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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感谢您选用 TX5Ei 型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这本使用说明书将引领您一步一步地了解这款机型的强大功能。

我们约定
在以下的描述中：

 为了描述方便，用“控制器”代替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

 用“装置”简称“TX5Ei 消防控制图形显示装置”。

1 概述
消防控制图形显示装置是用来接收火灾报警控制器或消防联动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器）发出的火灾报警信息或联

动控制信号，以图形的方式直观的显示报警或联动设备的位置，方便快速定位，辅助值班人员处理灾情的装置。

消防控制图形显示装置由特定的硬件和软件构成一个完成的系统，不可分割使用。

1.1 适用范围

本装置适合于在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可配接本公司生产的各类控制器。

1.2 执行标准

GB16806-2006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之“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1.3 术语

1) 监管信号：指控制器监视的除火灾报警、故障信号之外的其他输入信号,如水位探测、防盗探测、压力、温度、空

调等信号。

2) 火灾报警触发装置：指感烟火灾探测器（简称“烟感”）、感温火灾探测器（温感）、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手报）、消

火栓按钮（消报）、烟温复合探测器（复合）等火灾报警触发器件。

3) 监管信号输入装置：指输入模块（简称“信号”）等能采集监管信号的装置。

4) 火灾报警控制（即联动控制）装置：包括输入/输出模块（简称“模块”）、外部控制输出单元（简称“外控”）以及

火灾声光警报器控制单元。

5) 总线设备：指火灾报警触发装置、监管信号输入装置以及应用于联动控制的输入/输出模块（简称“模块”）等。

6) 启动：指控制器向联动控制设备发出的控制信号。

7) 反馈：指联动控制设备的应答信号。

8) 模拟值：指总线设备给出的代表其敏感现象值的数字编码。如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模拟值与现场的烟浓度有关（成正

比）、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模拟值与现场的温度有关（成正比）。

1.4 特点

● 采用工业控制计算机，功耗低、稳定性高；

● 17寸大尺寸 LCD 显示器；

● 全中文界面，操作简便；

● 系统可现场动态配置，灵活方便；

● 接收及显示控制器的火警、联动（包括启动和反馈）、监管、故障及屏蔽信号；

● 具备黑匣子功能，记录信息的数量仅取决于数据库容量的限制；

● 可通过串口上传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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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数据
表 1 TX5Ei 的技术数据

3 外观、尺寸、重量
本装置采用嵌入式安装方式，一般嵌入在本公司生产的立柜或台式控制器箱体中。

3.1 外观图

图 1 图形显示装置的外观图

额定工作电压 AC 220V，50HZ，输入电流 1.6A

功耗 ≤85W

CPU 频率 1GHz 以上

硬盘容量 20GB 以上

内存容量 512MB 以上

与控制器连接的信号类型 RS485

与监控中心连接的信号类型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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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外形尺寸

长×宽×高：483mm×272mm×396mm。

3.3 安装尺寸图

图 2 图形显示装置的安装尺寸图

3.4 重量

本装置的重量约 13Kg。

4 安装、调试

4.1 与控制器的连接

图 3 TX5Ei 与 5Li 系列控制器的连接示意图

注：如果是与 5Ei 系列控制器连接，则装置上的 A1、B1 分别连接到 5Ei控制器上的 FA、FB 端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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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安装的技术要求

 本装置应具有良好的接地保护，装置内部设有接地标志，接地要求应符合GB50116-98《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

