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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说明书 

本说明书重点介绍了线友产品的设计与使用方法，我们力求使产品的信息

做到最新、最准确；希望本说明书能满足你对线友产品的了解；如有疑问或需

要了解进一步的产品信息，请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 

 

公司总部：中国·上海市高光路 3８号 

生产基地：上海市诸光路 399 弄 2 号 

电  话：（021）39813900（总机）、  39812883（销售） 

传  真：（021）39812833 

邮  编：201702 

网  址：www.xygas.com.cn         www.xygas.com 

销售信箱：sales＠xygas.com.cn 

客服信箱：service＠xygas.com.cn 

 

注意： 

本说明书包含了该产品的功用、功能和限制，所有负责该产品安装、操作和维护的人员

应当仔细研究和熟悉。为使该产品功能正常发挥，必须由通过培训的人员定期对产品进行校

准和报警测试。 

用户必须认识和了解气体监测的复杂性。（本仪器是一种有效的检测工具，但与这种工具

相类似的所有其他仪器一样，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对于这点，用户必须事先了解并掌握。）对

于使用本仪器不当造成的直接或非直接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或者根据本仪器的数据做出的

决定，本公司拒绝承担一切责任或义务。 

请用户详细阅读本说明书包含的《可燃气体报警系统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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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 
1． 气体报警控制器应安装在消防监控值班室内（非防爆区域），且装置的位置和高度应该容易安

装及维护。 
2． 住宅厨房、商业用气设备应符合 GB5002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第 10 章的有关要求，并

严格执行以下规定： 
第 10.4.3 条：住宅厨房内宜设置排气装置和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 
第 10.4.4 条：厨房为地上暗厨房（无直通室外的门和窗）时，应选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

燃气灶，并应设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自动切断阀和机械通风设施，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应

与自动切断阀和机械通风设施连锁。 
第 10.5.3 条：商业用气设备设置在地下室（液化石油气只允许设在地下一层）、半地下室（人

工煤气天然气除外）或地上密闭房间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燃气引入管应设球阀等手动快速切断阀和紧急自动切断阀；紧急自动切断阀停电时必须处

于关闭状态（常开型）； 
2） 用气设备应有熄火保护装置； 
3） 用气房间应设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并由管理室集中监视和控制； 
4） 宜设烟气一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器。 

3． 加气站内设置的燃气热水器应设有可靠的排烟系统和熄火保护等安全装置，并应与可燃气体报

警控制器联动，泄漏超标自动切断气源。 
加气站内具有爆炸危险的封闭式建筑物采取强制通风时，其装置通风能力，在工作期间

应按每小时换气 15 次计算，并应与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联动。 
仪表控制室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4． 调压站内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该控制器应与通风设施、燃气进口阀门、燃气放散阀门

联动，并应有人值班监控。 
5． 加气站和合建站内的调压器间、压缩机间、变配电间、贮气装置和加气岛等危险场所应设置检

漏探测器。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与加气站供电系统（消防泵除外）联动。 
6． 据 GB50493-2009《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要求： 

4.1.2 下列可能泄漏可燃气体、有毒气体的主要释放源应设检测器： 

（1）气体压缩机和液体泵的密封处； 

（2）液体采样口和气体采样口； 

（3）液体排液（水）口和放空口； 

（4）设备和管道的法兰和阀门组。 

4.3.1 液化烃、甲 B、乙 A类液体等产生可燃气体的液体储罐的防火堤内，应设探测器。 

4.3.2 液化烃、甲 B、乙 A类液体的装缷设施，应设探测器。 

4.3.3 装缷设施的泵或压缩机，应设探测器。 

4.3.4 液化烃灌装站应设探测器。 

4.3.5 封闭或半敞开氢气灌装瓶间，应在灌装口上方的室内最高点且易于滞留气体处设检测器。 

4.3.6 可能散发可燃气体的装缷码头，距输油臂水平平面 15m 范围内，应设探测器。 

其他有可燃气体、有毒气体的扩散与积聚场所，应设置探测器： 

4.4.1 明火加热炉与可燃气体释放源之间； 

4.4.2 设在爆炸危险区域 2 区范围内的在线分析仪表间； 

4.4.3 控制室、机柜间、变配电所的空调引风口、电缆和电缆桥架进入建筑物的洞口，可燃气体

和有毒气体有可能进入时； 

4.4.4 工艺阀井、地坑及排污沟等场所，且可能积聚比重大于空气的可燃气体、液化烃或有毒气

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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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报警系统的限制 
一个典型的可燃气体报警系统是由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探测器、联动设备等构成。适用于石

油化工企业管理系统、油库、泵房、油罐群、气站、宾馆、锅炉房、制药厂、调压站、高档公寓、

智能化小区等工业、民用场所。报警控制器集中管理分布于各检测点的探测器，处理探测器的故障、

报警信号，控制器可以远程手动或根据报警状况自动开启排风机或关闭管道电磁阀。能有效防止中

毒、爆炸、火灾等恶性事故的发生，但并不能完全避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探测器的安装位置不适当，不能及时、准确监测可燃气体浓度的变化； 
2． 选用探测器检测气体类型或灵敏度不合理；探测器的数量不能满足用气场所的要求； 
3． 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报警系统不能工作。当 AC 电源断开时，控制器自动切换至备用电池，

但电池的工作时间有限，如果没有及时恢复 AC 电源，控制器将自动停止工作； 
4． 外部使用的设备与报警控制器不能技术兼容； 
5． 系统设置不当，不能对现场有效监控或联动外部设备； 
6． 探测器使用时间过久，没有及时维护；整个系统维护不足。 
 

气体报警控制系统的安装规范 
一.控制器的安装规范 

1． 气体报警控制器应安装在仪表室等非防爆场所，严禁安装在防爆场所。 
2． 气体报警控制器无论何种安装方式，应确保固定牢靠，避免震动、灰尘和水，环境应符合仪器

说明书要求。 
3． 气体报警控制器应采用相对洁净的电源，避免与大型电机设备使用同路电源。 
4． 气体报警控制器应外壳接地或电源插头的地线接地、并做好防雷保护。 
5． 气体报警控制器的外壳严禁破坏，否则会影响屏蔽效果。 
二.固定式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安装规范 

1． 探测器的选点应根据被测气体的理化性质、释放源的特性、生产场地、地理条件、环境气候、操

作巡检路线等条件，并选择气体易于积累和便于采样检测的地方设置。 

2． 探测器的布置应根据装置区的面积、设备及建筑物的布置、释放源的理化性质和现场空气流动等

综合确定。 

3． 有毒有害气体探测器选点应选择阀门、管道接口、出气口或易泄漏处附近方圆 1 米的范围内，

尽可能靠近，但不要影响其它设备操作，同时尽量避免高温、高湿环境，要避开外部影响，如

溅水、油及造成机械损坏的可能性。 
4． 气体探测器应安装在一个无大的震动且温度也尽可能稳定的位置上。 
5． 气体探测器安装方式可采用房顶吊装、墙壁或抱管安装，应确保安装牢固可靠，同时应考虑便

于维护、标定。 
6． 探测器安装高度： 

a) 检测天然气、氨气等比重小于空气的可燃气体或有毒有害气体时，当使用在各类工业环境

时，除安装在高出释放源 0.5m～2m 的位置外，还应在厂房内最高点气体易于积聚处设置；

当使用于城市燃气相关环境时，宜安装在距顶棚0.3m的位置或高出释放源0.5m-2m的位置。

检测固定释放源的氢气、人工煤气（偏氢型）时，宜将探测器安装于释放源周围 1m 的范

围内。 

b) 检测液化石油气、硫化氢等比重大于空气的可燃或有毒气体时，采用距地面（楼地板）0.3m～

0.6m 左右的位置安装。 

c) 可燃气体与释放源的水平距离宜小于 5m；有毒有害气体与释放源的水平距离宜小于 1m。 

d) 检测与空气比重接近且易与空气混合的有毒气体如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宜采用距释放源

