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421 激光防撞仪 说明书

AE421-C1-V11

应用领域
适用于行车，岸桥，轨道吊，门座式起重机等在轨道运行的起重设备监测障碍使用。
主要功能及特点
•  预报警、报警带有语音提示、可对预报警、报警距离点进行参数设置。



•  迷你型显示器，四位数码管显示距离。

AE421A 激光测距传感器

•  兼容两台三线制 4~20ma 电流输出型防撞仪传感器，可灵活设置测量范围。
•  带 SD 存储功能，配 4G 存储卡，内置时间系统，可连续存储数据大于 3 年。
•  带 485 通讯输出，可接入 PC。
•  带双 4~20ma 三线电流环输出，可接入 PLC 系统。
•  可接左右传感器 4~20ma 三线电流环输入。
•  工作电压范围广：AC85～ AC265V（DC24V 或 AC16V 可定制）。


AE411B 反光板

AE421C 主要技术参数
系统工作电压

AC85V～AC265V

通讯方式

RS485

报警音量

0dB-80dB

功率

<10W

距离显示范围

0～50m

显示分辨率

0.1m

测量误差

±0.5m

使用地点

室内

多路信号输出


             AE421C 主机            

数字显示

AE421A 安装尺寸图（单位：mm）:

语音提示报警，数字通讯输出。
左右向分别 4~20ma 三线电流环输出，线性对应设置值。
（负载小于 500 欧姆）
显示内容： 左右向距离 
显示刷新频率：2 秒／次
内置时间系统，可以时间查询设定。常温 25°C，年时间误差±2.5 分钟。

SD 存储

时间系统由内置充电电池供电，系统断电 6 个月内无需重新设置时间。
由标准 SD 卡存储，存储格式为 TXT 文件。


工作温度

-15˚C~+55˚C

工作湿度

0%~95%(不凝结）

材质

ABS

净   重

0.5Kg

AE421A 传感器主要参数
探测距离

200mm…50m （带反射镜）

光点直径

Φ=10m 处(15mm)

电源电压

DC18-30V

信号输出

4-20mA

100mA

电流承载

≤250mA

输出电流 Imax
触发时间

50/s









工作温度

-15˚C~+55˚C

防护等级

IP54

外壳材质

冷轧板+镀锌+喷塑

净   重

0.8Kg


AE411B 反光板尺寸图（单位：mm）:

•

RS485 to PC 通讯协议
1.

(波特率 9600/8bit/1bit stop/no parity)

通讯数据定义 7 个字节 每 1s 自动输出
0xAA

0x04

0xXX

0xXX

0xZZ

0xZZ

checksum

AA 为同步头,0x04 为信息长度, 接下来两个 0xXX 字节组成一个字,表示右向距离, 再接下来
两个 0xZZ 字节组成一个字，表示左向距离;
checkshum （=0xXX+0xXX+0xZZ+0xZZ）为校验和。
2.

举例:0xAA  0x040x010x6A0x010x2C0x98  
表示: 右向距离为 0x016A=36.2m, 左向距离为 0x012C=30.0m。

3． RS485 为标准 9 芯接口在显示器侧边，1 脚为 485 的 A 线，2 脚为 485 的 B 线。
      4． 可选配 USB 转 RS485 数据线（型号 UT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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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421C 安装尺寸图（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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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输出特性曲线图






注 1：曲线公式为距离 L=0.2+(I-4)*49.8/16。



注 2：当距离小于 0.2 米，输出电流为 3.5mA。

AE421C 参数设置图：

注 3：当距离大于 50 米，输出电流为 20.5mA。

•  AE421C 防撞仪显示器安装方法：
A、检查电源与显示器额定电压是否相符。
B、安装面与显示面应保持平行。
C、显示器用 4 个 M5 的螺丝与安装面固定，安装面应平整和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D、拧下接线端子盖板上的螺丝，拿下盖板，露出接线端子排。

