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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产品特点

本产品为故障电弧探测器，产品遵循国标 GB14287.4-2014，该产品可以对接入线路中的故障电弧（包

括故障并联电弧、故障串联电弧）进行有效的检测，当检测到线路中存在引起火灾的故障电弧时，可以进

行现场的声光报警，并将报警信息传输给上端监控设备，以实现预警火灾发生的目的。

1.2. 产品适用的范围

可适用于商业建筑、宾馆、工厂、库房、图书馆、办公室、家庭住宅、以及娱乐等场所等。

1.3. 产品型号及命名规范

根据额定电流等级不同，产品型号命名规则如下：

2. 技术特点

本产品能够检测线路中符合标准要求的串/并联故障电弧，发出现场声光报警信号。本产品可以通过

RS485总线与上端监控设备进行实时通讯，将产品检测线路状态实时上传。

3. 产品技术参数

表 1 产品技术参数

型号

参数

AAFD-

16 32 16L 32L

保护线路额定电流范围 0~16A 0~32A 0~16A 0~32A

显示 / 液晶显示

额定工作电压 AC 220V

功耗 ≤2.5W

本地报警方式 声光报警信号

故障报警动作时间 ≤0.5s

控制输出 /
1 组机械常开触点，

触点容量 AC 250V/5A，DC 24V/15A

通讯 RS485

安装方式 标准 35mm 导轨式安装

使用环境
相对湿度：≤96%，

环境温度：-10℃~+40℃，使用场所：具防御设施；

产品执行标准 GB14287.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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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主要功能

 监测单相回路的故障电弧；

 通过对电气线路的实时监测能及时、准确的发现电气线路中的故障和异常状态，可帮助用户迅速

查明电气故障发生的区域，以便及时消除电气火灾隐患；

 具有声光报警功能；

 本探测器尺寸小巧、安装方便，采用标准 35mm 导轨安装；

 具有故障电弧模拟发生功能，可以通过模拟故障电弧对本机进行性能测试；

 具有通用 485总线接口，采用标准Modbus协议进行数据交换，信号兼容性强。

5. 产品外形尺寸及安装方式

5.1. 产品外形尺寸

1) AAFD-16/32

2) AAFD-16L/3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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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安装方式

35mm导轨安装

6. 面板介绍及操作说明

6.1. 面板介绍

1) AAFD-16/32面板介绍

图 1 AAFD-16/32面板

 运行指示灯（绿色）：运行指示灯闪烁，表示模块正常运行。

 报警指示灯（红色）：报警指示灯常亮表明线路中有故障电弧。

 复位按键：对仪表进行复位操作。若表中此时回路中仍有故障则报警；若无故障，仪表正常运行

 消音按键：对仪表进行消音操作。

2) AAFD-16L/32L面板介绍

图2 AAFD-16L/32L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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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方向按键：选择菜单中的功能。

