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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感 谢 您 购 买 多 重 烧 嘴 控 制 器
FRS100。本使用说明书记载了正确安全
使用本机的必要事项。
对于承担使用本机的装置设计、 维护人
员请务必阅读，并在理解的基础上使用本
机。另外，本使用说明书不仅在安装时
使用，在维护、故障处理时也是必不可少
的，请常备此手册以便使用。



在订购和使用本产品前，务必请登录以下网站，阅读“产品订
购注意事项”。
http://www.azbil.com/cn/products/order.html

                                        要求

请务必把本使用说明书送到本产品使用者手中。

请确认您购买的产品型号和本使用说明书的规格一致。

禁止擅自複印和转载本使用说明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今后内容变更时恕不事先通知。

本使用说明书的内容经过仔细审查校对，万一有错误或遗漏，请向
本公司提出。

对客户的应用结果，本公司有不能承担责任的场合，请谅解。

           ©1998 Yamatake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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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注意事項
■图示说明

此安全注意事项的目的：爲了正确安全使用本産品，防患于未然以免给您及其他人
造成人身损害或财産损失。请务必遵守安全注意事项。
本书中使用了各种图形符号。
其显示的含义见下所示，请认真理解所述内容。

    警告

    注意

■图示例

 
                        本符号表示使用上必须“注意”的内容。

 

                        本符号表示必须“禁止”的内容。

  

                        本符号表示必须执行的“指示”内容。

当错误使用本产品时，可能会造成使用者死亡或重伤
的危险情况。

当错误使用本产品时，可能会造成使用者轻伤或财物
损失的危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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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本机是间歇运转用燃烧安全控制器，请用于24小时以内启停1次以上的装置，
                  不能用于连续燃烧的装置。

                 本机中不具有烧嘴点火时必要的预吹扫和点火时序控制功能。请充分考虑各
                 种安全方针进行设计，在此基础上使用定时器及顺控的设定时间。

                 请设置本机为电源开关ON时常时外加电源的回路。这是让启动时自检回路确
                 实动作的极其重要的事项。请绝对不要构成连接调节器到端子①、或者②的
                 回路。如果构成错误的回路，有造成燃烧装置重大事故的危险。

                 请把负载（点火变压器、电磁阀等）直接连接到本机的输出端子。如果不直
                 接连接，则不能确保燃烧安全。

                 副烧嘴、主烧嘴点火时间请勿超过烧嘴、或者装置生产厂家规定的点火时间。
                 否则，燃料蓄积在燃烧室内，形成爆炸溷合气体，变成引起爆炸的非常危险
                 的状态。

                 接线或本机的安装、拆卸时，请务必在切断本机及其连接装置的电源的状态
                 下进行。 如果在通电状态下进行作业，有触电的危险。

                请勿把电磁阀连接到高电压侧。
                否则，接地故障时接地故障电流流过电磁阀，与本机无关，阀被打开，燃料
                流出。

                切断本机的电源后，端子 F上仍残留有电荷。电源 OFF后，请勿用手触摸端
                子 F。否则，有触电的危险。

                请严格实施副烧嘴停止测试。
                主烧嘴不能着火而火焰监测器检测到小的副烧嘴火焰时，即使主烧嘴断火，
                本机不认为已经断火，而继续供给燃料，这样会处于产生爆炸的危险状态。

                请务必确认测试前手动燃料阀已经全部关闭，然后实施副烧嘴停止测试或点
                火火花响应测试。

                 必须反复进行副烧嘴停止测试时，每次需把装置完全停止，并把燃烧室内或
                 烟道残留的未燃气体或油完全排出。
                 如果未燃气体或油没有排出，有产生爆炸的危险。

                 请在副烧嘴停止测试结束后设定电源开关为OFF，切断电源，并务必把使用
                 的所有测试跳线、限位/调节器的设定等还原。
                 如果不还原而保持通常的运行时设定，会造成装置破损或气体洩漏，产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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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在本机的调整、测试、以及装置生产厂家的测试没有结束前，请勿正式运行。

为了防止触电，请在电源OFF后，从底板上拆除本体前，去除电荷。使用导
线让火焰模拟器(FSP300C100)的F, G 端子接触本机的F, G 端子10 秒以上。

                注意
请由具有燃烧装置、燃烧安全装置相关技术的专业人员进行安装、接线、维
护、检查、调整等。

请绝对不要安装在以下场所。
• 有特殊药品或腐蚀性气体的场所（氨、硫黄、氯、乙烯化合物、酸、其他）
• 有水滴或湿气的场所
• 高温爆晒的场所
• 长时间连续振动的场所

作为附加功能使用的定时器、辅助继电器等，请在选择可靠的产品的基础上，
构成正确回路。

请按照本使用说明书或者装置生产厂家製作的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接线。

请勿让紫外线火焰监测器检测到烧嘴以外的紫外线。
如果紫外线火焰监测器对其他紫外线产生应答，即使烧嘴断火，也被认为存
在火焰，继续供给燃料，有产生爆炸的危险。

请按照所有的规定基准进行接线。

请连接小型紫外线火焰监测器的信号线的蓝色导线到端子⑤，白色导线到端
子⑥。
如果在错误连接的状态下通电，有可能损坏UV管。

点火变压器的高压缆线请独立配线，与本机保持10cm以上距离。

请切实连接点火变压器的高压缆线，避免接触不良。接触不良会产生高频率
电波，引起误动作。

点火变压器的接地请务必直接安装到烧嘴本体或者、与烧嘴本体电气连接的
金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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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火焰监测器电线请与电源线、及点火变压器的高压电缆分离配线。

请採用与本机型号标签上记述相同的电压、频率的电源供电。

请最后连接电源。
否则，误触摸到其他端子，有触电或造成机器破损的危险。

请根据电气设备的技术基准，进行接地电阻100Ω以下的接地，烧嘴机架务必
接地。

接线后，请务必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错误接线会找造成机器破损或引起误动作。

请确认火焰监测器没有检测到点火火花。如果检测到的话，请改变火焰监测
器或者点火用电极的位置。

请由具有燃烧装置、燃烧安全相关知识和技术、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进
行副烧嘴停止测试。

本机具有让装置安全运转的、极其重要的功能。
请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

装置安全切断后再启动时，请按照第３章 试运行调整 中记述的检查项目进
行所有的检查。

火焰电压的检查，请每月至少检查1次以上。可以预防因火焰检查信号不足引
起的切断。

本机有使用寿命限制。如果安装了本机的装置的使用寿命比本机寿命长的场
合，请进行定期维护和更换本机。

更换本机时，请按照第３章 试运行调整 中记述的检查项目进行所有的检查。

维护检查烧嘴时，请务必进行副烧嘴停止测试。并且这种检查至少一年进行
１次以上。

请按照装置生产厂家的使用说明书进行定期检查。

清扫烧嘴时，也请清扫火焰监测器。

请勿在本机安装在DIN 导轨上的状态下进行运送。请从底板上卸掉本机，使用
专用的包装箱进行运送。
如果将本机安装在DIN 导轨上进行运送，有可能摔落损坏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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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使用说明书的标记