计规范》“5.7系统接地”中的有关规定。

 与控制器连接的通讯线采用RVS-2×1.5mm
2
双色多绞多股铜质塑料软线。

4.3 调试步骤

本装置出厂时已具备了运行所需的硬件和软件平台，但是还需要根据用户现场的情况来设置运行时的参数，这个过

程就象对一个刚进厂的保安员，你得告诉他到底负责哪片区域，这片区域的具体情况是什么一样。

系统的配置需要经历以下步骤：

1） 接线；

2） 登录；

3） 设置监控区域；

4） 设置楼层视图；

5） 设置报警及联动设备；

6） 设置逃生路线；

7） 设置操作员帐号；

8） 设置与控制器的通讯端口；

9） 启动与上级监控中心的通讯进程；

上述步骤 1）2）3）4）5）具有明显的先后顺序。

4.3.1 接线

开机前首先接好装置和火灾报警控制器的连接线，装置上共有 4 组端子：A1\B1、A2\B2、A3\B3、A4\B4，分别对应

COM1到 COM4 四个 RS485 串行通讯口，而四个串行口在 CRT 软件中与端口 1 到端口 4 对应。一个通讯口只能接一台控制

器。具体参见“端口设置”一节。不过我们建议在装置只接一台控制器的时候使用 A1\B1。

4.3.2 登录系统

系统上电后自动运行，出现登录画面（如图 4）。输入预设的用户名和密码后进入到监控画面（如图 5）。此时，由

于还没有对系统进行配置，所以不能接收任何报警信息。

图 4 登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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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待机画面

在系统的左边是一个树形的结构，它体现的是系统对于所监控物理区域及其报警设备的组织方式。系统是按照“监

控区域——楼层视图——设备”的 3 级方式来维护的，如图 5 中的“1 号楼——一楼——报警设备（联动设备、其它设

备）”。

4.3.3 设置监控区域

监控区域是一个物理概念，一般是一个可以明显区分的建筑物或建筑群，比如一幢大楼，一个小区等，这个主要是

根据用户的习惯来区分。在监控区域下面还有楼层视图，这相当于一个监控子区域。

设置监控区域的步骤：

1）在树形结构中的系统名称（这里是蓝天电子）上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如下菜单：

图 6 添加监控区域的菜单

2）选择“新建监控区域”，弹出“增加区域”对话框（如图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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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7 增加监控区域对话框

3）在“当前区域名称”一栏中是输入要建立的新的区域名称（如图 7b），如“1 号楼”；

在“区域界面文件”中选择 1 号楼的外观图片，系统支持图形的文件格式有 wmf，emf，bmp，jpg 等。

4）按“确认”保存输入即可。

图 8 成功添加监控区域后的树形显示

5）重复 1）2）3）4）可以添加多个监控区域。

4.3.4 设置楼层视图

监控区域是一个大的范围，为了更进一步细化这个区域，在监控区域下面还有一级即楼层视图，就象一个大楼是一

个监控区域，这个大楼有很多层，每一层都可作为一个楼层视图。

设置楼层视图的步骤：

1） 在树形结构中想要添加楼层视图的区域名称（如 1号楼）上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如图 9所示菜单。

图 9 添加楼层视图的菜单

2） 选择“新建楼层”，弹出“增加视图”对话框（如图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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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0 增加视图的对话框

3） 在“当前视图名称”一栏输入新建楼层视图的名称（如图 10b），如“第一层”；

在“视图界面文件”名称一栏选择这个楼层的平面图文件，这个平面图应该符合楼层的建筑结构；

在“端口号”里选择端口号，，也即从哪个端口接收这一楼层视图上设备的报警信息，这个端口可能是串口也可能是

以太网，每个端口的具体的设置请参见“设置与控制器的通讯端口”一节。

4） 按“确认”保存输入即可。

图 11 成功添加楼层视图后的树形显示

系统自动楼层视图下面添加了 3 个接点“报警设备”、“联动设备”、“其它设备”，每个接点下面有对应类型的设备，

这样分类主要是出于习惯上考虑。

5） 重复 1）2）3）4）可以添加多个楼层视图。

4.3.5 设置报警及联动设备

即设置报警及联动设备在楼层视图上的位置，这个位置应与设备的实际安装位置一致。

设置报警及联动设备的步骤：

1） 在树形结构中想要添加设备的楼层名称（如 1 号楼——第一层）上双击鼠标左键，将主视图切换到该楼层，然后在

主视图上单击以获得焦点，此时，窗口右边的“设备编辑”工具栏被激活（如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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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激活设备编辑工具栏的界面

