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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PM501 型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

1.1 概述

FPM501 型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是依据 GB 28184-2011 消防设

备电源监控系统的标准要求开发的用于各类一般工业建筑、民用建

筑、工厂、办公室、库房和车站、宾馆、娱乐场所等的消防水泵、喷

淋系统、排烟系统、应急照明疏散系统等消防设备的主、备电源工作

状态的监控。在电源发生供电中断、过压、欠压、缺相、错相、过流

等故障时能发出供电中断信号和故障信号并记录及打印。

1.2 系统组成

FPM501型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由 FPM501型消防设备电源状

态监控器和配置的 FPD501型电压信号传感器（单相）、FPD502型电

压/电流信号传感器（单相）、FPD503型电压信号传感器（三相）、

FPD504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三相）组成。

系统利用二总线与各处分布的信号传感器实现多位置消防设备

电源的组网集中监测与故障显示。

拓扑结构详见 4 FPM501 型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设计参考图。

1.3 主要技术参数

监控回路 最多 4回路

每回路监控点 最多 160 点

监控回路布线方式 二总线（DC18V~26V）
总线传输距离 ≤1500 米（RVS-2×2.5mm

2
）；

主要功能 故障后接点、声光输出，故障位置信息直显、黑匣子记录，故障信息打印、查询，

房号信息编辑与导入，信号传感器设置，探测电压/电流数值显示，区域机扩展，

预留接入 CRT 功能等。

监测电压线制 单相、三相四线、三相三线

传感器监测通道 单相 V2，V2I2；三相 V1，V2，V1I1，V2I1，V2I2

探测电压 50±2Hz AC100~435V（线电压）可设定

探测电流 50±2Hz AC0.3~6A，配合 5A 电流互感器

探测精度 优于 5%

工作环境温度 0℃～40℃

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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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PM501 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

2.1 概述

FPM501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采用壁挂式结构、模块

化设计，具有功能强、可靠性高、配置灵活的特点。

监控器采用二总线方式集中各处分布的电压、电压/电流信号

传感器发来的被监测消防电源供电中断、过压、欠压、缺相、错

相、过流等故障信号，进行故障显示、记录并打印等。

2.2 特点

● 采用高性能嵌入式处理器及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 全中文信息显示；

● 黑匣子记录功能；

● 供电中断和故障信息二次转换精确定位地点；

● 通过 USB 接口下载或备份配置信息；

● 可向 CRT 等发送报警信息；

● RS485 通讯接口全部隔离。

2.3 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组成

监控器由主控单元、显示部分、键盘、打印机、底板、扩展板以及接线板等组成。

主控单元是整个监控器的控制中心，它采用一块高性能的嵌入式处理器做为核心，管理里着显示部分、键盘、

打印机以及各种板卡等，是人机交互的界面和“枢纽”。

底板（同时含 1号数据采集卡功能）上除有继电器输出、外部通讯端子，还有 2个回路的监控总线，固定为

1、2回路。

扩展板（即 2号数据采集卡）是扩展的 2个回路的监控总线，固定为 3、4回路。

接线板是一个滤波单元，上述 4个回路的监控总线经过接线板滤波后分别接入底板和扩展板。

本监控器为集中区域兼容型，既可以做为区域机使用，也可以做为集中机使用。注意，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

统为独立的系统，作为集中机或者区域机时都是只能接同类型的监控器，而不是其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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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要技术参数

可选监控容量 80 点/160 点/320 点/480 点/640 点

主电源 AC 220V (+10%~-15%) ，50Hz
副电源（备电源） DC 24V，7AH

功耗 空载：≤10W

区域机扩展 10台

黑匣子记录数 供电中断：999 条；

故障：10000 条（包括过压、欠压、缺相、错相、过流等信息）；

其它：999 条（包括复位、开、关机等信息）。

房号信息容量 本机及区域机全部设备房号信息，每条 20 个字符（每个汉字算 2个字符）

监控总线布线方式 二总线

监控总线之间电压 DC24V (DC18V~26V)
监控总线传输距离 ≤1500 米（RVS-2×2.5mm

2
）；

输出继电器 KA11\KA12，无源触点，有供电中断时闭合（DC30V，1A）；

KA31\KA32，无源触点，有故障时闭合（DC30V，1A）；

2.5 应用与安装

1）外接线端子排列图如下 ：

注：详见 4 FPM501型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设计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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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外形尺寸及安装尺寸(单位:mm)如下图：

3）安装的技术要求

● 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应具有良好的接地保护，监控器内部设有接地标志，外接导线对地绝缘电阻大于

20MΩ。

● 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应设在有专人值班的房间或场所，四周应留有大于 0.5 米的空间以便操作与维修。

● 导线要求：

a）监控回路总线最长为 1500 米，应采用 RVS-2×2.5mm
2
双绞多股铜质软线。当传输距离小于 1000 米时

可采用 RVS-2×1.5mm
2
双绞多股铜质软线；监控回路总线不可与一般意义上的强电（如 110V、220V、380V 等）

共用穿线管。

b）如使用了 485 通讯，485 通讯线最长为 1500 米，采用 2×2.5mm
2
双绞屏蔽线，屏蔽层接两端设备的 GND。

如果不共地或者采用非屏蔽双绞线，可能造成通讯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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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PD501/FPD502/FPD503/FPD504 型电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

3.1 概述

FPD501/FPD502/FPD503/FPD504 型电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是配套 FPM501 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的

