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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FD-300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 | 

51\IZH口U 窦洲

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

I :J 
SZFD-300 也

报警功能

过流、 E竞相报警

灾压、过压报警

· 记录打印

+ CAN总线通讯
· 通讯距离运 1000米

· 备电工偌大于 8 小时

· 记录查询

监控范围

1” 1600AAC 

1-SOOVAC 

’消防电源监控系统

回监控报警功能

监控内容

交流电流

交流电压

回 主要功能

＠ 液晶显示

· 实时值查询

· ~障报警

· 监控报警

· 记录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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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霎洲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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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监控器外形展安装尺寸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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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tiZH口U 窦洲

SZFD-200 
消防电源区域分机

严画型号 SZFD-300 

输λ参数
输入电源 AC220V ± 15% 50Hz 

输λ功率 150W 

输出电压 DC24V 
输出参数

输出电流 SA 

通信后式 C削通讯

电源线＋通信线要求 2 × l.Smm' 

通信距离 可靠通信 lOOOm，超过 lOOOm 可通过区域分机延长及扩展传感器容量

供电距离 配接 64 台传感器时运 SOOm，超过 SOOm 可通过区域分机延长

输出接口 1 路控制输出，输出为连续无源常开点

报警功能 声、光报警，显示报警地址和故障类型

密码功能 设青~i乍级剔， 适用于不同级到擦何人员分级操作

备用电源 断电后~ 8 小时 DC24V/7.0Ah

真官疫术参数 显示功能 全申文液昂图形显示
及功能

打印功能 微型热~打印机，汉字打印

存储报警记录 注 10000条

环境温度 -10℃～＋70℃ 

环境湿度 相对湿度.，；； 95% 

海拔高度 < 4500m 

防护等级 IP30 

安装方式 单画壁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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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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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霎洲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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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电源监控系统’ 消防电源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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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FD-501/502/506/507交流消防设备电源监控模块 [ 

‘F 

( SZFD-200消防电源区域分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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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主要功能

＠ 监测j肖防设备电源的工作状态；

· 监测消防设备电源过压、灾压、过流、缺相等政障；

· 监测j肖防设备电源申断供电故障：

＠ 采用DC24V工伟电压，确保系统及人身安全；

· 以直接压接方式采集电压信号，采用不断开被监测回路方

式采集电流信号，误差小于1%;

消防电源区域分机

@ 

SZFD-2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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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主要功能

· 与传感器配攘，灵活构建大窑量j肖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

· 采用非开放式的运行模式，自行管理， 对外单向传送信息。

· 采用集申供电7吉式，给现场传感器提供DC24V安全电压供电，育娘的

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

＠ 可灵活扩展传感器， 适应现代建筑复杂多变的要求。

· 实时监测所青被监控的j肖防设备主、备电源的工作状态和故障报警信息。

｜气兰二二飞｜
画外形R寸图 1单位： mm)

上海.洲电气科技膏限公司

。一川一－H一∞－4寸一－1一尺「－川－形一L－2一、jhy「ll』ll」
I寥号 各部 型譬 传般器类型

SZFD- 501 单路三相电压， 单路三相电）Jit

2 电流、 电压 SZFD-502 双路三相电压，单路三相电）Jit

3 信号传感器 SZFD- 506 六跑单相电压， 三路单相电流

4 SZFD- 507 单路单相电压．单路单相电流

回技术参数

H 

供电电压 DC24V 自监控器或区域分机集中供电

额定功率 < O.SW 

总线通信万式 CAN通讯

电源线＋通信线要求 2 × l .Smm' 

输出参数 1 路无源触点， 报警或控制输出

地址编码 每台传感器均具青唯一饱址编码

隔离器 每台传感器内自带隔离苦苦

报警延时 0-30s连续可调 ， 现场可设定

报警参数 灾压〈额定电压的 85% ， 过压〉额定电压的 110% ，池？在 5-lOOOA， 现场可设定

报警显示 数码型数字显示

环I竞温度 -20℃～＋70℃ 

环境湿度 相对湿度罢王 95%

海拔高度 < 4500m 

防护等级 IP30 

安装7'5式 标准 35mm 导轨式安装／画板安装

开孔尺寸

「石下王汀 厚
I 121 I 91 I 68 

回传感器技术选型表

回 技术参数

严画型号 SZFD-200 

输λ参数
输λ电源 AC220V ± 15% SOHz 现场就地取消防电源供电

输λ功率 l SOW 

输出电压 DC24V 
输出参数

输出电流 SA 

通信万式 CAN总线

电源线＋通信线要求 NH-RVS-2 × l.Smm' 

