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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SSK-ZL-1000 型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采用模块化设计，性能稳定可靠、功

能全面、维护简易方便、点位易于扩充。采用真彩液晶中文显示，图形化交

互界面，菜单设置可通过快捷键操作，具有数字按键具有良好的交互性。可

与我公司的 SSJ-X2 及 SST-ZL 系列的测量范围为 0～100%LEL 的点型可燃气体

探测器配套成工业用可燃气体报警系统。 

1) 特点 

采用真彩液晶中文显示，并配发光二极管指示系统关键状态信息，可方

便快捷地显示系统信息及系统工作状态； 

四个独立回路 2 总线（M-BUS）通讯，采用无极性设计，具有短路保护

功能，系统抗干扰能力强，布线经济，安装方便; 

具有两组公共报警继电器无源输出节点； 

自动故障检测，能准确指示故障部位及类型; 

系统采用非开放式的运行模式，系统内自行管理，对外单向传送信息；  

采用总线通讯供电方式，给现场传感器提供 DC36V 以下安全电压供电，

有效的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 

自带微型打印机，发生异常事件后立即打印； 

内置大容量数据存储，能记录 2000 条报警信息、200 条开机时间信息以

及 200 条关机时间信息，采用环形存储保证最新信息不丢失，信息掉电

不丢失； 

RS485 总线通讯接口（选配，标准 Modbus/RTU 协议），能实现与上位机

控制系统联网，实现异地监控，大大提高可监控的及时性、准确性 

支持备电功能，自动实现主备电切换，具有完善的电池充放电智能管理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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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的设计、制造及检验均遵循以下国家标准：  

GB16808-2008《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2) 主要技术指标  

安装方式：壁挂式安装 

额定电压： AC220V 

备用电池： 12V/7Ah，3 节 

工作环境：温度-10℃～40℃相对湿度≤95%RH 海拔高度≤4500 米 

避免灰尘，腐蚀性气体，爆炸性气体，易燃性气体，结露及

海水的破坏 

适配探测器：SSJ-X2 

显示方式：图形化中文液晶显示 

报警方式：声光报警 

连接线缆：≥RVVS 2*2.5mm2(双绞线) 

外形尺寸：500mm×370mm×149mm（长×宽×高） 

3) 外形尺寸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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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及显示功能简介 

设备由电源、备用电池、主控板、四回路采集板、彩色液晶显示屏、喇叭、

打印机及金属箱体等组成。 

1) 指示灯功能 

 

 

 

主电工作（绿）：主电运行时灯亮，主电故障时灯灭。      

主电故障（黄）：主电故障时灯亮，故障解除后灯灭。 

充电指示（红）：充电时灯亮，停止充电后灯灭。 

备电工作（绿）：备电运行时灯亮，备电故障时灯灭。 

备电故障（黄）：备电故障时灯亮，故障解除后灯灭。 

充电故障（黄）：充电故障时灯亮，故障解除后灯灭。 

消音指示（绿）：系统有报警或故障时按消音键，灯亮，按消音键灯

灭。 

总故障灯（黄）：系统有故障时灯亮，故障全部解除后灯灭。 

报警（红）：系统有报警时灯亮，报警全部解除后灯灭。 

屏蔽（黄）：系统存在屏蔽时灯亮，屏蔽恢复后灯灭。        

2) 按键功能 

消音：设备及所带探测器出现报警或故障时，喇叭会发出不同的声响，

按下“消音”键，消音灯点亮，喇叭会停止发音。 

复位：设备及所带探测器出现报警或故障时，按下“复位”键，即可对

系统复位。 

功能：在主界面下按“功能”键系统进入功能选择界面。 

取消：按下该键，即可退出当前的操作界面。 

▲ ：加 

▼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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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选 

◀ ：位选 

0~9：数字按键 

X：删除上一位数字 

↲：回车键，确认输入的执行命令 

3. 设置功能 

开机后，系统预热 90S，如下图所示： 

 
预热完毕后显示实时信息界面 

按”联动 1”切换回路号 

按”取消”返回菜单界面 

 

通过”◀ ▶ ▲ ▼”键切换，按下”回车”进入对应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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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时信息 

 

按下”◀ ▶ ▲ ▼”键切换探测器地址 

按下“回车”键进入探测器详细信息界面 

按下”联动 1”切换回路 

按下“取消”键退出 

 

2) 当前故障 

按下”◀ ▶”翻页，按下“取消”键退出 

3) 探测器离线信息 

按下”◀ ▶”翻页，按下“取消”键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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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前报警 

按下”◀ ▶”翻页，按下“取消”键退出 

5) 电源板信息 

如下图所示，显示当前主备电电压，按下“取消”键退出。 

 

6) 故障、开关机、报警记录 

按下”◀ ▶”翻页 

按下“X”键，输入密码“0911”后删除对应的事件记录 

按下“取消”键退出 

7) 时间设置 

 

