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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Controls, Inc.

Rooster™

风速报警监测仪

is an ISO-9001 certified 
world-class Designer and 
Turn-Key Manufacturer  
of control solutions for  
progressive technology  
industries. With over 15 
years of proven experi-
ence, we pride ourselves in 
delivering solutions to our 
customers that provide  
the differentiation they 
need for their rapidly 
changing competitive 
landscape.

•	 危险工作区域防护

•	 生物安全柜

•	 通风柜

•	 真空设备用手套式操
作箱隔离器

•	 工作台

•	 高压灭菌器

•	 通风工作台

•	 混合无菌隔离器

•	 受限通道屏障

•	 生态动植物园室内

•	 动物工作台

•	 医药制造

•	 洁净室

•	 气密舱

•	 集装箱式实验室

可以选择3种类型的传感器:

•	 用于等级II生物安全柜排风管道的带罩式传感器

•	 用于通风柜的侧面安装式传感器

•	 改进型在线替换式传感器

应用

慨述
Rooster的设计为目前不满足NSF和OSHA规定的
生物安全柜和通风柜提供了需要的安全性和依
从性，或者，为实验室的	工作人员提供又一层
安全保护。Rooster	报警监测仪可以对柜内的
气流或者排气系统的气流提供全日式的跟踪，
以保证气流速度永远不会下降到用户定义的
门槛值之外。在报警模式，明显可见的LED	灯
会一直闪烁，而且，会发出音量可调的声音
报警。Rooster	可以通过发亮按钮很容易的复
位。这种复位可以由EH&S	设备管理人员，根据
用户实验室政策来决定是闭锁、或者是可重复
的。Rooster™展示了新一代风速报警技术，将一
组丰富的客户化特性和前所未有的易于安装和设
置的特点完美融合在一起。	

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完成安装，并且，有不同的
安装方式可以选择，风速扰动指示确保了远程传
感器的最佳放置位置	。不管是选择Class	II二
级生物安全柜用的装在排气管道处的传感器、
还是在通风柜侧面安装的带框格的传感器、或者
是监测不符合安全规格用的在线替换传感器，
每种传感器的安装只需要通过RJ-11插头连接到
Rooster报警模块上就可以了。传感器的校验在
设备运行时，简单的按一下按键就可以完成。当
你看见LED变成绿灯，表示Rooster开始进入正常
运行。

特性
一键完成风速校验

用户可编程的报警门槛值（预设为NSF/ANSI-49	要求
的-20%）

可听见的和可看见的报警功能

客户化声音报警铃声

客户化告警灯

闭锁或可恢复报警

准确！±2%重复率

用于通讯和控制的辅助继电器输出

硬连线或插拔式电源

植入式或临时性安装

验证官用的可选私人标签

可选
许多用户特性可以通过Rooster	背面的DIP	开关设
定。请参考快速启动指导获取更多的信息。使用Win-
dows®	PC计算机通过USB连接	Rooster，可以现场设置
特性和使用Rooster作为实时风速计。请联系DegreeC
客户支持，可以获得可选电缆和Rooster软件。

客户化你的Rooster性能
DIP开关1	
报警触发器的校验方法
OFF	-	报警门槛值设置在正常工作风速的-20%，生物安

全柜和通风柜工作在正常风速。
ON		-	建立风速在正常工作风速的80%，设置报警门槛

值，提高生物安全柜和通风柜风速至正常工作风
速

DIP开关2
OFF	-		报警闭锁，必须由EH&S设备管理人员重置。
ON		-		当风速回到正常时，报警会自动重置（无效）

DIP开关3	switch	Three
OFF	-		按RESET复位按键，声音报警关闭
ON		-		声音报警被复位键关闭后120秒恢复

ON

1 2 3

CTS

可选编程电缆和Rooster™软件
P/N	62300AS007-R00-	4针引线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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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运行温度										60°F-140°F	(15°C-60°C)

储存温度									-40°F-185°F	(-40°C-85°C)	

	

相对湿度（无凝露）	 	 5-95%

风速范围	 	 40-2,000	fpm	

	 	 (0.2	-	10.0	m/s)	

响应时间		 	 <	1	s	

输入电压		 	 12-24	VDC	 	

包括110vAC电源适配器

输入电流	 	 0.5A	max

Rooster™Airflow Alarm Monitor
Sensor Mounting Options

安装在管道的传感器
安装在Class	II	A或B级生物安全柜的排气管道系统，每
一个Rooster传感器带有一份快速启动指导和该简易安

装所需要的所有硬件：	
	□ 传感器，长度可调节的6”-12”	(15.2mm	-	30mm)	管道
	□ 安装支架，垫片和打孔模板
	□ 自攻丝螺钉和尼龙导线扎带
	□ 带有RJ-11连接插头的	12’	(3.5M)

侧面安装式通孔传感器
用于通风柜和室内压力监测。安装和清洁尽可能简单，
气流穿通的传感器头小，可移除的面板便于维修。每个
Rooster传感器带有一份快速启动指导和该简易安装所需

要的所有硬件：
	□ 带有面板的传感器支架
	□ 可替换防护罩
	□ 通用安装孔
	□ 垫片和自攻丝螺钉
	□ 24”	(600mm)	PVC软管以达到内部压力区

	□ 4’	(1.2M)电缆和	RJ-11连接插头

在线更新替换传感器
用于替换安装在其它传感器系统或过去一直采用流量管
的场合。
适合Fits	0.5”内径	(ID)管，带有24”	PVC管，可以根
据长度需要随意切割。每个Rooster传感器带有一份快速
启动指导和该简易安装所需要的所有硬件：

	□ 在线传感器
	□ 24”	(600mm)	1/2”内径	ID	管子
	□ 4’	(1.2M)	电缆和RJ-11连接插头

接线电源连接		24vDC

Pin	1	–	16-24v	AC/DC电源

Pin	2	–	AC/DC	电源

Pin	3	–	常开(5A	max)

Pin	4	–	公共端

Pin	5	–	常闭	(5A	max)

报警显示	 LED灯和声音报警

扰动告警	 黄色LED闪烁	静止开关

系统故障	 红色LED闪烁

系统正常	 绿色LED亮

Class II A1 BioSafety Cabinet or Fume Hood

HEPA Filter

Curve in sensor probe
aligns wire and sensor head 

into direction of airflow 

airflow
path 

airflow
path 

ROOSTER
AIRFLOW ALARM

™

8” (203mm)

Cable Length 12’ (3.5m)

Self tapping screws (x2)

0.25” (6.4mm)

Single and Double Wall
Flow-through mounting

Remote Flow-through 
mounting

In-Duct Probe Sensor

Sidewall
Sensor

Retrofit in-line
mounting
(optional part # 
F300-000-000)

.625”

2.00”

RJ-11 Cable
connection to 

Rooster Alarm Monitor™

RJ-11 Cable
connection to 
Rooster Alarm Monitor™

1.625”

8-18 3/4” Pt #2

ROOSTER
AIRFLOW ALA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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