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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G3 型 

矿用一氧化碳传感器 

产品使用说明书 

 

 

 

 

 

 

 

 

 

安全警告 

 

1、 在使用前请确认本设备的供电电压未超过本设备所允许的额定电压。 

2、 在使用和维修时，不得改变本安电路或与本安电路有关的电器元件的

名称、型号、规格及其参数！   

3、 关联设备必须经过国家授权的检验机构进行防爆联检试验，合格后方

可使用!   

4、 危险场所严禁开盖带电作业！ 

 

包装明细 

 

1、开箱时注意安全，以避免损坏设备或使人受伤。   

2、开箱后应检查设备外观是否损坏和附件是否齐全。 

本设备包装明细，包含如下：   

a)  使用说明书      1 份   

b)  产品合格证      1 份   

c)  EMG3 型矿用一氧化碳传感器  1 台   

d)  矿用遥控器     1 个   

e)  通信电缆      1 条 

f)  矿用遥控器     1 个 

g)  通气罩      1 个 

请确认以上物品是否完整，且于运送过程中是否受到损坏。如果您有

遇到任何问题，请联络您购买的商家。 

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遵守安装与操作程序以避免对本设备或任何

于本产品安装架构下与其连接的装置造成损害。 

 

 

 

 

 

 

 

 

 

 

 

 

 

 

 

 

 

执行标准： GB 3836-2010 

版 本 号:  VER1.1 

出版日期:  2013.4.20 

 

 

 

 



4   5             6 

 

 

 

 

 

 

 

 

 

 

前            言 

   

  

本说明书详细地介绍 EMG3 型矿用一氧化碳传感器的使用方法及使

用注意事项，使用者在使用 前请务必仔细阅读。EMG3 型矿用一氧化碳传

感器在生产过程中执行的是 GB 3836-2010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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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G3型矿用一氧化碳传感器 

1   概述   

EMG3 型矿用一氧化碳传感器（以下简称传感器）是一种专门用于监

测煤矿井下一氧化碳气体的本质安全型检测仪表。仪器能够连续监测一氧

化碳气体浓度并就地显示，同时将浓度值转换成标准电信号传输给关联设

备。本传感器还具有报警点任意设置，超限声光报警等功能。     

1.1 产品特点   

1.1.1 传感器采用电化学传感器检测一氧化碳气体浓度，具有测量精度

高、调校周期长、重复性好、测量范围宽、使用寿命长、不受其它背景气

体（CH4、H2S、SO2、N2、O2 等）影响等优点。  

1.1.2 传感器在设计上采用高性能单片微机和高集成数字化电路，结构

简单、性能可靠、调试、维护方便。   

1.1.3 传感器的零点、灵敏度及报警点皆采用矿用遥控器调节。   

1.1.4 传感器除可连续检测一氧化碳，还具有声光报警等功能。   

1.1.5 传感器整机采用低功耗设计，带载距离长。   

1.1.6 传感器的外壳采用了高强度结构设计，抗冲击能力强。 

1.2   主要用途和适用范围   

1.2.1 主要用途   

传感器主要用于煤矿井下一氧化碳浓度的连续监测。   

1.2.2 适用范围   

煤矿井下的采掘工作面、机电峒室、回风巷道等具有一氧化碳的危险

地点和场所。   

1.3 规格型号   

规格：固定式、一氧化碳浓度连续监测。型号： EMG3 

1.4 型号的组成及其代表意义 

E   M   G   3 

 

 一氧化碳 

测量项目 

 气体类 

  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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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使用环境条件   

1.5.1 工作环境条件   

a) 工作温度：0 ℃ ～ 40 ℃ ；   

b) 湿度：≤ 98 % ；   

c) 大气压力：(80～116) kPa ；   

d) 风速：0～8 m/s ；   

e) 机械环境：无显著振动和冲击的场合；   

1.5.2 贮存温度：（-40～60）℃。 

1.6 防爆类型及防爆标志   

防爆类型: 矿用本质安全型，防爆标志: Exib ⅠMb。   

  

2   工作原理及结构特征   

2.1 工作原理   

一氧化碳气体敏感元件是采用电化学原理的三电极气体敏感元件，当

通电工作时，空气中的一氧化碳在敏感元件的工作电极上被氧化成二氧化

碳，同时在工作极和对极之间产生氧化还原电流，一氧化碳浓度越高，在

工作极和对极之间产生的电流就越大，且成线性关系。 

2.2 结构特征   

传感器的外型为长方体结构，主机的机壳由不锈钢冲压而成，前后盖

的合缝处为能防尘、防水的橡胶密封围，下部为装有限制扩散式气室和一

氧化碳气体检测元件。显示窗由四位七段红色数码管组成。整个设计新颖

美观、体小量轻、调节方便。外型结构示意图如下： 

 

