表面安装

F 表面安装                  
（DIN导轨安装）

符号 含义

1 接点输出1a

2 接点输出1a×2

项目 型号 H4BY-1/-F1 H4BY-2/-F2

电源电压 AC100～200V  50/60Hz（共用）

容许电压变动范围 电源电压的85～115％（AC85～230V）

功率消耗 约7VA（AC200V时）

控制输出

1回路（有接点1a）
AC250V/DC30V  10A             
阻性负载
AC250V/DC30V 5A感性负载 
最小适用负载 ：
DC5V  100mA                              
（P水准、 参考值）

2回路（有接点1a×2）
AC250V/DC30V  10A                      
阻性负载
AC250V/DC30V  5A感性负载 
最小适用负载 ： 
DC5V  100mA                               
（P水准、 参考值）

使用环境温度 －10～＋50℃（不结冰、凝露）

保存温度范围 －20～＋65℃（不结冰、凝露）

使用环境湿度 35～85％

外壳装饰 烟灰色（芒塞尔5Y7/1）

动作时间重复精度

   （±0.01％  ±0.05s）以下  ＊
±0.01％是针对设定时间的间隔的值。

设定误差

电压的影响

温度的影响

周期误差 月差±15s（25℃）

停电补偿时间 连续5年以上（25℃）

绝缘电阻
100MΩ以上（导电部端子和露出的不带电金属部间、操作
电路和控制输出间、不同极接点间、不连接接点间）

耐压
导电部端子和露出的不带电金属部间 ∶ AC1,500V  1min
操作回路和控制输出间、不同极接点间∶ AC1,500V  1min
不连接接点间 ∶ AC1,000V  1min

抗噪声
电源端子间 ∶ ±1.5kV
噪声模拟器形成方波噪声
（宽度100ns以及1μs、上升1ns）

振动
耐久 10～55Hz  单振幅0.75mm 3方向 各4周（8分钟/周）

误动作 10～55Hz  单振幅0.35mm 3方向 各4周（8分钟/周）

冲击
耐久 294m/s2  3 轴各方向 各3次

误动作 98m/s2  3 轴各方向 各3次

寿命
机械 5,000万次以上（23℃）

电气 10万次以上（23℃、10A电阻负载）

重量
H4BY-2  ∶ 约210g
H4BY-F2∶ 约230g

通过标准 电气用品安全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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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配置和配线例
●嵌入式安装型