本使用说明书的标记如下所示。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 显示在使用时敬请注意的事项。

      参  考                     ： 知道后易于理解的事项。

① ② ③                       ：  显示操作步骤或者对图等进行相应说明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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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要、构成

■ 概 要
多重烧嘴控制器火焰继电器FRS100，具有启动时安全启动回路，
是手动点火方式的燃烧安全控制器。监视烧嘴，启动时发生异
常的场合阻止点火，运转中断火等场合切断燃料确保安全。
对连续燃烧24小时以上的燃烧设备，请使用带连续自检功能的
高性能UV火焰继电器AUR350C。
本机的吹扫功能通过外部安装组合可以实现。
另外，无点火功能，由操作员手动操作进行点火。
作为火焰监测器，可以与紫外线火焰监测器、或者火焰监测杆
组合使用。

     运转方式   吹扫功能  点火功能  火焰监视  断火时动作 火焰监测器

     间歇运转        ×             ×             ○         非再循环   紫外线火焰监测器

                                                                                            
火焰监测杆

■ 特 长
● 通过启动时的启动检查功能，进行火焰监测器及火焰继电器本
   体的检查动作，发生异常的场合阻止点火动作确保安全。

● 小型设计，使用插座可以连接本机到配线用底板。另外，可
   以使用螺丝、DIN导轨安装底板。

● 可以通过面板的LED显示确认电源或火焰检测动作。
   另外，卸下机盖，通过本体中央的LED显示可以确认启动检查
   是否结束。

● 备有火焰电压测定端子（0～5V DC）。
   可以通过FSP136A100确认，或者使用连接的仪表盘仪表或记
   录仪进行连续监视。

● 备有可选盒式连接插口，可以安装火焰测量仪FRS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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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要、构成

■ 系统构成
本机是进行燃烧装置火焰监视的仪表。
使用下图所示的系统构成。

 

■确保安全的功能
在进行烧嘴运转、火焰监视时，本机具有安全上的重要功
能，确保安全的设计。

1. 燃烧监视和安全切断
    •    检测到烧嘴断火，迅速安全切断燃料。
    •    不着火、断火或燃烧停止的场合，根据规定顺控要求
         停止各个机器。

2. 燃烧装置的启动、运转、停止
    •    根据规定的顺序、时间，让各个机器动作。

3. 安全启动
    •    每个启动信号时，检查火焰监测器或火焰检测回路有
         火焰模式的故障。
    •    检测到故障时，不启动烧嘴。

4. 对应部件故障的设计
    •    启动时的自检回路也在故障时，在安全侧动作。
    •    不存在点火顺序紊乱的情况。

空气压力下限
联锁

气体压力下限
联锁

空气 L

L

MV     MV

PV   PV

H
燃料

火焰
监测器 T/C      T/C

燃烧装置

燃烧室

点火
变压器

气体压力上限
联锁

高限位控制器

控制器

排
气
气
体

温度
报警器

温度
调节器

FRS100

PS

PS

IG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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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概要、构成

■ 设备安装上的注意事项
在设计使用燃烧安全装置的设备时，请充分考虑工业用燃烧安全
方针后进行设计。

     ●确保安全的重要项目
1.直接连接负载到本机
2.联锁的构成为直接切断负载的电源
3.启动时安全启动动作
4.不要进行各负载的手动操作、旁路设置等
5.主阀、副阀均为2重切断

     ●安装上的注意事项
由于无吹扫功能、点火功能，请使用外部回路构成这些功能。

■ 型号一览
FRS100的型号如下。

类  型               型  号                 额定电源           消耗功率           火焰应答                  组合使用的
              火焰监测器

标准型

3W以下

7W以下

7W以下

FRS100B100  100V  AC  50/60Hz
FRS100B200  200V  AC  50/60Hz
FRS100B104  100V  AC  50/60Hz
FRS100B204  200V  AC  50/60Hz
FRS100C100  100V  AC  50/60Hz
FRS100C200  200V  AC  50/60Hz
FRS100C300  220V  AC  50/60Hz
FRS100C104  100V  AC  50/60Hz
FRS100C204  200V  AC  50/60Hz
FRS100C304  220V  AC  50/60Hz
FRS100C150  100V  AC  50/60Hz
FRS100C250  200V  AC  50/60Hz
FRS100C350  220V  AC  50/60Hz
FRS100C154  100V  AC  50/60Hz
FRS100C254  200V  AC  50/60Hz
FRS100C354  220V  AC  50/60Hz

高灵敏度型

3±1s
(火焰电压 2V时)
2s 以下
(火焰电压 2V时)

3±1s
(火焰电压 4.2V时)

2s 以下
(火焰电压 4.2V时)

3±1s
(火焰电压 3.5V时)

2s 以下
(火焰电压 3.5V时)

火焰监测杆
C7007A, C7008A
紫外线火焰监测器
C7012A, C7012C

高性能UV传感器 
AUD100系列

小型紫外线火焰监
测器
C7035A
C70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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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导轨

8-M3﹒5端子螺丝

DIN导轨固定件

底板
安装孔
2处

第1章 概要、构成

■ 各部分的名称
     ● 本   体    FRS100

     ● 底板 FRS50A100（另售品）

■ 构  成
     ● 组合使用的火焰监测器

     ● 可选部品(另售品)

底板FRS50A100(另售品)

机盖 DIN导轨
固定件

2-M3﹒5
端子螺丝

火焰电压测定端子

POWER(电源)LED(绿)
：电源ON/OFF显示

显示部

卸掉机盖后的状态

本体安装螺丝

可选盒式连接插口
：专用可选盒式连接插口
    (另售品)
启动检查LED(绿)
：启动检查动作的显示
    (1K继电器)

DIN
导轨

FRS100C                                                                     FRS100B
            名   称                      型   号
 高性能紫外线火焰监测器   AUD100系列

  小型紫外线光电管          C7035A、C7027A

            名   称                      型   号
  紫外线火焰监测器          C7012A、C7012C
  火焰监测杆                     C7007A、C7008A

名  称                            型  号                              名  称                            型  号
底板                                   FRS50A 100             火焰燃烧电压显示器          FRS60A 
AUD100系列     FSP300 C100           火焰监测杆用                     123514A
C7035A、C7027A用              火焰模拟器
火焰模拟器                                                          避雷用浪涌吸收器             83968019-001

