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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专注、专研    向用户提供放心满意的安全保障产品-深圳迈思通 

感谢各位尊贵的客户使用深圳市迈思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SC910测量范围为 0～

100%LEL的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系列产品。 

版权声明 

本说明书版权属深圳市迈思通科技有限公司所有，并保留对本说明书的最终解释权和修改

权；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说明书中的任何部分不得复制、摘录、备份、修改、传播、翻

译成其它语言、或将其全部或部分用于商业用途。 

免责声明 

本说明书依据现有信息制作，其内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深圳市迈思通科技有限公

司在编写该说明书的时候已尽最大努力保证其内容准确可靠，但深圳市迈思通科技有限公

司不对本手册中的遗漏、不准确或印刷错误导致的损失和损害承担责任。 

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 

深圳市迈思通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总部技术支持、区域技术支持和本地技术支持完善的三

级服务体系，并提供电话热线服务。各位尊贵的客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可随时

与各服务支持热线联系。 

访问深圳市迈思通科技有限公司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各地服务支持热线电话，

还可以了解最新产品动态，以及下载需要的技术文档。 

一、 深圳市迈思通科技有限公司官网网址 

http://www.szmsn.com 

二、 微信公众号（深圳迈思通科技） 

二维码 

 

服务说明： 

1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检查产品包装，核对附件、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等是

否齐全，若发现不全，请立即与销售商或本公司联络。 

2 本产品自售出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凡用户遵守贮存、运输、安装及使用要求，而产品

质量低于技术指标的，凭保修单享受免费维修。 

3. 因用户违反贮存、运输、安装及使用要求而造成的产品故障或损坏、因非我公司指定人

员维修引起的故障或损坏、因不可抗拒因素引起的产品故障或损坏，我公司依其损坏程度

适当收取费用。 

4. 产品进行维修时，请主动出示产品保修卡。不能出示的将作为收费维修。 

5. 如果您对我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任何疑问或不满，包括产品技术、质量、安装维修、

服务态度、收费标准等问题，请您及时联络我们，我们将会对您的意见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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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910 测量范围为 0～100%LEL 的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使用注意事项 

警告：严禁在安装、使用现场对探测器进行带电开盖作业! 

▲ 运输中应注意防雨、防潮、避免强烈的震动和冲击。 

▲ 安装维护需要由专业人员操作。 

▲ 请勿自行维修和拆卸设备。 

▲ 不要在探测器附近使用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如杀虫剂、油漆、大量的酒精以免产生误

报。 

▲ 使用时应避免经常性的使用高浓度气体冲击传感器。 

▲ 设备上电前请仔细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 连接设备及添加节点须关机断电。 

▲ 新建建筑安装探测器，应该在油漆、焊接工作完成后再安装。 

▲ 探测器应采用相对独立的电源，避免与大型用电电器共用电源。 

▲ 探测器的外壳应做保护接地；严禁破坏外壳，避免影响防爆屏蔽效果。 

▲ 设备端子接线及插拔端子时，必须断电。 

▲ 严禁将探测器浸入水或其它液体中使用。 

▲ 在低于 0℃环境中贮存的探测器应在室温环境中放置 2 小时以上方可通电使用。 

▲ 长期不使用的探测器，应在通电预热 2 小时后才能正常使用。 

▲ 尽可能不要将设备安装在下列地点 

1、温度和湿度超过工作条件的地点 

2、有强烈腐蚀性气体的地点 

3、有大量粉尘、油烟、烟雾、盐雾及金属粉末的地点 

4、水、蒸汽、油及化学液体易溅射到的地点 

5、有直接震动或冲击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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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SC910测量范围为 0～100%LEL的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是由深圳市迈思通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生产的，产品符合最新的国标及国家产品质量要求。它可以与气体报警控制器（ZX-

113控制器）一一对接组成最基本的气体检测报警控制单元；也可以通过控制器来控制执

行及联动设备（电磁阀、风机、消防报警设备、火灾报警设备等）组成气体检测远程报警

控制系统。 

使用本产品可以检测到探测器周边气体浓度情况，当现场检测到的气体浓度达到控制

器设定的报警设定值时，控制器会立即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提醒用户注意处理；同时控制