上下 1m 的范围内安装。有毒气体比空气稍轻时，安装于释放源的上方，有毒气体比空气

稍重时，安装于释放源的下方，且距释放源的水平距离不超过 1m 为宜。 

7． 安装气体探测器时，传感器应朝下固定，探测器上盖应完全盖好，若用螺钉固定的探测器上盖

应拧紧，以达到防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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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气体探测器外壳应良好接地，并做好防雷保护。 
9． 气体探测器应在断电情况下接线，确定接线正确后通电调试、运行；若需开盖调试探测器，应

确保现场无可燃气泄漏。 
10． 气体探测器现场走线应穿管，所用管子应符合消防要求，管子应与探测器连接，以达到消防及

防爆要求。 
11． 气体探测器应至少每年标定一次，以确保检测灵敏度。禁止用纯气对探测器进行冲击试验，严

禁用打火机薰试，以免探测器因过浓度可燃气的熏试而过早失效。 
12． 气体探测器的质保期为出厂之日起壹年。质保期后，本公司提供有偿服务。由于用户安装、使

用、维护不当造成探测器损坏的不在保修范围之内，可视情况核收成本费用，进行修理或更换。 
注：其他设计规范及应用请参阅《设计手册》相关内容。 

 

Ⅰ. 执行标准 
SH2021 气体报警控制器（以下简称 SH2021 或控制器）设计、制造、检定符合以下标准： 

GB16808-2008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Ⅱ. 附加信息 

备注：在安装 SH2021 之前，建议先阅读以下标准及检验规程： 

GB 16808-2008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GB 15322-2003 《可燃气体探测器》 

GB 50493-2009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GB 50041-2008 《锅炉房设计规范》 

GB 50028-2006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CJJ84-2000  J22-2000 《汽车用燃气站技术规则》 

GB50156-2002（2006 年

版）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 16914-1997 《燃气燃烧器具安全技术通则》 

GB 50116-9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45-95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56-92 《小型石油库及汽车加油站设计规范》 

GB 50166-2007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058-92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 

GB 3836.1-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3836.2-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2 部分：隔爆型“d”》 

GB 3836.4-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4 部分：本质安全型“i”》 

GB 3836.13-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13 部分：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设备

的检修》 

GB 3836.15-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15 部分：场所电气安装》 

GB/T 2900.35-1998 《电工术语   爆炸性环境用电气设备》 

GB 16808-1997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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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术语和定义 
1． LEL——“Low Explosion Limit” 爆炸下限 

可燃性气体或蒸气在空气中的最低爆炸浓度。 

2． 报警设定值——预置的有毒/可燃气体的报警浓度值 

当被监测区的有毒/可燃气体浓度达到报警设定值时，探测器应输出报警信号。 

探测器的报警设定值可调，可燃气体低限报警设定值（简称低限报警）应设置在 1%LEL～

25%LEL；高限报警设定值（简称高限报警）应设置在 50%LEL。有毒气体报警设定值宜≤1TLV

（车间卫生标准）。 

3． 探测器零点——在洁净空气中，本公司探测器稳定工作后的电压输出值。 

本公司所有探测器零点在设置时已读入系统，系统调试开通后，探测器零点由探测器内置微

处理器自动调整。（注：若零点自动调整出现偏差时，需手动重新标定零点） 

4． 手/自动——本公司 SH2021 控制器内部输出触点和外部联动设备的工作方式。 

自动：符合设定条件时，所联动的设备自动动作； 

手动：人工开启或关闭外部设备。 

5． 实时浓度——本公司探测器检测到现场的气体浓度。 

6． 物理编号——本公司探测器的出厂编号，即电子串号（4 位），不能更改。 

7． 逻辑编号——本公司 SH2021 控制器上用户可自定义的探测器部位号（01-08）。 

 

关于 SH2021 

1. 概述 

SH2021 系列气体报警装置是由气体探测器与气体报警控制器组成的工业用气体安全检测仪器。

探测器可以安装在可能存在被测气体泄漏的室内、外危险场所；控制器安装在非防爆区域（控制室

内）。 

当空气中有被测气体或蒸气挥发时，探测器即产生与空气中被测气体浓度成正比的电信号，传

送给控制器，经控制器处理后显示出被测气体的浓度。当被测气体浓度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控制

器即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输出控制信号启动相应外部控制装置，从而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 

2. 主要特点 

 四总线传输（S1、S2、GND、+24V） 

 气体实时浓度监测、显示，及与时间显示相互切换的功能 

 自动校准、自动跟踪传感器老化状况 

 抗 RF1/EMI 干扰 

 两级报警：低限报警、高限报警 

报警设定值可调：高、低限报警值均可在 1%LEL～99%LEL 范围内调整，高低限报警值根据实

际报警类型设置。 

 故障自动监测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控制器能在 100S 内发出与气体报警信号有显著区别的声、光故障

信号： 

A. 当控制器与探测器及所连接的报警触发器间连接线短路； 

B. 探测器内部元件失效； 

C. 控制器主电源故障； 

D. 备用电源充电器与备用电源之间连接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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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备用电源之间连接断路。 

注：对于 A、B 类故障，控制器能指示出部位；C、D、E 类故障，控制器能指示其类型。 

 现场可编程联动输出 

控制器可以自动或手动动作内部 4 个联动模块来启动外部设备。 

自动控制需事先对联动模块进行逻辑编程，本控制器具有极强的逻辑编程功能，对某一联

动模块，其逻辑关系参与变量可以包括现场所有探测器的高、低限状态，逻辑关系包括“与”、

“或”、“N 个变量与”、“N 个变量或”、“首尾变量之间的任意两个与”；“首尾变量之间的相邻

两个与”等。当控制器报警时，将自动启动处于自动状态且满足预定义逻辑关系的内部联动模

块。 

 能够分别保存报警记录、故障记录及开关机记录 

可保存并查询最近 999 次报警记录、100 次故障记录和 100 次开关机记录，且信息掉电不

丢失。 

 电源转换功能 

能无间隙地在主备电源之间切换，且具有主备电源工作状态指示。 

 系统的扩展性 

可选配 RS485 总线通讯接口，配接具有标准 MBODBUS 协议的任何设备，形成更大的气

体网络管理系统。 

3. 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 ：AC176V～AC264V（50Hz±1%），欠压检测点 165V±10V，整机最大工作电流：1.0A 

容    量 ：1 个回路，8 个地址点 

检测气体类型：%LEL ，PPM〔注：1PPM=1×10-6（体积分数）〕 

量    程 ：（0～100）%LEL 

功    耗 ：≤10W（不含配套设备） 

使用环境 ：温度 0℃～+40℃，相对湿度≤93%RH 

报警方式 ：声光报警 

全量程指示偏差 ： 5%LEL               

显示方式 ：数码管显示 

信号传输 ：四总线制：信号总线（S1、S2），电源总线（+24V、GND）  

信号传输距离：≤1500m （2.5mm2） 

输    出 ：4 组可编程继电器输出，容量 3A/DC24V 或 1A/AC220V  

外形尺寸 ：长×宽×厚：420mm×320mm×119.5mm 

整机重量 ：约 9kg（含备电） 

安装方式 ：壁挂式 

备用电源 ：DC12V /4Ah×2 

选  配 ：RS485（标准 MODBUS 协议）总线通讯接口 

适配探测器：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SH0301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沪制 00000309 号 

沪制 00000309 号

 

 

 

 

4. 使用场所 

      可广泛应用于： 

 商业用气场所：如液化气站、中型气站和燃气锅炉房等中型用气场所。 

 工业用气场所：石油化工工业、化学工业、油库、汽车工业等用气制气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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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H2021 

1. 外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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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面锁                 

2．机盖                         

3．喇叭                  

4．底盒                   

5．总线接线端子                 

6．RS485 总线通讯接口（选配）  

7．内部输出模块接线端子         

8．进线孔                 

9．电源接线端子 

10．接地端子 

11．主电开关 

12．备电开关  

13．开关电源  

14．备用电源 

15．控制面板                  

2. 控制面板 

 