FLAME(火焰)LED(红)
：火焰检测显示(2K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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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E RE LAY
P OWER

FLAME

PRS 100
FLAM E RELAY

P OWER

FLA ME

P RS 100
FLAM E RELAY

P OWER

FLAME

P RS 100

上方向：50mm以上 上方向：50mm以上

20mm以上 20mm以上

下方向：20mm以上 下方向：20mm以上

单台安装
(容许环境温度上限60℃)

密集安裝
(容许环境温度上限45℃)

20mm以上
20mm以上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 安装空间有富裕的场合，请在FRS和FRS之间空出一些空间进行
         安装，便于散热。

       • 环境温度接近容许环境温度上限的场合，请安装仪表盘冷却
         器或冷却风扇等，降低仪表盘内部的温度。
         容许环境温度上限     单台安装：60℃
                                           密集安装：45℃

第 2 章 安装、接线
2 - 1        底板安装、接线

                                                               注意
请绝对不要安装在以下场所。
•  有特殊药品或腐蚀性气体的场所(氨、硫黄、氯、乙烯化合物、酸、其他)
• 有水滴或湿气过多的场所
• 高温爆晒的场所
• 长时间连续振动的场所

请勿在本机安装在DIN 导轨上的状态下进行运送。请从底板上卸掉本机，使用
专用的包装箱进行运送。
如果将本机安装在DIN 导轨上进行运送，有可能摔落损坏本机。

请按照本使用说明书、或者装置及设备的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接线。

      ● 安装场所
请如下图所示,确保作业空间， 便于本机的散热或安装、
拆卸、配线、维护。



6

第2章 安装、接线

● 安装姿势
● 垂直面上底板的箭头向上安装底板。

● 安装本体时显示部朝上进行安装。

● 请勿采用下图的方向进行安装。

● 安装到DIN导轨的场合
① 向下拉出底板的DIN导轨固定件。
② 底板的箭头向上把底板推进DIN导轨。
③ 按入DIN导轨固定件，固定底板到DIN导轨上。

UP UPUPUP UP UP

FLAME RELAY
P OWER

FLAME

P RS 100

 

箭头

显示部

向下拉出
DIN导轨固定件

把底板推进
导轨

向上按入DIN导轨固定
件进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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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FLAME RELAY

P OWER

FLAME

FRS 100

FLAME RELAY

P OWER

FLAM E

FRS 100

            第2章 安装、接线

④ 按照 2-2 接 线 对底板的端子进行配线。

⑤ 向前拉动本机机盖下端，卸掉机盖。

⑥ 显示部朝上，将本机按入到底板上。

⑦ 拧紧本机中央的本体安装螺丝，固定到底板上。

     最大扭矩：0.3N• m

⑧ 请根据需要对火焰电压测定端子接线。

⑨ 安装机盖到本体。

● 直接安装到仪表盘的场合

① 在仪表盘上加工M4孔(2处)。

② 底板的安装孔

    用M4螺丝固定2处到仪錶盘。

    最大扭矩：0.7N• m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 拧紧底板安装螺丝时，请勿超过最大扭矩。

       否则，有可能损坏底板。

③ 按照 2-2 接 线 对底板的端子进行配线。

④ 向前拉动本机机盖下端，卸掉机盖。

⑤ 显示部朝上，将本机按入到底板上。

⑥ 拧紧本机中央的本体安装螺丝，固定到底板上。

    最大扭矩：0.3N• m
⑦ 请根据需要对火焰电压测定端子接线。

⑧ 安装机盖到本体。

本机 底板

按入到底板

拧紧本体安装螺丝
进行固定

火焰电压
测定端子

M4 (2处)

32

机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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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安装、接线

2 - 2 接 线

                                    警告
请将本机的回路设定为从电源开关ON开始常时外加电源的回路。这是让启动
时自检回路确实动作的极其重要的事项。请绝对不要构成连接调节器到端子
①、或者②的回路。如果构成错误的回路，有造成燃烧装置重大事故的危
险。

请把负载（点火变压器、电磁阀等）直接连接到本机的输出端子上。如果不
直接连接的话，将无法确保燃烧安全。

                           注意
请选择可靠的作为附加功能使用的定时器、辅助继电器等，构成正确的回
路。

各端子连接的负载请勿超出规格中记述的额定值。

请按照本使用说明书或者装置生产厂家制作的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接线。

请按照所有的规定基准进行接线。

点火变压器的高压电缆请独立配线，与本机保持10cm以上距离。

请切实连接点火变压器的高压电缆，避免接触不良。接触不良会产生高频率
电波，引起误动作。

点火变压器的接地请务必直接安装到烧嘴本体或者、与烧嘴本体电气连接的
金属部。

火焰监测器电线请与电源线、及点火变压器的高压电缆分离配线。

请采用与本机型号标签上记述的同一电压、频率的电源供电。

请最后连接电源。
否则，误触摸到其他端子，有触电或造成机器破损的危险。

请根据电气设备的技术基准，按接地电阻100Ω以下进行接地，烧嘴机架务必
接地。

接线后，请务必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错误接线会找造成机器破损或引起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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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2章 安装、接线

鼓风机运转、停止回路
/预吹扫回路

限位/联锁回路
(限位开关、连锁开关)

电源

电源回路

启动检查回路
点火开关

点火变压器

火焰电压
0～5V DC

     副阀1

     副阀2

    主阀1

    主阀2

   燃烧灯

火焰监测器

预吹扫结束
信号

烧嘴启动
接点

(F)

(G) 火焰増幅回路

内部回路

底板

启动输入回路

1K

1K 2K

2K

1 2

8

4

A
－

＋

B

7

3

5

6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 电源的高电位侧(H)和低电位侧(G)有区别的场合，请连接高电位                  
                              侧(H)到端子①，连接低电位侧(G)到②。

■手动点火方式的场合

低电位侧
(G)

高电位侧
(H)

•以上回路的燃烧灯在点火开关为ON时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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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输入条件                                          FRS100的动作                                             输出动作

(1)   电源ON             端子①②间外加电源                  (POWER LED灯亮)
(2)   鼓风机运转        限位、联锁正常，鼓风机开始运转，预吹扫结束后，预吹扫
                                 结束信号ON，接受以后的操作

(3)   烧嘴启动接点    限位、联锁条件正常(限位接点：闭)，烧嘴启动接点，端         (启动检查LED
        ON                    子⑦②间通电，启动检查结束后1K继电器为ON                       灯亮)
       
(4)   点火开关ON      点火开关闭，通过端子⑧外加电压到副阀和点火变压器，点火   点火变压器动作
                                 变压器动作，副阀开，燃烧灯亮                                               副阀开，
                                                                        燃烧灯亮

