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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尊敬的用户：

您好！

感谢您选择唐山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

为了确保您更好的使用本产品，请您在使用前仔细阅读说明

书，然后放到您随时可以查阅的地方，以便在将来的使用过程中

进行查阅。

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改善我们的产品及服务质量。

二、产品简介

2.1 产品尺寸规格

图 1

2.2 产品结构

本产品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如图 2（杆体）、图 3（系统）：

图 2

图 3



-3- -4-

2.3 电器件及其说明

2P 断路器

图 4
DZ47s C63 系列小型断路器主要适用于交流 50HZ/60HZ；额定

电压为 230V/400V 以下，额定电流至 63A 的线路中，该断路器主

要用于现代建筑的电气线路及设备的过载、短路保护、亦用于线

路的不频繁操作与隔离。

熔断器

图 5

本系列熔断器支持适用于交流 50HZ、额定绝缘电压至 500V、
约定发热电流至 32A，主要用在电器线路中作为尺码至 10*38的
各种使用类别（gG、aM、aR等）熔断体的支持件。

PLC S7-200

图 6
S7-200 SMART 系列微型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Micro PLC,

Micro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可以控制各种设备以满

足您的自动化控制需要。 CPU 根据用户程序控制逻辑监视输入并

更改输出状态，用户程序可以包含布尔逻辑、计数、定 时、复杂

数学运算以及与其它智能设备的通信。S7-200 SMART 结构紧凑、

组态灵活且具有功能强大的指令集，这些优势的组合使它成为控

制各种应用的完美解决方案。

西门子 SMART 扩展模块 EM AI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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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模拟量输入模块，4输入，与 S7-200 SMART 系列搭配可更好

的实现相关功能，扩展设备的功能面。

LY2NJ-GS 继电器

图 8
高灵敏 LED 指示灯，可随时观察指示灯的工作状态，银质触

点，比普通触点导电性能更强，承载电流更大，特制外壳材料，

耐磨耐高温，便于内部观察。

MY4N-GS 继电器

图 9
用于线路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适用于工

厂、车间、高层、住宅等各种场所。

直流接触器

图 10
本接触器采用阻燃 PC材质，防火耐热抗氧化，可长期保持

美观整洁；独立滑块设计，可单手装卸于导轨上，双接线口设计，

便捷可靠；全自动全铜线圈，质地亮泽，缠绕足数，保障质量，

性能稳定。

接触器辅助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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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F4 系列辅助触头组是交流接触器和接触器式继电器的附件，

将辅助触头组连接在交流接触器或接触器式继电器上可扩展辅助

触头数量，在控制电路中瞬时或延时接通或分断电路。

UK 通用接线端子

图 12
接线金属部件采用黄铜制造，螺丝紧实牢固不滑丝，导轨式安

装方便快捷，可以随意组合。

TC 60A-2P 大电流接线端子

图 13

大电流接线端子，最大支持电流达 60A，优质螺帽，不易滑

丝，接线简单，安全可靠，有效保证用电安全。

4G DTU USR-G780 V2

图 14
USR-G780 V2，5 模 13 频 4G DTU，用以实现 RS232/485 转 4G

功能，支持移动、联通 2/3/4G、电信 4G 接入。产品基于嵌入式

Linux 系统开发，可靠性高；支持 2个网络连接同时在线，支持

TCP 和 UDP；支持 TCP Server，支持 8路 Client 接入；支持发送

注册包/心跳包数据；支持远程短信设置设备参数；支持网络透传、

协议透传（UDC）、HTTPD 等多种工作模式；支持基本指令集、FTP

他更新协议，方便客户远程更新设备，支持 FOTA 远程升级。

Samkoon 显控 SK-070GE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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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单元，输入输出单元，显示屏，内存等模块单元。可以