H4BY-1/-2型例（背面图）

注. 时间开关的输出为无电压接点输出。为了驱动负载，必须由外部向负载供给电源

●表面安装（DIN导轨安装）型

H4BY-F1/-F2例（正面图）

操作方式

■动作

＊1.  和设定内容无关，使用输出「通」「断」开关，始终将控制输出保持在ON
（或OFF）状态。

＊2. ON/OFF动作ON/OFF 1组2步，脉冲动作1组1步。

■动作功能
程序动作将全天动作模式 （一天的动作）分配到一周程序 （指定

星期）以及全年程序 （指定日）中控制输出。

●设定流程

<时间表例>

全天动作模式的含义

全天动作模式设定 “一天(24小时)的输出动作”，可以从下表中4
个动作功能中进行选择。

＊1. 动作模式1～8为输出1与输出2共用。
＊2. ON/OFF动作1组为ON/OFF2步，脉冲动作1组为1步。用同一天动作模式编号

组合使用定时器动作（ON/OFF动作）和脉冲动作时，由于有注意事项，因
此请参见1227页的 「■设置上的注意3项」。

一周程序含义

将全天动作模式分配到 “指定星期”中。分配数为每1次输出1个
模式。

全年程序含义

将全天动作模式分配到 “指定日”中。分配数为每1次输出1个
模式。

※如果分配到与一周程序相同的日、相同的输出，则全年程序优先动作。

2

1

87

1 2 3 4

1 2

7 8
2

3 4
1

SOURCE:
100 to 200VAC
50/60Hz

2

H4BY

H4BY

※输出2仅限H4BY-F2型

1

2

2

H4BY

8 9

2 3 4 5

2 3 4

8 9

5

2

1

SOURCE:
100 to 200VAC
50/60Hz

※输出2仅限H4BY-F2型

动作方式 数字式石英方式

1周期时间 1年

动作内容

全年动作
·定时器动作（ON/OFF动作）
·脉冲动作（2s固定）
·循环动作
强制ON/OFF动作  ＊1

显示
· 年、月、日、星期、小时、分、秒
     (到2099为止、 0∶00～23∶59)
·通过LCD实现数字式显示 ∶ 字符高度15mm

回路数 1回路独立（1a）或 2回路（1a×2）

最小设定单位 以1min为单位

最小设定间隔 以1min为间隔

设定步骤数
定时器动作、脉冲动作∶各天每一动作模式编号60步＊2
循环动作∶1组

1

2

3

4

5

1218页

1219页

1223页

1224页

动作功能 说明 式样编号
可以设定的

动作数

定时器动作
（ON/OFF动作） 根据设定的ON/OFF时

刻控制输出。
（最小时间单位1min） 1～8

（选择）
＊1

可以将各天各动
作模式编号
 ON动作
 OFF动作
   脉冲动作
设定到合计60步
为止。＊2

脉冲动作
到设定的ON时刻输出2
秒种。
（脉冲宽度固定2秒）

循环动作 从循环起始时刻开始到
停止时刻期间，以ON时
间、OFF时间显示的时
间宽度反复ON/OFF动
作。
（最小设定单位1min）

9
（固定）

1组
（4步）
   ON时间宽度
   OFF时间宽度
      起始时刻
      停止时刻

继续前日动作

将程序设定日的前一日
的最后输出状态继续一
天。

0
（固定）

——

2003/7

1 2 3 4 5

8 9 10 11 12

15 16 17 18 19

22 23 24 25 26

29

7

14

21

28

6

13

20

27 30 31

一周程序

全年程序

周一～周（无标记）

周六（□标记）

周日（○标记） 全天OFF

7/21调休（○标记） 全天OFF

7/30、31月末(△标记)

8 30 17 15

8 30 12 00

7 00 23 00

ON OFF

ON

2

ON OFF

OFF OFF
数字全年式时间开关  H4BY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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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的名称·功能
■各部分的名称
●操作部

●显示部

●操作键的说明

●关于电源OFF时的动作

停电时输出OFF，显示灭灯。

另外，即使电源切断，当前时刻、程序内容会通过内置锂电池得到

保护。

外形尺寸 （单位 ：mm）

■本体

1

2

     

    

    
  

    15

13 14

12

11

10      

编号 功能

① 用于模式切换。 (具体参见1218页)

② 用于程序设定中项目发送的。

③
用于切换编程数值的增加，⑨显示星期、 11显示输出、 14显示输出设
定。
编程数值增加时连续按键即为自动传送。

④
用于切换编程数值的减少，⑨显示星期、 11显示输出、 14显示输出设
定。
编程数值减少时连续按键即为自动传送。

⑤ 用于时刻、程序的确认、运行模式时的动作程序确认。

⑥ 用于时刻、程序设定。

⑦

入    ：无论程序内容如何输出ON。
自动：根据程序内容自动运行。
切    ：无论程序内容如何输出OFF。
（输出2用仅限H4BY-2/-F2）

⑧
⑥与设定键合用可消除全部程序。
（请参见1217页）

⑨ 该当星期和设定星期时亮灯。

⑩
显示 “年”    ：设定时刻 （年）时亮灯。
显示 “月日”：设定时刻 （月日）时亮灯。
显示 “时分”：设定时刻 （时分）、运行模式时亮灯。

11
运行模式画面下，输出ON时亮灯。
各设定模式下设定输出时亮灯或闪烁。

（输出2用仅限H4BY-2/-F2）

12
程序设定时亮灯或闪烁。 
运行模式时日动作模式编号如下所示：
输出1：亮灯    输出2：闪烁 （请参见1225页）

13

“时刻”显示：设定时刻、确认、时刻补偿时亮灯。
“年”显示    ：设定年程序、确认时亮灯。

    运行模式下年程序运行中闪烁。
“周”显示    ：设定周程序、确认时亮灯。
“日”显示    ：设定日动作模式，确认时亮灯。

14

“入”显示   ：设定ON动作，确认时亮灯。
“切”显示   ：设定OFF动作，确认时亮灯。
“ ”显示  ：设定循环动作开始时刻、停止时刻，以及脉冲动作 
                           设定时亮灯。

15
显示时刻、程序内容。

「: 」为时分、「. 」为年·月日。

72 55

66.7

68   0.8
    0

68   0.8
    0

61.5

49

Y92A-72C

7572

CAD

●嵌入式安装型

H4BY-1
H4BY-2

注. 端子螺钉为M3.5。

注. 安装面板的板厚为
1～5mm。

面板开孔尺寸
（以DIN43700为标准）
数字全年式时间开关  H4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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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装件（另售）
●防尘罩

Y92A-72C
当防尘罩丢失、破损时，请另外订购。

※本体附带。

●DIN导轨安装用基座

Y92F-90
当DIN导轨安装用基座丢失、破损时，请另外订购。

※表面安装 （DIN导轨安装）型 （H4BY-F□）随本体附带。

■导轨安装用另售
关于详情，请参见1755页。

72

72126.7

66.7

71

DIN
Y92F-90

96

61.5

75

55

37
17.7

Y92A-72C

:

49

4-φ

89  0.2

56  0.15

CAD

●表面安装（DIN导轨安装）

H4BY-F1
H4BY-F2

注. 端子螺钉为M3.5。

安装孔加工尺寸

※采用表面安装使用时，请拆除DIN
请使用附属的M4自攻螺钉，以导轨
安装用基板Y92F-90 （附属）。

＊请使用附属的M4自攻螺钉，以
   下述孔径进行安装。

板厚 孔径φ

0.8

3.61.0

1.2

1.6

3.7

2.0

2.6

3.2

4.0
数字全年式时间开关  H4BY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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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正确使用
●关于共通的注意事项，请参阅996～997页。