                                 火焰监测器检测到副烧嘴的火焰，2K继电器为ON                   (FLAME LED灯亮)
                                 由于2K继电器ON，通过端子④外加电压，燃烧灯亮

(5)   点火开关OFF    点火开关开，停止外加电压到点火变压器，点火变压器动作停   点火变压器停止
                                 止         副阀保持(开)
                                 与接点1K、2K连接的端子④外加电压，保持副阀的动作         主阀开
                                 另外，由于点火开关闭，外加电压到主阀，主阀开

(6)   启动接点OFF    预吹扫结束信号OFF，端子⑦②间的外加电源被切断，1K继   副阀闭
                                 电器为OFF，端子④的外加电压也被停止                                 主阀闭
                                 副阀、主阀、燃烧灯的动作停止                                               (FLAME LED灯灭)

                                 所有负载停止，如果火焰监测器检测到断火，则2K继电器变为  燃烧灯灯灭 
                                 OFF，机器内部返回到初始状态，准备下一次启动                  (启动检查LED灯灭)

第2章 安装、接线

● 动作说明
            • 正常运转/停止

(3)烧嘴启动接点ON 启动检查(2s)
(4)点火开关ON

(6)鼓风机停止

火焰检测

(5)点火开关OFF
(5～10s)

(2)鼓风机运转

(1)电源ON

限位、联锁

鼓风机运转

预吹扫

预吹扫结束信号

烧嘴启动接点(端子        间)

点火变压器

副阀

主阀

燃烧灯

POWER LED

FLAME LED

启动检查 LED
时间

*通电时，2K继电器可能会为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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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鼓风机停止

无火焰检测

(5)点火开关OFF
(5～10s)

限位、联锁

鼓风机运转

预吹扫

预吹扫结束信号

烧嘴启动接点(端子        间)

点火变压器

副阀

主阀

燃烧灯

POWER LED

FLAME LED

启动检查 LED
时间

*通电时，2K继电器可能会为ON。

第2章 安装、接线

• 不着火

No       输入条件                                           FRS100的动作                                            输出动作

(1)   电源ON             端子①②间外加电源       (POWER LED灯亮)
(2)   鼓风机运转        限位、联锁正常，鼓风机开始运转，预吹扫结束后，预吹扫
                                 结束信号ON，接受以后的操作。

(3)   烧嘴启动接点ON    限位、联锁条件正常(限位接点：闭)，烧嘴启动接点闭，端     (启动检查LED
                                 子⑦②间通电，启动检查结束后1K继电器为ON                       灯亮)

(4)   点火开关ON      点火开关闭，通过端子⑧外加电压到副阀和点火变压器，点火   点火变压器动作
          变压器动作，副阀开、燃烧灯亮     副阀开
           燃烧灯亮

                     副烧嘴没有点火的场合，火焰监测器检测不到副烧嘴火焰，2K
          继电器不为ON
(5)   点火开关OFF    点火开关开，停止外加电压到点火变压器、副阀和燃烧灯，    点火变压器停止
         点火变压器停止动作，副阀关闭，燃烧灯灭                             副阀闭
                                 由于2K继电器不为ON，与接点1K、2K连接的端子④的外加   燃烧灯灭
         电压被切断，主阀也没有外加电压，主阀不打开

(6)   鼓风机停止        端子⑦②的外加电源被切断，1K继电器为OFF                        (启动检查LED
                     机器内部返回到初始状态，准备下一次启动                              灯灭)

(3)烧嘴启动接点ON
启动检查(2s)

(4)点火开关ON(2)鼓风机运转

(1)电源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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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安装、接线

• 燃烧中断火

No       输入条件                                          FRS100的动作                                             输出动作

(1)  电源ON              限位、联锁正常，鼓风机开始运转，预吹扫结束后，预吹扫    (POWER LED灯亮)
                                 结束信号ON，接受以后的操作。

(2)   鼓风机运转       限位、联锁正常，鼓风机开始运转，预吹扫结束后，接受以
       ON                    后的操作。

(3)   烧嘴启动接点    限位、联锁条件正常(限位接点：闭)，烧嘴启动接点闭，端      (启动检查LED
        ON                     子⑦②间外加电源，启动检查结束后1K继电器为ON                 灯亮)

(4)   点火开关ON      点火开关闭，通过端子⑧外加电压到副阀和点火变压器，点火   点火变压器动作
          变压器动作，副阀开、燃烧灯亮             副阀开
            燃烧灯亮

         火焰监测器检测到副烧嘴的火焰，2K继电器为ON               (FLAME LED灯亮)
            由于2K继电器ON，通过端子④外加电压

(5)   点火开关OFF    点火开关开，停止外加电压到点火变压器，点火变压器动作停止  点火变压器停止
                        接点1K、2K接通，通过端子④的外加电压，保持副阀的动作      副阀保持(开)
          另外，由于点火开关闭，外加电压到主阀，主阀开                       主阀开

(6)   断火                   火焰应答后2K继电器为OFF，端子④的外加电压被停止，副   (FLAME LED灯灭)
            阀、主阀、燃烧灯的动作停止     副阀闭
                       主阀闭

           燃烧灯灯灭

(7)   鼓风机停止        端子⑦②的外加电源被切断，1K继电器为OFF                         (启动检查LED
                     机器内部返回到初始状态，准备下一次启动                              灯灭)

限位、联锁

鼓风机运转

预吹扫

预吹扫结束信号

烧嘴启动接点(端子        间)
点火变压器

副阀

主阀

燃烧灯

POWER LED
FLAME LED
启动检查 LED

(3)烧嘴启动接点ON 启动检查(2s)
(4)点火开关ON

(7)鼓风机停止

(6)断火
   火焰应答火焰检测

(5)点火开关OFF
(5～10s)

(2)鼓风机运转

(1)电源ON

时间

*通电时，2K继电器可能会为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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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安装、接线

• 启动时有疑似火焰

限位、联锁

鼓风机运转

预吹扫

预吹扫结束信号

烧嘴启动接点(端子        间)

点火变压器

副阀

主阀

燃烧灯

POWER LED

FLAME LED

启动检查 LED

(3)烧嘴启动接点ON
启动检查(2s)

(6)鼓风机停止

(2)鼓风机运转
火焰检测

(1)电源ON

时间

*通电时，2K继电器可能会为ON。

No        输入条件                                          FRS100的动作                                           输出动作

(1)   电源ON             端子①②间外加电源                                                                 (POWER LED灯亮)
(2)   鼓风机运转        限位、联锁正常，鼓风机开始运转，预吹扫结束后，预吹扫

                     结束信号ON，接受以后的操作。

         火焰检测            由于有疑似火焰，2K继电器ON                                                (FLAME LED灯亮)
(3)   烧嘴启动接点     限位条件正常(限位接点：闭)，启动接点闭，端子⑦②间外
                                  加电源，进行启动检查，由于有疑似火焰，1K继电器不
          为ON

