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产品前，请阅读使用说明书

HDE-KZ-8 型气体报警控制器

用户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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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1.1 产品特点

HDE-KZ-8报警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器)为壁挂式报警控

制器。本控制器分为两种采集模式，一种是1--4路输入的

4-20mA电流信号模式,另外一种FSK总线通信模式；采用交流

220V 50Hz供电，非防爆设计；红色高亮LED数码管及彩色LCD

液晶同时显示，直观清晰，中文菜单界面,操作简单；检测气

体种类及量程可设定，可选择1—4路通道，可调节的高低报警

功能。

本控制器符合《GB 16808-2008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要

求，并经国家指定的法定权威机构审查及检验。

1.2 主要用途及使用范围

主要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车间及控制室内的气

体探头信号的气体浓度实时显示及控制输出。

1.3 产品名称及型号

a) 产品名称： 气体报警控制器；

b) 产品型号：HDE-KZ-8

1.4 执行标准：GB 16808-2008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1.5 适用环境条件

● 环境温度为 -20℃～50℃；

● 环境大气压为 86kPa～106k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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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98％(非冷凝)；

● 无破坏绝缘的腐蚀性气体或蒸汽的环境中；

二、技术特性

2.1 主要功能

采用LED数码管和LCD液晶同时实时显示当前气体检测浓度；

输入8路4-20mA电流信号；提供24V直流电源：

配合本公司的探头可使用FSK总线通信方式；

可选择显示气体种类支持：CO LEL O2 H2S NH3 CL2 SO2 ，及

可选量程；

可调整的高低报警点， 故障指示及常开触点继电器控制输出

功能；

2.2 指示方式：LED 显示实时数据 、声光报警、故障指示；

通过设置可以修改位单路 双路 及 8路 显示；

2.3 电源：交流 220V，50Hz；功耗：72W.

2.4 重量:约3.4Kg ；

2.5 外观尺寸: 400mm×300mm×80mm.

三、 操作说明

3.1 控制器面板按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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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置模式操作

同时按住“取消”和“确定”两个按键持续 4秒钟即进入

设置及调校模式。电流采集模式则只能设置通道参数，不能进

入操作气体探头，FSK 通信模式则可以。

通过 或 按钮选择菜单操作，然后按“确定”键

进入，取消键退出。

调整日期时间：

按“复位”或者“消音”键可以左右选择切换，然后按上

下键调整时间数值。

按钮 功能描述

复位

在主界面作用是“复位”按键，在功能设置界面

作为“右”选择键。

消音
在主界面作用是“消音”按键，在功能设置界面

作为“左”选择键。

选择按键，此按键可实现设置参数的选择或者数

值的递增。

选择按键，此按键可实现设置参数的选择或者数

值的递减。

取消 在设置菜单选项中作为取消退出按键。

确定 在设置菜单选项中作为确定保存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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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通道参数：

按“复位”或者“消音”键可以左右选择通道数值液晶上

面会显示当前通道数值，然后按上下键可以选择设置内容包

括：“气体类型”，“检测量程”，“低报警点”，“ 高报警点”，

“通道打开关闭状态”；被选中的选项以蓝底白字显示。然后

按“确定”键进行调整，此时数值底色变为粉红色；然后按上

下键调整并确定数值后按“确定”保存，此时数值又变为蓝底

白字，然后依次改动，最后必须选择“确定“按钮上然后按面

板上的“确定”键保存本通道参数设置。然后同样方法来确定

其他通道参数。

操作气体探头：

可以通过主机来对探头进行报警点设置和浓度的标校。此

操作需要密码输入，密码请向厂家或经销商索取。进入界面后，

同样使用上下键来选择，然后按确定键来进入变为粉红色底色

后用上下键调整。使用“复位”或者“消音”键可以左右选择

通道数 最后按“退出“来结束操作。

查询数据记录：

每个通道最多可以保存 100 条报警记录，界面内容为报警

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以及峰值浓度。超过 100 条记录后覆盖最

初报警记录。用户无法删除记录。

数据采集方式：

本主机支持 4-20mA 电流信号输入，也可以支持自定义的

FSK 载波数字通信。使用上下键选择，按确定键保存退出。注

意如果使用 FSK 通信方式则气体检测探头需要设定编号：1—

8，有几个探头就从编号 1 开始顺序编号 。如果用户使用

4-20mA 电流信号则探头的地址编号必须是：255

继电器输出控制：

继电器为常开触点，报警时对应通道继电器输出闭合。

3.3 安装与接线



7

本控制器采用 220V 50Hz 交流电供电，所以不能用在危险

爆炸环境。墙面垂直固定安装，控制器有螺钉孔铁片可以固定

墙面上，距离地面 1.5 米左右。220V 交流电需要使用 3线插

头，接法中间“G“接地线“AC”接交流电。探头接线 +24V IN

-24V 与气体探头的标识一一对应。继电器输出为常开触点 最

大 220V 3A .

四、使用维护注意事项

1 维修时，不得改变本安电路和与本安电路有关的元器件

的电器参数、规格和型号。

2 8 路 4-20mA 模拟信号输入，8路常开触点继电器输出，

每路通道控制一路继电器，序号一一对应的。

3 任何超出本说明书叙述以外的应用或使用故障请联络我

公司寻求解决。

警告：本机不允许安装在爆炸性危险性场所 。

五、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故障现象 可能故障原因 处理方式

无法开机

没有市电 AC220 检查电源或线路

保险丝断
请联系经销商或制造商

更换

开关电源损坏 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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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运输、贮存

1 该控制器包装适用于适于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

运输工具。搬运时防止剧烈振动和冲击，运输中要求防雨，严

禁与其它有害气体或具有腐蚀性物质混装。

2 该控制器应放置在无雨雪侵入，空气流通，无硫化物、

无硅化物等有害物质的干燥、清洁仓库中。

3 贮存温度为： -40～＋60℃。

七、开箱及检查

开箱立即检查仪器是否完好无损，数量是否准确。附件、

合格证、说明书等资料是否齐全。否则应与厂家及时联系。

八、售后服务

1 在用户遵守产品的保管、安装、使用和运输规定的情况

下，自发货之日起，一年内因产品制造质量问题而发生

LED 显示“----

“

没有安装头
在参数设置选项中关闭

此通道

线路断开
请检测线路接接线端子

是否正常

显示不准确

采集通道电路损坏
请联系经销商或制造商

维修

通道设置量程与探头

不一致
重新设置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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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不能工作，我公司无偿为用户更换零部件和维修

本产品。

2 终生提供零配件和产品维修服务。

3 免费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培训。

4 高素质的服务队伍，坚持售前、售中、售后“三服务原

则”。售后服务热线 24 小时值守， 8小时回复用户，

热线电话：0371-53735520。

九、成套性

仪器出厂时，包括下列内容：

a. 使用说明书一份。

b. 产品合格证一份。

c. 保修卡一份。

d.产品检验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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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维修情况记录

时间 维护、维修内容
维护、维修

人员

用户确

认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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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宏达尔仪表有限公司

TEL:0371-53735520

URL:www.hdewp.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