 

 

 

 

 

 

 

图 1   EMG3 型矿用一氧化碳传感器外型结构示意图 

 

1 提手 2 外壳 3 前铭牌 4 蜂鸣器 5 压线夹 6 显示窗 7 探头气室 8 后

铭牌 9 报警灯 10 电源/通讯  11 后盖螺钉 12 标定盖 

 

3   技术特性   

3.1 主要技术指标   

3.1.1 电气性能   

a)   工作电压：(9～25)V.DC；   

b)   工作电流：≤120mA（18VDC）；   

3.1.2   输出信号制式   

a)   频率型：200Hz～1000Hz（脉冲宽度大于 0.3 ms）；   

b)   电流型：4mA～20mA。   

3.1.3   显示值稳定性   

在 0～20ppm 范围内，当一氧化碳浓度保持恒定时，传感器的显示

值或输出信号值（换算为一氧化碳浓度值）的变化量应不超过 1ppm。 

3.1.4 隔离特性 

输出信号与本设备之间采用隔离输出，避免外部设备与本设备的相互

干扰。 

3.1.5 防雷特性 

防雷等级：1.2KA 

3.1.6   基本误差   

传感器基本误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测量范围，ppm 基本误差，ppm 

0～2000 测量值的 6% 

>2000 测量值的 5% 

3.2 传感器使用电缆的单芯截面积为 1.5mm 时，传感器与关联设备的

传输距离不小于 2km。 

3.3 工作稳定性   

传感器连续工作 15d 时间内，基本误差符合表 1 的规定。   

3.4 响应时间（T90）   

传感器的响应时间不大于 30s。   

3.5 传感器在规定的压力范围内，基本误差符合表 1 的规定。   

3.6 显示方式：四位红色数码管 。   

显示定义（从左起第一位和第三位功能显示）：   

“P1”—调零      “P2”—灵敏度调节  “P3”—调报警点          

后四位：数值显示（单位：ppm） 

3.7 报警方式：   

a) 传感器为超上限报警，并在(0＜X≤5000)ppm 范围内可任意设置

报警点，报警方式为声光报警； 

b) 警报声级强度在额定电压下其 1m 远处的声响信号的声压级应

不小于 80dB（A）；光信号能在 20m 处清晰可见。   

3.8分辨率：1ppm。   

3.9 本安参数：Ui:25.0V；Ii:470mA；Ci:1.1µF；Li:80µH。 

   

4   尺寸、重量、材质   

4.1 外形尺寸：（271×124×57）mm  。 

4.2 整机重量：≤1.5kg 。   

4.3 外壳材料：不锈钢。   

4.4 外壳颜色：银白色。  

 

5   使用、调校   

用前用户必须认真、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对传感器的主要性

能、技术指标及主要功能有一 个全面的了解，然后再进行具体的接线、使

用及操作。  

5.1 使用   

5.1.1 电缆线及所连航空插头的接线及颜色规定：   

红色线——电源正极（电缆插头 1 号口）   

白色线——电源负极（电缆插头 2 号口）   

黄色线——频率信号输出（电缆插头 3 号口）   

蓝色线——断电信号输出（电缆插头 4 号口） 

5.1.2 航空插头的序号排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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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传感器上的插座排列图 图 3   电缆线上插头的序号排列图 

 