 下方向按键：选择菜单中的功能。

 左方向按键：选择菜单中的功能以及返回功能。

 右方向按键：选择菜单中的功能以及确认

 Menu菜单按键：按下Menu 键可以对查看仪表报警记录、报警统计以及设置时间、日期等。

 运行指示灯（绿色）：运行指示灯闪烁，表示模块正常运行。

 报警指示灯（红色）：报警指示灯常亮表明线路中有故障电弧。

 复位按键：对仪表进行复位操作。若表中此时回路中仍有故障则报警；若无故障，仪表正常运行

 消音按键：对仪表进行消音操作。

6.2. 操作简介

当产品串联接入 AC220V线路中，产品正常运行时，产品界面上的运行灯有规律地闪烁，报警灯不亮。

当产品检测到线路中的故障电弧时，发出声光报警（报警灯亮，蜂鸣器响），并会通过 RS485串口总

线将报警信号传输给上端中继模块。当排除线路中产生故障电弧的原因后，可以通过复位键消除产品报警

状态，使产品恢复至正常工作状态。

当产品检测到故障电弧，发出声光报警时，可通过消音键消除蜂鸣器声音，报警指示灯仍亮。当排除

线路中产生故障电弧的原因后，可以通过复位键消除产品报警状态，使产品恢复至正常工作状态。

7. 接线和调试方式

7.1. 接线端子定义

图 3 接线端子定义

7.2. 接线和调试方式

(1) 强电接线方式：产品串联接入被保护 AC220V 电路中，采用“上进下出，两进两出”的接线方式，零

线 N 接在面向产品的左侧，火线 L 接在面向产品的右侧。

(2) 通讯线接线方式：通讯线规格为 ZR-RVVSP2x1.5mm
2.
。正视图中标识 A 、B位置为 RS485 通讯接口，可

与中继模块/监控主机连接，实现通讯功能。

(3) 产品调试：产品波特率为 9600（默认）。产品正确接入线路中后，面板上运行灯会有规律地闪烁，常

按“消音键”10 秒后松开，红色“报警灯”亮，蜂鸣器响（未关闭的情况下），说明产品检测功能正

常。

8. 故障分析与排除

对于以下几种情况，值班人员或用户的专门管理人员可以进行故障排除和处理。

(1) 产品一直出现报警状态；先检查线路中是否存在故障电弧，排除产生故障电弧原因后，按复位键对产

品进行复位。若还是维持报警状态，可能由于产品后端负载（产品后端连接的电器）内部存在故障电

弧（电器老化或线路接触不良引起）造成。若后端无负载，产品还是一直处于报警状态，请联系厂家

或专业技术维修人员进行更换或维修。

(2) 按键无作用；若在保质期内，可能由于运输过程或外物长期触碰按键造成的按键损伤，可与当地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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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联系更换。保质期外，请联系厂家或专业技术维修人员进行更换或维修。

(3) 通讯异常；可能由于 RS485通讯连接线未接好，或本机地址与其他故障电弧探测器的地址重复造成。

若未解决，请联系厂家或专业技术维修人员进行更换或维修。

(4) 报警时报警灯亮但蜂鸣器未响；可能由于使用者将消音键按下后，未取消消音状态，再轻按消音键即

可。

9. 维修和保养

(1) 本产品不允许长时间停止运行，出现故障后需及时修理或更换，如果遇到值班人员无法处理的故障时，

应该及时通知生产厂家或当地维修部门，予以处理。

(2) 当产品长时间工作时，应该按每月一次的频率来操作“复位”按钮，以保证产品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3) 当产品的通讯灯或运行灯出现异常时，按“复位”按钮，对产品进行复位处理，如故障依旧存在，请

及时联系生产厂家或联系就近专业维修部门，予以处理。

10. 注意事项

(1) 每月一次操作“复位”按钮，以保证产品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报警发生后，应对供电电路进行隐患排除，隐患排除以后进行复位操作，使产品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3) 每次故障处理后，应对发生故障的时间、类型及处理方式等内容进行记录，以便日后查询。

(4) 未经本公司同意，任何人员不得拆开本产品或进行维修。

(5) 本产品的工作年限为 6年，到时应予以更换。

(6) 本产品属于精密仪器仪表类，应在其主要技术特性下工作，应避免冲击、碰撞，严禁雨水淋湿。

(7) 在安装前要切断上端输入线电源，保证人身安全。

(8) 安装入导轨时，上端在里侧先装入导轨，然后向下用力，将下端两卡扣卡入导轨.
(9) 每个产品侧面标签处都会有本机通讯地址，与上端服务器通讯时，查询到报警信息都是以本机通讯地

址来区分的。

(10) 如对产品地址进行修改，请对应修改侧面标签对应的本机地址，防止出现地址混乱不清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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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马东工业园区育绿路 253号
电话：(86)21-69158321 69158322
传真：(86)21-69158300
服务热线：800-820-6632
邮编：201801
网址：http://www.acrel.cn

生产基地：江苏安科瑞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厂址：江阴市南闸街道东盟工业园区东盟路 5号
电话：(86)0510-86179967 86179968
传真：(86)0510-86179975
邮编：214405

2018.06

http://www.acrel.cn

	1.概述
	1.1.产品特点
	1.2.产品适用的范围 
	1.3.产品型号及命名规范

	2.技术特点
	3.产品技术参数
	4.产品主要功能
	5.产品外形尺寸及安装方式
	5.1.产品外形尺寸
	5.2.安装方式

	6.面板介绍及操作说明
	6.1.面板介绍
	6.2.操作简介

	7.接线和调试方式
	7.1.接线端子定义
	7.2.接线和调试方式

	8.故障分析与排除
	9.维修和保养
	10.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