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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概论 

本说明书介绍 JK 型静电溢油报警控制仪。 

该设备是专门为石油化工产品在装卸过程中保证静电回路接地良好和防止液

体溢出而设计的。主要适用于易燃易爆的油库和加油站，也适用于液态苯、烃类

密封装车和其他化工产品的罐装系统。 

静电接地、液体溢位的监测对象是油库和化工生产单位的液体罐装过程。面

对危险场所和危险液体，设备采用隔爆和本质安全方式设计：机箱采用隔爆型防

爆操作箱，标志 Exd(ia)iaIICT6；溢油探头采用绝对安全的“光纤漫射式”、接

地夹采用本质安全型（齐纳安全柵）。对液体罐装过程中的静电接地和液体溢位进

行监测和输出控制，以防止事故的发生，保证生产过程的安全性。 

在液体罐装过程中的静电，采用接地夹安全接地，接地电阻检测﹤62Ω为有

效接地；否则接地无效，同时给出声光报警提示，输出控制信号中断液体罐装过

程。 

在罐装过程中的液体溢出，采用溢位探头检测，当液体触及探头时，检测波

形发生变化，机器给出声光报警提示，输出控制信号中断液体罐装过程。 

该产品因是用于安全生产过程，设备本身的安全和可靠性更为重要。静电接

地溢位监测部件采用目前国内同类产品中先进的技术，采用监测和控制一体化设

计的方案，机内采用了高性能的工业级单片机为核心，有效提高了产品的硬件性

能和可靠性，单片机自带的看门狗（WDT）处理技术，可防止机器死机、程序跑偏，

或环境干扰引起的不工作。软件设计加强了产品的自检查功能，并对静电夹接地

过程中的抖动，溢位探头瞬间的液体侵入波动，加强了防抖动、抗干扰和延时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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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对液体罐装过程中进行输出控制，以防事故发生，保证生产过程的

安全，该产品为第三方的控制设备提供了多种可选用的继电器触点输出接口：静

电接地报警无源输出、液体溢出报警无源输出；静电接地、液体溢出报警逻辑合

成输出；报警输出选择断开信号或选择导通信号。 

为直观的提供监测情况，产品的显示窗口有静电接地、液体溢出报警提示和

蜂鸣器声音报警输出。 

1.2 工作原理 

在周转频繁的装卸油场合，对油罐车做静电接地连接时，由于静电接地连接

不良，或由于油污、铁锈、油漆层等的存在而造成接地回路的电阻值超标时，会

带来安全问题。该产品不仅解决静电接地的可靠连接，还自动检测静电接地连接

线的连接电阻值不大于 62Ω，否则立即发出报警提示音，并输出报警控制信号给

第三方控制设备。液体溢位检测的关键部件是溢位探头，探头中的单片机对环境

温度的微小变化给予修正，在环境介质发生明显变化时给出响应，输出报警控制

信号，在第三方控制设备检测到报警输出信号后，可及时停止装卸油操作，以达

到安全生产的作用。停泊板的输入信号可使系统停止工作或启动工作。当静电夹

夹在停泊板上时，整个系统处于暂停工作状态，当静电夹离开停泊板时，整个系

统处于工作检测状态。 

 

1.3 产品构成 

1.3.1 防爆控制盒： 

开关电源、微机检测控制板、工作报警指示板、报警喇叭。 

1.3.2 静电接地夹。 

1.3.3 溢位检测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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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停泊板。 

产品组成如图 1 所示： 

 

 

 

 

 

 

 

 

 

 

 

1.4 功能特点 

1.4.1 采用高性能单片机为核心，系统稳定可靠。 

1.4.2 具有抗静电夹接地抖动，抗溢位探头瞬间侵液波动的能力。 

1.4.3 对“接地”和“溢出”状态，提供现场声光报警，方便现场人员及时发现

问题。 

1.4.4 具有继电器“触点”输出接口，对不同的报警可分别输出报警信号，也可

逻辑组合输出报警信号，输出状态可根据用户要求给予设定。 

1.4.5 外配静电夹采用螺旋管收线设计，加强防拉、抗摔、大力破漆能力。 

1.4.6 外配溢位探头体积小、抗震、抗碰撞、固定方便、移动灵活、耐油防腐蚀

电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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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技术参数 

