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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感谢您选用 JB-QB-501 型火灾报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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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用【】括住的文字或图符均表示按键，如：【 】表示上翻页键，【复位】表示复位键。

 接入控制器的每个设备都被赋予一个逻辑地址，该地址用区号和位号表示，区号和位号的组合唯一的确定了一个设备，

如火灾声光警报器的地址是 2 区 011 号、主电源的地址是 2 区 023 号。这里的“区”和“报警区域”及“探测区域”没

有必然联系，即：它们不是同一概念。另外，由于 1回路报警总线上的设备被分配到了 1区，所以在本系统中，“区”和

“回路”指的是同一概念。有关设备地址的分配请参阅附录 A。

 设备地址用 4位十进制数字表示，左边 1位是区（回路）号，右边 3位是位号，如 1023代表 1区 023号设备。

1 概述

1.1 适用范围：本控制器适合于在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

1.2 执行标准：GB4717-2005

1.3 术语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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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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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监管信号输入装置：指信号输入模块（简称“信号”）等能采集监管信号的装置。

1.3.4 火灾报警控制（即联动控制）装置：包括远动控制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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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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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动控制模块（简称“模块”）等。

1.3.6 启动：指火灾报警控制器向联动控制设备发出的控制信号。

1.3.7 应答：指联动控制设备的反馈信号。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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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地址信息二次转换精确定位报警地点（中英文输入）

 可向火灾显示盘、CRT 等发送报警信息

 探测器数据量化功能（无量纲）

 总线设备类型自动识别

 全中文信息显示

 黑匣子记录功能

 250 个智能总线器件容量

 5 个手动外部控制单元

 可现场编程的火灾报警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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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原理

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当火

场参数超过某一阀值时，火灾报警触发

装置动作，发出报警信号给火灾报警控

制器，火灾报警控制器确认火警信号后

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同时显示火灾发

生的部位，记录火灾发生的时间，依据

事先设置的程序向联动设备发出控制命

令。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原理框图如图 1。

图 1 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原理框图

3 技术数据

主电源 AC 220V (+10%~-15%) ，50HZ

副电源（备电源） DC 24V，4AH（内置）

功耗 监视态：≤3W；报警态：≤10W(25 个探测器同时处于火警状态)

基本监视容量 1个回路，容量 250点

外部控制单元 5个

外部控制单元接点容量 DC 30V，1A

巡检周期 ≤10秒（情况异常时单点连续查巡）

信号传输距离 ≤1000米（RVS-2×1.0mm2）；≤1500米（RVS-2×1.5mm2）

报警线路布线方式 二总线

报警总线之间电压 24V (18V~26V)

工作环境温度 0℃~55℃

相对湿度 ≤95%

黑匣子记录数 可保存最近的 999条记录（包括开、关机、复位、火警、监管、联动及故障报警等

联动编程数 100条（包括或一、或二、与逻辑）

位置转换容量 1×250条，每条 10个汉字或 20个英文字符

火警输出继电器 1对（KA1、KA2），无源触点，有火警时闭合

火警延时输出继电器 1对（DA1、DA2），无源触点，有火警后延时闭合

故障输出继电器 1对（YA1、YA2），无源触点，有故障时闭合

表 1 控制器的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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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观、尺寸、重量

本控制器采用壁挂式结构，内部设有 4AH 全密封免维护电池。结构紧凑、布局合理、外形美观。

4.1 外观图

图 2 控制器的外观图

4.2 内部图

图 3 控制器的内部结构图

4.3 外形尺寸： 高×宽×厚：305×365×89（m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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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安装尺寸图

4.5 安装形式

本控制器采用壁挂式安装。

4.6 重量

本控制器的重量约 9Kg。

5 安装、调试

5.1 外接线端子排列图

5.2 安装的技术要求

 火灾报警控制器应具有良好的

地保护，控制器内部设有接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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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设在有专人

值班的房间或场所，并用随机附件

胀紧螺丝紧固在墙上。一般报警控

制器的底边距地为 1.5 米，两边应

留有大于 0.5 米的空间以便操作与

维修。

 24V电源线采用截面不小于

2.5mm2的阻燃多股铜质塑料软线。

传输距离小于 1500 米时信号线采

用RVS-2×1.5mm2双色多绞多股铜

质塑料软线。当传输距离小于 1000

米时信号线可采用 RVS-2×1.0mm2

双色多绞多股铜质塑料软线。

 调试前施工方应按照施工图纸

和各总线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将总线

设备安装在合适的位置并接入到报

警总线。

图 5 控制器的外接线端子排列图

图 4 控制器的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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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调试步骤