图1  控制面板 

3. 指示灯状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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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名称 颜 色 功   能 

主电正常 绿色 当控制器主电源正常时，该指示灯亮 

主电故障 黄色 AC220V 欠压时，该指示灯亮 

备电正常 绿色 当控制器备用电源正常时，该指示灯亮 

备电故障 黄色 备用电源故障时（断路，欠压等），该指示灯亮 

充电正常 绿色 充电电路正常时（备电短路），该指示灯亮 

充电故障 黄色 当控制器内部充电故障时，该指示灯亮 

正常（系统状态） 绿色 所有设备组件都正常工作时，该指示灯亮 

故 障（系统状态） 黄色 当控制器任一组件出现故障时，该指示灯亮 

报 警（系统状态） 红色 当探测器报警时，该指示灯亮 

输出（输出模块） 红色 当外部模块为动作后，该指示灯亮 

故障（输出模块） 黄色 当外部模块故障时，该指示灯亮 

联动 1 红色 当 1#内部联动模块动作时，该指示灯亮 

联动 2 红色 当 2#内部联动模块动作时，该指示灯亮 

联动 3 红色 当 3#内部联动模块动作时，该指示灯亮 

联动 4 红色 当 4#内部联动模块动作时，该指示灯亮 

消 声 绿色 故障声、报警声被消除，该指示灯亮 

4. 按键功能说明 

键  名 功   能 

功 能 确定此次操作或移动闪烁数码管 

复 位 取消此次操作或退出上一级操作 

消 声 当控制器发生报警或故障时，按此键消除报警声或故障声，同时“消声”灯亮 

自 检 自动检测指示灯和喇叭 

联动 1～4 手动动作对应 4 组内部联动模块，相应的指示灯点亮 

数字键 用于修改数值 

5. 具体操作 

注：控制器在不同运行阶段可分为以下四种状态： 

开机状态：开机时，进入的界面。 

设置状态：在此状态可以设置系统参数。 

查询状态：查询探测器和控制器各种状态。 

监控状态：控制器能接收外接探测器报警或故障信息并进行处理，以及对内部联动模块进行控

制，即运行主界面。 

锁定状态：另一种监控状态，此时要进行消声以外的其它操作均要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当系

统在非锁定状态下，不进行菜单操作后 5 分钟自动进入锁定状态。 

用户密码：出厂时默认为“1234”，请及时将其更改为自己所需要的密码。 
特别提示：系统有效地工作，依赖于正确的参数设置。系统调试开通后，用户请不要自行跳线

操作，否则，将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 

5.1. 开机 
 打开控制器主电开关和备电开关，系统进入 20 秒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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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开机界面 

在 20 秒内如果按下“功能”键，提示输入用户密码（出厂时默认为“1234”），进行输入密码校

验。如密码错误或 20 秒钟内未按下任何键或按下“复位”键，则进入锁定状态。 

5.1.1. 输入密码校验 

 

P _ _ _ _
 

图3  输入密码校验 

 如果密码正确，则进入设置菜单状态，否则进入锁定状态。 

5.1.2. 监控状态 

默认监控界面为：浓度界面. 

在查询状态下，通过“功能”键，可切换监控界面：时间界面、浓度界面。 

界面一 —— 时间界面： 

 如图 4：表示当前时间为 10∶30。 

1 0 3 0
小时 分钟

秒灯
(闪烁)

 

图4  时间界面 

界面二 —— 浓度界面（循环显示外接探测器所监控的实时气体浓度）：  

 如图 5：表示 1 号探测器的当前浓度为 13.5（%LEL/ppm/VOL）。 

10 1 3. 5
探测器编号 气体浓度  

图5  浓度界面 

监控状态即为控制器处于巡检各探测器所监测实时气体浓度时的状态。 

在正常监控状态： 

只有当系统中没有报警信息时，才能按下“自检”键，系统进行声音、指示灯和数码管的检测，

用户可以由此判断指示灯以及声响是否正常。 

在非锁定状态，按下“功能”键进入查询菜单，通过查询菜单 1 切换浓度显示界面和时间显示

界面。 

按下“复位”键，系统复位，并且进入锁定状态。 

在非锁定状，按下“联动 1”，“联动 2”，“联动 3”，“联动 4”键启动相应的 1#～4#内部联动模

块。 

5.2. 设置菜单状态 
    开机 20 秒内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即可进入设置状态。在设置状态，按下“功能”键，进入设置

菜单状态（如图 6），此时数码管 2 显示菜单号（1～C），菜单号可通过操作“联动 3”、“联动 4”键

进行上、下翻动，如在 20 秒内未按下任何键或按“复位”键，系统返回至监控状态。 

 

A. “功能”键：进入当前菜单号的设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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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联动 3”、“联动 4”键：上翻、下翻菜单号。 

C. “复位”键：退出设置菜单界面，或进入系统监控界面。 

菜单号为 

1—— 设置设备容量 

2—— 自动搜索探测器 

3—— 手动搜索探测器 

4—— 标定零点和灵敏度 

5—— 设置量程 

6—— 设置显示单位 

7—— 设置报警类型 

8—— 设置探测器报警浓度 

9—— 自动搜索模块 

A—— 设置联动逻辑关系 

B—— 设置备电属性 

C—— 设置用户密码 

  

 设置菜单界面： 

1
 

图6  设置菜单界面 

系统调试时，请参照设置菜单 1～C 步骤进行系统设置。 

注意：菜单 1、4、A，请勿任意进入或更改，否则会影响系统正常运行。 

5.2.1 菜单号 1 —— 设置探测器容量 

选择菜单号为“1”，按“功能”键，进入密码校验界面，如图 7 所示： 

P _ _ _ _
 

图7  密码校验界面 

A、按“功能”键，确认密码，按“复位”键，向左退一格。如果密码错误，则返回到设置菜单，

如图 6 所示；如果密码正确则进入容量设置界面，如图 8 所示。 

B、按“0”～“9”数字键，根据数码管的闪烁位置，输入“0”～“9”数字，（最大容量不能超过

8），保存成功，则在第 4 个数码管的小数点恒亮 1 秒钟；保存失败，则显示最近一次保存成功

的值。 

0 8
 

图8  容量修改界面 

C、“复位”键，退出设置容量界面，返回到设置菜单“1”。 

5.2.2 菜单号 2 —— 自动搜索探测器 

 选择菜单号为“2”，按“功能”键，进入自动搜索探测器界面。 

A. “功能”键：确定当前操作，开始搜索，保存搜索结果。 

B. 数码管 1，2 显示当前系统中探测器的数量（01～08），再次按下“功能”键，则进行自动

搜索； 

C. 如果在搜索过程中按下“复位”键，则停止自动搜索，数码管 1，2 显示搜索到的探测器数

量；按下“功能”键，则保存搜索。若按“复位”键返回到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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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动搜索过程中，数码管 3，4，5，6 显示正在搜索的探测器的物理编号（4 位），数码管

