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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
液體洩漏

定位報警系統



ELSA(Early Leak System Apparatus)
是一家專業致力於設計和製造早期液漏偵測系統的
工程公司。我們的團隊具有超過30年的工程經驗。
我們的團隊隨時充滿著創新，活力，以及靈活性，
並採用最新的科技將ELSA帶向更高的里程碑，。

如果我們破壞環境，

社會也就不復存在。
-- 美國科學家, Margaret Mead. 1901-1978



我們的優勢

• 具有研發專屬的專用積成電路系統並將其充分地應
用於液漏偵測行業的能力。

• 具有根據客戶的特殊要求，快速提供訂製設
計或解決方案的能力。

• 在液漏偵測的行業中，第一家並且是唯一提供“故障
安全迴路”功能的公司。這是我們與傳統設計（僅提
供單向無迴路連接設計）公司的明顯區別。

➢ 即使感應線纜在起點處發生斷裂，故障安全
迴路的功能設計仍然使系統能夠繼續檢測液
體洩漏。

• 根據安裝現場的實際情況，提供可訂製的感測線長度。

• 具有提供靈活的設計解決方案的能力，如：

➢ 分佈式或集中式面板系統設計;
➢ 具有各種顯示尺寸的觸摸屏可供選擇（如LCD
尺寸在7英寸，12英寸等）。

➢ 在工地現場，易於對單一設備及區域進行液
漏靈敏度的調整。

自ELSA創立以來，我們持續以指數級的快速增長。不
斷努力創造及開發新產品。使ELSA始終處於業界的領
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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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

• 點示洩露定位精度，公差±1m（紅點標識）。

• 歷史/事件記錄: 5,000 個。

• 在系統維護/修復過程中，可鎖定其相關區域，避免產
生錯誤的訊息。

• 連接GMS模塊/撥號器，即時以SMS簡訊告警功能。

• 支援Modbus/TCP功能選項。

• 每個區域的平面圖可縮放顯示。

• 多種尺寸LCD顯示器可供選擇。

12.1吋觸控式
監控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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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式監控主機

系統應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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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

• 可外接多達99個控制模組：包含3L-AP/RS485控制模組、 3L-DP控制模組、3L-NDP控制模組

• 感測線纜最大連接長度：20,000米（包含內建200米，以及200米*99個外接的控制模組）

• 定位液漏點位的精確度：+/-1米或+/-0.5%

• 故障安全迴路功能設計：安全迴路設計功能是感測線纜在斷線時仍可繼續檢測液體洩漏

• 顯示器：穩定的背光源，4行*20個英文字符

• 聲音報警：最大90dB 的蜂鳴器，可靜音

• 系統清單：查看歷史紀錄，系統設置，系統復位

• 反應速度：18秒

• 漏水檢測靈敏度：面積20毫米長的液體充分接觸感應線纜即可檢測到液漏訊息，可調節感測靈敏度

• 監控主機識別：可顯示不同的控制模組(子機)號碼和多達35個字符的名稱

• 控制模組(子機)命名：以PC軟件設定

• 事件記錄：多達896個歷史記錄儲存在記憶體中，一旦超過額定數目，即遵循先進先出的原則。

• 外觀尺寸：ABS材質外殼（UL-VO），222 x 146 x 55mm

• 防護標準：防塵防潑水等級IP65

在ELSA液漏偵測系統中，
3L-SP/DP是一個高級的監
控及定位主機

液漏偵測監控主機

3L-SP/DP



146mm

環境參數
工作溫度 : 0 °C to 40 °C (僅限室內使用)
存儲溫度：-20 °C to 70 °C
濕度：5% to 95% 非凝結狀態

電源參數
電源供電： 230 +/- 15% VAC, 50/60 Hz
可選擇供電輸入： 115 VAC/50-60 Hz or 12 to 30 VAC/DC 電源輸入
功率：最大8 VA/3 W

