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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监测的快速解决方案

德国 EC Sense 的 Stox 是一款智能化的气体传感探测器，同时输出两线制 4-20mA 和 RS485 Modbus-RTU 信号，可根据需求选取 4-20mA
或者 RS485 信号进行通讯。采用高可靠性的固态聚合物电化学气体检测技术，智能化的算法设计，针对工业领域的气体安全监测需求把气体 & 温
湿度进行了组合式一体化设计。

该传感探测器适用于室内外环境下的气体检测，同时监测 Stox 外壳内部的温湿度，为用户提供被测环境下的实时动态数据。由于气体的化学
特性与运动状态与温湿度具有紧密的相关性，传感器的性能也与温湿度条件密切相关，该设计为用户对于测量结果的分析和判读提供了专业的数
据依据。仅 RS485 输出带温湿度信号输出。

智能化的气体传感器性能与寿命双重判断，无论在有或无被测气体情况下定期输出传感器的寿命和性能指标，并及时输出警示信号，该功能
成为智能化产品设计基础判断与分析的数据依据，让产品具有优秀的安全性、可靠性。用户可以通过输出信号或 RS485 指令获取传感器是否正常
工作、失效、维护、更换的信息提示。

每一个 Stox 气体传感探测器都经过专业的气体校准，用户可直接进行使用，校准信息存储于 Flash 芯片中，对于有需求进行二次校准的用户，
可通过 EC Sense 提供的校准软件通过 RS485 输出进行校准，或直接对 4-20mA 信号进行数据校准。

Stox 系列气体传感探测器采用标准的 4-20mA 或 RS485 Modbus-RTU 工业信号模式，更容易的快速搭建出自己的监测仪表和系统，或接
入显示仪表、DCS、PLC 等系统。

工业气体安全监测 

工业过程气体监测 

养殖场氨气环境监测 

厕所异味监测

垃圾处理与填埋场环境监测

堆肥监测

冷库氨气泄漏监测

产品概述

产品特点

应用领域

同时输出两线制 4-20mA 和 RS485 Modbus-RTU 信号，24V DC. 供
电电压

同时检测单一气体 + 温湿度

经过工厂气体预校准，具有传感器性能与寿命判断信号输出、故障输出

即插即用设计，大大缩短了用户调试等待上电信号稳定时间

适用于室内外环境，传感器可在 -40 至 55℃范围内工作

对气体响应速度快，零点稳定无漂移、抗电磁干扰能力强

长寿命气体传感器，抗中毒

本安电路设计，让用户使用更安全，可以应用于爆炸性环境

电子线路板具有防尘、防腐蚀涂层保护

小体积设计

RoHS 环保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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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智能变送检测模组是一款耐用性的产品，通过将传感器的原始微弱电流信号，

通过数字电路转换成标准的 4-20mA 或 RS485 Modbus-RTU 输出。

固态聚合物电化学传感技术是电化学检测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创新，该技术依据

电化学催化反应原理，检测不同气体的电化学反应输出信号，通过信号量准确测量

气体浓度。传感器是由三个催化电极与固态电解质以及气体扩散孔组成。气体通过

扩散孔到达传感器的工作电极，在电极的多孔微观表面发生电化学氧化还原反应，

固态电解质传导电子转移，输出电流信号，电流信号大小即可表征气体浓度。

Stox-NH3 系列传感器探测器示意图

检测原理

结构示意图

俯视图

产品示意图 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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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颜色 说明

1 VCC 红色 电源正

2 GND 黑色 电源负

3 RS485 A+ 绿色 RS485 A+

4 RS485 B- 白色 RS48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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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传感器性能参数

检测原理 固态聚合物电化学气体检测技术

误差范围 ±5% F.S

重复性 <2%

线性度 线性

长期漂移 <1%/ 月

传感器预期寿命 >3 年

电性能参数

可选输出信号接口
两线制 4-20mA （仅气体传感器信号输出 , 不含温湿度传感器输出）

或 RS485 Modbus-RTU（气体 + 温湿度传感器信号输出）

故障输出

3.5mA 故障信号：传感器信号弱

3mA 故障信号：传感器失效或传感器脱落

RS485 Modbus-RTU 输出带传感器寿命与性能检测，传感器失效预警与失效报警，传感器脱落预警

工作电压 12-24V DC

工作电流范围 3-22mA

功耗 < 0.6W

最大回路电阻 < 500R@24V DC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范围 -40 至 +55℃

工作湿度范围 15-95%RH. 非冷凝

工作压力范围 大气压 ±10%

储存温度范围 0 至 20℃

机械参数

尺寸 ( 不带电源线） 39 x 130mm 

重量 135g

电源线长度 1m 

质保期 12 个月

包装尺寸 185 x 150 x 108mm 

温湿度传感器性能参数 

检测参数 检测范围 分辨率 相对误差 重复性 响应时间 长期漂移

温度 -40 至 85℃ 0.01℃ ± 0.2℃ 0.1℃ < 5 to 30s @ t63% < 0.02℃ / 年

湿度 0-100%RH 0.01%RH ± 2%RH 0.1%RH  8s @ t63% < 0.25%RH/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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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货信息

产品名称 分子式 订货号 检测范围 分辨率 响应时间

智能氨气传感探测器 NH3

05-Stox-NH3-10-01 0-10ppm 0.01ppm < 3s

05-Stox-NH3-100-01 0-100ppm 0.1ppm < 3s 

免责声明

EC Sense 以上陈述的性能数据基于使用 EC Sense 配气系统及 AQS 测试软件系统的测试条件下获取的数据。为了持续改进产品，EC Sense 保

留更改设计功能和规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对于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伤害或损坏，我们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于因使用本文档，其中包

含的信息或此处的任何遗漏或错误而导致的任何间接损失，伤害或损坏，EC Sense 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文档不构成销售要约，其中包含的数据仅

供参考，不能视为保证。给定数据的任何使用必须由用户评估和确定，以符合联邦，州和地方法律法规的要求。概述的所有规格如有更改，恕不

另行通知。

警示

EC Sense 传感器设计用于各种环境条件下，但是在存储、组装和操作过程中，由于固态聚合物电化学传感器的原理与特性，为保证正常使用，用

户在使用该模组时请严格遵循本文，以及通用型的 PCB 电路板应用方法，违规应用的将不在保修范围。尽管我们的产品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但我

们建议在使用前检查模组对目标气体的反应，确保现场使用。在产品使用寿命结束时，请勿将任何产品部件弃在生活垃圾中，请按照当地政府电

子垃圾回收规范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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