1，2 显示该探测器的逻辑编号（如图 9）。探测器的逻辑编号是在自动搜索时，系统按物理编号

从小到大自动设置，但也可在手动搜索探测器菜单中调整。 

如果所搜索到的探测器已达到了系统探测器容量的最高值，系统立即退出自动搜索，并在

数码管 1，2 上显示搜索到的探测器的总数（如图 10），此时按下“功能”键保存搜索结果，并

返回到菜单设置界面 ，若按下“复位”键，则放弃保存搜索结果，返回到设置菜单界面（图

11）。 

10 2 0 0 5
探测器的逻辑编号 正在搜索的探测器的物理地址  

图9  自动搜索探测器的界面 

40
搜索到的探测器总数  

图10   完成自动搜索的界面 

2
设置菜单  

图11  保存后返回到设置菜单 

5.2.3 菜单号 3 —— 手动搜索探测器 

 选择菜单号为“3”，按“功能”键，进入手动搜索探测器界面。 

A. 数码管 1，2 显示探测器的逻辑编号，数码管 3，4，5，6 显示探测器物理编号。数码管 1，

2 闪烁时，可通过数字键“0～9”修改该探测器的逻辑编号；数码管 3，4，5，6 闪烁时，

可通过数字键“0～9”修改该探测器的物理编号。 

B. “功能”键：保存设置（探测器的物理编号和逻辑编号），以及在输入探测器的物理编号和

逻辑编号时右移数码管闪烁部位。 

C. “联动 1”、“联动 2”键：左移，右移数码管闪烁部位。 

D.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探测器。（需设置成功一个探测器后，才能进行

选择）。 

E. “自检”键：闪烁部位从逻辑编号切换到物理编号 

F. “复位”键：返回到设置菜单界面 

G. 修改探测器逻辑地址（如图 12 所示） 

① 按“联动 3”、“联动 4”键，选择逻辑地址需修改的探测器；（如图 12 表示选中逻辑编

号为 4，物理地址为 2332 的探测器）。 

② 按“功能”键，选择探测器逻辑编号的第二个数码管位置。 

③ 按“0～9”键，修改探测器逻辑编号；（如图 14 表示将探测器的逻辑编号为由 04 修改

为 08）。 

④ 按“功能”键，保存设置。第一个数码管闪烁，提示保存成功（如图 15 所示）。 

40 2 3 3 2
探测器逻辑编号

探测器的物理编号（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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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选择需修改的探测器 

40 2 3 3 2
探测器逻辑编号

探测器的物理编号（闪亮）

 

图13  选择需要修修改的逻辑编号位置 

80 2 3 3 2
探测器逻辑编号

探测器的物理编号（闪亮）

 

图14  修改逻辑编号为 08 

80 2 3 3 2
探测器逻辑编号

探测器的物理编号（闪亮）

 

图15  更改逻辑编号成功 

H. 新增加一个探测器： 

例如控制器上连接 3 个探测器，但是控制器目前只有 2 个探测器，需要手动添加另外一个

物理地址为 0003 的探测器（例如图 16 所示）。 

① 按“联动 3”键，选择新增的探测器（物理编号为“0003”）； 

② 按“自检”键，切换到探测器的物理编号，第三个数码管闪亮。 

③ 按“0～9”键，修改探测器的物理编号。 

⑤ 按“功能”键，保存修改。第一个数码管闪亮，提示保存成功（如图 19 所示）。 

30 0 0 0 0
探测器编号

探测器的物理编号（闪亮）

 

图16  新增探测器 

30 0 0 0 0
探测器编号 探测器的物理编号

（闪亮）

 

图17  切换到探测器的物理编号 

30 0 0 0 3
探测器编号 探测器的物理编号

（闪亮）

 

图18  输入需要添加的探测器的物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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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0 0 0 3
探测器编号

探测器的物理编号（闪亮）

 

图19  提示保存成功 

    备注：所修改或新增的探测器物理编号不存在或探测器未连接好，其物理编号不能成功保存。 

5.2.4 菜单号 4 —— 探测器零点标定和灵敏度标定 

探测器零点标定和灵敏度的标定过程是将探测器稳定工作后的电压值读出并保存的过程。 

系统调试开通时，无需标定探测器的零点和灵敏度，之后建议每年标定一次（特殊情况可每

半年标定一次）（请结合《相应探测器说明书》相关内容）。 

注意：灵敏度标定必须由专业部门的专业人员在有标准气体及标准标定工具的条件下进行，

严禁擅自操作。 

零点标定必须确保在洁净的空气中进行。 

选择菜单号为“4”，按“功能”键，进入标定探测器零点和灵敏度界面（如图 20 所示）。 

10 0 0 4 2

探测器编号
（闪烁） 零点值

 

图20  探测器标定界面 

A. “功能”键：右移数码管闪烁部位，并且标定零点或灵敏度（注：数码管 6 的小数点闪亮

一次，表示标定成功；否则标定失败。） 

B. “消声”键：切换到手动输入。 

C. “自检”键：零点值和灵敏度标定浓度之间进行切换 

D. “复位”键：取消标定，并返回到设置菜单界面 

E. 数码管 2 的小数点亮，表示标定的是灵敏度，否则标定的是零点；数码管 3～5 表示的当前

探测器零点或灵敏度的电压值。 

F. 标定零点（如图 21 所示，例：标定 1 号探测器的零点） 

① 按“联动 3”或“联动 4”键：选择需标定的探测器，如图 21 A；  

② 按“功能”键：标定该探测器的零点，若数码管 6 的小数点闪亮一次，表示标定成功；否

则标定失败，如图 21 B。 

10 0 0 4 2

探测器编号
（闪烁） 零点值

10 0 0 4 2.

探测器编号
（闪烁） 零点值

A、

B、
闪亮

 

图21  标定零点 

G. 标定灵敏度（如图 22 所示，例：用 50%LEL 的标气标定 1 号探测器的灵敏度） 

① 按“联动 3”或“联动 4”键：选择需标定的探测器（1 号探测器），如图 22 a；  

② 按“自检”键：切换到灵敏度标定界面，例 1 号探测器默认标定浓度为 25%LEL，如图

2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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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通过“0～9”数字键，修改标定浓度（应与实际使用的标气浓度一致，如图 22 c 实际标

气浓度为 50%LEL）。（“功能”键：右移数码管闪烁部位） 

④ 闪烁部位移至数码管 3，按“功能”键，显示当前探测器的电压值，如图 22 d； 

⑤ 将准备好的标气导入探测器，这时探测器的电压值随之变化，约 1 分钟后，按“功能”

键确定标定该探测器的灵敏度，若数码管 5 的小数点闪亮一次，表示标定成功；否则标

定失败，如图 22 e；若按“复位”键，则取消标定灵敏度。 

a:

b:

c:

d:

10 0 4 2

探测器编号
（闪烁） 零点值

1.0 0 2 5. 0
探测器编号 （闪烁） 标定浓度

1.0 0 5 0. 0
探测器编号 （闪烁） 标定浓度

1.0 0 4 2
探测器编号

（闪烁） 电压值

 

e: 1.0 3 0 3.
探测器编号

（闪烁） 灵敏度值

闪亮    
图22  标定灵敏度 

5.2.5 菜单号 5 —— 设置量程 

   选择菜单号为“5”，按“功能”键，进入设置探测器量程界面。（如图 23） 

A. “功能”键：右移闪烁部位或保存设置。 

B. “联动 1”、“联动 2”键：左移，右移数码管闪烁部位。 

C.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探测器。 

D. “复位”键：返回设置菜单界面 

E. “0～9”数字键：修改闪烁数码管位置数值。（例如 24 表示量程由 100 修改为 200）。 

F. 修改成功后，第二个数码管的小数点恒亮 1 秒钟，提示保存成功，然后第三个数码管闪亮。 

 

10 0 1 0 0
探测器编号 量程值（闪亮）

 
图23  设置探测器量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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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2 0 0
探测器编号 量程值  

图24  提示保存成功 

5.2.6 菜单号 6 —— 设置探测器显示单位 

 选择菜单号为“6”，按“功能”键，进入设置探测器浓度显示单位界面。 

A. “功能”键：保存设置。 

B.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探测器。 

C. “复位”键：返回设置菜单界面 

D. “0～2”数字键：修改显示单位值。 

0 表示单位：%LEL；1 表示单位：PPM；2 表示单位：%VOL 

E. 数码管 4：表示探测器浓度显示单位。 

F. 修改成功后，第四个数码管的小数点恒亮 1 秒钟。 

如图 25 所示，表示 1 号探测器浓度显示单位为：PPM。 

10 1
探测器编号

显示单位
（闪烁）

 