输出回路及通信容量 l W运 64 个传感器

通信距离 可靠通信lOOOm，超过 1000 m 可继续通过区域分机延妖及扩展容量

供电距离 运 SOOm ， 超过 SOOm 可继续通过区域分机延妖

报警功能 指示灯
真官技术参数 备用电源 断电后＂＂ 8 小时 DC24V/7Ah
及功能

环境温度 -20℃－ +70℃ 

环境湿度 相对湿度运 95%

海拔高度 < 4500m 

防护等级 IP30 

安装方式 单面壁挂

回 外形民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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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交流电流采样用外接交流电流亘感器， 共分l-l600A ，输出均为SA变比。
2、 交流电压采样直接职人 B、 C、 N~J模块内部降压（不用电压亘感器），采样范围 lV-SOOV。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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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相电流亘感器 ” 消防电源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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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卧H3三相电流亘感器

型号规格 额定输λ（Al 额定输出（mA) 精度等级
开孔尺寸 A B c D H G 

SZFD-H3-100 l OOA lOOmA 0.1,0.2 20*18 108 97.5 30 16 60 φ俨7

SZFD-H3-250 250A lOOmA 0.1,0.2 22•25 136 112 34 18 64 φ4叮

SZFD-H3-400 400A lOOmA 0.1,0.2 35•32 180 152 40 24 93 。5吟

SZFD-H3-630 630A lOOmA 0.1,0.2 40*40 196 182 so 28 110 φ5勾

回 产品概述

SZFD-H3系列三相电流亘感器，专为采集电流信号而设计。

电流等级为mA级， 且必须用于穿西万式，对平衡特性和线性

要求较高。

本系列产昂测量范围宽，额定一次电流范围： 0-630A

额定二次电流范围： 。－ lOOmA，优异先进的制作工艺流程。

保证了真准确度等级， 可靠性等技术要求，本系列产自满足

GB 28184-2011的要求。

产自广泛应用于：电流电压传感器设备、消防设备电源、

模块等。

1、穿ii1i结构、阻燃性环氧树脂浇注、稳定性好。

2、采用高导础镇钢或纳米昂，线性度好、灵敏度高

3、优异的平衡特性、并具青极强的抗电磁场干扰能力

回外形及安装尺寸｛单位mm)

ζJ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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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 
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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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设计应用

设施名称 监控内容

j肖火栓（）肖防炮）系统 j肖防7.K泵电源

自动愤7.K灭火系统、 7.K慕、 7.K愤雾（细7.K雾）
愤淋泵、稳压泵电源

灭火系统、雨淋愤7.K灭火系统（泵供7.Ki'吉式）

泡沫灭火系统 消防7.K泵、泡沫液泵电源

干粉灭火系统 供电电源

气体灭火系统 供电电源

传感器
防烟排烟凤机电源、电动防火阀、电动排烟防火阀、常闭

监控的 防烟排烟系统
送凤口、排烟阀（口）、电动排烟窗、电动挡烟垂壁电源、

j肖防设施

防火门和卷帘门系统 防火门和卷门机供电电源

j肖防电梯 消防电棉、排污泵供电电源

j肖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备用照明、疏散照明供电电源

应急照明配电箱 所青应急、照明自己电箱

j肖防设备应急电源（ EPS) 所青j肖防设备应急电源（ EPS) 

j肖防设备直流电源 分布在竖芥或电气设备闸，给j肖防设备供电的直流电源

．主要技术参数

电气参数

工作频率 so句400Hz

额定输出 0-lOOmA 

测量范围 10%1n-130%1n 

额定输出 。”lv(A~JO- lOOmA 

比值差 三三 ±0.1%

相值差 :;;; ± 10分

介质强度 2.SKV/lmA/l min 

绝缘电阻 DCSOOV /lOOOM 0 /min 

回 设计示例

三相有中性线凤机、
泵类监控设计示例

机械参数 交流双电源监控设计示例

外 壳 ABS ， 阻燃等级94-VO

骨 架 PBT 

铁 iTI:i 镇刚或纳米昂

内部结构 环保型环氧树脂i尧洼

施工污案 螺丝固定

工作温度 -25℃－＋75℃ 

环境湿度 :;;;85% 

E盖线7吉王t 踹子型／屏敲绞线1.5米

CAN总线附－：，fNS 主电 备电
-'LX'L.!>ffi" 