5.3.1 接线

1) 根据施工图检查所有至本控制器的输入输出导线规格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

2) 使用 500V兆欧表检测所有输入输出导线对地电阻应≥20MΩ，如不能达到要求应请施工人员排故障后方可进入下一

步操作。

3) 按照“外接线端子排列图”接好导线。

5.3.2 开机

打开控制器门板，同时将主、备电源开关合上，控制器初始化后进行指示灯和音响自检，显示待机界面（图 6），电源灯

闪烁，此时按下【菜单】键控制器进入调试状态，输入正确的口令（图 7）后就可以看到调试菜单（图 8）。注意，调试菜单

中各项前面的序号并不表示调试的步骤或顺序。

图 6 控制器的待机界面 图 7 输入口令时的显示界面 图 8 调试菜单界面

5.3.3 设置时间

在调试菜单中按【1】键设置系统的时间（图9）。注意，错误的时间不能被系统接受。

图9 设置时间的界面

5.3.4 登录设备

所有的外部设备包括探测器、外部控制输出单元所接的设备、火灾显示盘等只有首先在系统中注册才能发挥各自作用，

这个注册的过程即设备登录。在调试菜单中按【2】键进入设备管理子菜单（图10），在子菜单中再按【1】键就可以进入到设

备登录功能（图11），可以登录总线设备（图12）和其它外部设备（图13）。

图10 设备管理菜单 图11 设备管理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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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登录总线设备的界面 图13 登录其它外设的界面

5.3.5 查阅登录信息

查看已登录到系统的设备。在设备管理子菜单中按

【2】键可以进入到登录查阅功能（图14）。

如果已经确定设备被接入系统，但是在“登录查阅”

中却查不到该设备的号码，那么可以在“参数测试”中看

一下该设备的工作状态。在设备管理子菜单中按【2】键

可以进入到参数测试功能（图15）。

每个探测器的模拟值有2个：烟值和温值（无量纲），

探测器的当前值到底看烟值和温值中的哪一个，要根据探

测器的实际类型来定，如果探测器的实际类型是温感，则

当前值以温值为准，其它类型的设备则以烟值为准。如果

探测器实际类型所对应的当前值低于12，则探测器不能被

登入系统，应予以更换。外部控制输出单元被分配在第2

区，占用1至5号地址，它的值只有一个，无所谓烟温。

如果探测器的实际类型和显示的类型不符，则可在

“类型设定”中更改探测器的类型为实际的类型。在设备

管理子菜单中按【3】键可以进入到类型设定功能（图15）。

图14 查阅登录信息的界面

图15 参数测试的界面

图15 类型设定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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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编辑设备的位置信息