图25  设置探测器的浓度显示单位 

10 0.
探测器编号 显示单位

 
图26  提示设置成功 

注：探测器默认探测器的显示单位为%LEL。 

5.2.7 菜单号 7 —— 设置报警类型 

 选择菜单号为“7”，按“功能”键，进入设置探测器报警类型界面。 

A. “功能”键：保存设置。 

B.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探测器。 

C. “复位”键：返回设置菜单界面 

D. “0～2”数字键：在数码管闪烁位置修改报警类型。 

“0”表示：上行报警；“1”：表示：上、下报警；“2”表示：下行报警 

上行报警：当浓度高于低限报警设定值或高于高限报警设定值时进行报警（高限报警值高

于低限报警值），常用于对甲烷等可燃类气体、硫化氢、富氧等报警设置。 

上、下报警：当浓度高于高限报警设定值时，报高限报警；当浓度低于低限报警设定值时，

报低限报警，常用于对氧气的报警设置。 

下行报警：当浓度低于高限报警设定值或低于低限报警设定值时进行报警（高限报警值低

于低限报警值），常用于对缺氧的报警设置。 

E. 数码管 4：表示探测器报警类型。修改成功后，第四个数码管的小数点恒亮 1 秒钟。 

如图：将编号为 1 的探测器报警类型由上行报警更改为上、下报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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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探测器编号

报警类型
（闪烁）

  

图27  设置探测器的报警类型 

10 1.
探测器编号 报警类型

 
图28  提示设置成功 

默认探测器的报警类型为 0，即上行报警。 

5.2.8 菜单号 8 —— 设置探测器报警浓度 

 选择菜单号为“8”，按“功能”键，进入设置探测器报警值界面（初始为高限报警值设置）。 

A. “功能”键：右移闪烁部位，并保存设置。 

B. “联动 1”、“联动 2”键：左移，右移数码管闪烁部位。 

C.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探测器。 

D. “自检”键：切换探测器的高限报警值和低限报警值。 

E. “复位”键：返回设置菜单界面 

F. “0～9”数字键：修改探测器的报警浓度值， 

如下图：表示 1 号探测器报警值设定为 50 

1.0 0 5 0. 0
探测器编号 报警值

（闪烁）

 

图29  设置探测器报警浓度 

控制器高、低限报警值默认为：低限报警值为 25%LEL，高限报警值为 50%LEL。（使用时,根据探

测器实际高、低限报警设定值及显示单位于出厂前重新设置） 

5.2.9 菜单号 9 —— 自动搜索外部输出模块 

选择菜单号为“9”，按“功能”键，进入自动搜索外部输出模块。 

A、“功能”键：保存搜索结果。 

B、数码管 1，2 显示当前系统中外部输出模块的数量 N（01～04），再次按下“功能”键，则进

行自动搜索； 

C、如果在搜索过程中按下“复位”键，则停止自动搜索，数码管 1，2 显示搜索到的外部输出

模块数量；此时再次按下“复位”键放弃搜索，若按下“功能”键，则保存搜索。 

在自动搜索过程中，数码管 3，4，5，6 显示搜索到的外部输出模块的物理编号（4 位），

数码管 1，2 显示该外部输出模块的逻辑编号（如图 30）。外部输出模块的逻辑编号是在自动搜

索时，系统按物理编号从小到大自动设置，但也可手动调整。 

如果所搜索到的外部输出模块已达到了系统设备容量的最高值，系统立即退出自动搜索，

并在第 1 个数码管上显示搜索到的外部输出模块总数（如图 31），此时按下“功能”键保存搜

索结果，并返回到菜单设置界面 ，若按下“复位”键，则放弃搜索结果，返回到设置菜单界面。 

10 9 7 5 6
外部输出模块的逻辑编号 正在搜索的外部输出模块的物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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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自动搜索外部输出模块的界面 

40
搜索到的外部输出模块总数  

图31  完成自动搜索的界面 

9
设置菜单  

图32   保存后返回到设置菜单 

5.2.10 菜单号 A —— 设置探测器逻辑关系 

 选择菜单号为“A”，按“功能”键，进入设置联动逻辑关系界面。 

如下图：表示 1 号和 2 号探测器中任意一个报警，1# 联动模块动作。 

 

10 0 1 ∏ 0
联动模块编号

A、

10 1 ∏ 0 2
联动模块编号

B、

1.0 1 ∏ 0 2
联动模块编号 保存成功

C、

右移1位

闪烁

闪烁

 
图33    联动逻辑关系界面 

A. “功能”键：确认并保存设置（若数码管 2 的小数点闪亮一次，则设置成功；否则设置失

败） 

B. “联动 3”和“联动 4”键：修改联动模块逻辑编号 

C. “联动 2”键：修改联动逻辑关系符。 

D. “自检”键：左移闪烁部位，当移动至第一个字符时，此键不起作用 

E. “消声”键：右移闪烁部位，当移动至截止符时，此键不起作用 

F. “复位”键：放弃并返回设置菜单界面 

 说明： 1、如果在逻辑关系式上只设置 1 个探测器逻辑编号，则表示此探测器报警浓度达到

了设定值，联动动作。 

2、输入探测器的编号必须以两位数输入，比如要输入 1 号探测器，需输入 01。 

J. 逻辑关系符号定义： 

∏：当符号两端的两个探测器之间任意一个探测器报警，对应的内部联动模块应动作 

┏：当符号两端的两个探测器中任一个报警，对应的内部联动模块动作 

┑：当符号两端的两个探测器同时报警，对应的内部联动模块动作 

┙：当符号两端的两个探测器之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探测器报警时，对应的内部联动模块

动作 

▁：截止符，表示联动表达式到此结束，如果第一个符号就为截止符，表示此联动被清除 

K. 联动编号实例 

   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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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号、2 号、3 号探测器中任意一个报警，联动模块动作 

   b. 1┏3 

          1 号和 3 号探测器中任意一个报警，联动模块动作    

   c. 1┑3 

       1 号和 3 号探测器同时报警，联动模块动作 

   d. 1┙3 

          1 号、2 号、3 号探测器中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探测器报警，联动模块动作 

注：系统默认任意一个探测器报警，所有模块（内部模块和外部模块）输出。当设置成功其

中一个模块（内部模块和外部模块），不会影响其他模块的默认设置。如果系统检测到无意义

的联动字符串，系统将不能够正常地进行联动输出。 

5.2.11 菜单号 B —— 设置备电监视类型 

      选择菜单号为“B”，按“功能”键，进入设置备电类型的界面。 

 A. “0”和“1”键：修改备电监视类型 

0
备电监视类型

（闪烁）

 

图34  设置备电监视类型 

1.
备电监视类型  

图35  设置备电监视类型成功 

a) 1：表示备电监视被屏蔽，即备电故障时不发出故障声音； 

b) 0：表示备电监视启动。（出厂默认） 

 B. “功能”键：保存备电监视类型 

 C. “复位”键：返回设置菜单界面 

 备电监视被屏蔽后，不再检测备电和充电情况，备电和充电指示灯（正常和故障）均熄灭。 

5.2.12 菜单号 C —— 设置用户密码 

 选择菜单号为“C”，按“功能”键，进入设置或修改用户密码界面。 

 然后输入 4 位新密码（“0”～“9”数字），按“功能”键保存修改并返回设置状态，按“复

位”键，则取消修改并返回设置状态。 

初始密码：“1234”。 

5.3. 查询状态 
在监控状态下，按“功能”键，进入查询菜单状态。此时数码管 2 显示菜单号（1～E），在查询

状态中，30 秒内未按下任何键，系统返回至监控状态。 

 “功能”键：进入相应的查询菜单 

 “联动 3”、“联动 4”键：修改菜单号 

 “复位”键：返回到系统监控界面 

菜单号为  1——监控界面的选择 

2——设置系统时间（年/月/日，时/分/秒） 

3——查看报警记录 

4——查看故障记录 

5——查看开关机记录 

6——根据探测器逻辑编号查询其物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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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查看探测器零点和报警点 

