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ID 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
Xtralis 生产的开放空间烟雾成像探测器
（OSID）是对射式光束烟雾探测技术中
的一项新发明。OSID 采用先进的双波
段对射式光束和光学成像技术进行烟雾
探测预警，提供了一种低成本、可靠、
易于安装的解决方案，克服了传统对射
式探测的主要缺陷，例如：误报警和校
准困难。

OSI-10 + OSE-SP-01
特性
• OSI-10 的最大探测范围为 100 米
• 火警、故障和电源的状态 LED
• 防误警报能力
• 不受灰尘和侵入固体颗粒影响
• 具有较大的调节角和视角，易于校准
• 无需精确对准
• 能够承受对准偏移

独特的探测技术

• 十分钟内完成自动调试

OSID 系统可以测量进入安装在保护区域上方的投射光束的烟雾量。这种革命性的 OSID
烟雾探测器开发利用了烟雾探测技术领域的两项创新：

• 简单的 DIP 开关配置

双波段烟雾颗粒探测

• 维护简单易行

每个发射器投射的光束都含有一个与成像器同步的独特序列的紫外（UV）和红外（IR）
脉冲，从而能够杜绝任何干扰光源。

• 传统火警接口，能够直接与火灾报警系
统集成

此系统采用双波段探测烟雾颗粒，能够区别不同的烟雾颗粒尺寸。波长较短的 UV 能与
小烟雾颗粒和大烟雾颗粒发生作用，而波长较长的 IR 则仅与大烟雾颗粒作用。因此，
通过测量双波段路径损失，探测器能够提供可重复烟雾遮挡测量，同时不受灰尘颗粒或
其他固体侵入颗粒的影响。

• 三种可选报警阀值

具有 CMOS 成像芯片的光学成像

• UL

OSID 成像器内含光学成像阵列，因此探测器具有较大的视角，能够定位和追踪多个发
射器。同时系统还能够不受安装精度较低的影响，补偿建筑结构自然移位造成的偏移。

• ULC

滤光作用、高速影像采集以及智能软件算法使 OSID 系统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灵敏度，
同时其抵抗强光照变化的能力更强。

• CE - EMC 和 CPD

运行
成像器通过状态 LED 灯、故障和报警继电器，以及远程指示器接口实现状态信息（火
警、故障和电源）的通信。通过故障 LED 的编码闪烁可以识别特定的故障（错误）。
成像器上还提供了一个内部加热选项，以防止光学表面产生冷凝，同时复位端子可以通
过外部信号来复位探测器。

简单安装和维护
每个部件都可以直接安装在安装表面，也可以通过随附的安装托架进行固定。您可以选
用由使用寿命高达五年的蓄电池供电的发射器，以减少安装时间和成本。

• 基于双波段 LED 的烟雾探测

认证目录

• AFNOR
• 主要机构认证正在进行

OSID 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
成像器上的终端卡提供了所有的现场接线端子，成像器上的 DIP 开关则使用户能够针对
特定用途配置探测器。
使用一个激光校准工具旋转光学球体元件，直到校准工具投射的激光束接近成像器，这样
即可实现发射器的校准。
成像器的校准与发射器类似，使其视场（FOV）涵盖所有发射器即可。当某个发射器丢
失或者处于成像器视场之外时，将显示故障或错误。
OSID 系统具有较高的防止灰尘和污物能力，实际操作中很少需要维护。预防性维护仅限
于探测器部件光学元件表面的偶尔清理。

配置选项
OSID 系统可以通过选择发射器的数量和成像器的类型进行配置，适用于多种探测空间。
每种类型的成像器因采用不同的镜头而各异，进而不同系统的视场和范围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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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I-10 + OSE-SP-01
规格
供电电压
20 至 30 VDC（标称电压 24 VDC）
成像器电流消耗
标称电流消耗（23VDC 时）：
4mA（1 个发射器）
练习模式下达到峰值（24VDC）时
的电流消耗：27mA
发射器电流消耗
采用外部电源供电的发射器
（24 VDC）：350µA
蓄电池类型：
使用寿命为 5 年的嵌入式蓄电池
现场接线
电缆线径
0.2 - 4mm² (26-12 AWG)
报警阈值级别:
较低 - 灵敏度最高/报警最早：
20%（0.97dB）
中等 - 灵敏度中等：
35% (1.87 dB)
较高 - 灵敏度最低/最大的抗烟雾干
扰能力：50% (3.01 dB)
调节角
±60°（水平）
±15°（竖直）
最大偏心角
±2°
尺寸（长高宽）
发射器/成像器：
198 毫米 x 130 毫米 x 96 毫米

订购代码
OSI-10

成像器 - 7º 覆盖

OSE-SP-01

发射器 - 标准功率

OSID-INST

OSID 安装工具包

运行条件 *
温度：
-10 °C - 55 °C *
湿度：
相对湿度 10 - 95% RH（无冷凝）
本产品在上述参数范围之外运行时，
请咨询当地的 Xtralis 办事处。
储存条件(非工作状态)
湿度: 干燥度(<95%)
温度: 0° 到85°C
不可暴露在日光下或有辐射的地方。
IP 等级
电子产品的等级为 IP 44
光学产品外壳的等级为 IP 66
状态 LED 灯
火警（红色）
故障/电源（黄/绿双色）

认证
请参考产品指南了解设计、安装和调
试的详细信息。
* UL列出产品工作温度为 0 到39 °C
（32到103 °F）
上海办事处
广州办事处
西安办事处
沈阳办事处
北京办事处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4号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308号 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二路40号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206号
区环科路555号1号楼
海运大厦15楼A座
电话：+86 137 0029 8567
城市广场第一座904室
兆维工业园甲1号楼
电话：+86 21 8038 6800
电话：+86 133 1618 9669
传真：+86 29 8832 6164
电话：+86 159 4281 1221
电话：+86 10 5669 6000
传真：+86 21 6024 6074
传真：+86 20 8410 1815
传真：+86 24 2334 1506
传真：+86 10 5756 0508
重庆办事处
武汉办事处
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黄山大道 武汉市武昌区临江大道96号
中段5号水星科技大厦B栋4F
武汉万达写字楼1906室
电话：+86 23 6788 2200
电话：+86 137 2018 8261
传真：+86 23 6788 9292
传真：+86 27 8544 9468
网站：www.xtralis.c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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