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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文件版权归厦门纵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有，事先未获得厦门纵行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复制。

免责声明

厦门纵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对本产品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由厦

门纵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准确可靠。但我公司对其使用，

以及因使用它而侵犯专利或第三方的权利不承担责任。其它未通过专

利许可认证的，即被视为厦门纵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专利所有权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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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记录

版本 修改时间 修改内容

V1.0 2018.3.23 初稿

V1.1 2018.6.26 优化细节

V2.0 2018.11.10 增加使用教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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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内置 ZETA 传输模块，检测干接点信号。

2. 适用范围

楼宇物业、工业需检测干接点信号场景等。

3. 产品外观

4. 功能特点

 无线传输，无需布线

 电池供电，超低功耗

 安装便捷，灵敏度高

 可靠检测，实时传输



干接点检测器

5

5. 产品参数

产品型号 OCZ1ZT

无线特性

传输协议 ZETA

工作频段 Sub-GHz

发射功率 符合当地法规，最大可支持 20dBm

电气特性

供电类型 电池供电，2*ER14505

电池容量 2*2700mAh

待机电流 ≤10uA

工作电流 ≤70mA

物理特性

尺寸 66*55*36mm

壳体材料 ABS

防水等级 IP45

天线 外置胶棒天线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20℃~+75℃

存储温度 -40℃~+100℃

6. 装箱清单

干接点检测器 1 个

电池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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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装说明

共有三种安装方式：螺丝、3M 胶、扎带

7.1. 螺丝

7.1.1. 辅材准备

序号 材料 数量

1 自攻螺丝 M3*20 2 个/1 个设备

2 #4 膨胀塑料管 2 个

3 冲击钻，#4 钻头，锤子，一字螺丝刀，十字螺丝刀

7.1.2. 安装步骤

 打开设备

使用一字螺丝刀从底边的开孔打开上盖。

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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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打孔

将设备放在安装位置上，定位并打孔，并塞入膨胀塑料管。

 固定

使用自攻螺丝将设备固定在安装位置。

 上电

将电源插头插入上壳电源座，安装 2 颗 14505 电池（已有电池请取下绝缘

片），盖回上盖。

螺丝安装孔

螺丝安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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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3M 胶

7.2.1. 辅材准备

序号 材料 数量

1 3M 无痕加厚双面胶（5CM） 若干

2 一字螺丝刀，美工刀 2 个

7.2.2. 安装步骤

 清理安装位置

选择平面安装位置，并清理干净。

 打开设备

使用一字螺丝刀从底边的开孔打开上盖。

电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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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电

将电源插头插入上壳电源座，安装 2 颗 14505 电池（已有电池请取下绝缘

片），盖回上盖。

 黏贴设备

拆下适量长度 3M 胶贴在磁块和传感器背面，去除 3M 胶的保护膜，将设备

开孔

电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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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到指定位置。

7.3. 扎带

7.3.1.辅材准备

序号 材料 数量

1 金属扎带（5*300mm) 2 根

2 一字螺丝刀，美工刀

7.3.2.安装步骤

 打开设备

使用一字螺丝刀从底边的开孔打开上盖。

 扎带固定

将 2 根扎带分别穿过设备并固定到杆上。

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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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电

将电源插头插入上壳电源座，安装 2 颗 14505 电池（已有电池请取下绝缘

片），盖回上盖。

扎带固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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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设备调试

浸水检测传感器上电后将上报一次当前状态，便不会再周期性上报，之后仅会在

有干接点状态切换时上报。干接点的通断状态的具体功能，可在平台自定义。

8.1. 使用步骤

 将设备置于有 ZETA 网络覆盖的范围内，安装好电池，等待设备上线。

 设备上线，上报一次当前设备状态。

 根据使用场景，设置上报心跳周期策略配置。

 日常维护及数据查看。

8.2. 功能支持

 上报版本号：仅上电后上报一次。

 状态上报：上报干接点状态，上电后会上报一次状态。

 设置/查询上报心跳周期：传感器检测到有浸水时的周期性上报的时间（范

电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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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1-65535 分钟，默认值：24*60min）

 设置/查询采集周期：设备采集传感器信息的周期（范围：0-65535 秒，值

为 0 时，表示实时采集）。

 查询设备状态：主动查询设备当前干接点状态

 查询版本号：可主动查询当前设备的软件版本号。

（注：部分功能旧版传感器可能不支持，如有疑问，请联系纵行科技获取版本支

持情况）

8.3. 平台使用

8.3.1. . 设备添加

将设备添加到平台终端管理，添加时选择终端类型为干接点检测器-OCZ1ZT，

设备 ID 为一个 8 位的 16 进制数（如：4F000011）,可在设备外壳标签纸上找到。

添加资产管理并将添加好的终端设备挂载到资产，挂载类型选择终端，挂载设备

选择刚刚添加的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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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 设备管控与数据历史

资产管理：

设备完成添加后，即可在资产管理处，对设备进行管控：

选中设备，点击控制变弹出设备控制功能菜单，设备各项功能说明请参考 8.2 章

功能支持。

资产状态：

资产状态可以地图打点或者列表的方式显示。可按资产编号，或资产类型进行快

速查询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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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数据历史：

可选择按资产上报的状态类型分类查询所有的告警数据或正常数据。也可以点击

高级查询，可按资产编号、资产别名、资产类型等快速筛选查询所关注的资产状

态数据历史。注意：历史数据只按选择的上报时间显示一天的所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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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常见故障及处理

 确保 ZETA 信号覆盖到位

 上电是否成功，ZETA 网络设备管理平台能否观察到 ZETA 模块已成功上线

 检查设备电量使用情况，低电时需及时更换电池。




	1.产品介绍
	2.适用范围
	3.产品外观
	4.功能特点
	5.产品参数
	6.装箱清单
	7.安装说明
	7.1.螺丝
	7.1.1.辅材准备
	7.1.2.安装步骤

	7.2.3M胶
	7.2.1.辅材准备
	7.2.2.安装步骤

	7.3.扎带
	7.3.1.辅材准备
	7.3.2.安装步骤


	8. 设备调试
	8.1.使用步骤
	8.2.功能支持
	8.3.平台使用
	8.3.1.. 设备添加
	8.3.2.. 设备管控与数据历史


	9.常见故障及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