位置信息，即探测器安装的地方，这样当有报警发生时就可以

精确的定位报警的地点。在设备管理子菜单中按【4】键可以进入设

备位置描述菜单(图16)。

在位置描述菜单下按【OK】键进入文本编辑状态，即可对位置

描述信息进行编辑，支持中（拼音）英文及数字输入；按【菜单】

键可进入位置描述拷贝菜单，可把当前设备的位置

描述信息复制到其它指定的设备（图17），以简化对安装在同一个地

方的设备位置信息的编辑。

5.3.7 联动编程

联动编程用来设置当控制器接收到火灾报警信号后，如果处于

自动状态，则应该如何执行火灾报警控制功能，即：在何种火灾报

警信号下控制哪些消防联动设备。在调试菜单（见图8）中按【3】

键进入联动编程功能（图18），系统支持3种逻辑关系：“与”逻辑、

“或一”逻辑、“或二”逻辑)。

“与”逻辑表示：设置在条件1范围内的任意一个设备报警，并

且设置在条件2范围内的设备也有一个报警，那么就对设置在动作范

围内的联动设备发出控制信号。

“或一”逻辑表示：设置在条件1范围内的任意一个设备报警或

者设置在条件2范围内的任意一个设备报警就对设置在动作范围内

的联动设备发出控制信号。

“或二”逻辑表示：设置在条件1范围内的任意两个设备报警或

者设置在条件2范围内的任意两个设备报警就对设置在动作范围内

的联动设备发出控制信号。

设置所需的联动编程数据后必须将下一页面的所有数据项设置

为0，如设置了5条（每页1条，从第1页开始）编程数据，那么就要

将第6页的数据项设置为 0。

5.3.8 模块映射

在设备管理子菜单中按【6】键可以进入到模块映射菜单（图19）,

用于设定系统中特定功能模块的地址,该菜单有“外控模块”和“消

防泵模块”2个选项。

按【1】键进入外控模块设置选项（图20）,在使用总线模块来

检测外控单元应答信号时，必须在此设置外控单元对应的应答模块

地址，5个模块地址选项一一对应5个外控单元。另外需注意的是，

要使外控模块设置生效，必须在系统选项中启用外控映射功能（参

见5.3.9系统选项说明）。

按【2】键进入消防泵模块设置选项（图21）,对于存在消防泵

的系统可以在此设置检测消防泵启动应答信号的模块地址。可以最

多设置3个模块地址。

图16 编辑位置信息时的界面

图17 位置信息复制的界面

图18 联动编程界面

图19 模块映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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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外控模块设定界面 图21 消防泵模块设定界面

5.3.9 其它参数设定

系统选项 在调试菜单中依次按【4】键->【1】键进入

系统选项设置（图22），系统选项中有以下几个重要的运行参数：

图22 系统选项设置界面

1) 允许实时打印：设定是否要在报警的时候打印报警信息。

2) 火灾显示盘断线故障：是否允许巡检火灾显示盘，如果是，当与火灾显示盘的通讯发生故障时控制器就要报出。

3) 本机号码：用来设置控制器的号码。

4) 仅自动状态下链接启动：我们把用联动设备的应答信号作为联动条件的逻辑关系称为链接启动，一般情况下，链接

启动不受控制器自动手动状态的约束，即可以在手动情况下执行，但为了安全起见，也可以设置为只能在自动状态

下执行，和其它的报警信号一样。这里，如果设置为是的，那么涉及到的链接启动只能在自动状态下执行。

5) 给CRT发报警信息：是否给CRT发送报警信息。

6) 与集中控制器连接：本机是否作为区域机与集中控制器通讯。

7) 本机容量：本机型的最大容量是可带250点总线器件，但出于用户需求的考虑，可能会以低于这个限制的容量发行，

这个容量就是本机容量，是在出厂时设置的，用户不能修改。

8) 打印机断线故障：如果选择“是的”，当打印机断线时，控制器将报出打印机故障，否则，控制器将不监控打印机。

9) 火警输出延时：设定火警延时输出接点的延时时间。

10) 外控映射：如果选择“是的”，就启用外控映射功能，这样就可以通过在模块映射菜单中设定的模块来检测外控设

备的应答信号；选择“不必”，就通过外控单元直接检测外控设备的应答信号。

记录选择 本控制器可以记录（到黑匣子）的报警类型有

火警、监管、启动、应答、故障、事件，除火警外，其它类型

都是可选项，即可以选择记录，也可以选择不记录。在调试菜

单中依次按【4】键->【1】键可以进入到记录选择功能（图23）。

每一项都有“是的”和“不必”两种选择，用户可以根据需要

进行设置。

图23 记录选择功能的界面

设置完各种参数后返回到待机界面，系统将转入正常监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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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操作