图一：预警点设置

E、从填料函接进电源线、数据线、控制线，按照标签上的端子定义正确连接电源线及信号线。
F、检查无误后，接通电源即可有数字显示。当风速传感器有转动时，显示器显示将有所变化。
G、没有用到的接线端子可不与连接但必须拧紧，避免接线端螺丝掉在显示器内造成短路。


图二：报警点设置


图三：测量范围设置

AE421A 安装位置


产品应用图

AE421C 防撞仪显示器功能简述：
★、AE421C 显示器最多可接入左右两个三线制 4~20mA 电流输出型防撞仪传感器；当显示器检测
到电流小于 3.5mA 或者大于 20mA 时，显示器将显示“----“,同时输出 20.5mA，代表未接传感器
或者超出检测距离；当检测到电流等于 3.5mA 时，显示器将显示 0.0 米，同时输出 3.5mA，代表检
测距离小于 0.2 米。
★、当只有左边接入防撞仪传感器时，显示器将只显示左边距离数据。
★、当只有右边接入防撞仪传感器时，显示器将只显示右边距离数据。
★、当左右两边都接入防撞仪传感器时，若设备运动时，显示器将显示运动方向那边的数据；若设备




★、当左右任意一边传感器检测到距离小于所设置预报警或者报警值时，显示器将语音报警，提示危






停止不动时，显示器将显示设备与另一障碍物较近一边的距离数据。
险。正常显示模式下，单独长按▲键或者▼键可以连续调节语音音量。



★、当左右任意一边传感器检测到距离小于预报警或者报警值时，显示器将语音报警，同时将会把报
警时段的距离数据存入 SD 卡。供客户后续查询。
★、显示器左右传感器输入部分，都有电流同步输出模块，传感器输入多少电流，显示器同时输出多
少电流，可以扩展给 PLC 系统检测。
★、显示器带 RS485 接口输出，当有正常接入传感器时，RS485 将以 1 秒每次连续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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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421C 使用调试方法：
一、左右向距离显示调试：
1)





只接入左向传感器，以调试左路，如果显示器显示----，表示左向防撞仪传感器连接不良，请检查连接线是否接好,安装是否正确。或者检查
防撞仪传感器是否开启或者损坏。




2)

只接入右向传感器，以调试右路，如果显示器显示----，表示右向防撞仪传感器连接不良，请检查连接线是否接好,安装是否正确。或者检查
防撞仪传感器是否开启或者损坏。

3)

若上述左向和右向传感器接入都正常，则可以同时接入左右向传感器。

二、参数的定义与设置：
A 为手动时间查询设置模式的密码项：密码为 A16.3。



b 为预警点设置参数，如显示“b04.0”，表示预警点距离为 4m（示意图图一）。



当显示器显示距离小于该值时，显示器将发出预警语音。



C 为报警点设置参数，如显示“C02.0”，表示报警点距离为 2m（示意图图二）。



当显示器显示距离小于该值时，显示器将发出报警语音。






d 为距离测量范围参数，如显示“d50.0”
，表示距离测量范围为 0~50m。
（示意图图三）
如果防撞仪传感器测量范围为 4~20ma 对应 0~20m，请设置 C 为“d20.0”。
如果防撞仪传感器测量范围为 4~20ma 对应 0~50m，请设置 C 为“d50.0”。
（其余类同）
（1）参数进入(注：进入设置模式后 10 秒内未动作将自动返回正常显示模式且不保存改变数据)
A 参数的进入：正常显示模式下，3 秒长按 SET 键,出现 A00.0,“A”字符闪烁。