(4)   点火开关ON      点火开关闭，端子⑧的外加电压被停止，点火变压器、副阀不

          动作

(5)   点火开关OFF     端子④的外加电压也处于停止状态，没有动作的负载

(6)   鼓风机停止        端子⑦②的外加电源被切断，机器内部返回到初始状态，准备
                        如果疑似火焰持续，FLAME LED灯也持续亮灯
                       下一次启动

(4)点火开关ON

        (5)点火开关OFF
               (5～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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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2章 安装、接线

■ 烧嘴火焰监视的场合
       (用于燃烧安全，本机不切断阀等场合)

高电位侧
(H)

低电位侧
(G)

启动接点

接点输出
公共端

电源

电源回路

启动检查回路

启动检查结束

火焰输出

火焰电压
0～5V DC火焰监测器

(F)

(G) 火焰増幅回路

内部回路

底板

启动输入回路

2K

1K 2K

2K

1

7

3

8

4

A
－

＋

B

5

6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 电源中高电位侧(H)和低电位侧(G)有区别的场合，连接高电位
  侧(H)到端子①，连接低电位侧(G)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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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安装、接线

● 动作説明
       • 正常运转/停止

No       输入条件                                          FRS100的动作                                            输出动作

(1)  电源ON              端子①②间外加电源                 (POWER LED灯亮)
(2)  启动接点ON       启动接点闭，端子⑦②间外加电源，启动检查结束后1K继电器 (启动检查LED 
          为ON       灯亮)
          由于1K继电器ON，端子⑧被外加电压，启动检查结束为ON     启动检查结束ON

(3)  火焰检测            火焰监测器检测到烧嘴火焰，2K继电器为ON  (POWER LED灯亮)
                         由于2K继电器ON，通过端子④火焰输出为ON                         火焰输出ON
(4)  启动接点OFF     端子⑦②间外加电源被切断，1K继电器为OFF，端子④⑧的外  (启动检查LED
          加电压也被停止      灯灭)
          启动检查结束、火焰输出停止    启动检查结束

                                 火焰监测器检测到断火，2K继电器为OFF，机器内部返回到初  OFF

          始状态，准备下一次启动                     
(FLAME LED灯灭)

          火焰输出OFF

启动接点 (端子        间)

启动检查结束

火焰输出

POWER LED

FLAME LED

启动检查 LED

(3)火焰检测

启动检查(2s)
(2)启动接点ON

(1)电源ON
(4)启动接点OFF

时间

*通电时，2K继电器可能会为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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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火

No       输入条件                                          FRS100的动作                                            输出动作

(1)  电源ON              端子①②间外加电源                 (POWER LED灯亮)
(2)  启动接点ON       启动接点闭，端子⑦②间外加电源，启动检查结束后1K继电器 (启动检查LED 
          为ON       灯亮)
          由于1K继电器ON，端子⑧被外加电压，启动检查结束为ON     启动检查结束ON

(3)  不着火                烧嘴点不着火的场合，火焰监测器检测不到烧嘴火焰，2K继电 
                                 器不为ON 

(4)  启动接点OFF     端子⑦②间外加电源被切断，1K继电器为OFF，端子④⑧的外  (启动检查LED
          加电压也被停止      灯灭)
          启动检查结束、火焰输出停止    启动检查结束

                                 机器内部返回到初始状态，准备下一次启动                                 OFF

启动接点 (端子          间)

启动检查结束

火焰输出

POWER LED

FLAME LED

启动检查 LED

时间

*通电时，2K继电器可能会为ON。

启动检查(2s)
(2)启动接点ON

(1)电源ON
(4)启动接点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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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安装、接线

• 燃烧中的断火

No       输入条件                                          FRS100的动作                                            输出动作

(1)  电源ON             端子①②间外加电源                 (POWER LED灯亮)
(2)  启动接点ON      启动接点闭，端子⑦②间外加电源，启动检查结束后1K继电器  (启动检查LED 
         为ON       灯亮)
         1K继电器ON，通过端子⑧外加电压，启动检查结束为ON       启动检查结束ON

(3)  火焰检测            火焰监测器检测到烧嘴火焰，2K继电器为ON              (FLAME LED灯亮)
                                 器不为ON                                                                                 火焰输出ON

(4)  断火                   火焰应答后2K继电器为OFF，端子④的外加电压停止，火焰输  (FLAME LED灯亮)
         出停止         火焰输出ON

(5)   启动接点OFF   端子⑦②的外加电源被切断，1K继电器为OFF，端子④⑧的      (启动检查LED
        外加电压也被停止      灯灭)
          启动检查结束被停止      启动检查结束

        机器内部返回到初始状态，准备下一次启动    OFF

启动接点 (端子         间)

启动检查结束

火焰输出

POWER LED

FLAME LED

启动检查 LED

时间

*通电时，2K继电器可能会为ON。

启动检查(2s)

(3)火焰检测

(2)启动接点ON
(1)电源ON

(4)断火

火焰应答

(5)启动接点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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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时有疑似火焰

No       输入条件                                          FRS100的动作                                            输出动作

(1)  电源ON             端子①②间外加电源                                                                 (POWER LED灯亮)
       火焰检测           由于有疑似火焰，2K继电器为ON                                            (FLAME LED灯亮)
(2)  启动接点ON      启动接点闭，端子⑦②间外加电源，进行启动检查，由
        于有疑似火焰，1K继电器不为ON

(3)  启动接点OFF    端子⑦②的外加电源被切断，机器内部返回到初始状态，准
        备下一次启动
                    如果疑似火焰持续，FLAME LED也持续亮灯

启动接点 (端子         间)

启动检查结束

火焰输出

POWER LED

FLAME LED

启动检查 LED

启动检查(2s)
(2)启动接点ON

(1)电源ON
火焰检测

(3)启动接点OFF

时间

*通电时，2K继电器可能会为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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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安装、接线

 

 

■ 火焰监测器的接线

注意

使用FRS100C的场合，请连接高性能紫外线火焰监测器AUD110C的F端
子到端子⑤（F），G端子到端子⑥（G）。此外，使用AUD100C的场
合，请连接信号线的蓝色导线到端子⑤（F），白色导线到端子⑥（G）
如果在错误连接的状态下通电，有可能损坏内置的UV管。

● 高性能紫外线火焰监测器AUD110系列和FRS100C组合使用

● 火焰监测杆C7007• C7008和FRS100B组合使用

● 紫外线火焰监测器C7012A、C7012C和FRS100B组合使用

● 容许配线长度
     •    信号线的种类    IV线2mm2    600VAC乙烯绝缘电线
     •    容许配线长度    约200m

● 容许配线长度
     •    信号线的种类    高频率同轴缆线    5C2V、7C2V
     •    容许配线长度    约30m

● 容许配线长度
     •    信号线的种类    高频率同轴缆线    5C2V、7C2V
     •    容许配线长度    约50m

AUD110C＋AUD15C

端子 
F

(F)