输出接点闭合，可外接燃气报警控制器、火灾报警控制器、排气扇、管道切断阀等设备，

防止爆炸、中毒、火灾等事故的发生，从而保障用户生命财产的安全。本产品各项电气性

能符合国家标准，经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合格，并取得国家消防产品

质量认证委员会颁发的型式认可证书。其结构为隔爆型，设计符合国家标准，经国家防爆

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合格，防爆标志为 Ex d IIC T6 Gb。  

本产品采用先进的微处理器作为控制单元，反应速度快，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长，适

用于长时间不间断的运行，同时还增加探头故障自动检测并上传报警控制器报警功能。产

品广泛应用于燃气用户、地铁、商场、地下管廊、消防、物业、建筑、石油、化工、电

力、冶金、矿井、交通等行业领域及油库、液化气站、喷漆作业、燃气输配等可燃气体生

产、储存、使用等室内外危险场所；产品相继获得了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的“型式试验检验报告”、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的“消防产品认证证书”、国

家防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防爆合格证”、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欧盟 CE认证。 



专业、专注、专研    向用户提供放心满意的安全保障产品-深圳迈思通 

产品结构图 

 

 

 

 

 

 

 

 

 

 

 



专业、专注、专研    向用户提供放心满意的安全保障产品-深圳迈思通 

主要技术参数 

传感原理 催化燃烧 

取样方式 自然扩散 

感应气体 天然气（CH4）、石油液化气等可燃气体 

工作电压 DC24V 

使用电压范围 DC20V-DC30V 

线制 4-20MA通信协议 

使用温度 0℃～55℃ 

相对湿度 ≤93%RH 

声压范围 ≥75dB/m 

防爆方式 隔爆型 

防爆等级 ExdIICT6 Gb 

报警浓度 一级报警可调（默认 25%LEL） 

稳定性 工作报警浓度误差不大于±3%LEL 

重复性 重复测试报警浓度误差不大于±3%LEL 

报警浓度误差 不大于±3%LEL 

报警方式 4-20MA信号传输 

执行标准 GB15322.1-2003《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 1部分：测量范围为

0~100%LEL的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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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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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调试 

1.探测器安装位置建议 

A．探测器的安装高度由被测气体种类的重量比所决定。  

被测气体比重小于空气，探测器一般安装在距顶棚 30cm； 

 
若顶棚较高（高于 5米），则应视气体泄漏速度安装在适当高度。 

被测气体比重大于空气，探测器安装在距地面（指探头）30cm~50c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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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探测器的安装位置由气体泄漏源和场所结构决定。  

首先确定被监测场所的面积和易泄漏点。一般情况，探测器的检测范围室内为半径 7.5

米；室外半径为 15米；探测器与释放源的直线距离为 5~7.5米。(危险场所建议安装半径

1-2米) 。 

C．根据现场泄漏压力，单位时间的可能泄漏量和现场主导风向，空气自然流动的习惯通

道，泄漏气体的比重，确定探测器的安装位置，一般原则是如果是微漏则设点位置靠近泄

漏点， 如果可能会出现爆发性大量泄漏点则设置位置离泄漏点远一些。根据主导风向和空

气自然流动具体情况，探测器应设在下风位置，应注意现场环境情况，如通风死角、地

槽、地沟等易聚集可燃气体的地方，一定要设置探测器。 对面积较小的场所，在门窗关闭

的情况下，一旦发生泄漏会很快达到爆炸限浓度，一定要设置检测点。  

2.探测器接线、调试 

本产品与配套控制器之间的通信采用 4-20MA通信协议，每台探测器与控制器之间一一

对接，安装过程中应做好本产品的安装位置记录，以便后续调试及运行、维保过程中使

用。 

    A）探测器的电路连接： 

1． SG是 4-20mA 信号输端子 

2． V+电源正极，V-电源负极。 

将 SC910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按接线端子功能，准确无误地与供电电源、通信端口、