请不要在通电中接触端子。另外，使用H4BY-F1/-F2时，

请务必在配线后取下端子盖。有可能会发生轻微的触

电。

请不要将金属、导线放入产品中。

会引起触电、火灾、故障。

请避免在有易燃性、爆炸性气体的场所使用。可能引起

爆炸。

请不要将设备拆开，进行修理或改造。

会引起触电、火灾、故障。

请用规定转矩（0.8N·m左右）紧固端子螺钉。如果螺

钉松动，可能引起着火以及误动作。（最大转矩0.98N·

m）

在通电中改变各时间或各种设置时，请务必切断负载侧

的电源，或在确认输出「入」「切换」开关已调到「切

换」以充分确保安全后再进行操作。

输出继电器的寿命会随开关容量、开关条件发生很大变

化。使用时，请务必考虑实际使用条件后在额定负载、

电气寿命次数内使用。如果在超出寿命的状态下使用，

可能引起接点熔接、烧坏。

本产品内置了锂电池 （防爆型）。请不要拆开、加压变

形、加热器超过100℃燃烧。可能引起火灾、爆炸。

为了确保安全， 请务必遵守以下事项 ：

(1) 本产品非防水、 防油构造。 请避免在有可能进水、 进油的场

所中使用。

(2) 复位开关不要用金属线等导体按压。否则有可能触及内部电路

导致触电。

(3) 本设备的安装电器工程必须由有资格的人士(电气工程师)来进

行。

(4) 电源侧应 「按照相关标准和规则」 设置保护装置(漏电切断

器、 布线用切断器、 保险丝等)。

(5) H4BY-F1/-F2 端子盖布线引出部的加工应使用工具。 直接用手

加工的话容易受伤。

(6) 使用压接端子时1个端子最多压着2个。否则容易因不完全接触

导致烧伤和火灾。

(1) 布线应使用以下规格适合品。否则会因发热导致烫伤或火灾。

适用电线 （600V 聚乙烯绝缘电线）

        单线：φ1.2～1.6mm    双绞线：1.25～2mm2

(2) 本产品的内部电源回路为电容断路方式。若使用含高频成分的

变频器电源等情况下，可能发生故障或产生内部元件破损，因

此应加以避免。

(3)  接通电源时短时间内会有浪涌电流 （0.6A、 300μs、 AC
 230V时）通过，这是可能因电源容量产生不启动现象，因此请

使用容量充分的电源。

(4) 本产品内置了保持继电器，输出、操作中发生掉落等情况时会

因冲击造成输出接点ON。 使用前请务必测试输出状态， 若是

ON的场合， 应让本产品通电恢复正常输出状态后再使用。

(5) 包括电池在内客户都不能自行更换。

注意 安全要点

使用注意事项
数字全年式时间开关  H4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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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消除所有程序） 
在使用前请务必进行初始化作业 （消除所有程序）。

用笔尖等按下 ，应注意不要触电。

①接通电源。

② 同时按下 和 后，松开 （继续

按着( )。
切换至 「运行模式」  当前时刻显示为 「0:00」。

注.松开 时所有程序被消除，当前时刻呈

「2000年1月1日0:00」（从0秒开始计时）。

③ 松开 。

《一点提示》

·日动作模式、年·周程序、当前时刻的所有程序均被消除。

·因干扰导致CPU失控时，可能导致设定程序内容被改变。请务必进行上述

初始化作业。

（仅按下 不会消除设定程序内容）。
数字全年式时间开关  H4BY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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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
设定时有部分需要留意的事项，请参见1226页的 「■设定注意事项」。

●关于模式切换

切换模式，设定各种动作。 每次按下 ，模式将发生如下变化。

注1. 即使切换到 「运转模式」以外的各设定模式，仍按已设定的程序内容进行输出动作。

此外，由于各设定模式下的输出显示表示设定中的内容，因此与实际输出状态并不一致。

注2. 在各设定模式下，最后的键操作完成后，如果在无操作的状态下放置5分钟，将自动切换到 「运转模式」。

●校准时刻

①按下 ，切换到 「时刻设定模式」画面。

（画面将对秒单位进行计数）。

②按下 ，年单位闪烁，使用、 、 校准到西

历后2位的 「02年」。                          

③按下 ，月单位闪烁，使用、 、 校准为

「12」月。

④按下 ，日单位闪烁，使用、 、 校准为

「2」日。

⑤按下 ，时单位闪烁，使用、 、 校准为

「14」时。

⑥按下 ，分单位闪烁，使用、 、 校准为

「30」分。

⑦按下            ，设定时刻，切换到 「运转模式」画面。

（按下            后，从0秒开始计时）。

●确认时刻

①按下 切换到、时刻设定模式。

（画面将对秒单位进行计数）。

②按下 ，显示西历后2位。

③按下 ，显示月日。

④按下 ，显示时分。

⑤按下 ，切换到运转模式画面。

       