探测类器件。实现消防设备交流单相、三相的主、备电源的供电中断、欠压、过压、缺相、错相、过流故障的监

测、数据上传，同时还可上传测量的电压、电流值。传感器还具有总线地址可编码，在监控器上可实现对传感器

监测电源线制、额定线电压、过压百分比、欠压百分比、过载百分比等的设置。

FPD501 型 FPD502 型 FPD503 型 FPD504 型

3.2 特点

● 二总线制为无极性接入，施工方便，灵活。

● 采用专用高精度运算放大器和高性能主控芯片，工作稳定可靠。

● 通过我公司专用编码器对电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进行地址码现场编号，使其可在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

控器上显示具体的地址及工作状态。

● 监测电源的线制及额定线电压、欠压、过压、过载百分比可设置，监测通道可独立关闭，并可掉电保存，

单相信号传感器也可设置监测线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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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技术参数

1）主要性能

2）消防设备电源故障特征值

参数
型号

FPD501 型 FPD502 型 FPD503 型 FPD504 型

可选监测通道类型 单相 V2 单相 V2I2 三相 V1，V2 三相 V1I1，V2I1，V2I2

外形（长×宽×高） 37mm×60mm×92mm 76mm×60mm×94mm

探测频率 50±2Hz

探测电压 100~435V(线电压)可设定

电压谐波畸变率限制 总畸变率≤10%，单一频率畸变率≤5%

探测电流 0.3~6A,配合 5A电流互感器

电流谐波畸变率限制 总畸变率≤15%，单一频率畸变率≤8%

测量精度 优于 5%

通讯方式 二总线

工作电压 二总线,总线间电压 DC24V (18V~26V)

防护等级 IP30

安装方式 35mm宽卡轨

供电中断 电压通道各相值均小于额定值的 40% 默认三相四线约＜88V、三相三线约＜152V

欠压 电压通道任意某相（未缺相）值小于额定值

的 85%（85~99%可设置，步进 1%）

默认三相四线约＜187V、三相三线约＜323V

过压 电压通道任意某相值大于额定值的 110%

（110~101%可设置，步进 1%）

默认三相四线约＞242V、三相三线约＞418V

缺相 电压通道任意一相或两相（三线制时任意一

相）值小于额定值的 40%

默认三相四线约＜88V、三相三线约＜152V

错相 未出现供电中断和缺相情况下，电压通道出

现相位错误

过载 电流通道任意某相大于额定值 100%

（10~120%可设置，步进 10%）

默认约＞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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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应用与安装

1）FPD501/FPD502 型电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的安装尺寸，如下图：

2）FPD503/FPD504 型电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的安装尺寸，如下图：

3）安装的技术要求

● 传感器安装：采用 35mm 导轨安装，传感器左右总宽 76mm，高出导轨 60mm。为了便于接线及散热，产品安

装后上、下各至少预留 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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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接线图

* 详细设计参考 5，6 FPD502 和 FPD504 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设计参考图

1）FPD501/FPD502 型电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的接线，如下图：

电压信号接线 电流信号接线 电源/通讯接线

2）FPD503/FPD504 型电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的接线，如下图：

三相四线电压信号接线 三相三线电压信号接线图

电流信号接线 电源/通讯接线

3）接线的技术要求

● 传感器接线请确保在被监测电源完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否则会引起触电、线路跳闸等事故。

● 探测电压：被检测电路到传感器接线端子需经过保险熔断丝，规格 250V/500mA。

● 探测电流：必须配接二次电流为 5A 的电流互感器，监控器显示互感器的二次电流，实际线路电流需乘以变

比。

● 传感器每个端子只可接入 1 根导线并需采用针型接线端子压成一股或采用单股导线，并接请在端子排上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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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调试

1、 地址编码：使用地址编码器编码接入信号传感器的引出端 T+、T-写入地址即可，写地址时运行灯会闪烁指

示。详细编码器使用方法见使用说明书。

2、 信号传感器安装前应检查编码地址设置是否正确，在同一回路中不应有相同的地址编码。与监控器做联通试

验：在监控器上进行相应回路传感器登记，为了保证登记可靠，每回路连续登记 3遍，然后核对各传感器是否被

有效登记。

4 FPM501 型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设计参考图

注：1.M为信号传感器,可为FPD501~504四种型号中的任意一种；

2.1500米传输距离是2.5平方双绞线的限值，如需更远距离请联系工程技术部评估；

3.每一个信号传感器通过手持编码器设置与监控器的通讯地址，某一回路上不可出现重复的地址；

4.一般监控器有2个或4个总线回路，可最多监控640个信号传感器，如需超过640个，请联系工程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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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PD502 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设计参考图

注：1.本图适用于单相AC220V双电源供电电压和电流监测，可应用于应急照明回路等。

2.备用电源断路器必须合闸，否则会报备电供电中断故障；

4.FPD502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可将采集到的各项数据传向监控器；

5.ATSE为自动切换装置，QF为断路器，具体参数由项目工程设计确定。

3.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进线处电流监测可实现配电负载与配电柜内控制回路等所有设备的高可靠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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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PD504 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设计参考图

三相四线

三相三线

注1.备用电源断路器必须合闸，否则会报备电供电中断故障；

3.FPD504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可将采集到的各项数据传向监控器；

4.ATSE为自动切换装置，QF为断路器，具体参数由项目工程设计确定。

2.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进线处电流监测可实现配电负载与配电柜内控制回路等所有设备的高可靠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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