6.1 信息显示与查询

本控制器具有火灾报警（见 6.2）、监管报警（见 6.3）、火灾报警控制（联动控制）（见 6.4）、故障报警（见 6.5）、屏蔽等

功能（见 6.6），当控制器处于这些状态时 LCD 屏幕上会有相应的显示以表明各种状态的具体信息。屏幕被分成 2个部分以显

示这些状态。顶部第一行是基本信息显示区，显示报警类型，报警总数、当前报警页面，当前时间、首次火警的区位号和报

警时间等，当有火警时当前时间显示自动被首火警信息覆盖（图 24、图 25）；基本信息显示区以下是报警信息内容显示区，

显示报警设备的区位号、报警时间、设备类型和设备的位置信息。

图 24 报警信息显示界面（有火警） 图 25 报警信息显示界面（无火警）

火警信息显示：显示火警总数、当前显示的是

第几条、火警的区位号、报警时间、设备类型和设

备的位置信息。当火警的数目大于 1 时，火警信息

将自动循环显示。火警信息显示区的显示内容如图

26。

图 26 火警信息显示区的显示内容

监管信息显示：显示监管报警总数、当前的页

码、监管设备的区位号、报警时间、设备类型和设

备的位置信息。监管信息显示区的显示内容如图

27。

图 27 监管信息显示区的显示内容

联动信息显示：显示联动总数、启动总数（在当前

联动信息中有多少设备是处于启动状态）、应答总数

（在当前联动信息中有多少设备处于应答状态）、当

前的页码、联动设备的区位号、启动时间、应答时

间、设备类型或设备的位置信息。联动信息显示区

的显示内容如图 28。

图 28 联动信息显示区的显示内容



JB-QB-501 型火灾报警控制使用说明书

10

故障信息显示：显示故障总数、当前的页码、故

障设备的区位号、报警时间、设备类型和设备的位置信

息。故障信息显示区的显示内容如图 29。

图 29 故障信息显示区的显示内容

屏蔽信息显示：显示屏蔽总数、当前的页码、

被屏蔽设备的区位号、设备类型和设备的位置信息。

屏蔽信息显示区的显示内容如图 30。

报警显示区每次只显示一条对应的信息，当信

息数目大于 1 时可以按【 】或【 】键翻页查阅

其它信息；当有多个报警显示区同时存在时可以按

【 】或【 】键切换不同显示区。

图 30 屏蔽信息显示内容

6.2 火灾报警

在正常监视状态下控制器巡检已登记的每个探测器，密切监视每个探测器的当前烟浓度或温度数值，并将这个参数根据

算法进行运算、识别，若符合火警建立条件，则立即进入火灾报警状态。此时控制器将执行如下动作：

1） 发出火警的声音，点亮面板上的火警指示灯。

2） 显示屏上的火警显示区显示出当前火警的详细信息，更新火警总数等。

3） 打印机（当安装该选配件并且允许实时打印）打印出火警地址、报警时间。

4） 控制器的火警无源输出接点KA1、KA2闭合。

5） 启动火灾声光警报器。

6） 如果联动处于自动状态，则控制器根据事先编制的逻辑关系给联动设备发出控制信号。

7） 向黑匣子写入报警记录。

8） 向火灾显示盘、CRT发出火警信息（如果允许发送）。

9） 经过设定延时后，控制器的火警延时输出接点DA1，DA2闭合。

控制器的火警状态仅能通过手动复位操作消除。

6.3 监管报警

监管信号是指接入控制器的输入信号，但这些信号不是火灾报警系统内部应具有的信号。如水位探测、防盗探测、压力、

温度、空调等其它各类信号。当控制器接收到这些输入信号时，将进入监管报警状态。此时控制器将执行如下动作：

1） 发出监管报警声，点亮面板上的监管指示灯。

2） 显示屏上的监管显示区显示出当前监管的详细信息，更新监管总数等。

3） 打印机（当安装该选配件并且允许实时打印）打印出监管设备的地址、报警时间。

4） 如果联动处于自动状态，则控制器根据事先编制的逻辑关系给联动设备发出控制信号。

5） 向黑匣子写入报警记录（如果允许写入）。

6） 向火灾显示盘、CRT发出监管信息（如果允许发送）。

控制器的监管报警状态仅能通过手动复位操作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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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火灾报警控制（即联动控制）