广泛地用在工业各行各业的控制系统上。采用软硬件优化设计，

使产品在触摸精度和准度，还有画面色彩上都符合机器控制需求。

电源转换开关 NP2-BD25

图 16
NP2系列旋钮适用于 50HZ 或 60HZ、额定工作电压至 415V

的控制电路中作为电磁启动器、接触器、继电器及其它电气线路

的控制之用。

电感式接近开关

图 17
接近开关是一种无需与运动部件进行机械直接接触而可以操

作的位置开关，当物体接近开关的感应面到动作距离时，不需要

机械接触及施加任何压力即可使开关动作，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可

作为限位、计数、定位控制和自动保护环节等。

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

图 18

Tracer-BP 系列是采用太阳能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充电技

术的太阳能控制器, MPPT 比 PWM 设计的充电效率高 15%-25%,以

PV 最大功率充电,显著提高系统的充电功率。此款控制器可支持

铅酸蓄电池或锂电池多种电池类型,并具有 RS485 防水通讯接口,

可查看和修改设置控制器的工作状态。专用于家庭户用室内外照

明、道路照明、景观照明、广告牌灯光等太阳能供电应用场合。

直流升降压模块

图 19
非隔离型直流稳压电源模块;具有高达 92-96%%的转换效率；采用

进口优质导热硅胶酒封, 100%防水( IP68 ) 、防尘、防震、压铸

铝合金外壳，体积小；宽电压输入，内置过流、过压、过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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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自动保护功能。

螺杆式手电两用螺杆启闭机

图 20
螺杆式启闭机是一种手扳带锁式螺杆式手电两用启闭机，它

适用于小型渠道、养殖池塘之用。启动形式为手扳启动，并配有

机械锁定装置。启闭机由壳体、机盖、螺母、压力轴承、机械锁

头、扳手螺杆组成。

太阳能电池板

图 21
额定功率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开路电压 短路电流 最大系统电压

95.0W 18.2V 5.23A 22.5V 5.59A 50V

三、技术参数

型号说明：

HS - GCS - 6

表 1：系统配置表

6：一托一控制、带远程传输功能、采用 DC24V

电源输入、控制直流 24V 串励型启闭机

GCS：Gate control system；闸

门控制系统

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控制方式
本地自动控制：通过电机信号反馈控制

本地手动控制：通过按钮控制随意启停

闸门开度显示 开度控制：通过拉绳位移信号反馈

闸门前/后水位显示 水位显示通过超声波液位计信号反馈

闸门瞬时/累积流量

瞬时流量：通过闸门传感器及闸门宽度计算实

时流量并显示在屏幕上；累积流量：通过闸门

传感器、闸门宽度及瞬时流量曲线计算累积流

量并显示在屏幕上

硬件特征

7寸触控屏

精度≤3%

防水、耐腐蚀材料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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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说明

本产品为立杆式直流 24V 版闸门控制系统，采用一托一模式，

DC24 输入电源输出，支持控制 DC24V 串联电机型启闭机。

4.1 屏幕内容说明

①

②

③

①运行状态显示区域，包括接收发送信号状态和箱门开关状

态显示；②闸门前、后水位及瞬时、累积流量显示区域，分别动

态显示当前的闸门前后的水位高度及通过闸门的瞬时和累积流

量；③闸门选择区域：根据需要进行操作的闸门进行选择。

①所选闸门名称；②闸门手动控制区域：上、下和停止分别

控制闸门的开关和停止，当阀门全部开起或全部关闭时电机自动

停止运行；③点击“手动”进入手动模式；④点击“主界面”页

面进入初始页面；⑤点击“自动”闸门进入自动模式；⑥闸门参

数设置区域，闸门预设总开度：闸门开到最大时的开度；闸门开

度设置：自动控制时闸门需要开启的开度；闸门宽度设置：闸门

控制箱控制的闸门的宽度；闸门经验系数设置：应由水利局或当

地其他主管负责部门提供相关参数；⑦状态显示区域：指示灯根

据闸门的状态亮起；⑧闸门控制箱通电后状态显示，通讯灯闪烁

表示通讯正常中；远方信号灯闪烁时表示信号正常；限位或升降

故障灯闪烁时表示限位或闸门升降出现故障；⑨闸门故障复位：

当设备出现故障后设备报警，无法再进行相应的设置或操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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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击“闸门故障复位”，当设备修好或确认操作步骤后重新进

