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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户

为保障您的人身安全及财产利益，并使产品发挥出应有

的作用，在产品安装、使用或维护前，请务必完整阅读本

说明书，特别是警告和注意事项，并妥善保管本说明书以

供需要时查阅。

1、概述

ZX-113 是我公司研制的单点气体监控设备，用于检测

环境空气中被测气体的浓度，每个表头可以挂接一个探测

器，对该探测器进行连续监测。ZX-113 气体报警控制器采

用高档微处理器作为控制单元，高精度传感器作为检测变

送器，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当环境中被测气体的浓度

达到或超过报警设定值时，控制器立即发出声光报警，以

提醒工作人员及时采取安全措施，并启动继电器输出，根

据用户设置不同来驱动不同的安防设备，从而防止中毒事

故、爆炸及火灾的发生，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ZX-113 气体报警控制器通信采用 4-20mA 标准工业通信

协议，可以和 SC910 等点型探测器进行配合使用。广泛用

于化工、石油、冶金、油库、液化气站、喷漆作业、燃气

输配等可燃气体产生、储存、使用等室内外易泄漏危险场所。

ZX-113 型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设计、制造符合

GB16808-2008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及相应规程。

2、性能及特点

控制器操作中文交互界面，操作更方便 ; 实时连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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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信息，全面掌控探测器状态;控制器可记录报警信息，

便于事故追踪。控制器机箱短小轻便，可采用壁挂等方式，

安装方便;控制器具有自动故障检测，自动中文显示故障，

方便调试及检修 ; 独立单元自由组合，可与各种气体探测

器配合 4 ～ 20mA 标准模拟信号输入，可配合任意 4 ～ 20mA

信号探测器使用 ;4 路继电器无源开关量输出，方便启动多

种安防设备 .

3、主要技术参数

型号 ZX-113

电压范围 AC 220V±20%

信号方式 工业设备通用标准 4-20mA

温度 -10℃～ 55℃

相对湿度 93%RH

声压范围 >75dB/m

报警浓度 一级报警默认值25%LEL（可调）；

稳定性 误差不大于±3%LEL

浓度误差 不大于±3%LEL

报警方式 声光报警 ,液晶显示 LEL 浓度

结构尺寸 240mmX150mmX60mm

执行标准 GB16808-2008

4、控制器工作原理

本机采用中文 LCD 显示、4-20mA 标准通信方式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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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接收到的探测器相应的信息传入到 CPU 中进行分析处

理，并作出对应的显示、声光信号及输出信号。

报警控制器的主要任务：

其一，为探测器提供电源 ;

其二，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分析，作相应的显示、声光信

号、输出信号 ;

其三，对报警的探测器的报警时间、报警浓度、进行记

录并可提供查询 ;

5、安装及功能说明

5.1、安装说明

控制器属非防爆结构，应固定安装在安全场所，其安装

位置应选择在便于观察和维护之处，周围不应有影响仪器

工作的强电磁场（电机、变压器、动力电缆等）。

5.2、功能说明

ZX-113 型控制器中文操作界面，操作方便，界面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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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

5.3、按键

“功能
8 8

”键：设定各种参数,切换操作项目；“向上
8 8

”键：

向上键，设定数值的增加，及自检功能；“向下
8 8

”键：向下键，

设定数值的减少； “退出
8 8

”键：退出各种操作；“复位
8 8

”键：

可进行系统复位；“消音”键：用于操作确认及报警声音消除；

5.4、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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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电指示灯（绿色）：显示本机主电供电正常；备电指

示灯（绿色）：显示本机备电供电正常；电压低指示（黄色）：

显示主电状态指示，亮时表示主电电压无或不正常。故障

指示灯（黄色）：显示故障信息，包括：传感器是否故障、

探测器与控制器连线是否故障、备电连线及充电线路是否

故障。报警指示灯（红色）：报警后此灯亮。

5.5、屏幕

6、功能设置与操作

上电后，为预热传感器，延时 100 秒，屏幕数字从 99

显示至0如图3所示，预热结束后，本机进入正常监视状态, 

如果连接一切正确，并且工作正常，就如图 4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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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16808-2008 标准要求部分功能操作有密码保护，

应国家标准要求，密码分二级，低级密码为“119”高级密

码设定为“110”，其中低级密码只能操作查询、自检、设

定时间。高级密码同时包含报警点设定。（以下操作中功

能键用于选择操作项目，消音键则用于确定操作功能）

按动功能
8 8

键后，进入操作界面，如图 5 显示光标在查询
8 8

文字上，同时处于闪烁状态，再按一次按动功能键后，则

进入如图 6 界面；（当光标闪烁的文字时，则表示选中此

操作项目）

6.1、查询功能： 

 ①、选中查询
8 8

后，按动消音
8 8

键，则进入查询故障或报

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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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可选则查询故障或报警信息。

③、在选中查询报警信息时，进入查询页目显示的时

间为报警时的日期日间，浓度显示为报警时的浓度，如图

7 所示，如果没有报警则进入查询则显示 0 条记录，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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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设置参数功能：

