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慧科技  
www.nengh.com 

NHZD810B隧道内专用照度检测仪 

技术手册  

 

 
 

武 汉 中 科 能 慧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Wuhan Zhongke Nenghui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目    录 

 

一、 概述 .....................................................................................4 

1. 传感器简介 .........................................................................4 

2. 传感器特点 .........................................................................4 

二、 技术参数 .............................................................................5 

三、 电流输出值计算 ..................................................................6 

四、 485 通讯方式 .......................................................................7 

1. 寄存器定义 .........................................................................7 

2. 附加示例 .............................................................................7 

五、 外形尺寸 .............................................................................8 

六、 安装步骤 .............................................................................9 

七、 面板组成 ...........................................................................10 

八、 设置报警操作 .................................................................... 11 

九、 使用注意事项 ....................................................................12 

十、 维护和保养 .......................................................................12 

十一、 用户反馈表 .......................................................................13 

 

 

 

 



    NHZD810B 隧道内专用照度检测仪技术手册 

网站：http://www.nengh.com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东街道武大科技园豪迈大厦 3 栋 401 4 

一、 概述  

1. 传感器简介 

NHZD810B 隧道内照度检测仪，采用了最先进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专有数字模拟

混合通讯技术而设计的完全智能化的检测仪器。该照度检测仪技术先进、稳定性高、具有通讯

和报警功能、安装维护方便，广泛应用于隧道口的照度检测  

2. 传感器特点 

 完全实现了隧道照度检测的数字化、智能化；  

 4-20mA 电流信号和标准 RS485 数字接口，可实现与计算机通讯；  

 数码管显示检测值，观看直观、方便；  

 现场维护安全、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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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术参数 

型号 输出方式 

NHZD810B I（电流） R（485） 

量程 0-20000LUX 

精确度 ±5%rdg+10dgts 

分辨率（灵敏度） 1LUX 

电源 220V±15%VAC 50HZ 

功耗 最大 5W、额定 3W 

输出 

一路 4-20mA，最大阻抗 500欧姆 

一路数字量 RS485 输出 

一路继电器输出、故障报警 

LCD实时显示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55～+65℃ 

工作湿度 0～100%RH 非凝结 

防护等级 IP66 

尺寸 200*200*128(mm) 

重量 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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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电流输出值计算 

隧道照度传感器模拟量输出为 4-20 毫安电流，阻抗不超过 500 欧姆，电流与照度呈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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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485 通讯方式 

波特率 9600，8 位数据位，1 停止位，偶校验（EVEN）。设备地址 01。 

1. 寄存器定义 

  

寄存器地址(Hex) 寄存器内容 

功能

码 

数据范围(Hex) 

0x0000 浮点照度高字节 03 

0-20000lux 

0x0001 浮点照度低字节 03 

 

2. 附加示例  

1.读取照度值(从设备地址 02 号，波特率为 9600，N,8,1) 

  主机发送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照度仪回应：01 03 04 EB 85 40 51 2E 02 

  40 51 EB 85 转为浮点数后为：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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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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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安装步骤 

照度仪为一体式传感器，无任何移动部件。安装位置要求车行方向的右侧壁，安装距离洞

口两倍隧道净高的侧壁上，建议安装高度为 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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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面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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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设置报警操作 

1. 正常工作时，数码管实时测量值。 

2. 按键用于查看和设置报警值。每次按键均有声音提示，表示按键操作成功。 

3. 工作状态下，短按 REG 查看报警设定值，3 秒后显示实测值。 

4. 工作状态下，长按 SET 键（长按 2 秒以上，直至听到嘀音）进入报警值设定。 

5. 数码管共有 5位，通过 SET 按键循环数码位 5－1。通过 REG 按键循环数值 0－9。 

6. 设定好报警值后，长按 SET 键（长按 2 秒以上，直至听到嘀声音），保存报警值。 

7. 设置的报警值，在下次开机后生效。  

8. 报警值规定：实测值 > 报警值，报警触点吸合；实测值 < 报警值，报警触点断开。 

9. 报警触点负载容量：1A 250VAC 或 1A 30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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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使用注意事项 

7.1 使用前请先完整阅读本说明书；   

7.2 不按线序接线,可能造成该设备及连接该设备的仪器损坏；  

7.3 输入电源超过该设备的最大接入电源时,将造成该设备的损坏； 

7.4 切勿带电接线，接线完毕检查无误后方可通电；  

7.5 使用时不要随意改动产品出厂时已焊接好的元器件或导线；  

7.6 传感器属于精密器件，用户在使用时请不要自行拆卸、用尖锐物品或腐蚀性液体接触传

感器表面，以免损坏产品；  

7.7 请检查包装是否完好，并核对产品型号是否与选型一致；  

7.8 请保存好检定证书和合格证，维修时随同产品一同返回。  

十、 维护和保养 

本仪器是具有优良设计和功能原理的科技产品，应注意维护和保养。下列建议将帮助您

有效使用保养服务。 

8.1 避免仪器被刮划，保持外部保护膜完整性，增加仪器使用寿命 

8.1 使用仪器时请将各连接部位固定牢固，避免仪器的损坏 

8.1 粗暴地对待仪器会毁坏内部电路板及精密的结构 

8.1 不要用颜料涂抹仪器，涂抹会在可拆卸部件中阻塞杂物从而影响正常操作 

8.1 使用清洁、干燥的软布清洁仪器外部 

8.1 定时查看其他配置设备的电源电量，确保仪器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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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用户反馈表 

购买日期  

用户名称  电话  

联系人  传真  

通讯地址/邮编  

使用情况  

建   议  

注明：表中所涉及的个人信息未经您的许可我们不会对外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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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7105955  15327366737 

Q      Q：2045047191    3166479256 

 845889533     1462238372 

邮    编：430223 

地    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地球空间 

  国家信息产业基地 II区 A-2 

          V1.1-18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