1.5.1 静电接地电阻≤62Ω。 

1.5.2 溢位响应时间 1～2 秒。 

1.5.3 报警方式：声光报警。 

1.5.4 静电接地信号输出：30V×3A DC；125V×3A AC。 

  继电器无源触点：导通或断开（可选）。 

1.5.5 溢位报警信号输出：30V×3A DC；125V×3A AC。 

  继电器无源触点：导通或断开（可选）。 

1.5.6 静电溢位组合信号输出：30V×3A DC；125V×3A AC。 

  继电器无源触点：导通或断开（可选）。 

1.5.7 电源：输入 220VAC±10％，50Ｈz±2％，功耗＜4VA。 

1.5.8 整机直流电源 12VDC，＜250mA。 

1.5.9 MTBF 持续时间：＞8000小时。 

1.5.10 工作环境：温度 -20～+70℃；湿度 5～90％（25℃） 

1.5.11 防爆等级：iaⅡCT6, 适用于 0 区。 

1.5.12 隔爆盒连接口：1/2 寸管螺纹。 

1.5.13 外形尺寸：Lbh ：240mm×180mm×86mm 

1.5.14 机器净重质量：8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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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前的准备 

2.1 叙述 

       这部分包括开箱、验收检查、装箱及一般的保护几个内容。在使用 JK 型静

电溢油报警控制仪之前务必阅读该技术使用说明书的内容。 

2.2 开箱验收 

      发货前，厂家已对该机器的外观、功能及技术指标方面检查过，以确保它的

性能使您满意。当你的定货收到后，立即开箱检查里面的机器是否因运输而遭到

损坏。开箱时，除一些消耗品外，瓦楞垫料、纸盒、木箱及其它包装材料应保留

下来以便再次包装时使用。 

2.2.1 外观检查 

        通过视觉目测来检查机器及暴露在外的零件是否损坏或变形，同时检查显示

器及其它部分是否有松动、脱落及其它差错。 检查列在包装清单上的附件及备件

的型号及数量与货物是否相符。 

2.2.2 性能检查 

    根据使用说明，检查其性能是否符合技术规格。 

2.3 损坏和差错 

如在验收时发现损坏或差错，请立即与生产厂家联系修理或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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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设备安装要求 

2.4.1 电源：220V AC ±10%，频率 50Hz±2%。 或 24V DC（可由装车仪提供） 

此外，机器接地电阻要求≦4欧姆。 

2.4.2 环境：本机可直接安装在室外半露天的发货现场， 

环境温度：-10～+50℃；环境湿度：5～9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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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说明 

3.1 开机自检、显示和报警 

  机器通电后，进行自检工作，同时提供用户声光检查：点亮电源指示灯、接

地报警指示灯、溢位报警指示灯和喇叭报警声，持续时间 1 秒，然后关闭以上指

示灯和喇叭报警声。检查完毕后机器点亮电源工作指示灯进入系统工作状态。 

 

3.2 输入输出接线端子定义 

见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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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静电夹接线 

  静电夹有两根连接线应分别接在输入插座的“5、6”端子上。 

3.2.2 接地桩接线 

  接地桩应打在装卸货位的就近处，接地电阻应小于 4Ω，且接地线与接地桩

的连接见图 3 所示，另二端应分别接在输入插座的“接地端”端子上，接地线应

采用铜芯导线，每根线截面积＞5MM
2
。 

 

 

 

 

 

 

 

 

3.2.3 溢位探头接线 

  溢位探头与机器微机板输入端子的连接线如图 4 所示。 

 

 

 

 

 

注意不得接错，否则将溢位探头检测效果将会下降！ 

 

大地 

图 3 接地桩连接 

接地桩 

溢位探头  

 

 

光纤接收
端） 

 

光纤发送
端） 

图 4 溢位探头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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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停泊板接线 

 停泊板与机器微机板输入端子的连接线如图 5 所示。 

 

 

 

 

 

 

  停泊板的安装要与墙体绝缘（与地不得相通）,当静电夹夹在停泊板上时，整

个系统处于暂停工作状态，当静电夹离开停泊板时，整个系统处于工作检测状态。 

3.3 溢油探头光纤安装与报警信号的输出及设置 

3.3.1 溢油探头安装；如图 6所示 

 

  为使溢油探头光纤正常工作，在安装 

时光纤如遇到弯角处，其光纤的弯曲半径 

应该不小于 100 毫米 

 

 

 

 

 

 

 

图五 停泊板接线 

（接 7 端） 

停泊板 

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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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静电接地、溢位报警分别输出信号。 

单端输出跳线器必需插上！ 

输出状态表 1： 

接地 

跳线器 

溢油 

跳线器 

接地输出 

正常＼报警 

溢油输出 

正常＼报警 
备注 

常开 常开 断开＼导通 断开＼导通 出厂设置 
单端输

出跳线

器插上 

常开 常闭 断开＼导通 导通＼断开 另设置 

常闭 常开 导通＼断开 断开＼导通 另设置 

常闭 常闭 导通＼断开 导通＼断开 另设置 

3.3.3 静电接地、溢位报警组合输出信号（喇叭输出；DC12V 输出）。 

如；组合输出信号需控制强电（接触器、电机等），应加装中间继电器。 

 