2） 在“设备编辑”工具栏按下“添加”按钮，此时系统进入添加设备状态，在主视图上需要添加设备的地方双击左键，

弹出“报警设备属性对话框”，如图 13。

图 13 报警设备属性对话框

3） 需要设置的有“设备类型”，“设备名称”，“分机号”，“区号”，“位号”，“方位描述”等，其它项选择系统默认的即

可。其中“分机号”、“区号”、“位号”是该设备在控制器上的逻辑地址。“方位描述”用来进一步标注设备安装的

详细位置，如“总经理办公室”等。

4） 重复 2）3）添加更多的设备，如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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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添加设备后的界面显示

5） 如果要修改、移动或删除设备，可在“设备编辑”工具栏选择相应的按钮。然后在设备的图标上双击以选中设备，

然后再进行相应的操作，在非图标区域双击可以取消对设备的选择。

4.3.6 设置逃生线路

逃生线路即疏散路线，用于在发生火灾后指导人员撤离的线路，对于一些结构复杂的建筑，设置逃生线路是非常必

要的，安保人员可以根据逃生线路引导人员迅速撤离。

设置逃生线路的步骤：

1） 在树形结构中想要添加逃生线路的楼层名称（如 1 号楼——第一层）上双击鼠标左键，将主视图切换到该楼层，然

后在主视图上单击以获得焦点，此时，窗口右边的“设备编辑”工具栏被激活。

2）在“设备编辑”工具栏按下“画线”按钮，此时系统进入画线状态，光标变成画笔形状。

3）在逃生线路的起始位置点一下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到线路末端，再点一下鼠标左键，即可画出一条线路，继续移

动鼠标到下一端点可继续画线，按鼠标右键结束画线状态即可画出一条逃生线路。如图 15。

图 15 搂层视图上的逃生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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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复 3）可以画多条逃生线路。

5） 在“设备编辑”工具栏按“属性”按钮可以修改逃生线路的显示颜色和宽度。

6） 如果要删除逃生线路可以在“设备编辑”工具栏选择“删除”和“全删”按钮。“删除”操作是对单条线路进行的

操作，要选择需要删除的线路，而“全删”则针对本楼层视图上的所有逃生线路进行的操作。

4.3.7 增加用户

为了防止非授权用户对系统进行操作，系统在登录时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用户的级别有 2 种：超级用户 Admin

（即管理员级别）和一般用户 User级别，管理员拥有全部的权限，一般用户没有对系统进行配置的权限，如：设置监控

区域、设置楼层视图、设置报警及联动设备、设置逃生路线、设置通讯端口等。

增加用户的步骤：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系统

2） 在“系统管理”菜单中选择“增加用户”，弹出“增加用户”对话框，如图 16。

图 16 增加用户对话框

3） 输入用户名并选择权限级别。

4） 按添加按钮即可。

新添加的用户其默认的登录密码是“cssrc”，用这个密码登录后可在“系统管理”->“修改密码”中自行修改密码。

超级用户可以修改其它用户的权限但不能修改其它用户的密码（甚至是一般用户的密码）。超级用户可以删除其它

用户。

4.3.8 端口设置

这里的端口指的是装置和控制器建立连接的通讯口，这个通讯口可以是串口也可以是以太网口。一般而言，和控制

器连接采用的是串口。一个端口只能连接一个控制器。

端口设置的步骤：

1） 选取菜单“通讯设置”，弹出“通讯属性设置”对话框，如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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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通信属性设置对话框

2） 在“端口主机”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配置的端口号。

3） 选择“通讯方式”，串口或以太网。

4） 如果选择的通讯方式是串口，则需要设置波特率，这个和连接的控制器有关，如果控制器的程序版本是 JB-QB-5Li

V3.X 和 JB-QB-5Li V4.X，则波特率选 9600。另外，对于串口通讯方式，端口 X 强制帮定 COMX，如端口 1 一定指的

是 COM1，不要问为什么！

如果选择的通讯方式是以太网，则需要设置连接控制器使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5） 选择“协议类型”，如果接的是控制器，要根据控制器的软件版本选定。