行操作；累积流量清除：当需要进行累积流量清除时点击此处“累

计流量清除”；⑩闸门开度、明渠闸门前后液位及瞬时、累积流

量显示区域。

4.2 按钮说明

① ⑤

② ⑥

③ ⑦

④ ⑧

①电源灯：接通电源后指示灯亮起；②全开按钮：按下闸门

执行全开命令；③全关按钮：按下闸门执行全关命令；④运行指

示灯：电机运行时指示灯亮起，若电机故障或断电则熄灭⑤远程/
本地：远程操作时将旋钮拨到远程一边，按钮操作时将旋钮拨到

本地

一侧；⑥闸门升：闸门执行开操作；⑦停止：闸门执行停止

操作；⑧闸门降：闸门执行关闭操作；闸门升降到限位后自动停

止。

4.3 远程操作

4.3.1 远程手动操作

1、将箱体按钮区域的旋钮拨到“远程”；

2、打开闸门控制箱屏幕处的箱门点击屏幕输入账号密码后进入下

方页面，选择需要进行操作的闸门，点击“1 号闸门”；（此处

以 1号闸门为例）

3、点击“手动”，分别按下“闸门升”、“闸门降”或“停止”，

闸门执行升降或停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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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远程自动操作

1、同远程手动操作第一步；

2、同远程手动操作内容；

3、点击“自动”，进入下侧界面：

在上方参数设置区域输入参数：闸门预设总开度、闸门开度、自

动控制时阀门需要开启的开度；闸门宽度设置：闸门控制箱控制

的闸门的宽度；闸门经验系数设置：按水利局或水务局给的参数

确定；

4、点击“开始”，阀门按参数设置内容执行操作，在下方显示闸

门动作状态。

4.4 本地操作

1、将箱体按钮区域的旋钮拨到“本地”；

2、在按钮指示灯区域进行操作（不同按钮内容详见 4.2按钮说明），闸门

根据按钮内容执行相应操作，指示灯指示闸门当前状态。

五、故障排除及维护

 闸门全开/全关后电机仍动作：查看下侧/上侧的行程开关是

否位置过于靠上，对其进行调节，让闸门全开/全关时与行程

开关的接触点刚好接触即可。

 闸门开度显示错误或数值不变：查看闸位计拉绳安装是否正

确或有松动，对拉绳位置复位即可，拉绳安装无问题的情况

下仍出现此问题则查看对应的接线是否有松动或不牢靠，将

接线固定牢固即可。

 水位显示错误或数值不变：查看超声波物位计拉对应的接线

是否有松动或不牢靠，将接线固定牢固即可。

 对设备进行操作后电机不运行：查看电机接线是否出现松动，

对松动的接线拧紧加固处理。

 屏幕无画面显示：检查电源是否上电，若已上电检查与屏幕

连接的线是否松动或脱落，将其拧紧复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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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运输、贮存

闸门控制箱需要用气泡膜包好，闸门控制箱不应和尖锐物体

放置在一起，防止闸门控制箱在运输时自由窜动及磕碰，在搬运

时小心轻放，不允许野蛮装卸。

存放地点应满足以下条件：

（1）防雨防潮；

（2）不受机械震动或冲击；

（3）温度范围：-20℃～+55℃；

（4）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5）环境中不含腐蚀性气体。

保修条款

我公司郑重承诺，自用户从我公司购买产品之日起，用户享

有如下产品售后保修服务：

1）、本产品自用户从我公司购买之日起，实行为期 12 个月

的免费保修。

2）、本产品自用户从我公司购买之日起三个月内发生质量问

题，我公司包换、包修。

3）、本产品自用户从我公司购买之日起，享有有偿终生服务。

4）、免责条款：因下列原因造成的产品故障不在我公司 12

个月免费保修服务承诺范围之内：

用户不依照《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所述进行正确的操作。

产品遭人为破坏。

用户超过产品的标准使用范围使用产品引发产品故障。

因用户使用环境不良导致产品器件异常老化或引发故障。

由于地震、火灾、风水灾害、雷击、异常电压或其它自然

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产品损坏。

5）、在下列情况下，我公司有权不予提供保修服务：

我公司在产品中标示的品牌、商标、名牌等标识损毁或无

法辨认时。

用户未按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付清货款时。

用户对我公司的售后服务提供单位故意隐瞒产品在安装、

调试。

使用、维护或其它过程中的不良使用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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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闸门控制箱保修卡

客户姓名：

详细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产品型号： 邮编：

购买日期： 发生故障时间：

匹配水泵功率： KW

故障现象说明：

注：以上必须填写，将此卡与故障产品一起寄回本公司

唐山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TangShan Haisen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丰南临港经济开发区兴业街 8 号

总机：0315—8280111

传真 : 0315—8280003

技术支持：400-8922336

网址：http://www.tshaisen.com

唐山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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