【例】校准时刻。

（校准为2002年12月2日的14:30）

              

1

2

            

            

            

            

            

《注意》

·时刻设定最多可设定到2099年12月31日。

·在②～⑥操作中，如果按下 ，将切换到①的 「时刻设定模式」画

面。

《正确设定程序》

·设定时刻时，请在 「分单位」闪烁时按下 。「西历2位、月单位、日

单位、时单位」中的任意一个闪烁时，即使按下 ，也无法设定时刻。 

【例】确认当前的西历、月日、时分。

       （2002年12月2日  14:30）

            

            

            

            

《注意》

·在②～④操作中，如果按下 ，将切换到①的 「时刻设定模式」画

面。
数字全年式时间开关  H4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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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动作模式

（1）设定日动作模式

◆设定定时器动作 （ON/OFF动作）

请从日动作模式 「1～8」中选择定时器动作 （ON/OFF动作）的

设定。

①按下 ，切换到日动作模式设定模式。

②使用 、 对准日动作模式编号 「1」。 

③按下 ，时单位闪烁。

④使用 、 校准为 「8」时。

⑤按下 ，分单位闪烁。

⑥使用 、 校准为 「30」分。

⑦按下 ，输出设定显示 闪烁。

⑧使用 、 选择 「接通」的 。

⑨按下 后，设定程序，日动作模式编号 「1」

闪烁。

⑩按下 ，选择时、分单位，使用 、 校准

为 「17:15」。

按下 ，使用 、 使 「断开」的 闪烁。

按下 后，设定程序，日动作模式编号

「1」闪烁。

 反复按下 ，切换到 「运转模式」。

【例】《日动作模式1》

设定程序，使其在8:30为ON、 17:15为OFF

8:30 17:15

            

                  选择日动作模式编号

            设定ON动作

            

            

            

            

            

            

            设定OFF动作

            

            

《注意》 

·在③～   操作中，如果按下 ，将切换到①的 「日动作模式设定模

式」画面。

·程序内容的确认方法，请参见1222页。

12

《正确设定程序》

1. 设定程序时，请在 「输出设定显示」闪烁时按下 。「日动作模式编

号、时单位、分单位」中的任意一个闪烁时，即使按下 ，也不设定

程序内容。

2. 定时器动作 （ON/OFF动作）的设定时间范围为 「0:00～23:59」，可进

行隔天动作。程序示例请参见1226页，设定时的注意事项」请参见1226

页 「■设定注意事项  第1项」。

3. 设定为 「0:00」的程序在程序动作日的 「0:00」进行动作，在 「24:00」

不动作。

4. 在同一日动作模式编号下，将定时器动作 （ON/OFF动作）和脉冲动作

组合使用时，请参见1227页的 「■设定注意事项  第3项」。

5. 在已设定的程序的同一时刻处，设定新程序 （定时器动作、脉冲动作）

时，新程序将覆盖旧程序。（已设定的程序将被消除）。

6. 每个日动作模式编号的 「定时器动作 （ON/OFF动作）·脉冲动作」最

多可设定为合计60步。设定第61步时，将出现出错显示 （全部闪烁。但

是 「：」和日显示 为灯亮），不能设定第61步。

将出错显示 （全部闪烁）复位时，请按下 ，切换到 「日动作模式

设定模式」的初始画面。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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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脉冲动作

请从日动作模式 「1～8」中选择脉冲动作的设定。

①按下 ，切换到日动作模式设定模式。

②使用 、 将日动作模式编号对准 「2」。

③按下 ，时单位闪烁。

④使用 、 ，校准为 「10」时。

⑤按下 ，分单位闪烁。

⑥使用 、 ，校准为 「30」分。

⑦按下 ，输出设定显示 闪烁。

⑧使用 、 ，选择 「 」的 「 」。

⑨按下 后，设定程序，日动作模式编号 「2」

闪烁。

⑩反复按下 ，切换到 「运转模式」。

【例】《日动作模式2》

设定程序，使其在10:30时进行脉冲动作。

10 30

2

            

            选择日动作模式编号

            设定脉冲动作

            

            

            

            

            

            