(F)

(F) 蓝

(G)

(G)

(G) 白

火焰监测杆

C7012A
C7012C*

5

5

5

6

6

6

G

AUD100C＋AUD15C

5 5 5
(F)蓝            黒 (F)

电源
电源(G)黃            黒 (G)6 6

6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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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电磁阀的接线

●  正确连接

●  错误连接

如图所示阀正确接线时，即使因高电位侧(H)绝缘不良，产生接地
故障的场合，接地故障电流也不流过电磁阀。
因此，阀不动作，不会出现燃料流出的危险情况。

如图所示阀接线到高电位侧时，发生图示接地故障的场合，接
地故障电流流过。因此，与火焰继电器无关，电磁阀被打开，
燃料流出。

高电位侧 (H)

高电位侧 (H)

电源

电源

N          L

N          L

阀 (闭)

阀 (开)

FRS100

FRS100

(接地故障)

(接地故障)

烧 

嘴

烧 

嘴

燃 

烧 

装 

置

燃 

烧 

装 

置

燃料

燃料

低电位侧 (G)

低电位侧 (G)

第2章 安装、接线

警告
电磁阀请勿连接到高电位侧。
否则， 接地故障时接地故障电流流过电磁阀， 与本机无关， 阀被打
开， 燃料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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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安装、接线

■ 和浪涌吸收器的接线
使用避雷用浪涌吸收器 型号 83968019-001(另售品)的场
合，请按照以下方式接线。

高电位侧 (H) 高电位侧 (H)
FRS100 FRS100

1

2
低电位侧 (G)

低电位侧 (G)

浪涌吸收器
83968019-001

线间浪涌吸收器

平形连接端子FS4.8 系列端子侧

安装金属件侧(接地侧)

电源 电源

1

2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 电源接线请使用JIS C 3306 0.75mm2 (线径φ0.18、单线数
   30)以上的电线。

• 请在电线的一端安装平形连接端子FS4.8系列(与AMP生产的
   187系列插座相当的产品)，配线尽可能短。

• 浪涌吸收器的安装金属件在内部与低电位侧压接导通，安装
   到烧嘴机架等接地金属部件上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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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试运行调整

警告

注意

副烧嘴、主烧嘴的点火时间请勿超过烧嘴或者装置生产厂家规定的点火时间。
否则，燃料蓄积在燃烧室内，形成爆炸溷合气体，变成引起爆炸的非常危险的状
态。

切断本机的电源后，端子 F上仍残留有电荷。电源 OFF后，请勿用手触摸端子
F。否则，有触电的危险。

请务必确认测试前手动燃料阀已经全部关闭，然后实施副烧嘴停止测试或点
火火花响应测试。

在本机的调整、测试、以及装置生产厂家的测试没有结束前，请勿正式运行。

请由具有燃烧装置、燃烧安全相关知识和技术、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进行本机
的维护、检查等。

火焰电压的检查，请每月至少检查1次以上。可以预防因火焰检查信号不足引
起的切断。

■ 调整的概要
本章的测试调整进行以下项目。

                       项  目                         装 置
火焰信号测定方法                             全装置

副烧嘴停止测试                                 副烧嘴使用的装置

点火火花响应测试                             全装置

安全切断测试                                    全装置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 上述项目调整后，请再次确认是否满足了各调整项目。
      必须在火焰监测器的最终安装位置，确定满足了所有调整项

                                             目。
      ● 准备物品

    • 万用表(输入阻抗 100kΩ以上)
      AC量程0～ 300V、DC量程0～ 5V的产品
    • 2根附带弹簧夹的跳线
      AWG14( 2mm2)以上 长度约30cm
    • 绝缘电阻计 500VDC兆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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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试运行调整

      ● 预备检查
• 检查所有接线处。

• 确认是否安装在容许环境温度范围内的场所。

• 检查火焰监测器是否正确安装。

  (参照火焰监测器的使用说明书)
• 拆除各负载和火焰监测器的配线，测定各端子和仪表 盘接地间

  的绝缘电阻，确认在50MΩ以上。

  (使用500V DC以上的绝缘电阻计、兆欧表)
• 确认各燃料系统的阀或活栓是关闭的，并且燃料室内被充分排

  气。

■ 火焰信号测定方法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    使用高灵敏度型(型号参照第3页)时，火焰电压在4.5V以下使用。

①  启动装置，测定启动时、正常运转时等各种条件下各烧嘴的火
     焰电压。
② 测定火焰电压的场合，按照以下方式插入万用表的探针到火焰
     继电器面板下部的孔中，用探针接触端子A、B。

FRS 100   FLAME RELAY
POWER
FLAME

端子A                               端子B

黒             红

万用表

输入阻抗100kΩ以上

0～5VDC量程

＋
－

③ 电压值请参照下表。

                                     推荐火焰电压                             检查项目

                                     火焰检测时       • 火焰的监视是否正确
                                     2VDC以上        • 火焰监测器的前端无污物
             • 监视管上没有积煤烟等

④ 火焰信号不稳定的场合，请再次检查火焰监测器的安装位置、
     配线状况等。



24

第3章 试运行调整

■ 副烧嘴停止测试

警告

注意

副烧嘴、主烧嘴的点火时间请勿超过烧嘴或者装置生产厂家规定的点火时
间。
否则，燃料蓄积在燃烧室内，形成爆炸混合气体，变成引起爆炸的非常危险
的状态。

请严格实施本测试。
主烧嘴不能着火而火焰监测器检测到小的副烧嘴火焰时，即使主烧嘴断火，
本机不认为已经断火，而继续供给燃料，这样会处于产生爆炸的危险状态。

请务必确认测试前手动燃料阀已经全部关闭，然后实施副烧嘴停止测试或
点火火花响应测试。

必须反复进行此试验时，每次需把装置完全停止，并把燃烧室内或烟道残
留的未燃气体或油完全排出。
如果未燃气体或油没有排出，有产生爆炸的危险。

请在副烧嘴停止测试结束后设定电源开关为OFF，切断电源，并务必把
使用的所有测试跳线、限位/调节器的设定等还原。
如果不还原而保持通常的运行时的设定，会造成装置破损或气体洩漏，产生
爆炸。

请由具有燃烧装置、燃烧安全相关知识和技术、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进行副烧
嘴停止测试。