6） 勾选“启用”。

7） 保存设置后重新启动装置即可。

4.3.9 与监控中心连接

本装置可以做为下位机给监控中心（上位机）发送报警信息，也可以做为上位机接收下位机发送的信息，但不能同

时做为上位机和下位机使用。做为上位机时下位机只能使用本装置。上位机和下位机间使用串口方式进行连接。

如果本装置是做为下位机使用，则在“通讯属性设置”中“本机做为图形显示装置，与监控中心连接时使用的通讯

端口”一栏中输入相应的端口号，同时配置该端口的通讯方式、协议类型等并启用该端口。

本装置做为下位机使用时，在给上位机发送报警信息过程中，面板右上角的“数据传输”指示灯闪亮，发送结束后，

“数据传输”指示灯保持常亮，直到本装置复位为止。

另外，当下位机与上位机连接发生通讯故障时，面板右上角的“远程故障”指示灯常亮，并且发出故障报警提示音，

直到故障取消或装置复位为止。

如果本装置是做为上位机使用，则在“通讯属性设置”中“本机做为监控中心，与图形显示装置连接时使用的通讯

端口”一栏中输入相应的端口号，同时配置该端口的通讯方式、协议类型等并启用该端口。

5 系统运行

5.1 正常监控状态

在没有火警、监管、联动和故障报警时系统处于正常监控状态，监控界面如图 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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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正常监控界面

监控界面下方状态栏显示当前系统运行状况，如图19

用户名 用户权限 正常连接的
控制器总数

正常连接的控制器
端口号列表

状态指示灯用户名 用户权限 正常连接的
控制器总数

正常连接的控制器
端口号列表

状态指示灯用户名 用户权限 正常连接的
控制器总数

正常连接的控制器
端口号列表

状态指示灯用户名 用户权限 正常连接的
控制器总数

正常连接的控制器
端口号列表

状态指示灯

图19 系统运行状态指示栏

“当前用户”：显示当前用户名称和用户所具有的权限（这里显示用户为“admin”，具有“管理员”权限）；

“控制器连接”：显示火灾报警控制器和图形显示装置的通讯连接情况，“2 台控制器连接：1 3”表示共有 2 台火

灾报警控制器和图形显示装置保持正常连接，这 2 台控制器使用的端口号分别为 1 和 3 号；

“当前时间” ：显示当前系统时间；

“状态指示灯”：三个虚拟状态指示灯指示图形显示装置工作状态，绿色指示正常，红色指示报警/联动，黄色指示

故障。

当火灾报警控制器与图形显示装置发生通讯连接故障时，图形显示装置会出现以下报警信息（以端口 1 发生通讯故

障为例）：

1) 状态栏上黄色故障指示灯点亮，绿色正常指示灯熄灭，图 20。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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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状态栏上控制器连接不再显示通讯故障端口号，监控界面显示通讯故障提示对话框，图 21。