b 参数的进入：A 或 C 闪烁情况下，短按▼或者短按▲,直到出现 bXX.X,“b”闪烁。



C 参数的进入：A 或 b 闪烁情况下，短按▼或者短按▲,直到出现 CXX.X,“C”闪烁。



d 参数的进入：A 或 b 闪烁情况下，短按▼或者短按▲,直到出现 dXX.X,“d”闪烁。



（2）参数设置





首先要进入要设定的参数，短按

将光标移动到修改位置，再短按▼或者短按▲对对应的数据进行修改(对应的数字位会循环变化)，修改完

成后 3 秒长按 SET 键确认退出设置模式。
三、系统时间查看与设置：
系统时间服务于 SD 存储功能，若无存储需求，则无需设置。



若本产品需要用存储功能，而且大于 6 个月未通电，或者跨时区使用，则需要设置。



时间设置流程如下：



（1）

进入 A 模式，输入密码 A16.3，即可进入时间设置模式，显示进入瞬间的时间。



（2）

进入时间设置模式后，显示 1—12,同时 1 闪烁，代表进入瞬间的年时间为 2012。

（3）

再短按▲键后，显示 2—02,同时 2 闪烁，代表进入瞬间的月时间为 2 月。

（4）

再短按▲键后，显示 3—24,同时 3 闪烁，代表进入瞬间的日时间为 24 日。

（5）

再短按▲键后，显示 4—13,同时 4 闪烁，代表进入瞬间的小时时间为 13 点





（6）

再短按▲键后，显示 5—58,同时 5 闪烁，代表进入瞬间的分时间为 58 分。



（7）

再短按▲键后，显示 6—26,同时 6 闪烁，代表进入瞬间的秒时间为 26 秒。



（8）







以上短按▲键或者▼键，可循环查看年月日时分秒的时间，如果该时间与当前实际时间有大于 3 分钟的误差的话，建议修改系统时间，
否则等候 10 秒退出。




（9）

修改系统时间，通过短按

将光标移动到修改位置，再短按▼或者短按▲对对应的数据进行修改(对应的数字位会循环变化)，修改完

成后 3 秒长按 SET 键确认保存并退出时间修改模式。


四、SD 卡存储功能：
（1）当左右任意一边传感器检测到距离小于预报警或者报警值时，且 SD 卡已经插入显示器。显示器将以 10 秒间隔存储左右向距离数据，直
到解除报警。
     （2）SD 卡数据存储格式为：



★、SD 卡根目录下建总文件夹“AE-ALARM”。



★、
“AE-ALARM”文件夹下建年文件夹“YEAR20xx”。



★、
“YEAR20xx”文件夹下建月文件夹“MONTHxx”。





AE421-C1-V11

★、
“MONTHxx”文件夹下建日文件“DAYxx.TXT”。
★、
“DAYxx.TXT”文件存储该天报警时的距离数据，例如 15:01:30027173 代表该天 15 点 01 分 30 秒的右向距离为 2.7 米，左向距离
为 17.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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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D 操作及故障提示： 
 ★、当 SD 卡由卡座拔出，显示屏将连续 4 次闪烁，并以蜂鸣声结束，代表 SD 取出。
★、当故障的 SD 卡插入卡座, 显示屏将连续 4 次闪烁，并以蜂鸣声结束，代表 SD 卡故障。
★、当正常的 SD 卡插入卡座，显示屏不会闪烁，只蜂鸣声报警一下，代表 SD 卡插入并正常。
★、SD 卡故障可能的问题及解决：
①、SD 卡写保护，请将 SD 卡写保护锁解除。
②、SD 卡剩余容量小于 30M，请确保 SD 卡剩余容量大于 30Mb。
③、SD 卡使用前，请格式化为 FAT32 文件系统。
④、若 SD 卡满足以上情况，显示器还提示 SD 卡故障，请重新启动显示器。
注 1：正常显示模式下同时 3 秒长按▼和▲键，可以回出厂设置。
注 2：长按键进入或退出设置模式及返回出厂设置操作成功都会有“嘀“提示音提示操作成功。
•

•

出厂参数设置：
序号

参数

数值

1

距离测量范围

0.2m~50m

2

预警点

4m 

3

报警点

2m 

AE421C 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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