当火灾声光警报器或其它的消防联动设备启动后，控制器将执行如下动作：

1) 发出联动声音，点亮面板上的联动指示灯。

2) 显示屏上的联动显示区显示出当前联动的详细信息，更新联动总数、启动总数以及应答总数等。

3) 打印机（当安装该选配件并且允许实时打印）打印出联动设备的地址、发生时间。

4) 当接收到启动设备的应答信号后根据事先编制的逻辑关系给联动设备发出控制信号，即链接启动（手动状态下是否

可以链接启动要看“系统选项”中的“仅自动状态下链接启动”的设置）。

5) 向黑匣子写入联动记录（如果允许写入）。

6) 向火灾显示盘、CRT发出联动信息（如果允许发送）。

6.5 故障报警

当有下述情况发生时控制器发出故障报警信号：

1) 控制器与探测器的联机断路、短路，探测器与底座间连接断路以及探测器本身损坏等造成的控制器对探测器之间的

监视异常。

2) 控制器与火灾显示盘之间连接线的断路、短路等造成的通讯异常。

3) 控制器与火灾声光警报器或消防联动设备间连接线的断路、短路等造成的监视异常。

4) 主电源（即交流220V电源）电压低于187V（包括断电）。

5) 备电源（即控制器内的备用电源）断电或内部24V输出低于21.8V、备用电源不充电。

对于上述 1）、2）、3）项故障控制器将执行如下动作：

1) 发出故障告警声音，点亮面板上的故障指示灯。

2) 在显示屏上的故障显示区显示出当前故障的详细信息，更新故障总数等。

3) 打印机（当安装该选配件并且允许实时打印）打印出故障设备的地址、发生时间。

4) 控制器的故障无源输出接点YA1、YA2闭合。

5) 向黑匣子写入故障记录（如果允许写入）。

6) 向火灾显示盘、CRT发出联动信息（如果允许发送）。

对于上述 4）、5）项故障控制器将执行如下动作：

1) 发出故障声，点亮对应的主、备电故障指示灯。

2) 打印机（当安装该选配件并且允许实时打印）打印出故障设备的地址、发生时间。

3) 控制器的故障无源输出接点YA1、YA2闭合。

4) 向黑匣子写入故障记录（如果允许写入）。

所有故障信号在故障排除后，可以手动或自动复位。

6.6 屏蔽功能

屏蔽是指在工程调试、临时改变某一环境的使用用途或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有部件异常时，需要将某个或多个外部设备通

过控制器本身操作暂时关闭其功能的情况。在“屏蔽设置”中可以对设备进行屏蔽或解除屏蔽操作。监视状态下，按【菜单】

键显示屏提示输入口令（图31），口令正确后进入功能菜单（图32），功能菜单中有屏蔽设置（图33）、历史记录和时间设置3

个功能项，按【1】就可进入屏蔽设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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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进入功能菜单的口令验证界面 图32 功能菜单界面 图33 屏蔽设置功能界面

控制器可以屏蔽的设备有：总线设备、报警总线、控制输出接点、火灾声光警报器等。当有设备被屏蔽时，控制器面板

上的屏蔽指示灯点亮，屏蔽信息被显示在屏蔽显示区中（最新的屏蔽信息总是被显示在最前面）。

6.7 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即黑匣子记录，控制器可以记录最近的999条相关信息，且

在控制器断电后能保持数十年之久，用户可以根据这些记录来判断控制

器、探测器及其它外部设备的工作状况。控制器可以记录的信息类型有：

火警、监管、联动（包括启动和应答）、故障、事件（如开机、关机）等。

除火警记录必须记录外，其它类型的记录可以选择是否记录，具体参见“记

录选择”功能。在功能菜单中按【2】就可进入历史记录查阅功能，界面

如图34。

图34 历史记录查阅界面

6.8 声音

控制器可以发出3种不同的声音以区别不同的报警状态，当有火警发生或有火灾报警控制信号输出时控制器发出救火车的

声音，当有故障报警时控制器发出救护车的声音，当有监管报警时控制器发出警车的声音。

当有新的报警信息到达时控制器是否发出对应的报警声还取决于控制器当时的状态，控制器的报警状态按火灾报警、监

管报警、火灾报警控制、故障报警顺序由高到低排列，如果控制器正在发高等级的报警声音，则低等级的报警信息到达时就

不发该等级对应的声音，如果控制器处于无声状态，则来什么报警就发什么报警声音。

报警声音可以按【消音】键手动消除，此时面板上的消音指示灯亮。如果控制器处于发声状态或无报警的监视状态，则

面板上的消音指示灯灭掉。

6.9 复位

当有火警、监管、火灾报警控制及故障信息存在时，在信息界面或待机界

面（主、备电故障是用灯指示的，不在信息界面显示）按【复位】键能手动消

除这些信息，但如果这些报警信号依然存在，控制器又会很快的重新建立这些

信息。屏蔽信息只能通过解除屏蔽的操作进行，无法复位清除。系统复位时的

界面如图35。

图35 系统复位时的界面

6.10 自检功能

在信息界面或待机界面按【自检】键就可以对控制器的显示屏、面板上的

指示灯以及音响进行检查，检查完后自动返回巡检状态。系统自检时的界面如

图36。

图36 系统自检时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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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手动控制功能