《注意》

·在③～⑨操作中，如果按下 ，将切换到①的 「日动作模式设定模

式」画面。

·程序内容的确认方法请参见1222页。

《正确设定程序》 

1. 设定程序时，请在 「输出设定显示」闪烁时按下 。「日动作模式编

号、时单位、分单位」中的任意一个闪烁时，即使按下 ，也不设定

程序内容。 

2. 在同一日动作模式编号下，将定时器动作 （ON/OFF动作）和脉冲动作

组合使用时，请参见1227页的 「■设定注意事项  第3项」。

3. 脉冲动作的设定时间范围为 「0:00～23:59」。设定为 「0:00」的程序在

程序动作日的 「0:00」进行动作，在 「24:00」不动作。

4. 在已设定的程序的同一时刻处，设定新程序 （定时器动作）时，新程序

将覆盖旧程序。（已设定的程序将被消除）。

5. 每个日动作模式编号的 「定时器动作 （ON/OFF动作）、脉冲动作」最

多可设定为合计60步。设定第61步时，将出现如下出错显示 （全部闪

烁。但是，「:」和日显示 为灯亮），不能设定第61步。

将出错显示 （全部闪烁）复位时，请按下 ，切换到 「日动作模式

设定模式」的初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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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循环动作

请选择循环动作专用的日动作模式「9」。（选择日动作模式「1～
8」后，即使设定程序，也不进行循环动作）。

循环动作的构成

循环动作需由以下4步构成。

·ON时间宽度

·OFF时间宽度

·启动时刻

·关闭时刻

循环动作的设定概要

①按下 ，切换到日动作模式设定模式。

②使用 、 ，使日动作模式编号对准 「9」。

③按下 ，选择时、分单位，使用 、 校准为

「01:00」。

④按下 ，使用 、 选择 「打开」的 。

⑤按下 ，设定程序，日动作模式编号「9」

闪烁。

⑥按下 ，选择时、分单位，使用 、 校准为

「00 :30」。

⑦按下 ，使用 、 使 「断开」的 闪烁。

⑧按下 ，设定程序，日动作模式编号「9」

闪烁。

⑨按下 ，选择时、分单位，使用 、 校准为

「09:00」。

⑩按下 ，使用 、 使 「 」 闪烁。

按下 ，设定程序，日动作模式编号 「9」

闪烁。

按下 ，选择时、分单位，使用 、 校准为

「14:30」。

按下 ，使 、 「 」 闪烁。

按下 ，设定程序，日动作模式编号 「9」

闪烁。

反复按下 ，模式，切换到运转模式。

【例】设定程序，使其在9:00～14:30的范围内，重复1小时 

          ON、 30分钟OFF的动作。

ON OFF

9

ON

OFF

9:00

1h 30min

14:30

            

            选择日动作模式 「9」

            设定ON时间宽度

            

            

            设定OFF时间宽度

            

            

            设定启动时刻

            

            

            设定停止时刻

            

            

《注意》 

·在③～  操作中，如果按下 ，将切换到①的 「日动作模式设定模

式」画面。

·程序内容的确认方法，请参见1222页。

14

《正确设定程序》

1.设定程序时，请在 「输出设定显示」闪烁时按下 。「日动作模式编

号、时单位、分单位」中的任意一个闪烁时，即使按下 ，也不设定

程序内容。 

2.设定程序进行循环动作时，请注意以下几点。不进行循环动作时，请确认

（1222页）、或消除 （1222页）程序内容。

·请务必对4步中的每一步 （ON时间宽度、 OFF时间宽度、启动时刻、停

止时刻）分别进行设定。

（1）对同一步存在2个以上的设定，或存在未设定的步时，输出将全天为

OFF状态。

（2）设定第5步时，出现出错显示 （全部闪烁。但是 「:」和日显示

为灯亮）。

使其复位时，请按下 返回到日动作模式设定模式的初始画面。

（不设定第5步）。

·请在适当的时间宽度、时刻下进行设置。

（1）在ON时间宽度中设定 「0:00」时，输出将全天为OFF状态。

（2）在OFF时间宽度中设定 「0:00」时，从启动时刻到停止时刻为止，

输出将为ON状态。

3.当前时刻为停止时刻时，即使在ON动作过

程中，输出也为OFF。（参见右图）

4.循环动作的设定范围为 「0:00～23:59」。

无法进行隔天动作。

5.循环动作仅可设定1组，无法设定2组。

6.启动时刻和停止时刻中，较早的时刻将被识别为启动时刻。

ON ONOFF

11

13

12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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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一天持续动作