此试験是让气体压力、空气压力变化到最坏条件的状态下，火焰
监测器检测到副烧嘴火焰时，确认确实移火到主烧嘴而进行的测
试。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    燃料压力的限位(使用的场合)为开状态时，本测试中请跳过限
     位，设定为ON状态。

      ● 步 骤
① 设定电源开关为OFF。
② 关闭副烧嘴和主烧嘴的手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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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打开副烧嘴的手动阀。

④ 接通电源后，设定启动开关为ON，按点火开关。副烧嘴点火。
     副阀打开。开始点火动作,燃烧灯亮。
     请把点火开关恢复到原位。

⑤ 缓慢关闭副烧嘴的手动阀。
     副烧嘴火焰渐渐变小，缓慢节流，直到火焰监测器不能检测到
    火焰。
    继电器2K为OFF，请记录燃烧灯灭前的压力。

⑥ 缓慢打开副烧嘴的手动阀，让压力与燃烧灯灭前一致，再次
    按点火开关，副烧嘴点火。

⑦ 鬆开点火开关。
    打开主烧嘴的手动阀时，请确认主烧嘴在1秒以内平稳着火。

⑧ 让气体压力变化到最小和最大，主烧嘴反复5～6次着火，此
    时请确认每次都平稳着火。

⑨ 主烧嘴不能着火的场合，是由于副烧嘴火焰太小。调大副烧
     嘴火焰后，请进行以下调整。
     • 让火焰监测器的监视线离副烧嘴火焰的轴略微远一点，或者   
      进行节流。(请设定火焰灵敏度最低时主烧嘴能切实着火)
⑩ 调整后反复进行⑤～⑧操作，请确认主烧嘴确实平稳着火。

     测试结束后，主通路的手动阀还原到全开位置，然后，请确
     认火焰信号正确。

     跳过限位时，请拆卸跳线并还原。

第3章 试运行调整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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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火火花响应测试

注意
请确认火焰监测器没有检测到点火火花。
如果检测到点火火花的场合，请改变火焰监测器或者点火用电极的位置。

请勿让紫外线火焰监测器检测到烧嘴以外的紫外线。
如果紫外线火焰监测器对其他紫外线产生应答，即使烧嘴断火，也被认为存
在火焰，继续供给燃料，有产生爆炸的危险。

使用紫外线火焰监测器的装置的场合进行的测试。

       ● 紫外线火焰监测器

测试紫外线火焰监测器对点火火花的紫外线有无应答(FLAME 
LED灯亮)。
① 关闭副烧嘴、主烧嘴的手动燃料阀。

② 运转启动,副烧嘴点火程序时，测定火焰继电器的火焰电压，      
     检查是否存在影响。

③ FLAME LED灯亮时，参照装置的使用说明书，按照以下方法   
     进行调整。

    •    移动紫外线火焰监测器或者点火火花监测杆的位置，调整到

         不受影响。

    •    安装遮光板等，使火花的紫外线不进入紫外线火焰监测器

         的光路，调整影响火花的火焰电压値在0.4V DC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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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火焰以外的紫外线发生源
    让火焰监测器动作的、火焰以外的放射源有以下几种。
    请确认在所有运转条件下都不受影响。

■ 安全切断测试
    所有运转调整结束后，进行安全切断的测试。

    •  副烧嘴点火失败(不着火)
       ① 关闭副烧嘴、主烧嘴的手动燃料阀。
       ② 按点火开关，进行运转启动。
       ③ 副烧嘴点火时副阀变为开状态，但不着火，所以火焰继电器
           的FLAME(火焰)LED灯不亮，主阀没有打开。
           另外，请不要持续按点火开关。
    •  正常燃烧中断火
       ① 打开副烧嘴、主烧嘴的手动燃料阀。
       ② 按点火开关，进行运转启动。
       ③ 正常进入程序，正常燃烧(主阀开)时，副烧嘴、主烧嘴的
           手动燃料阀关闭，烧嘴的火焰熄灭。此时检测到断火，确
           认安全切断。

紫外线发生源

γ射线及Ｘ射线源

1260℃以上的炽热炉壁

火花

• 点火变压器 • 焊接电弧 • 电光

气体激光

太阳灯

杀菌灯

强闪光(对准紫外线光电管)
回析分析仪

电子显微镜

X射线摄影机

高电压真空开关

高电压电容

放射性同位素

其他所有紫外线、γ射线、Ｘ射线发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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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维护、检查

警告

注意

请在切断本机及其连接装置的电源的状态下进行本机的安装、拆卸和接线。
带电作业，有触电的危险。

本机的电源切断后，端子F上仍残留有电荷，电源OFF后请勿用手触摸端子F。
否则，有触电的危险。

为了防止触电，请在电源OFF后，从底板上拆除本体前，去除电荷。
使用导线让火焰模拟器(FSP300C100)的F, G 端子接触本机的F, G 端
子10 秒以上。

请由具有燃烧安全、燃烧装置相关知识和技术的专业人员进行本机的安装、
接线、维护、检查、调整等。

请按照装置生产厂家的使用说明书进行定期维护、检查。

装置安全切断，再次启动时请按照 第3章 试运行调整 中记述的检查项目
进行检查。

维护检查烧嘴时，请务必进行副烧嘴停止测试。这种检查至少１年进行１次以
上。

清扫烧嘴时，也请清扫火焰监测器。

本机有使用寿命限制，安装了本机的装置的使用寿命比本机使用寿命长的
场合，请进行定期维护和更换本机。

更换本机时，请按照 第3章 试运行调整 中记述的检查项目进行所有的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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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本机是否正常动作，使用火焰模拟器输入火焰信号，2K继电器为ON，FLAME LED灯亮。
  火焰电压如下表。

第4章 维护、检查

■ 维护检查的周期
请在考虑了装置的种类、设置的环境条件(灰尘或环境温度
等)、装置运转中因某种原因切断烧嘴时造成的损害的影响等因
素后决定维护检查的周期。

• 请1个月进行1次第3章 试运行调整 的安全切断测试的检查。
• 火焰电压至少1个月测定1次，检查状态。
• 检查紫外线火焰监测器的监视窗或火焰监测杆的清洁状态，
  必要时请清扫监视窗或火焰监测杆。
• 请检查紫外线火焰监测器安装位置的环境温度。
• 如果发生烧嘴切断动作会对装置造成重大损害的场合，请增
  加检查次数。

■ 故障处理
卸掉本机面板上的机盖，通过中央的启动检查LED和显示部的
POWER、FLAME的LED的显示状态，确认与本机的动作状态
不一致的内容。

              ○LED灯灭 ●LED灯亮

POWER 启动
检查动作
确认LED

启动前
端子⑦OFF

启动前
端子⑦ON

诊断结果

FLAME
LED

处理方法
(检查事项)