8——查看探测器的高低限报警浓度 

9——查看联动逻辑关系 

A——探头报警演示 

B——查询外部模块状态 

C——查询软件版本 

D——查询探头故障状态 

E——查询探头报警类型 

5.3.1 菜单号 1 —— 监控界面的选择 

选择菜单号为“1”，按“功能”键切换监控状态的显示界面：浓度界面、时间界面。 

5.3.2 菜单号 2 —— 设置系统日期 

 选择菜单号为“2”，按“功能”键，进入设置系统的日期及时间界面。 

A. “功能”键：右移数码管闪烁部分，并保存设置 

    保存成功后，返回到设置菜单；保存失败，则显示最近一次保存成功的值。 

B. “复位”键：放弃当前日期设置，并返回到设置菜单界面 

C. 日期时间的设置顺序是“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 

在显示小时，分钟，秒界面时，第一个数码管的小数点恒亮。 

如下图：当前设置的时间为：2009 年 01 月 01 日 12∶10∶01 

90 0 1 0 1

21. 1 0 0 1

年 月 日

小时 分钟 秒
 

图36  设置日期及时间界面 

5.3.3 菜单号 3 —— 查询报警记录 

选择菜单号为“3”，按“功能”键，进入查看历史报警记录界面。（可查看最近 999 次报警

记录） 

A. “功能”键：在一条记录内进行翻页显示。 

B.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报警记录。（数码管 1 闪烁） 

C. 查看历史报警记录的顺序是“报警记录编号及设备编号”→“年，月” →“日，小时及

分钟”；在显示“报警记录编号及设备编号”界面时，如果数码管 6 的小数点亮，表示当

前记录为探测器的高限报警记录，否则表示低限报警记录。 

   第一个数码管闪烁：显示界面为发生报警记录编号及设备编号。 

   第二个数码管闪烁：显示界面为发生报警的年和月。 

   第三个数码管闪烁：显示界面为发生报警的日，小时，分钟。 

如图 37：表示第 20 条报警记录，5 号探测器在 2009 年 07 月 05 日 20：05 出现低限报警。 

如图 38：表示无报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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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 0 0 5
(闪亮)

02 0 9 0 7
(闪亮)

50 2 0 0 5
(闪亮)  

图37  报警记录界面 

00 0 0
(闪亮)  

图38  无报警记录界面 

5.3.4 菜单号 4 —— 查询故障记录 

选择菜单号为“4”，按“功能”键，进入查看历史故障记录界面（可查看最近 999 次故障

记录）。 

A. “功能”键：右移数码管闪烁部位，并且在一条记录内进行翻页显示； 

B.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故障记录。；（数码管 1 闪烁） 

C. 查看历史故障记录的顺序是“故障记录编号及设备编号” →“年，月” →“日，小时

及分钟”； 

故障记录编号：由系统自动设置，最新的故障编号为 1，上一个故障即自动设置为 2； 

设备编号：“01～08”表示对应的探测器故障；“17”表示主电故障；“18”表示备电故障；

“19”表示充电故障。 

   第一个数码管闪烁：显示界面为发生故障记录编号及设备编号。 

   第二个数码管闪烁：显示界面为发生故障的年和月。 

          第三个数码管闪烁：显示界面为发生故障的日，小时，分钟。 

如图 39：表示第 20 条故障记录，5 号探测器在 2009 年 07 月 05 日 20：05 出现故障。 

如图 40：表示无故障记录。 

00 2 0 0 5
(闪亮)

02 0 9 0 7
(闪亮)

50 2 0 0 5
(闪亮)  

图39  故障记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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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0
(闪亮)  

图40  无故障记录界面 

5.3.5 菜单号 5 —— 查询开关机记录  

选择菜单号为“5”，按“功能”键，进入查看开关机记录界面（可查看最近 100 次开关机

记录）。 

D. “功能”键：右移数码管闪烁部位，并且在一条记录内进行翻页显示； 

E.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开关机记录。；（数码管 1 闪烁） 

F. 查看开关机记录的顺序是“开关机记录编号及开关机类型” →“年，月” →“日，小

时及分钟”； 

00 2 0 0 0
(闪亮)

02 0 9 0 7
(闪亮)

50 2 0 0 5
(闪亮)  

图41  开关机记录界面 

   第一个数码管闪烁：显示界面为发生开关机记录编号（0020）及开关机类型（00：开机，

01：关机）。 

   第二个数码管闪烁：显示界面为发生开关机的年（2009 年）和月份（07 月）。 

          第三个数码管闪烁：显示界面为发生开关机的日期（05 日），小时（20 时），分钟（05

分）。 

5.3.6 菜单号 6 —— 根据探测器逻辑编号查询其物理编号 

选择菜单号为“6”，按“功能”键，进入查询探测器物理编号界面，如图 42 所示。 

A.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探测器。 

B. “复位”键：返回至查询菜单界面。 

10 0 0 0 3
探测器编号 探测器物理地址  

图42   

5.3.7 菜单号 7 —— 查询探测器零点和灵敏度 

选择菜单号为“7”，按“功能”键，进入查询探测器零点和灵敏度电压值界面，如下图所示。 

A.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探测器。 

B. “自检”键：零点和灵敏度界面相互切换。 

C. “复位”键：返回至查询菜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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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4 1
探测器编号 零点电压  

图43  编号为 01 的探测器零点电压值 

1.0 0 6 4
探测器编号 灵敏度  

图44  编号为 01 的探测器灵敏度 

 

5.3.8 菜单号 8 —— 查看探测器的高低限报警浓度 

选择菜单号为“8”，按“功能”键，进入查看探测器的高低限报警值界面，如图 45 所示。 

A.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探测器。 

B. “自检”键：探测器高、低限报警浓度的切换。 

C. “复位”键：返回至查询菜单界面。 

10 2 5. 0
探测器编号 低限报警值  

图45  编号为 01 探测器的低限报警值 

1.0 5 0. 0
探测器编号 高限报警值  

图46  编号为 01 探测器的高限报警值 

5.3.9 菜单号 9 —— 查看联动逻辑关系 

选择菜单号为“9”，按“功能”键，进入查看联动逻辑关系界面，如图 47 所示。 

A.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联动模块编号。 

B. “自检”键：左移闪烁部位。 

C. “消声”键：右移闪烁部位。 

D. “复位”键：返回至查询菜单界面。 

10 0 1 П 0
模块编号 逻辑关系表达式（闪烁）  

图47  初始进入查看界面 

10 1 П 0 8
模块编号 逻辑关系表达式（闪烁）  

图48  右移查看逻辑关系 

5.3.10 菜单号 A —— 探测器报警演示 

       选择菜单号为“A”，按“功能”键，进入设置探测器报警演示界面，如图 49 所示。 

       A、“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选择需要进行报警演示的探测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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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功能”键：保存报警演示标志，设置成功后第 4 个数码管小数点亮 1 秒钟，如图 50 所

示。设置报警演示成功之后，返回到监控界面即开始报警演示。 

       C、“复位”键：返回。 

       D、选定需要进行报警演示的探测器编号后，按数字“1”设置对该探测器进行报警演示；

按数字“0”取消对该探测器进行报警演示。 

10 0
探测器编号 （闪烁）  

图49  设置报警演示 

10 1.
探测器编号 （闪烁）  

图50  设置报警演示成功 

            注：“0”表示：不进行报警演示；“1”表示：进行报警演示。 

5.3.11 菜单号 B —— 外部模块状态 

       选择菜单号为“B”，按“功能”键，进入查询外部模块状态界面。 

       A、“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外部模块的编号。 

       B、“复位”键：返回至查询菜单界面。 

       数码管 5，6 显示的数据代表外部模块的当前状态： 

       A1：外部模块正常。 

       A2：外部模块输出。 

       A3：外部模块应答。 

       A4：外部模块无响应。 

 如图所示： 

10 A 1
外部模块编号 外部模块状态  
图51  编号为 01 的外部模块当前处于正常状态。 

5.3.12 菜单号 C —— 查看系统版本信息 

选择菜单号为“C”，按“功能”键，进入查看系统版本（即控制器软件版本）信息界面，按

“复位”键，返回至查询菜单界面。 

V 0. 1
版本号  

图52  系统版本信息 

5.3.13 菜单号 D —— 查看探测器故障信息 

选择菜单号为“D”，按“功能”键，进入查看当前探测器故障信息界面。 

A.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故障探测器。 

B. “复位”键：返回至查询菜单界面。 

C. 探测器故障信息有： 

E0——探测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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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无响应 