控制器具有5组控制输出接点，用于消防联动设备的控制，每一控制输出都有对应的手动直接控制按钮，按钮设在控制器

的面板上，用控制1、控制2、控制3、控制4、控制5字样标示，按钮为自锁式按钮，按下时自锁，按钮上对应的红灯闪烁，输

出接点闭合，再次按下时按钮弹出，红灯灭，输出接点断开，如果对应控制设备的应答信号到达，则不管按钮是否被按下（或

弹出）按钮上的灯常亮。另外，控制器还有对声光警报器（仅指接在NAC+、NAC-上的声光警报器，见图5）的手动控制功能，

其对应的按钮在面板上用警报器字样标示，按钮是普通按钮，每按一下改变一次声光警报器的状态（启动或关闭）。

6.12 手动/自动切换

在自动状态下，当发生火警后，控制器会根据联动编程中设置的逻辑关系

发出联动设备的控制信号，手动状态下则无此动作。在信息界面或待机界面按

【手动/自动】键，输入正确的密码，就可进行自动/手动状态的切换。控制器

处于自动状态时面板上的自动/手动指示灯常亮，处于手动状态时该灯灭掉。

输入口令进行自动手动切换时的界面如图37。

图37 输入口令进行自动手动切换时的界面

6.13 锁键/解锁

控制器面板上有一个标示“锁键”和“解锁”字样的钥匙开关，当钥匙转动到“锁键”位置时，控制器键盘被锁定，此

时只能进行消音操作。当转动到“解锁”位置时，键盘的全部功能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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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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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机不自检，控制器无任何反应 主、备电源是否正常 检查主、备电是否正常

开机自检时灯闪烁较慢，声音无力 程序片没有插紧 重新插好芯片

开机后液晶屏显示乱码 字库片或程序片已坏或没有插紧 更换或重新插好芯片

开机后控制器灯及音响自检正常

但液晶屏无背光及显示

液晶屏对比度太小，所以看不出

显示内容
调节主板上的对比度电位器

开机时屏幕左上角显示“校验和错

误！”

1.控制器主、备电电压低

2.存储数据的芯片损坏

关电后重新开机，如果仍不能

解决请与厂家联系

开机时屏幕左上角显示“主备电电

压低!”

主、备电电压太低，系统无法正

常运行
检查220V主电是否正常

个别探测器报故障

1.探测器与控制器之间连接短路

或断路

2.探测器脱落

3.探测器损坏

1.检查该探测器底座上的24V

是否正常

2.如果线路正常且底座上的

电压正常请更换探测器

某条支路上的探测器报故障

1.该支路线路与主线路之间的联

机短路或断路

2.支路上的某个探测器故障导致

隔离器动作

1.检查该支路上电压是否正

常

2.检查支路上的隔离器是否

动作。如果动作，可确定为隔

离器后面线路上的某个探测

器有故障，重新开机进入“参

数测试”功能查看该支上探测

器的工作状态，以便找出有问

题的探测器

探测器检测区内没有火灾或烟雾

等导致报警的诱因但探测器却报

火警

探测器里落入灰尘或损坏 更换探测器

主电源故障灯亮 主电电压低于187V 检查主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备电源故障灯亮
备电电源断电或内部24V输出低

于21.8V

检查备电源供电是否正常，电

池是否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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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养、维修

火灾报警控制器属消防专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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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电源停电后使用备电源期间，如果控制器发出备电故障报警信号，则表明机内备用电池电压太低，此时应采取其它

的弥补措施，以防机内备电过度放电而损坏电池。

9 开箱及检查

开箱后检查控制器外观是否完好，控制器型号是否与包装箱上的一致。

包装箱内物品清单：

1) 控制器一台；

2) 使用说明书一份；

3) 合格证一份；

4) 钥匙二把（每把2个共4个），分别为锁键钥匙和控制器门板钥匙；

5) 膨胀螺丝三个；

6) 保险丝五个（2A四个，0.5A一个）；

7） 电源线一根。

10 其它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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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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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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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设备地址分配表

区号 位号 设备

1 1～250 对应报警总线上的设备，位号与总线设备的编码对应

2 1 控制输出单元1

2 2 控制输出单元2

2 3 控制输出单元3

2 4 控制输出单元4

2 5 控制输出单元5

2 11 火灾声光警报器

2 12 报警总线短路

2 13 报警总线断路

2 18 1号火灾显示盘

2 19 2号火灾显示盘

2 20 3号火灾显示盘

2 21 4号火灾显示盘

2 22 5号火灾显示盘

2 23 主电源

2 24 备电源

2 36 报警总线

2 38 打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