按下”◀ ▶”切换年月日时分，按下”▲ ▼”调整对应的数值 

按下“↲”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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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取消”键退出 

8) 打印机设置 

输入密码 0911 进入 

按下”▲ ▼”调整打印机是否使能 

按下“↲”键保存 

按下“取消”键退出 

9) 位置配置 

通过 RS485 总线连接到计算机，通过计算机端软件配置探测器位置 

按下“取消”键取消设置。 

10) 通讯设置 

输入密码 0911 进入 

按下”▲ ▼”调整通讯规约 

按下↲”键保存 

按下 “取消”键退出 

11) 校准设备 

 

输入密码 0063 进入，按下”▲ ▼”选择功能 

按下” ↲”进入对应菜单 

按下“取消”键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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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跨度值设置 

 

按下”◀ ▶”切换探测器地址，地址切换后自动读取跨度值 

按下“↲”键修改对应探测器跨度值 

注：跨度值读取失败显示---- 

b) 零点值校准/查询通讯质量 

 

按下”◀ ▶”切换探测器地址，地址切换后自动读取零点 AD 值、显

示当前选中探测器的通讯质量 

按下“↲”键校准对应探测器的零点(确定对应的探测器放置在纯净空

气中) 

注：零点 AD 值读取失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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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标定 

 

按下”◀ ▶”切换探测器地址，地址切换后自动读取当前 AD 值 

按下“↲”键校准探测器 (通入标准气体后等待 AD值显示稳定后按下) 

注：AD 值读取失败显示---- 

 

 

12) 参数设置 

 

 
 

  按下”▲ ▼”选择需要设置的选项 

  按下“↲”键进入对应的设置界面 

a) 本机地址设置 

输入密码 0911 进入，按下”▲ ▼”修改控制器地址 

按下” ↲”保存控制器地址 

按下“取消”键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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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探测器数量设置 

输入密码 0911 进入，按下”◀ ▶”切换需要修改的参数， 

按下”▲ ▼”修改对应的信息 

按下” ↲”保存 

按下“取消”键退出 

c) 探测器充电时间设置 

输入密码 0911 进入，按下”▲ ▼”修改探测器充电时间(单位 ms) 

按下” ↲”保存 

按下“取消”键退出 

注：在厂家指导下修改探测器充电时间！！！ 

d) 探测器报警点设置 

输入密码 0911 进入 

系统自动读取所有探测器的报警点信息，读取完毕后 

按下”◀ ▶”切换需要修改的参数 

按下”▲ ▼”修改对应的信息 

按下” ↲”保存 

按下“取消”键退出 

e) 探测器屏蔽 

输入密码 0911 进入，按下”◀ ▶”切换需要修改的参数， 

按下”▲ ▼”修改对应的信息 

按下” ↲”保存 

按下“取消”键退出 

f) 探测器编址 

确认总线上没有连接探测器，且控制器已输出所有探测器故障！ 

输入密码 0911 进入 

按下”◀ ▶”切换需要修改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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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修改开始编址的回路地址和探测器号 

按下” ↲”开始编址，编址完成后自动退出 

按下“取消”键退出 

注：如果探测器编址前需要确定探测器总数设置是否正确！ 

13) 系统自检 

输入密码 0911 进入 

14) 关于系统 

显示 采集板、电源板、显示板版本号 

按下“取消”键退出 

4. 使用设置 

1) 电源板接线端子图 

 
PC-A  PC-B:图形显示仪接口 

NO1 COM1 NC1：开关量 1 输出 

NO2 COM2 NC2：开关量 2 输出 

24+GND: 电源输出接口，可输出 24V,100mA 

DC- DC+:备电接口（﹢、﹣），DC36V 

L N 地：AC220V 主电源输入 

2) 输出板接线端子图 

 
 

L1+,L1-、L2+,L2-、L3+,L3-、L4+,L4-分别对应 4 个回路，连接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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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的维护 

1) 注意事项 

◆ 控制器为非防爆产品，请勿安装在有防爆要求的场所；应安装在值班

室或室内经常有人员出入的非防爆场所，应有专人监管。 

◆ 控制器正常监控状态下，请勿断电。 

◆ 用户使用过程中定期检测控制器的工作性能，液晶显示、状态指示、

按键以及信号输出有无异常，周期建议为每三个月一次。 

◆ 请勿随意更改控制器参数，否则会因参数不匹配出现故障，若需修改请

联系厂家。 

◆ 如有故障维修时，需先确认控制器断电后再将其拆下。 

◆ 若控制器长期闲置时，不要放置在外界环境恶劣的条件下。 

◆ 设备运输存贮时应避免剧烈震动。 

2) 售后服务 

本产品免费保用一年（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除外），一年后有偿维修服务，

一旦自行拆开机壳，将终止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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