如图 42 所示：表示 1 号探测器现在处于无响应状态。 

10 E 1
探测器编号 故障信息  

图53  故障信息界面 

5.3.14 菜单号 E —— 查看探测器报警信息 

选择菜单号为“E”，按“功能”键，进入查看探测器报警信息界面，如图 54。 

A． “联动 3”、“联动 4”键：向上，向下选择报警探测器。 

B． “复位”键：返回至查询菜单界面。 

C． 探测器报警信息显示为该探测器最近一次的报警信息。 

A1——探测器低限报警 

10 A 1
探测器编号  

图54  探测器低限报警 

A2——探测器高限报警 

10  A 1 A 2
探测器编号  

图55  探测器高限报警 

5.4. 报警界面 
系统监控现场气体浓度超过报警设定值时，控制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自动跳到浓度显示界面；（若监控界面为时间显示） 

 “报警”指示灯显示为红色； 

 自动动作满足逻辑关系的内部联动模块（即继电器），对应的“联动 1～4”指示灯被点亮。 

在监控状态下，如果系统中有一个或者更多的探测器报警（高限报警或低限报警），系统显

示探测器报警总数并循环显示所有报警探测器的逻辑编号（首警探测器的逻辑编号右下方标识

为小圆点），且保持报警状态，必须手动复位控制器，报警信号才被消除。当新报警发生时，再

次进入报警状态。 

      如图 55 所示： 

0 3 0. 1

  （报警总数）   （报警探测器编号）

  （小数点为首警标志）  （如该位小数点亮，则为高限报警标志）

 

图56   

例：报警总数为 3，编号为 1 的探测器为系统中首次报警，报警类型为低限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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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0. 2.

  （报警总数）   （报警探测器编号）

  （小数点为首警标志）  （小数点为高限报警标志）

 

图57   

例：报警总数为 3，编号为 2 的探测器为系统中首次报警，报警类型为高限报警。 

1) 报首警的探测器状态显示界面 

如下图：系统首次报警，1 号探测器达到低限报警设定值，当前实时报警浓度为 25%LEL。 

1.0 2 5. 0
探测器编号 气体浓度

0 1 0. 1

报警数码管

（报警总数） （报警探测器轮循）

 

图58  探测器报警界面（低限报警且为首警） 

如下图：1 号探测器所监测现场的可燃气体浓度继续上升，达到高限报警设定值 50%LEL。 

1.0 5 0. 0
探测器编号 气体浓度

0 1 0. 1.

报警数码管

（报警总数） （报警探测器轮循）

 

图59  探测器报警界面（高限报警且为首警） 

注：若探测器监控现场可燃气体浓度超过探测器的量程 100%LEL 时，控制器实时气体浓

度显示停留在 100%LEL。若可燃气体浓度继续上升，可能会烧损传感器，造成探测器故障，控

制器显示故障界面。 

2) 非首警的探测器状态显示界面 

如下图：3 号探测器达到低限报警设定值 25%LEL（非首警），当前实时报警浓度已经上升

到 35%LEL。 

30 3 5. 0
探测器编号 气体浓度

0 1 0 1

报警数码管

（报警总数） （报警探测器轮循）

 

图60  非首警的探测器报警界面（低限报警） 

5.5. 报警保持界面 
系统出现报警后，若现场探测器所监控的可燃气体浓度下降，低于报警设定值时，控制器保持

报警状态： 

 控制器“报警”指示灯显示为红色； 
 在报警界面数码管轮询显示报警的探测器编号和报警类型 

查看具体的报警时间参见《2.5.3.3 查询报警记录》。 

5.6. 故障界面 
系统所监控现场有探测器出现故障时： 

 自动跳到浓度显示界面；（若监控界面为时间显示） 

 控制器“故障”指示灯显示为黄色； 

 发出故障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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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器显示当前故障探测器逻辑地址和“E”字样。 

如下图：表示 1 号探测器出现故障。（查看具体的故障信息参见《2.5.3.4 查询故障记录》） 

10 E
探测器编号 故障指示  

图61  故障界面 

5.7. 自检界面 
自检状态：探测器上电 1 分钟以内或探测器短路、断路时，探测器会自动进行自身性能的检验

和调整，此时并不向控制器传送浓度值。 

注：只有探测器处于正常情况且非自检状态时，探测器的浓度才会刷新。探测器自检属正常情

况。 

如下图：表示 2 号探测器自检。 

20 _ _ _ _
探测器编号 自检指示  

图62  探测器自检界面 

 

 

 

 

安装 SH2021 
警告：控制器可能连接几种不同的电源。在维修前，请先断开电源，否则可能在插拔端子及连线电

缆时，对控制器及相关设备造成损害。在没有阅读和理解本说明书前，请不要安装、使用此控制器。 

1. 一般事项 

  打开包装后，请检查控制器和配件是否完整，请在一个干净无振动和避免高温的环境内装配

机器，装置的位置和高度应该是容易安装及维护的（非防爆区域），建议装配在离地 1.5m 高的

墙壁上（注意要预留打开机箱的空间），最后统计一下要使用导线的数量，以便于安装。 

2. 注意事项 

2.1  不同系统、不同电压等级、不同电流类别的线路，不应穿在同一管内或线槽的同一槽孔内。

导线在管内或线槽内，不应有接头或扭结。导线的接头，应在接线盒内焊接或用端子连接。 

2.2  系统线路敷设后，应对每回路的导线用 500V 的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其对地绝缘电阻值

不应小于 20MΩ。 

2.3  关于接地：控制器机箱上的接地端子（PE），安装时应确保系统接地良好，且接地电阻≤4

Ω。 

 

 

 

 

 

 

整个系统（控制器、探测器、输出模块等）必须良好接地，相应的线管、线槽及与所有设备

的连接处须采用接地跨接线连通；确保整个系统外壳通过线管、线槽、跨接线同建筑防雷接地

良好连接。附：气体报警系统安装示意图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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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及布线 

3.1. 安装底板及机箱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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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机箱及安装示意图 

3.2. 外部连线要求 
控制器采用四总线传输：信号总线（S1、S2）、电源总线（+24V、GND）。 

信号总线：建议选用 RVV2×2.5 的绝缘电缆； 

电源总线：建议选用 RVV2×2.5 的绝缘电缆，要求其电源线回路电阻≤15Ω 

3.3. SH2021 对外接口 
 

 

 

 

 

 

 

 

 

 

 

 

 

图64  对外接口示意图 

 

安装底板 

安装说明： 

 在墙上按安装底板安装孔（标号 1-4）尺寸要求，

打 4 个安装孔（孔深不小于 40mm）； 

 在各安装孔内打入塑料膨胀螺栓； 

 将安装底板固定在墙壁上，用 4 颗自攻螺钉 

（ST3.5×32）将其紧固在膨胀螺栓上； 

 将控制器背面的焊接挂件直接挂在安装底板的

A 处，完成控制器安装。 

报警列表

11
9.