○           ○           ○

●           ●           ●

●           ●           ○

●           ○           ●

●           ○           ○

没有通电       确认仪表盘电源开关、配线

火焰监视中
(正常动作)
不进行火焰检测      再次检查火焰传感器、烧嘴、
                               火焰继电器、阀、点火变压器

疑似火焰                 再次检查火焰传感器、烧嘴、
                               火焰继电器

1K继电器没有连     确认启动输入端子⑦的电源
通                            再次检查火焰继电器

－

FRS100C         标准型        2V以上
             高灵敏度型  3V以上

FRS100B         标准型          2V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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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维护、检查

     ● 高性能紫外线火焰监测器AUD100系列的接线检查 (FRS100C)
采用以下方法检查高性能紫外线火焰监测器AUD100系列的接
线是否正确。

• 步骤 (AUD100C+AUD15C的场合）

  ① 从插接件上取下UV光电管AUD15C。

  ② 外加电源到FRS100C。

  ③ 使用数字电压计或者万用表测定插接件的DC(直流)电压。
       •    探针连接到插接件的1号针(白色导线)
       •    探针连接到插接件的3号针(蓝色导线)

• 参考值(Takeda生产的TR6841)

F
G

青

白

3号针(蓝) 1号针(白)

数字电压计
(市售的万用表)

探针
插接件

探针

电源电压    DC电压的读数

    85%             正的显示(150V～180V DC)
  100%             正的显示(160V～210V DC)
  110%             正的显示(180V～230V DC)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 上述DC电压读数为负时， 、 逆连接。

• 请在确认此配线正确后，安装UV光电管AUD15C。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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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维护、检查

     ● 火焰模拟器的连接方法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 在短时间内进行动作检查，检查结束后马上拆掉。
    • 动作检查中请绝对不要用手触摸端子(F)、(G)。
      否则，有触电的危险。

            • FSP300Ｃ的场合
    ① 如下图所示连接F、G端子。
    ② FSP300Ｃ的FLAME MODE开关设定为ON

            • 123514A的场合

    连接端子⑤到探针F端子。
    连接端子⑥到插头G端子。

FRS100C

FRS100B

F端子导线
G端子导线

插头
G端子

探針
F端子

123514A

5
F G

6FSP300C
FSP300C100

S2

S1

G

F
OFF

ON
FLAME MODE
开关ON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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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确认设备检查或故障时的现场状况、使用状况时使用。

火焰监测器、烧嘴控制器 使用状况

最终用户名/装置生产厂家名称            装置名/生产线名称    编号

产品型号                                          日期编号/生产日期                             购买日期

配线·安装
1   电源 仪表  动力 变压器升降压
      ①―②                    V

      停电   调停   电压下降   浪涌
      □ 有        □ 无
2    配线材料 线径 距离 温度 生产厂家名称

      电源线

      信号线
      接地线

3    安装
      □ 屋内   □ 仪錶室   □ 屋外
      屋顶
      □ 有   □ 无

4   污垢  □ UV受光玻璃

5   UV监测器信号线/F G配线检查 □ OK    □ 逆连接

环境
1     环境温度

2     环境湿度

3     结露

4     腐蚀性环境

5     其他

    火焰电流/电压

1     副烧嘴燃烧中

       点火变压器动作时        μA/V
       点火变压器停止时        μA/V
2     主烧嘴燃烧中

       主烧嘴点火中

  最小        μA/V
  最大        μA/V
  正常        μA/V
3     运行时间/动作频率

装置

1     主烧嘴

       型号

       生产厂家名称

       燃烧量KW  (kcal/h)
2     副烧嘴

       型号

       生产厂家名称

       燃烧量KW  (kcal/h)
3     燃料种类（油&气体混烧频率）

       主烧嘴

       副烧嘴

4     气门机构（下面用图表示）

请在□中打√

日 期      年   月   日
负责人

特别事项
火焰检测器安装图、控制方式(ON/OFF、比例等)装置图
气门机构、环境状况(广度、可燃物、危险物、障碍物的位置等)

第4章 维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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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规 格

        项 目       规 格
额定电源    100V AC，50/60Hz 或者 200V AC，50/60Hz或者220VAC，50/60Hz
容许电压    额定电压的－15～＋10%
消耗功率    FRS100B：3W以下    FRS100C：7W以下 
接点额定值    250VA  ：端子③－④ 火焰输出 250VA (1K+2K)
     ：端子③－⑧ 启动检查输出 250VA (1K)
火焰灵敏度           着火检测级别 ：火焰电压 1V以下

     灭火检测级别 ：火焰电压 FRS100B系列(0.2V以上)
           FRS100C系列(0.4V以上)
火焰信号输出    0～5V DC配线距离 5m以下﹒IV线0.75mm2以上使用

     输出端子：本体侧A(－)，B(＋)
     外部连接机器的输入阻抗100KΩ以上

容许环境温度    单台安装 ：－20～＋60℃
    密集安装(2台以上) ：－20～＋45℃
容许环境湿度   90％RH 40℃（无结露）

耐振动性    4.9m／s2 以下 10～60Hz X• Y• Z各方向2h
     (直接安装到仪表盘的场合)
绝缘电阻     各端子和接地间的绝缘电阻，使用500V DC兆欧表测试为50MΩ以上

耐电压     在各端子和接地间，外加商用频率1500V AC 1min 或者1800V AC 1s，无异常

    但是，端子⑤、⑥的火焰监测器输入除外

避雷用浪涌吸收   10kV，1.2×50μs(JEC－187，浪涌阻抗75Ω以上)
器                         电源单侧(端子②）和接地间安装下面的浪涌吸收器时

     • 推荐的浪涌吸收器：规格书AD10070(83968019－001)
寿   命                  启动次数10万次(常温、常湿、额定电压、额定负载)
本体颜色              灰色

安装方法    DIN导轨安装、或者螺丝固定安装

    (使用安装底板FRS50A100时)
质 量                    FRS100B ：约270g
    FRS100C ：约270g
    底板FRS50A ：约70g
可选部件              底板        型号：FRS50A100
(另售品)               火焰测量仪       型号：FRS60A
                            避雷用浪涌吸收器      型号：83968019－001
                            火焰监测杆用火焰模拟器     型号：123514A
                            AUD100系列、C7035A，C7027A用火焰模拟器  型号：FSP300C100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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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规 格

DIN导轨

DIN导轨

8-M3.5端子螺钉

底板
安装孔 2处

DIN导轨固定件

底板FRS50A100
(另售品) FRS100

单位：mm

■ 外形尺寸
   ● 安装到底板后的外形尺寸

   ● 底板FRS50A100

             1﹒ 本体安装、拆卸时的必要尺寸。
   2﹒ 安装到DIN导轨时、从DIN导轨拆卸时的必要尺寸。

机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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