图 21

用户确认通讯故障后，要点击“确认”按钮，关闭通讯故障提示对话框。

3) 图形显示装置发出故障提示音。

5.2 报警

当图形显示装置接收到火灾报警控制器发送的火警、监管、启动/反馈、屏蔽和故障信号时将会进入报警状态。对

于不同的报警信号图形显示装置会有不同的报警显示。

5.2.1 火警

当图形显示装置接收到火警信号时，进入火警报警状态，界面如图 22 所示。

图 22 火灾报警状态的界面

监控界面指示信息如下：

1) 状态栏上红色火警/联动指示灯点亮，绿色正常指示灯熄灭。

2) 首火警报警设备图标被首火警图标 替代，其他火警报警设备会出现红色闪动背景 。

3) 报火警时在监控界面的右上方会出现一个首火警指示框显示首火警发生的时间和设备编号，如图 23。



TX5Ei 型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14

图 23 首警指示

图 23 中显示的是“12:53: 1-1-1-3”，表示首火警发生的时间是 12:53，是由 1 号端口 1 号分机的 1 区 3 号报警设

备发出的。

4) 在监控界面的右上方的报警总数指示器中显示出当前的火警总数，如图 24。

图 24 报警总数指示器

例如：图 23 中显示“火警：1”，就是有 1 条火警信息。

5) 报警时，当前报警窗口会自动弹出，显示报警端口号、分机号、区号、位号、位置描述、报警事件和设备类型

等报警信息详细内容。

6) 在系统左边的树形目录中，报火警时会用红色字体显示报火警设备和报火警图层。发生首火警的监控图层名称

前会被标注上“首火警”字样。

7) 报火警时，会出现一个视图切换窗口。当有多个监控视图发出火警报警时，可以手动切换各个报警监控视图。

用户也可以勾选“自动切换”功能，设置好间隔时间后，报警监控视图就会按设置的时间间隔循环显示。点击

“首火警”按钮，可以快速切换到首火警监控视图。

8) 发出火警提示音。

5.2.2 监管报警

当图形显示装置接收到监管报警信号时，进入监管报警状态，界面指示形式和火警相似。

发生监管报警时：

1) 监管报警设备会出现绿色闪动背景 。

2) 在监控界面的右上方的报警总数指示器中显示出当前的监管总数。

3) 当前报警窗口会自动弹出，显示报警端口号、分机号、区号、位号、位置描述、报警事件和设备类型等报警信

息详细内容。

4) 在系统左边的树形目录中，监管报警时会用绿色字体显示报警设备和报警图层。

5) 发出监管报警提示音。

5.2.3 联动/反馈报警

当图形显示装置接收到联动/反馈信号时，进入联动/反馈报警状态，界面指示形式和火警相似。

发生联动/反馈时：

1) 状态栏上红色火警/联动指示灯点亮，绿色正常指示灯熄灭。

2) 在监控视图界面上，联动报警设备图标左上角会出现绿色启动指示灯 ，收到反馈信号后报警设备右上角

出现红色反馈指示灯 。

3) 在监控界面的右上方的报警总数指示器中显示出当前的联动/反馈总数。

4) 当前报警窗口会自动弹出，显示报警端口号、分机号、区号、位号、位置描述、报警事件和设备类型等报警信

息详细内容。

5) 在系统左边的树形目录中，联动/反馈报警时会用红色字体显示报警设备和报警图层。

6) 会出现视图切换窗口，可以手动或自动切换报警视图。

7) 发出火警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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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故障报警

当图形显示装置接收到故障报警信号时，进入故障报警状态，界面指示形式和火警相似。

发生故障报警时：

1) 状态栏上黄色故障指示灯点亮，绿色正常指示灯熄灭。

2) 故障报警设备会出现黄色闪动背景 。

3) 在监控界面的右上方的报警总数指示器中显示出当前的故障总数。

4) 当前报警窗口会自动弹出，显示报警端口号、分机号、区号、位号、位置描述、报警事件和设备类型等报警信

息详细内容。

5) 发出故障报警提示音。

5.2.5 报警处理

报警发生后，值班人员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处理，确认报警信号和查明报警原因。用户在如图22界面，选择“报

警处理”，然后在当前报警信息窗口中用鼠标左键双击一条报警信息，系统会弹出一个报警信息录入对话框,如图25，

此时可以在把这条报警信息的报警原因和处理结果输入对话框，然后点击“录入”按钮进行保存。

图 25 报警信息录入对话框

5.2.6 消音

图形显示装置收到报警信号后，会发出报警提示音，此时可以点击工具栏“消音”按钮将报警提示音关闭。当有图

形显示装置收到新的报警信号后会再次发出报警提示音。

5.2.7 复位

当图形显示装置收到报警信号并发出报警后，用户可以点击工具栏“停止”按钮将图形显示装置恢复到正常监控状

态。

5.2.8 报警同步

当图形显示装置因为自身复位或通讯故障造成与报警控制器的报警信息显示不一致时，图形显示装置能够在复位后

或通讯故障恢复后与报警控制器重新同步，使两者显示的报警信息保持一致。

5.3 图层的缩放

用户可以使用工具栏上的视图操作按钮（如图 26）查阅监控视图上的消防设备的物理位置。

图 26 视图缩放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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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功能也可以使用“消防信息—视图操作”菜单实现。