5.1.3 连接   

使用前用户首先要正确完成本传感器与所挂井下分站的连接。将来自

分站的专用的电缆接到传感 器上。具体方法是：将电缆航空插头的缺口对

准传感器左侧上方的航空插座的相应位置，插入并旋紧， 确保连接可靠。

传感器上电将依次显示传感器类型,,量程，最后停留在显示“hold”，表示

传感器预热状态中，在此过程中任何操作对装置都无效， 30 秒后进入工

作状态，显示并输出浓度信号。 

5.2 调校   

若要对传感器零点或灵敏度进行调校，必须在传感器上电预热 

30min 后进行，并且在以下所有要求通气的步骤中，操作未完成时通气不

能间断。   

5.2.1 零点校准（状态“P1”）   

待传感器充分预热后，对传感器通入纯 N2 气进行零点校准。具体

操作方法是：将通气罩旋在传感头气室前端，不能太松动保证通气效果，

以 300mL/min 的流量通入 N2 气，通气 2 分钟后将配套遥控器对准传感

器显示窗，轻轻按动遥控器上的功能选择键，使显示窗内的数码管显示“P1”，

再按下确认键，传感器进入校零状态，将自动把当前气体浓度标定为零点，

校零过程中数码管显示“8888”，直到校准完成后显示 0000。 

5.2.2 灵敏度校准（状态“P2”）   

在完成传感器的零点校准后，第二步是传感器的灵敏度校准。具体操

作方法是：将通气罩旋在传感头气室前端，然后通入浓度约 4000ppm 气体，

通气流量控制在 300mL/min,通气 2 分钟后，此时传感器测量值基本与通

入的一氧化碳气体浓度值一致，将遥控器对准传感器显示窗，轻轻按动遥

控器上的功能选择键，使显示窗内的数码管显示“P2”，按下确认键，此时

数码管闪烁式地显示当前测量的气体值，如果当前测量的值与通入的气体

值不一致，可按动摇控器的加键“+” 或减键“-”进行调整（长按键步进

为 10，短按步进为 1），直至显示窗内的显示值与实际通入的一氧化碳气体

浓度值一致为止，按下确认键，精度校准过程中数码管显示“8888”，直到

校准完成后显示当前测量值。 

5.2.3 报警点设置（状态“P3”）   

待传感器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然后将遥控器对准传感器显示窗，轻轻

按动遥控器上的功能选择键， 使显示窗内的数码管显示“P3”，按下确认

键，此时数码管将闪烁式地显示当前报警点，可根据需要分别按动摇控器

的加键“+” 或减键“-” （长按键步进为 10，短按步进为 1）， 将显示

窗内的数字（即报警值）调节为所需要的数值后按下确认键即可完成本传

感器报警点的设置。 

特别提醒：每次对传感器参数进行调节后，必须按下确认键后才能保

存本次设置数据， 否则若进入功能选择后 30s 后无动作或者按下返回键，

将退出当前状态，导致本次调校无效。 

6   典型故障处理   

6.1传感器显示“Err”   

当传感器闪烁显示“Err”时，原因：①传感头内部接线不正确、松

动。②传感器探头卡死③损坏。处理方法：第一步、切断电源，重启装置，

等待传感器响应，（启动后传感器如果一直收不到数据，装置将自动重启一

次，若重启后传感器仍然收不到数据，数码管则显示“Err”）第二步、若

第一步完成后仍然显示“Err”,再将传感器断电带至地面，打开后盖查看各

接线拄接线是否松动，如无松动则寄回厂家予以维修，不可私自拆卸以免

造成不可修复的错误。 

6.2 报警时有光无声或声音嘶哑   

当传感器报警时出现有光无声或声音嘶哑现象时，首先应检查蜂鸣器

的连线有无断线 ，如无断线则属蜂鸣器故障。处理方法：可先用橡胶等弹

性物对蜂鸣器片予以衬垫以排除嘶哑现象。如不行，则更换蜂鸣器片。 

6.3 报警时无声无光   

如传感器显示已达报警值但传感器仍无光无声，经检查确定报警灯连

线无断线时，请检查传感器电路板上的相关报警控制芯片是否损坏，必要

时予以更换。 

6.4 传感器接受不到遥控信号   

当出现传感器接受不到遥控信号现象时，首先应确认遥控器内的电池

是否有电。如有电，则应及时将传感器带回地面，检查传感器线路板上数

码管旁的（SFH）矿用接收头，必要是可更换。 

6.5 数码管显示的功能位数字乱跳且无法控制   

当传感器显示窗内的小数码管（功能位）出现数字乱跳且无法控制时，

检查电路板上按键是否短路或更换传感器电路板上数码管旁的（SFH）矿

用接收头。 

6.6  数码管无显示 

 若数码管一直处于灰色无显示状态，将传感器断电带至地面，检查电

路板上数码管周围是否短路必要时可更换数码管。 

7   维修、维护及保养   

7.1 维护   

7.1.1 本仪器应固定专人使用、维护。使用中应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进

行操作。   

7.1.2 非专职人员禁止随便拆开仪器，按动按键等。   

7.1.3 在使用中避免猛烈摔打、碰撞。   

7.1.4 井下严禁打开传感器机壳后盖。 

7.2 保养 

7.2.1 本传感器的零点、测试精度都需要定期调校，调校期限为 6 个月。

若无超差则可继续使用。   

7.2.2 使用人则应经常擦拭仪器外部的煤尘、污垢。保持传感器的清洁、

美观。 

8   运输、贮存   

8.1   运输方式不限，但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振动与冲击，避免雨

雪直接淋袭。运输过程中包装箱不得倒置、倒放。   

8.2   产品应贮存于没有雨雪侵入、通风良好，空气中不含有酸、碱等

腐蚀性气体或粉尘的场所。   

8.3   存放期超过一年的产品不出厂或使用前应逐台检修，更换锈蚀的

元器件，并重新进行出厂检验。 

9   开箱及检查   

10  资质编号   

10.1 防爆合格证号：   

10.2 安全标志证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