前一天持续动作将全天持续前一天的最后输出状态。

（不能设定动作内容）。

日动作模式 「0」为前一天持续动作专用。

前一天最后输出状态为OFF时

前一天最后输出状态为ON时

<时间表示例>

（2）确认日动作模式的设定内容

①按下 ，切换到日动作模式设定模式。

②使用 、 ，对准要确认的日动作模式编号。

③每次按下 ，将显示设定的步。

按以下顺序显示步。

·定时器·脉冲动作：按时间系列显示。

·循环动作：ON时间宽度→OFF时间宽度

                    →启动时刻→停止时刻

④在最后的步显示中按下 后，将出现全部程

序显示完成的画面 （如右图）。

⑤反复按下 ，切换到 「运转模式」。

（3）消除日动作模式的设定内容

①按下 ，切换到日动作模式设定模式。

②使用 、 ，对准消除对象的日动作模式编号。

③按下 ，显示要消除的步。

将按以下顺序显示步。 

·定时器·脉冲动作：按时间系列显示。

·循环动作：ON时间宽度→OFF时间宽度

                    →启动时刻→停止时刻

④按下 ，使日动作模式编号和e交互闪烁。

⑤按下 ，消除步，将显示下一步或出现全部

程序显示完成的画面 （如右图）。

⑥反复按下 ，切换到 「运转模式」。

0:00

OFF

01 2

0:00

0:00 0:00

ON

01 2

2003/8

1 2

3 4 5 8 9

10 11 12 15 16

17 18 19 22 23

24 25 26 29

7

14

21

28

6

13

20

27 30

31

日动作模式「1」
定时器动作（无标
记）

日动作模式「0」前一
天持续（○标记）

全天OFF

8:30 17:15

《注意》

·工场出厂时，周程序的所有日期中均设定了前一天持续动作 （日动作模式

「0」）。

《正确设定程序》

·在周程序中分配前一天持续动作时，请参见1227页的 「■设定注意事项   

第4项」。

以步为单位确认日动作模式。

「定时器动作 （ON/OFF动作）、脉冲动作、循环动作」

以步为单位消除日动作模式。

「定时器动作 （ON/OFF动作）、脉冲动作、循环动作」

            

            

            

            

《注意》

·在③～④操作中，如果按下 ，将切换到①的 「日动作模式设定模

式」画面。

            

            

            

            

            

《注意》

·不能全部消除日动作模式单位的程序。

·在③～⑤操作中，如果按下 ，将切换到①的 「日动作模式设定模

式」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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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程序

（1）设定周程序

周程序的设定概要

①按下 ，切换到周程序设定模式。

②使用 、 ，选择输出1的输出显示 。

（仅限H4BY-2/-F2）

③按下 ，使日期显示 闪烁。

④使用 、 ，使 对准星期三。

⑤按下 ，使日动作模式编号闪烁。

⑥使用 、 ，对准日动作模式 「2」。

⑦按下 ，设定程序，输出显示 闪烁。

⑧反复按下 ，切换到 「运转模式」。

（2）确认周程序的设定内容

①按下 ，切换到周程序设定模式。

②反复按下 ，将按以下顺序显示分配到各日

期的日动作模式编号。

输出1：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五→星期六

   ↑                      ↓

    输出2：星期六→星期五→…星期一→星期日

（H4BY-1/-F1的情况下，仅重复确认输出1）。

③反复按下 ，切换到 「运转模式」。

（3）变更周程序的设定内容

变更分配到周程序上的日动作模式编号时，通过在变更对象的日

期上设定新的日动作模式，可进行覆盖。

【例】《输出1》

将日动作模式 「2」分配到星期三。

1 2 H4BY-2/-F2

 

1

2

            

1

2

            选择输出1、 2

1

2

            选择指定日期

1

2

            

1

2

            选择日动作模式的编号

1

2

            

1

2

            

《注意》 

·在③～⑦操作中，如果按下 ，将切换到①的 「周程序设定模式」画

面。

·工场出厂时，周程序的所有日期中均设定了前一天持续动作 （日动作模式

「0」）。

·要变更分配到周程序上的日动作模式编号时，进行同样的操作。

《正确设定程序》

·设定程序时，请在 「日动作模式编号」闪烁时按下 。「输出显示、

日期显示」中的任意一个闪烁时，即使按下 ，也不设定程序内容。 

1

2

            

1

2

            

《注意》 

·在②操作中，如果按下 ，将切换到①的 「周程序设定模式」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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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程序

（1）设定年程序

年程序的设定概要

①按下 ，切换到年程序设定模式。（初始画

面显示1月1日）。

②使用 、 ，选择输出1的输出显示 。

（仅限H4BY-2/-F2）

③按下 ，使月单位闪烁。

④使用 、 ，对准 「8」月。

⑤按下 ，使日单位闪烁。

⑥使用 、 ，对准 「10」日。

⑦按下 ，使日动作模式编号闪烁。

⑧使用 、 ，对准日动作模式 「1」。

⑨按下 ，设定程序，输出显示 闪烁。

⑩反复按下 ，切换到 「运转模式」。

（2）确认年程序的设定内容

①按下 ，切换到年程序设定模式。（初始画

面显示1月1日）。

②使用 、 ，选择要确认的输出显示 。

（仅限H4BY-2/-F2）

③每次按下 ，将按日期顺序显示已设定的指

定日和日动作模式编号

在最后的程序显示中，按下 后，将出现全

部程序显示完成的画面 （如右图）。

④反复按下 ，切换到 「运转模式」。

（3）消除年程序的设定内容

①按下 ，切换到年程序设定模式。（初始画

面显示1月1日）。

②使用 、 ，选择要消除的输出显示 。

（仅限H4BY-2/-F2）

③按下 ，显示要消除的程序。将按日期顺序

显示日动作模式编号。

④按下 ，使日动作模式编号和e交互闪烁。

⑤按下 ，消除程序，显示下一个程序或出现

全部程序显示完成画面 （如右图）。

⑥反复按下 ，切换到 「运转模式」。

【例】《输出1》

将日动作模式 「1」分配到8月10日。

1 2 H4BY-2/-F2

1

2

            