繼電器的特徵
斷線/斷電輸出： 操作 – 單刀雙擲開關
(1個繼電器) 開關電流 – 0.5 A at 250 VAC, 1A at 30 VDC

液體洩漏輸出： 操作 – 單刀雙擲開關
(2個繼電器） 開關電流 – 0.5 A at 250 VAC, 1A at 30 VDC

監控迴路
物理架構： RS485-2芯線, 防靜電和凸波保護（IEC 61000-4-2）
通訊協議： Modbus

通訊系統
物理架構: RS485-2芯線, 防靜電和凸波保護（IEC 61000-4-2）
通訊協議： Modbus
可選配GSM/GPRS傳輸介面
可選配TCP/IP傳輸介面 (透過網際網路連接，允許全球遠程監控)
可選配BACnet/IP傳輸介面
可選配Profibus介面
可選配 LONworks介面

電磁標準
EMC 輻射 : IEC61000-6-3(2001)
EMC 耐受 : IEC61000-6-1(2001)

3L-SP/DP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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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

• 感測線纜最大連接長度 : 200米 (4 – 20毫安介面為192米)

• 最大跳線長度：300米

• 定位液漏點位的精確度：+/- 1米或 +/- 0.5%

• 顯示器：具有背光源的液晶顯示器- 2行 x 14 字符

• 聲音報警：最大90 dB.蜂鳴報警器帶消音按鈕

• 系統重置：專屬按鍵供測試及重置（按住消聲按鈕6秒以上）

• 故障安全迴路功能設計：線纜在斷線狀態下，仍可繼續檢測液體洩漏

• 故障響應速度：4秒

• 漏水檢測靈敏度：面積20毫米長的液體充分接觸感應線纜即可檢測到液漏訊息，可調節感測靈敏度

• 多個漏水點檢測及定位能力

• 可選配TCP/IP傳輸介面 (透過網際網路連接，允許全球遠程監控)

• 可選配通過Modbus RS485進行遠程監控

• 可選配類比輸出4–20毫安通訊協議

• 基於ASIC的數位定位原理（專利申請中）具有溫度穩定性，零偏移與極低功耗

3L-AP 是一個安裝簡易，
並能夠迅速準確地找到
洩漏點的監測模組

LCD監測模組

3L-AP



158.7mm

91mm

171mm

120mm

60mm

環境參數
工作溫度：0 °C to 40 °C (室內使用)
存儲溫度：-20 °C to 70 °C
濕度：5% to 95% 非凝結狀態

電源
供電：230 +/- 15% VAC, 50/60 Hz
可選擇供電輸入：115 VAC/50-60 Hz or 12 to 30 VAC/DC 電源輸入
功率：最大3.5VA/3 W

繼電器
斷線/斷電輸出： 操作 – 單刀雙擲開關
(1個繼電器) 開關電流– 3 A at 250 VAC, 5A at 30 VDC

液漏輸出： 操作 – 單刀雙擲開關
(2個繼電器) 開關電流– 5 A at 250 VAC, 7A at 30 VDC

通訊協議
物理架構： RS485-2芯線, 防靜電和凸波保護（IEC 61000-4-5）
可選通訊協議： Modbus/TCP，10/100Mbs 以太網傳輸速率及RJ-45 端子頭

類比輸出
物理架構： 4 to 20 mA光絕緣介面
電壓範圍： 9 to 36 VDC 過電壓保護
附加訊息： 2芯光絕緣類比電流介面，電流分離2.5 kV
標稱電流 : 正常 – 4 毫安

斷線 – 20 毫安
液漏 – 6 mA 加 0.0625 mA/米（漏水米數）

電磁標準
EMC 輻射 : IEC61000-6-3(2001)
EMC 耐受 : IEC61000-6-1(2001)

3L-AP 控制器

(安裝孔尺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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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模組

3L-DP

功能簡介：

• 感測線纜最大連接長度 : 200米

• 最大跳線長度：300米

• 定位液漏點位的精確度：+/- 1米或 +/- 0.5%

• 故障安全迴路功能設計：線纜在斷線狀態下，仍可繼續檢測液體洩漏

• 故障響應速度：3秒

• 漏水檢測靈敏度：面積20毫米長的液體充分接觸感應線纜即可檢測到液漏訊息，可調節感測靈敏度

• 多個漏水點檢測及定位能力

• 可選配通過Modbus RS485進行遠程監控

• 基於ASIC的數位定位原理（專利申請中）具有溫度穩定性，零偏移與極低功耗

3L-DP 定位報警系統帶繼電
器及RS485Modbus 輸出
(MS36 導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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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參數
工作溫度：0 °C to 40 °C (室內使用)
存儲溫度：-20 °C to 70 °C
濕度：5% to 95% 非凝結狀態