①、选中设置
8 8

项目后，按动消音
8 8

键后，则会进入输入密

码界面要求输入密码， 输入密码 110 后则则如图 9 显示，

在图9界面下，按动功能键，则可选则查询功能、设置功能、

设定时间。

②、自检功能：

在图 9 显示下，光标在查询或设置上时，按动向上
8 8

键，

则可进入自检功能。

③、设定日期与时间：

在图 9 显示下，按动功能
8 8

键，移动到需要更改日期与时

间上，按动上键或下键更改数字。

按退出
8 8

键自动保存，或移动光标到查询时也可以自动保

存。

④、设定报警点：（出厂默认设定为 25%LEL）在图 9

显示界面下，选则设置后，进入图 10 界面，同时光标在浓

度显示区，可改变其数值 , 按动功能键 , 可以选择更改十



9

位数或个位数，按动向上键或向下键则改变数值。

6.3、报警状态

如果探测器探测到气体浓度大于或等于设定报警浓度值

（出厂默认为 25%LEL），报警指示灯开始闪动，扬声器发

声（类似 120 报警声）控制器启动声光报警，启动继电器，

（用户可通过联接继电器，用来进行启动排风扇或关闭燃

气电磁阀等操作）；报警 LCD 显示如图 11 显示 . 当气体浓

度高于 99%LEL 时，显示“EEE”如图 12 所示，则表示超过

显示量程。  

6.4、报警复位操作：

应 GB16808-2008 标准，当气体报警后，报警控制器会

一直保持报警功能。此时需要人工消除。按动复位键后，

输入密码“110”按动消音键确认后自动恢位。

主电源、备电源检测 :

①、当检测主电没或主电电压低的情况下，主电源指示

灯则灭，主电低指示灯亮；显示屏如图 13所示，故障常亮，

并且发出故障声，可按消音键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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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当检测备电源无或不正常时，则备电源灯灭，显示屏
如图14所示，故障灯亮，并且发出故障声，可按消音键消音。

7、控制器连接及调试

A) 接线连接 :

①、BAT为电池接口，+（左）为电池正极接线端，-（右）

为电池的负接线端。

②、V+ 为探测器供电正电源端，V- 为探测器供电负电

源端。

③、SG 则为 4-20mA 模拟信号输入端。

④、输出端口 K1、K2、K3、K4 这四组输出，其中 K1 有

常开常闭接点。K2，K3 则只有常开接点，K4 则为脉冲瞬间

接点。  

 * 以上 K1，K2，K3，K4 可以方便应用于常闭电磁阀，

常开电磁阀，AC380 风机，AC220V 风机，警灯等。

* 当排风扇等受控设备的功率小千等千 2A/220V 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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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与输出端子连接使用 ,功率偏大时建议加接联动箱。

* 控制器如与 SC910 探测器相连时，则只要将控制器的

V+、V-、SG 连接到相对应 SC910 接线端 V+、V-，SG 即可。

B) 调试

一般情况下、出厂时已做设置，连接后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用户遇到如下原因时要做出设置：

1． 调整更小的报警点作报警

出厂时一级报警点默认值为 25%LEL，若用户想调整更

小的报警点作报警则可以按照功能操作方法进入 < 日期、

时间和报警点设置 > 界面，调整报警值。建议一级报警点

设定范围为 5%-%25LEL，

8、常见故障现象

GS GV +V -

A
B

K1

K2

K3

K4

接地

AC/DC
开关电 源

保
险

强电接口

开关

备
电
接
口

GS GV +V -

SC91 0

电磁阀
供电

脉冲型
电磁阀

风机

风
机
供
电

ZX-113 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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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 故障可能存在的原因

主电源灯不亮，主电压低亮
显示屏上有显示主电、电压低

1．220V交流电没有插上；
2．主电开关有没有开启或保险管损

示；
3．开关电源灯灯不亮，可 24V主

电接入线松动。
备电源灯不亮

显示屏上有显示备电
1. 备电源有没联接或接触不良

2．接线正负极极性反；

显示屏上有显示
探测器，故障

1．探测器中的传感器未能接完好；

显示屏上有显示
通信故障

1．探测器与控制器连接错误；

9、注意事项

本控制器不具备防爆性，不能安装在防爆区域；

本控制器不具备防水性，不能安装在潮湿或容易雨淋的

场所；

控制器系统浓度报警后，请勿打开电器开关，确认燃气

泄露的原因，并及时作出处理。原因不明时请联络有关燃

气部门作出彻底检查。

控制器故障灯亮，则应关掉电源，检查传感器电源、信

号线是否短路、断路，若接线正常，则说明传感器失效，

应更换。

探测器防爆形式为隔爆型，接好电缆线一定要将盒盖拧

紧，在现场断电后才能开盖。

探测器周围浓度过高的烟雾、喷气式杀虫剂，可燃性溶

剂亦有可能引起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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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公司
公众号

深圳市迈思通科技有限公司

0755-28935100

深圳龙岗区同心社区同心路 85 号黄江

工业园 10 栋 4 楼

官网：http://www.szmsn.com

微信公众号 ：szmsn-

传感器损坏或失效，更换后应用标准气样重新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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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在安装过程中应

轻拿轻放，避免剧裂震动、碰撞。

仪器暂不安装，应存放在干燥通风场所，周围空气中不

含有腐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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