1

2

            选择输出1、 2

1

2

            选择指定日期

1

2

            

1

2

            

1

2

            

1

2

            选择日动作模式编号

1

2

            

1

2

            

《注意》

·在③～⑦操作中，如果按下 ，将切换到①的 「年程序设定模式」画

面。

·输出1、 2可分别设定366天的程序。

《正确设定程序》

1.设定程序时，请在 「日动作模式编号」闪烁时按下 。「输出显示、

月单位、日期显示」中的任意一个闪烁时，即使按下 ，也不设定程

序内容。

2.新设定的日动作模式如果与已设定的年程序的日期、输出相同，将进行覆

盖。

确认分配到年程序上的日动作模式。

消除分配到年程序上的日动作模式。

1

2

            

1

2

            选择输出1、 2

1

2

            确认程序

1

2

            

《注意》 

·在③操作中，如果按下 ，将切换到①的 「年程序设定模式」画面。

·闰年设定的2月29日的年程序，即使在闰年以外的时间也显示，但仅在闰

年时进行2月29日的程序动作。

1

2

            

1

2

            选择输出1、 2

1

2

            显示消除程序

1

2

            消除程序

1

2

            

《注意》

·在③～⑤操作中，如果按下 ，将切换到①的 「年程序设定模式」画

面。

·消除年程序后，周程序将转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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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动作中的日动作模式（运转模式下）

在运转模式画面中，可确认动作中的日动作模式编号，并区别动作

中的年程序和周程序。

输出1

输出2

※要切换 「输出1」←→ 「输出2」的显示时，请按下 。
（仅限H4BY-2/-F2）

●关于时刻修正功能

时刻修正功能可有效修正周期误差引起的时刻偏差。

①出现 「运转模式」画面。

②按下 ，切换到 「时刻设定模式」画面。

（画面对秒单位进行计数）。

③在以下时间按下 后，将进行时刻修正，并

返回到 「运转模式」画面。

（右图所示为在30秒时按下 的情况）

·计时0～29秒时→变为0秒 （清除秒计数）

·计时30～59秒时→变为0秒 （清除秒计数）

在当前时刻上加1分 （进位）。

■程序示例

【程序示例】

将以下程序设定到日动作模式中。

<输出1>

在周程序中，分配以下日动作模式。

在年程序中分配以下日动作模式。

<输出2>

在周程序中分配以下日动作模式。

动作程序 显示内容 说明

年程序
·日动作模式编号→灯亮
·“年”显示→闪烁

周程序
·日动作模式编号→灯亮
·“年”显示→灯灭

动作程序 显示内容 说明

年程序
·日动作模式编号→灯灭
·“年”显示→闪烁

周程序
·日动作模式编号→灯灭
·“年”显示→灯灭

1

2

            

1

2

            

1

2

            

1

2

            

            

2

            

            

【例1】

<输出1>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8:30时ON， 17:15时OFF，星期六、星期日全天为

OFF。 7月5日 （星期六）在8:30为ON， 12:00为OFF。

<输出2>
从星期一到星期四，在9:00～14:30的范围内重复1小时ON、 30分钟OFF的操

作。星期五在8:30为ON、 17:15为OFF，星期六、星期日全天为OFF。

6 29 30 7 1 2 3 4 5

8:30 8:30 12:0017:15

9:00 14:30 8:30 17:15

日动作模式 「1」中：「8:30为ON、 17:15为OFF」
日动作模式 「2」中：「8:30为ON、 12:00为OFF」
日动作模式 「9」中：「1:00为ON （ON时间宽度）

0:30 为OFF （OFF时间宽度）

9:00 （启动时刻）

14:30 （停止时刻）」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日动作模式 「1」
星期六、星期日  ：日动作模式 「0」

7月5日：日动作模式 「2」

6 29 30 7 1 2 3 4 5

0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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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8:30 12:0017:15

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日动作模式 「9」
星期五                    ：日动作模式 「1」
星期六、星期日    ：日动作模式 「0」

9:00 14:30 8:30 17:15

0 9 01

2

《注意》

·将年程序和周程序分配到相同的日期、输出时，年程序将优先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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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示例】