 

3.4静电夹夹在停泊板位置上的输出与设置 

    当静电夹回收夹在停泊板上时机器处于暂停工作状态。为保护系统的安全，

机器输出信号固定为报警信号（停止发货信号），静电接地指示灯点亮（红色）和

溢位指示灯点亮（红色），报警声不响。 

3.5 现场安装图 

3.5.1 机器安装外形图，见图 7 所示。 

3.5.2 静电接地夹外形图，见图 8 所示。 

3.5.3 溢位探头安装外形图，见图 9 所示。 

3.5.4 停泊板安装外形图，见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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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维护及故障分析 

4.1 系统维护 

4.1.4 JK 型静电溢油报警控制仪、静电接地夹、溢位探头和停泊板共同组成系统，

用户在安装过程中不得改变设备的安全防爆性能。 

4.1.2 溢位探头属精密部件，在运输、储存和使用中要防止外力对探头的直接碰

撞，使用中要防止异物塞堵探头的腔体中。 

4.1.3 溢位探头属有源部件，其连接线有电源+、信号、电源-，在安装接线（接

入微机板输入端子）中，注意不得接错！否则将烧坏溢位探头。 

4.1.4  静电接地夹过多的油污会使静电回路电阻升高，以至系统接地误报警，应

注意清理，保持部件清洁。 

4.1.5 停泊板用于系统暂停工作（静电接地夹归位），安装时注意防止停泊板与墙

体（大地）相通，以免系统不能进入工作状态。 

4.1.6 系统中连接电缆的屏蔽层必须一端接地，电缆的布线应尽可能排除强电磁

场干扰。 

4.2 故障分析 

4.2.1 JK 型静电溢油报警控制仪上电后无显示、无报警声。首先检查交流电 220V

有无送到机器内的开关电源输入端，再检查开关电源输出端和微机板的输入端有

无直流 12V 或 24V 电压，用万用表检查。如开关电源没有输出，则要更换开关电

源。进一步的检查是关掉电源。再进一步的检查是目测插头是否松动或脱落。否

则应更换微机板。 

4.2.2 有报警信号，但无报警显示或无报警声，应检查显示板的插座或报警器接

线是否松动或脱落。否则应更换显示板或更换报警器。 

4.2.3 静电接地和溢位始终报警，但无报警声音，应检查停泊板与接地桩（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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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相通（不应相通），或静电接地夹夹在停泊板上（正常现象）。 

4.2.4 静电接地始终报警。短接微机板输入端子的“5”和“6”脚，静电接地报

警解除，则故障出在静电接地夹的连接线到接线端子的部分有断开现象。否则应

更换微机板。 

4.2.5 溢位输出始终报警。短接微机板输入端子的“6”和“8”脚，静电接地报

警解除，则故障出在溢位探头的连接线到接线端子的部分有断开现象或溢位探头

损坏。否则应更换微机板。 

4.2.6 工作状态下静电接地、溢位有输出报警。无报警声音，应检查喇叭和端子

的接线，否则更换喇叭；无指示灯报警，应检查显示板的连接线有无断开或接插

件是否松动，否则更换显示板。 

5、系统成套 

5.1 JK 型静电溢油报警控制仪  一台 

5.2 静电接地夹部件            一件 

5.3 溢位探头部件(光纤长 10米)   一件 

5.4 停泊板部件     一件 

5.5 产品技术使用说明书            一份 

5.6 产品合格证              一份 

5.7 产品装箱清单             一份 

6、选备件（用户另购） 

6.1 静电接地夹部件            一件 

6.2 溢位探头部件     一件 

6.3 微机板              一块 

6.4 开关电源（电源为 AC220V时）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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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定货须知 

7.1 定货时应明确所定产品的型号、名称和数量；使用的范围要求。 

7.2 用户需另购的备件也应明确所定的名称和数量。 

7.3 定货时必须注明静电接地和溢位报警输出的逻辑状态。 

7.4 定货后也可自行配置静电接地和溢位报警输出的逻辑状态。 

8、产品的名称和防爆证号 

8.1 产品名称：JK 型静电溢油报警控制仪 

8.2 防爆证号：CE042073 

 

9、有关事项： 

9.1 本系统在安装、操作和维修前必须详细阅读产品技术使用说明书，相关人员

必须具备一定的安全技术知识，以及相应的电器设备防爆常识，所有的操作必须

符合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9.2 使用中要确保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如存在故障现象，必须排除故障后才

能继续使用。使用中有其它异常现象，必须断电检查并及时与厂家联系。 

9.3 系统如长时间不使用请断电，妥善保护。 

9.4 本说明书内容为启东市防爆电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版权所有，公司保留对说

明书内容的解释权，如有修改，恕不通知。欲了解相关产品的最新资料请与本公

司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