電源
供電：230 +/- 15% VAC, 50/60 Hz
可選擇供電輸入：115 VAC/50-60 Hz or 12 to 30 VAC/DC 電源輸入
功率：最大3.5VA/3W

繼電器
警報輸出： 操作 – 單刀雙擲開關

開關電流– 0.5 A at 250 VAC, 1A at 30 VDC

通訊協議
物理架構： RS485-2芯線, 防靜電和凸波保護（IEC 61000-4-5）
通訊協議： Modbus

電磁標準
EMC 輻射 : IEC61000-6-3(2001)
EMC 耐受 : IEC61000-6-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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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

• 感測線纜最大連接長度 : 10米

• 最大跳線長度：300米

• 故障安全迴路功能設計：線纜在斷線狀態下，仍可繼續檢測液體洩漏

• 故障響應速度：3秒

• 漏水檢測靈敏度：面積20毫米長的液體充分接觸感應線纜即可檢測到液漏訊息，可調節感測靈敏度

• 可選配通過Modbus RS485進行遠程監控

• 基於ASIC的數位定位原理（專利申請中）具有溫度穩定性，零偏移與極低功耗

監測模組

3L-NDP
3L-NDP 液漏監測模組，可尋址點傳感器
檢測液漏，可通過繼電器或者RS485 
Modbus通訊（安裝：MS36 導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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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參數
工作溫度：0 °C to 40 °C (室內使用)
存儲溫度：-20 °C to 70 °C
濕度：5% to 95% 非凝結狀態

電源
供電：230 +/- 15% VAC, 50/60 Hz
可選擇供電輸入：115 VAC/50-60 Hz or 12 to 30 VAC/DC 電源輸入
功率：最大3.5VA/3W

繼電器
警報輸出： 操作 – 單刀雙擲開關

開關電流– 0.5 A at 250 VAC, 1A at 30 VDC

通訊協議
物理架構： RS485-2芯線, 防靜電和凸波保護（IEC 61000-4-5）
通訊協議： Modbus

電磁標準
EMC 輻射 : IEC61000-6-3(2001)
EMC 耐受 : IEC61000-6-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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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

• 感測線纜最大連接長度 : 60米

• 最大跳線長度：100米

• 聲音報警：最大80 dB.蜂鳴報警器帶消音按鈕

• 故障響應速度：3秒

• 漏水檢測靈敏度：面積20毫米長的液體充分接觸感應線纜即可檢測到液漏訊息，可調節感測靈敏度

監測模組

3L-NP

3L-NP 是液體洩漏不定位監測
模組（安裝：MS36 導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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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參數
工作溫度：0 °C to 40 °C (室內使用)
存儲溫度：-20 °C to 70 °C
濕度：5% to 95% 非凝結狀態

電源
供電：230 +/- 15% VAC, 50/60 Hz
可選擇供電輸入：115 VAC/50-60 Hz or 12 to 30 VAC/DC 電源輸入
功率：最大1VA/0.75W

繼電器
警報輸出： 操作 – 單刀雙擲開關

開關電流– 0.5 A at 250 VAC, 1A at 30 VDC

電磁標準
EMC 輻射 : IEC61000-6-3(2001)
EMC 耐受 : IEC61000-6-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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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及功能簡介：
• 應用 : 水和弱酸性等具有傳導性的液體

• 線纜直徑 : 平均6.3毫米

• 導通性導線 : 白色和紅色防火聚合物

• 感應導線 : 2條黑色半導電聚合物線纜

• 線纜載體 : 綠色醒目抗阻燃聚物化合物

• 抗阻燃性 : 材料不助燃，可自我熄滅

3L-LS 感應線纜的長度:
• 根據客戶要求提供隨機長度或剪切的長度

3L-LS 感應線纜連接方法:
• 公母接頭連接法（連接方便，可拆卸）
• 熱縮套管連接方法（不可拆卸）

ELSA感應線纜

3L-LS

3L-LS 用於檢測水和弱酸
性等具有傳導性的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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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及功能簡介：
• 應用 : 100%硫酸等強酸性等腐蝕性的液體