外部设备连接固紧，接线完毕一定要对照说明书检查无误后再接通电源和外部设备、仪

表。 

B）调试 

上电后，指示灯亮，表示电源供电回路正常，预热后，指示灯灭。进入工作状态。如

果无主机信号则，指示灯常亮，如果有主机通信信号则，绿灯快速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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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分析 

1. 上电后指示灯不点亮 

■  请检查是否电源中的（V+）与（V-）接线端口有无连接或连接是否正确。 

■  电源是否有正常供电，电源的正负极是否正确。 

排除外，还不能正常，请与我们联系。 

2. 挂接控制器后出现故障现象 

■  请检查控制器配置是否正确，探测器工作是否正常。 

■  请专业人员按照说明书对探测器进行零点调节的操作。 

标定、校准 

由专业人员操作时，用准确的万用表、电压电流校准仪和标准成份的气体，可按照下

述方法标定探测器： 

A. 探测器上电预热 20 分钟后，在工作环境中进行调零。 

■ 将万用表选择的电压档 2伏档位上（或更小的电压档位上）。 

■ 将万用表中黑表笔对准产品电路板上的 T2测试点，红表笔对准 T0测试点。 

■ 调节 VR1可调电位器使表上显示 00mV。（顺时针调 VR1增大，反之变小） 

■ 将通信线 SG断开，将电压电流校准仪的黑表笔对 T2测试点，红表笔对 T1 测试点，调

节 VR3电位器，使其输出 4mA。 

B. 向探测器通入标准浓度气体，稳定 30 秒后进行浓度试定点调试。 

■ 调节 VR2可调电位器（顺时针调 VR2增大，反之变小）使控制器上显示你所通入的气体

浓度相等及可。 

3. 为保证探测器可靠工作，探测器应每隔 3 个月进行点检，每年进行一次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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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指南 

1. 切勿对传感器头喷杀虫剂、定性发胶、油漆粘接剂、稀释剂酒精等等易燃易爆物质。 

2. 切勿在传感器模块的防爆网表面涂抹油漆等物质，以免挥发性物质影响探测器寿命和

阻碍气体扩散。 

3. 切勿放置在排烟管或者烟囱内及其附近。 

4. 切勿放置在高温及机器超时的地方。 

5. 如发生故障，不要自行拆卸维修，可通知供应商或者代理商处理。 

注意事项      

1. 在低于 0℃环境中贮存的探测器应在室温环境中放置 2 小时以上方可通电使用。 

2. 长期不使用的探测器，应在通电预热 2 小时后才能正常使用。 

3. 运输中应注意防雨、防潮、避免强烈的震动和冲击。 

4. 探测器的安装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安装探测器不应贴近墙面，周围应留有足够的空间

用于日常维护和故障排除。监测比重小于空气的可燃气体时，宜将探测器安装在距顶棚

0.3 米处，监测比重大于空气的可燃气体时，宜将探测器安装在距地面 0.3 米处。 

5. 具体环境中探测器的探测范围与很多因素有关，诸如被检测气体的种类、检测环境中的

风向、风速等。我们推荐的探测范围是空间范围 6×6 平方米，管道长度 6 米。 

6. 在新建筑内，探测器应该在油漆、焊接工作完成后再安装。 

7. 不要将探测器安装在距蒸汽、油烟过近的地方。 

8. 不要将探测器浸入水或其它液体中使用。 

9. 不要在探测器附近使用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如杀虫剂、油漆、大量的酒以免产生误报。 

10. 使用时应避免经常性的高浓度可燃气体冲击传感器。 

11. 正常情况下传感器的使用寿命为 5 年。错误的安装、使用或不良环境的影响均会降低

传感器的灵敏度，缩短其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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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迈思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同心社区同心路 85 号黄江工业园 10 栋 4 楼 

电话：0755-2893 5100   8421 5321                   

传真：0755-8976 2494  

                                  

网站：www.szmsn.com  

邮箱：szmsn@szmsn.com    

 

http://www.szmsn.com/
mailto:szmsn@szms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