将以下程序设定到日动作模式中。

<输出1>

在周程序中分配以下日动作模式。

在年程序中分配以下日动作模式。

■设定注意事项
1. 将设定到日动作模式上的ON动作和OFF动作分配到年、周程序

时，请务必使ON动作和OFF动作配套 （ON/OFF）。

在ON动作的设定程序中，输出为ON后，到下一个OFF动作为

止，输出将一直为ON状态。

【例】

对右图所示的动作图进行编程时，需设定以

下日动作模式

未设定日动作模式 「2」中的 「0:00为

OFF」，或消除的情况下，将成为右图所示

的动作图。

2. 即使切换到运转模式以外的各设定模式，也按照已设定的程序

内容进行输出动作。

此外，在各设定模式下对程序 （包括时刻）进行设定、变更、

消除后，将立即反映在输出动作中。

【例】

对右图所示的动作图进行编程时，需设定以

下日动作模式。

将日动作模式 「1」中的 「17:15为OFF」变更为 「18:00为OFF」时，有以下

2个操作顺序。因更改程序设定的顺序，有时会引起意外的输出动作。

顺序1
(1)在日动作模式「1」中设定「18 :00为

OFF」。（输出保持OFF）。

(2)消除日动作模式「1」中的「17:15为

OFF」。（输出保持OFF）。

顺序2
(1)消除日动作模式「1」中的「17:15为

OFF」。（输出保持ON）。

(2)在日动作模式「1」中设定「18 :00为

OFF」。（输出保持OFF）。

【例2】

<输出1>
①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21:00为ON，在次日7:30为OFF的隔天动作。

②从12月27日 （星期六） 22:00到1月5日（星期一） 8:00连续为ON。

21:00 7:30

12 27 28 29 30 31 1 1 2

22:00 8:00

12 27  

    1 5

3 4 5

日动作模式 「1」中：「21:00为ON」

日动作模式 「2」中：「7:30为OFF、 21:00为ON」

日动作模式 「3」中：「7:30为OFF」
日动作模式 「4」中：「22:00为ON」

日动作模式 「5」中：「8:00为OFF」

星期日：                     日动作模式 「0」
星期一：                     日动作模式 「1」
从星期二到星期五：日动作模式 「2」
星期六：                     日动作模式 「3」

12月27日：                  日动作模式 「4」
12月28日到1月4日：  日动作模式 「0」
1月5日：                      日动作模式 「5」

21:00 7:30

0 31 2

1 20

12 27 28 29 30 31 1 1 2

22:00 8:00

12 27  

    1 5

3 4 5

《注意》

·将年程序和周程序分配到相同的日期、输出时，年程序将优先动作。

《正确设定程序》

·设定隔天动作时，请参见本页中 「■设定注意事项   第1项」。

8:30
ON

0:00
OFF

14:00
ON

17:15
OFF

日动作模式 「1」：「14:00为ON」

日动作模式 「2」：「0:00为OFF、 8:30为ON、 17:15为OFF」

1 2

14:00
ON

17:15
OFF

1 2

10:00
ON

17:15
OFF

8:30
ON

22:15
OFF

日动作模式 「1」：「8:30为ON、 17:15为OFF」
日动作模式 「2」：「10:00为ON、 22:15为OFF」

10:00
ON

17:15
OFF

18:00
OFF

8:30
ON

22:15
OFF

1 2

10:00
ON

18:00
OFF

8:30
ON

22:15
OFF

1 2

10:00
ON

8:30
ON

22:15
OFF

1 2

10:00
ON

18:00
OFF

8:30
ON

22:15
OFF

1 2
数字全年式时间开关  H4BY



/

/

3. 在同一日动作模式下，程序动作的设定重合时， ON/OFF动作、

脉冲动作中时刻较早的动作将优先。

4. 在周程序中分配前一天持续动作的情况下，有效期为七天。

因此，进行七天以上前一天持续动作时，前一天的设定请在年程

序中进行。

【例】

设定从12月27日（星期六）22:00到1月5日（星期一）8:00为ON。

（1）将以下程序设定到日动作模式中。

（2）在周程序中，将日动作模式「0」分配到星期日到星期六的全  
        部日期中。

（3）在年程序中设定以下日动作模式。

动作图
程序内容

（同一日动作模式）

ON/OFF动作①
+

ON/OFF动作②
↓

输出动作

ON/OFF动作①
+

ON/OFF动作②
↓

输出动作

ON/OFF动作①
+

脉冲动作
↓

输出动作

10:00 11:00

11:3010:30

10:00 ON

10:30 ON

11:00 OFF

11:30 OFF

10:00 11:30

11:0010:30

10:00 ON

10:30 ON

11:00 OFF

11:30 OFF

10:00 11:302

10:30

10:00 ON

10:30 

11:30 OFF

日动作模式 「1」：「22:00为ON」

日动作模式 「2」：「8:00为OFF」

12月27日：日动作模式 「1」
1月5日    ：日动作模式 「2」

1 20 

12 27 28 29 30 31 1 1 2

22:00
ON

8:00
OFF

3 4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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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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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即使切换到「运转模式」以外的各设定模式，仍按已设定的程序内容进行输出动作。 此外，由于各设定模式下的输出显示表示设定中的内容，因此与实际输出状态并不一致。
	注2. 在各设定模式下，最后的键操作完成后，如果在无操作的状态下放置5分钟，将自动切换到「运转模式」。

	◆设定定时器动作（ON/OFF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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