• 線纜直徑 : 平均6.3毫米

• 導通性導線 : 白色和紅色含氟防火聚合物

• 感應導線 : 2條黑色含氟半導電聚合物線纜

• 線纜載體 : 黃色醒目抗阻燃含氟聚合物

• 抗阻燃性 : UL910 (NFPA 262), 高耐火標準

3L-LS 感應線纜的長度:
• 根據客戶要求提供隨機長度或剪切的長度

3L-LS 感應線纜連接方法:
• 公母接頭連接法（連接方便，可拆卸）
• 熱縮套管連接方法（不可拆卸）

ELSA感應線纜

3L-AS

3L-AS感應線纜，用於強
酸性等腐蝕性的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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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領域
• 銀行數據中心，金融中心及數據中心等
• 電信交換機房
• 半導體工廠無塵室
• 液晶顯示器工廠無塵室
• 晶片工廠無塵室

• 生物製藥工廠無塵室
• 冷卻水/加熱水系統
• 污水處理廠
• 地下熱水管道
• 隧道管道

產品料號
• 3L-TP/12 : 12.1吋觸控顯示器
• 3L-SP/DP : 3L-SP/DP 高級的監控及定
位控制器
• 3L-AP : 3L-AP 定位控制器
(繼電器輸出）
• 3L-AP/RS485 : 3L-AP 定位控制器
(RS485及繼電器輸出）
• 3L-AP/420 : 3L-AP 定位控制器
(4~20mA及繼電器輸出）
• 3L-AP/TCP_IP: 3L-AP 定位控制器
(TCP_IP輸出及繼電器輸出）
• 3L-DP : 3-DP 定位控制器
（RS485及繼電器輸出）
• 3L-NDP : 3L-NDP 不定位控制器
（RS485及繼電器輸出）
• 3L-NP : 3L-NP不定位控制器

（繼電器輸出及蜂鳴器報警）

配件
• 3L-T_Joint : T型分支
• 3L-BJxxx : 百通8723線纜, xxx 代表線纜
長度
• 3L-HDC/2ST100 : 具有雙面膠的夾子
（100片/包）
• 3L-T/L50 : 標籤（50片/包）
• 3L-DS (04) : 虛擬距離04m
• IP65 wall : 壁掛式盒子mount box (3L-
DP/3L-NDP/3L-NP)



CHARACTERISTICS & PERFORMANCE: 

ELSA SENSING CABLE  

3L-HCS
3L-HCS is the sensing cable use 

to detect non-conductive 
hydrocarbon liquids (such as 

Diesel, Fuel, Crude Oil & etc) with 
fast response time & reusable.

•  Sensing technology : Based on semiconductive elastomeric material swelling property when in contact with  
   non-conductive liquids of hydrocarbon (such as Diesel, Fuel, Crude Oil & etc).

•  No false alarm : It is non-sensitive to water, dirt, pressure, vibration & etc.

•  Install environment :  Suitable for industrial, outdoor or challenging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  High reliability : Upon detection of hydrocarbon liquids, it remain reusable after simple cleaning. It will reset  
   automatically after the evaporation of volatile liquids such as gasoline or light naphtha.

•  Safe design :  Maximum voltage on sensing cable is limited to very low value which is at safe operation mode.   
   Thus no risk of ignition when detected hydrocarbon liquids and is fully mitigated.  
   Hazardous site is safe to operate with Zener Barrier connection as an option.

•  Typical response time : - Gasoline, Light Naphtha : 2 min 30 sec.

    - Diesel, Oil, Jet Fuel : 5 min.

    - Crude Oi l: 30 – 60 min (depend on oil viscosity).

•  Ambient temperature : -40°C to +85°C.

•  Minimum bending radius :  50 mm.

•  Typical diameter :  10 mm.

•  Cable length :   Standard length of 2m, 5m & 10m with connector.

•  Optional :  Custom length upon request.

We won’t have the society if we destroy the environment. American Scientist, Margaret Mead. 1901-1978

Elsa Advanced Systems Pte. Ltd.  2 Balestier Road #03-687 Singapore 320002 Tel /Fax: +65 6258 1598 Email: enquiry@elsaadv.com  www.elsaadv.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