缩小区域：点击缩小区域按钮，监控视图被缩小显示

放大区域：点击放大区域按钮，监控视图被放大显示

选择放大：点击选择放大按钮，在监控视图内按鼠标左键拖动后，会以鼠标拖动的起点和终点作为对角线形成一个虚线

框。放开鼠标左键，虚线框范围就被放大显示到整个监控界面。如图 27所示。

图 27 图形缩放指示

图片适中：点击图片适中按钮，监控界面会显示整个视图范围

移图：点击移图按钮，鼠标光标自动变换成 图标，按鼠标左键拖动，视图就会沿着鼠标拖动方向移动。

另外，用户也可以通过鼠标的滚动键实现监控视图的放大和缩小。

5.4 如何查找一个设备

查找一个添加设备有物理和逻辑两种方式。

1) 物理方式：通过左边的树形目录，按照实际的物理位置来查找一个添加设备。

2) 逻辑方式：通过“消防信息—设备查询”菜单打开设备查询对话框，如图 28。

图 28 查找设备对话框

输入查找设备的端口号，分机号，区号，位号，点击查询按钮，如果设备存在就会出现在下面列表框内。用鼠标左

键双击列表框内的设备条目，被查找设备所在的监控视图就会作为当前监控视图显示出来，被查找设备以选中的状态出

现在当前视图内，如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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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5.5 如何填写设备维护保养记录

系统内各消防设备经过维护保养后，可以在本图形显示装置中填写设备维护保养记录，通过“信息记录—维护保养

记录”菜单打开维护保养记录对话框，如图 30。

图 30 维护保养记录对话框

例如：2013年 9 月 4 日，对所有感烟探测器进行了一次感烟灵敏度测试。用户可以按图 36 所示填写维护保养记录。

填写完成后，点击“添加”按钮，会出现一个记录添加成功提示对话框表示记录添加完成。

记录输入过程中，如果发现输入内容有错误，可以点击“重新填写”按钮清空填写内容。点击“关闭”按钮退出维

护保养记录对话框。

5.6 如何填写设备运行记录

本图形显示装置可以让用户手工记录设备运行情况，通过“信息记录—设备运行记录”菜单打开设备运行记录对话

框后，就可以在对话框中记录设备运行情况。

具体操作可参照“如何填写设备维护保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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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如何填写消防设备记录

本图形显示装置可以让用户手工记录监控系统内各消防设备的基本信息，方便需要时查询，包括设备名称，产品有

效期，设备制造商等。通过“信息记录—消防设备记录”菜单打开消防设备记录对话框，就可以在对话框中记录设备的

基本信息。

具体操作可参照“如何填写设备维护保养记录”

5.8 如何查询填写记录

当用户需要查询上述手工填写的记录时，可以通过“信息记录—记录查询”菜单打开记录查询对话框进行查询。

对于查询结果中一些存在错误的记录，用户可以在选中记录后，点击“删除该条记录”按钮进行删除。系统在删除

记录前会弹出一个提示对话框让用户确认自己的操作。只有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才能删除记录。

5.9 如何查询日志

通过“信息记录—日志查询”菜单打开日志查询对话框进行查询。

5.10 查询报警记录

本图形显示装置具有报警历史记录功能，会自动保存所有报警信息，用户可以通过工具栏“报警历史”按钮或者“消

防信息—报警历史”菜单打开“报警历史”对话框进行查询，如图 31。

图 31 报警记录查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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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数据备份/恢复