5
42
0.
0

320.0

O O
N L 主电开关 备电开关 NO1COM1 NC1 S1 S2 GND +24VNO2COM2NC2 NO3COM3NC3 NO4COM4NC4 A PGND B

J11 J21 J31 J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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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配置 

控制器供总线接线端子，可以连接本公司生产的 SH0301             等总线制通讯点型可燃

气体探测器，同时可通过 4 组内置联动输出模块对外部设备（现场声光、电磁阀、风机等）进行远

程逻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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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接线示意图 

1） 容量：8 只可燃气体探测器。 

2） 为了控制外部设备，控制器内部提供了四组继电器的触点输出（又称为内部联动模块）。 

3） 四组内部联动模块可提供以下五种输出方式之一： 

A、 无源开关量信号输出     触点容量：1A/AC220V 或 3A/DC24V 

B、 无源点动信号输出       触点容量：1A/AC220V 或 3A/DC24V 

C、 DC24V/200mA 电平信号输出（NO：＋，COM：－） 

D、 DC24V/200mA 脉冲信号输出（NO：＋，COM：－） 

E、 电容输出（NO：＋，COM：－） 

可通过短接针 J11～J41 实现无源开关量信号与无源点动信号的转换，Jn 短接，“输出 n”为

无源开关量信号输出，Jn 断开则为无源点动信号输出。 
特别说明： 
出厂默认输出：“输出 1”、“输出 2”为无源点动信号；“输出 3”、“输出 4”为无源开关量信号。 
用户若有特殊要求，应及时告知厂家，厂家在产品出厂时根据用户要求配置好。（严禁用户自行配置） 
特别强调： 

1） 涉及强电，请严格按照相关规范操作。 
2） 不得擅自更改或更换产品内部零部件。 

其他注意事项： 
1） 所有设备的强电输入应直接从消防电源接取，设备安装、维修及更换，必须断开强电。 
2） 所有设备的输出信号，出厂时均已根据用户要求配置好，严禁擅自更改。 
3） 控制器的内部输出端子仅提供无源信号或直流信号（≤DC24V）。 
4） 若需联动 AC220V 或 AC380V 外部设备（如风机、电磁阀），建议配置相应的联动箱或配电

箱，如下图所示： 

O O
N L 主电开关备电开关

AC220V电源

NO1COM1 NC1 S1S2 GND+24VNO2COM2NC2 NO3COM3NC3 NO4COM4NC4 A PGNDB

RS485通讯接口，

符合标准MODBUS

通讯协议的上位

控制系统（如
PLC/DCS/EDS/RTU

等）

现场控制箱

风机

电磁阀

电磁阀联动箱

N

L

AC
22

0V

联动1

联动2
风机外接电源

S2

GND

24V

S1

探测器

S2

GND

24V

S1

探测器

S2

GND

24V

S1

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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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AC220V输入

控制器

L
PE
N

联动箱

输出端子 输出端子

外控设备

AC220V输入

L
PE
N

配电箱 外控设备

 

图66   

报警处理程序 
1） 探测器有报警信号时，消防室值班人员应立即通知现场人员检查，并启动现场排风机进行换气，

若确认报警是真警而非误报，则应立即关闭电磁阀，并作好记录，其中包括：报警时间、报警

首址、报警总数、报警地址、报警处理情况等等。 

2） 现场人员当确认有燃气泄漏时，应立即通过现场设备控制箱手动关闭电磁阀和启动风机，并严

禁人为制造任何火花或明火。 

3） 立即通知专业人员到现场检查气体泄漏事故原因，排除事故隐患。 

4）当确认事故隐患排除后，由专人作联动复位处理，即：复位控制器，停止风机运行并打开电磁

阀恢复供气。 
 

故障处理程序 
控制器出现故障时，值班人员应观察其故障显示，并作好记录，然后重新开启主、备电源后，

观察故障是否消失，并作好记录，如果故障未消失，请参照以下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并立即与经

销商或生产厂家联系维修。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主电开关未开启 开启主电开关 

主电源线断路 检查线路，重新接线 

保险管损坏 更换保险管 
主电故障 

主电部份元器件坏或电路故障 与本公司联系维修 

备电开关未开启 开启备电开关   

备用电源连接线断路 检查线路，重新接线 

保险管损坏 更换保险管 

备电部份元器件坏或电路故障 与本公司联系维修 

备电故障 

新机电池未充电 开机工作一天自动充电 

充电故障 充电异常 与本公司联系维修 

探测器故障 
控制器与探测器及所连接的报警触发器间

连接线的松驰、脱落、断路、短路等 
检查线路，重新正确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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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与探测器及所连接的报警触发器的

内部元器件失效 
与本公司联系维修 

拨打服务热线报修或技术咨询时，请您注意以下几点： 

 确认产品序列号及故障现象； 

 可在故障产品旁来电咨询，并可按工程师的建议做一些必要的操作，将操作结果及过程中的现

象告知工程师； 

客服热线：021-39813900    18918971513 

维  护 
1 应严格按《SH2021 使用说明书》正确安装、操作、维护控制器。 

注意：系统维护检修时，必须关闭所有电源，包括控制器主电、备电、消防电源、联动设备的

外接电源等。 

2 建议每周对系统（控制器、探测器、联动设备等）进行巡检，确定设备安装牢固、位置未变,

外观完好无损，工作状态正常、指示正确，不存在影响性能的环境改变，探测器进气装置不存

在堵塞情况，通气良好。 

3 建议每月对气体报警控制系统设备进行一次自检，确保系统正常工作。 

4 建议每季度对系统进行检测。（在重大节日、活动消防安全需要时，也可进行检测。） 

检测包括以下项目： 

A. 制器及探测器进行清洁（此时系统应关机），宜用稍润毛巾或吸尘器清洁，不能用酒精、香蕉

水等化学溶剂或湿毛巾清洗；注意清洁探测器进气装置，应根据现场环境的清洁度，调整清洁

时间，清洁后的进气装置需干燥后，方可安装回原位。如进气装置因污染严重造成进气阻塞，

建议与厂家联系更换探测器进气装置。 

B. 用标准气体对探测器进行报警测试。 

C. 自检及联动测试。 

5 建议每年对探测器进行一次校准；校准应由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进行，且必须在有标准气体及

标准校准工具的情况下进行，严禁擅自操作。 

6 其他注意事项 

A. 禁止擅自改动控制器内部结构。 

B. 注意探测器的使用寿命，当超出使用年限后，应及时予以更换，更换后应重新设置探测器各

项参数，以确保系统正常工作。 

C. 应建立完善的气体检测报警控制系统的值班记录，包括存在的问题及故障等；如按产品常规

故障处理措施仍不能排除的故障，请致电供货商或厂家，并尽量在故障产品旁说明故障现象，

厂家售后工程师可就近进行操作指导。 

D. 如需对系统的设备进行修理或零部件更换，或对其保护的设备进行改造而影响系统功能时，

例如改变用途或保护对象发生改变时，请与厂家或代理商联系。 

质量保证 
上海线友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线友 ®）产品在出厂前，根据用户的特别需要进行了适当的

校正或处理并经过严格地检验，并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线友 ® 承诺：凡购买线友 ® 产品的用户，自产品出厂之日起壹年内，线友 ® 负责免费维修或

更换。因以下情况损坏或出现损缺的产品，不享受此免费保修服务，壹年后维修收取适当的成本

费： 

a) 保修期外； 

b) 未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安装、使用、维护； 

c) 用户自行对产品的工艺结构、电路进行修改，或使用非本厂配件； 

d) 不可抗拒事故灾害、人为疏忽造成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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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因运输过程造成的损坏（与货运方协商解决）； 

f) 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的材料或是设计、制造上的瑕疵。 

责任限定 
用户应承认产品本身已决定了购买它的目的和适合度，对于未严格按照本产品说明书的要求由

非资质人员安装，以及未经许可的技术人员使用和维护产品，或是擅自更改、更换内部零件而引起

的任何问题，线友 ®不承担责任。 

 

 

 

 

 

 

 

 

 

 

 

 

 

 

 

 

 

 

 

 

 

 

 

 

 

 

 

 

 

 

 

 

 

 

 

 

本产品说明书由线友 ®  
出版，由于印刷错误或产品的不断更新，导致本说明书的内容与实际产品可能有不符之

处，这些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敬请见谅．最新版本查阅请登陆 www.xygas.com.cn 或致电本公司。线友 ®  
保留最终

解释权。 



 

 

 

 

 

 

 

 

 

 

 

 

科技领先一步， 
 

生活倍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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