注、 1 、 i－电荒亘感器， u－充满电压采集点；

2、上图设计示例申均为产吕全功能设计， 实际设计需根据工程情况设置监控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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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电源监控系统 ·· 消防电源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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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502/501 系统在消防负荷配电恒的电压／电流监测万案国例 a 5011502系统在消防动力双电源配电箱的电压／电流监测万案国例

飞V 飞P / 5 1至SZFD-300淌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

也 口L 地 也 地－丑l~丑主
自由 E山 E面 E山

」一

飞 H『／
一

LJ |] （民←一一 Cl>←一一一 〈〉一一一一 〈民←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似叫 Li l士 _j Li _j Li ι 

XF-AP4 XF-AP5 XF-AP6 
GCK－型｛改｝ GCK－型 GCK－望

800x600x2200 1000× 600× 2200 1000×600× 2200 
EN1 EN2 EN1 EN2 EN3 EN4 

2 ( QA400/3P ) 
SDMKl-315/B/F 315A SDMKl -315/B/F 315A SDMKl-85/B/F SOA SDMKl-85/B/F SOA 铅MKl-85础M16A SDM/:1-85／岛υfl6A

SDMKl-315/A/F 315A SDMKl-315从／F315A SDMKl-85/A/F 50A SDMKl-85/ Alf SOA 
LMZJ 1-0.5 400/5 山刀1-0.5 400/5 川ZJl-0.5 400/5 山ZJl-0.5 7515 山刀1-0.5 7515 川ZJl-0.5 30/5 队ZJl--0.5 30/5 

XKQE-800/4Y 400A 
3x ( RC1A-32A) 

EC-40/4P(8/20µs波形｝
JJR2110 JJR2110 JJR2015 JJR2015 

133.0 110.0 110.0 15.0 15.0 4.0 4.0 
253.0 208.3 208.3 28.4 28.4 7.6 7.6 

出12-5隅，附加l-YJ'f-3Xl85+1x95+E95口 WDZAN-YJY-3x185 WO以N-YJ'f-3川85 WDZAN-YJY-3x25 WDZAN-YJ'f-3 x 25 ZAN-YN-3 x 2.5 ZAN- YN- 3 x 2.5 
lAl 2-51缸，阴阳－YJ'f-3x185+1x95+E95 CT +E95 CT/SClOO +E95 CT/SCIOO “16CT.βC50 +E16 CT／汇到 +E2.5 CT /SC25 +E2.5 CT/SC25 

电源逃线 滴虫桂肖防Ji！£且压重（常用） 消义栓消防系统泪眼（备用） 消防魁水泵（常用） 淌防也＊票（备用） 消防潜水泵（常用） 消防潜在栗（常用）

WP1 'OZN-YJE-4x6·SC40 FE 盖篮盖盟且也
11KW 

WP2 呻DZN-YJE-4x16-SC切－FE咖且应量盟扯旦旦盐
、， 15KW 

WP3 呻DZN·YJE·4x16-SCSll·FE甸、 笠锺盟军~
ι15KW 

注
1三相充班双电压监测图例
2三相交流单路电压／也荒监测图例

消防动力双电源配电箱系统国

a 5011502系统在防火巷帘控制箱的电压／电流监测万案固例

ABCn EL1 WOZBN-BY J 3>2.5+E2.5 TC25 CLC/CE 3.0KW 
Ml 防火卷商

81-A-XLJAP1” 2 
注： 1三徊交流双路电压监测图例

2三侣交流单路电压／电流监测图例 水票房控制柜系统圄
洼三袍交流单路电压l'l!l况监测圈例

防火卷帘控制箱系统圄

回 501/502系统在应急照明配电箱的电压监测万案圄例

回 501/502系统在应急照明电源恒的电压监测万案圄例

WP1 I NHBV-3x2.5-SC15 ! 童电间隔明
NHBV-3x2.5-SC15 

YM-HCTD-X 
＋
工 WDZNA-Y 

WP3 I NHBV-3x2.5-SC15 ! 疏融揭示（持续式）
NHBV-3x2.5-SC15 

YM-JC-THD 

NHBV-3x2.5-SC15 
YM-JST-X 

WPS I NHBV 3x2.5 SC15 ; 应急照明 NHBV-3x2.5-SC15 
YM-HCTD-X-BDS 

16N1P NHBV-3x2.5-SC15 
备用

注

1三相交流双电压监测图例

2单相交；现单路电压／E包市监测图例

引至SZF0-300悄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

注： 1 三袍交流双电压监测图例

应急照明配电箱ALE系统图 应急照朋电源柜系统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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