本图形显示装置具有数据备份/恢复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消防信息—数据备份”菜单进入“数据备份与恢复”对

话框实现对报警历史记录、维护保养记录、设备运行记录、消防设备记录的备份、察看和恢复。如图 32。

图 32 数据备份与恢复对话框

备份

我们以报警历史记录备份为例，首先选择记录类型为“报警历史记录”，然后点击“备份”按钮，此时会弹出一个

备份文件保存对话框，如图 33。

图 33

用户在对话框中选择好备份文件的保存目录，并且输入备份文件的名称（也可以使用系统默认的名称）后，点击“保

存”按钮，系统还会弹出一个提示对话框，如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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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点击“是”按钮，完成报警历史记录的备份。

需要注意的是，记录备份后就会从系统数据库中删除，用户在记录查询对话框中将查询不到这些备份记录。

备份察看

当用户需要察看备份文件的内容时，可以用备份察看功能实现。我们以察看报警历史记录备份文件为例，首先选择

记录类型为“报警历史记录”，然后点击“察看备份”按钮，此时系统弹出一个文件选择对话框，如图 35。

图 35

在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察看的备份文件，点击“打开”按钮，备份文件内容就会出现在列表框内，如图 36。

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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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备份文件的类型和选择察看的记录类型必须一致。示例中选择察看的记录类型为“报警历史记录”，

那么选择的备份文件的类型也必须是报警历史记录类型的，否则会出现错误。

恢复备份

当用户需要把备份文件恢复到系统数据库时，可以用恢复备份功能实现。我们以恢复报警历史记录备份文件为例，

首先选择记录类型为“报警历史记录”，然后点击“恢复备份”按钮，此时系统弹出一个文件选择对话框，如图 37。

图 37

在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察看的备份文件，点击“打开”按钮，系统弹出一个提示对话框，如图 38。

图 38

表示数据已经恢复到系统数据库中。

需要注意的是，和“备份察看”一样，备份文件的类型和选择恢复的记录类型也必须一致。

用户退出数据备份对话框，请点击“关闭”按钮。

6 故障分析与排除

表2 故障及排除方法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备注

开机无任何反应
1） 电源是否正常

2） 保险丝是否烧坏
检查电源及保险丝

控制器有报警信息

但本装置上却没有

反应

1） 控制器与本装置的接线是

否正确。

2） 端口设置是否正确

3） 控制器是否发出报警信

息。

1） 按照“与控制器的连接”一节

所示接好线路。

2） 按照“端口设置”一节的方法

设置好端口的参数。

3） 用其它的计算机连接控制器

来测试通讯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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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养、维修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属消防专用设备，其操作人员必须经过本公司的专门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平时应有专

人值班、管理及保养，定期检查其功能的正常与否，并随时做好值班记录，当出现故障时应及时处理，如果不能自行解

决应请专业人员或通知厂家修理。

8 开箱及检查
开箱后检查控制器外观是否完好，应该无明显划痕、毛刺等机械损伤。

包装箱内物品清单：

1) 主机一台；

2) 使用说明书一份；

3) 合格证一份；

4) 钥匙二把（后门板钥匙）；

5) 保险丝一个（2A）。

9 其它
9.1 服务承诺

凡我公司提供的产品，均由我公司及我公司在各地的维修服务部为用户提供相关技术数据及技术支持，为用户承担

系统的开通调试和投入使用后的维修服务工作。我公司将建立专门的用户档案，用计算机管理并作质量跟踪，诚挚的为

用户服务。

9.2 质量保证

设备的保修期为 12 个月，在保修期内，如因我公司产品质量问题而发生故障或损坏，我公司负责免费修理或更换。

9.3 联系方式

工程技术服务：0510-83302969

传真：0510-83315517

地址：中国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

邮编：214187

电话：+86 510 8331 1597（总机）

+86 510 8330 2969（工程技术服务）

400 9953 119（售后）

传真：+86 510 8331 5517

（本使用说明书版权归无锡蓝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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