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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感谢您选用 FPM501 型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
这本使用说明书将引领您一步一步地了解这套系统的强大功能。

我们约定

在以下的描述中：

 如无特别说明将用“监控器”字样来代替“FPM501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

 凡用【】括住的文字或图符均表示按键，如【复位】表示复位键。

 接入监控器的每个设备都被赋予一个逻辑地址，该地址用机器号、回路号和位号表示，有关设备地址的分配请参阅附录

A。

 示例、图中的数据仅作为演示功能用，不具备特定的意义。

1 概述

1.1 适用范围

本监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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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28184-2011 《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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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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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T等发送报警信息；

 通过 USB接口下载或备份配置信息。

1.4 监控器组成

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是用于监控为消防设备供电的交流或直流电源的工作状态，在电源发生过压、欠压、过流、缺相

等故障时能发出报警信号的监控系统，由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电压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压/电流传感器等部分或全

部设备组成。

监控器由主控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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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里着显示屏、键盘、指示灯、打

印机以及各种板卡等，是人机交互的界面和“枢纽”。

底板上除有继电器输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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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被视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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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FPM501 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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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数据
表 2-1 监控器的技术数据

主电源 AC 220V (+10%~-15%) ，50Hz

副电源（备电源） DC 24V，7AH

功耗 空载：≤10W

监控点容量 640 点（4 个监控回路，每回路不超过 160 点）

黑匣子记录数

供电中断：999条

故障：10000条（包括过压、欠压、过流、缺相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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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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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环境温度 0℃~40℃

相对湿度 ≤95%

3 外形结构

图 3-1 FPM501 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外形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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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

4.1 安装尺寸

图 4-1 FPM501 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安装尺寸图

4.2 外接线端子排列图

图 4-2 监控器的外接线端子排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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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装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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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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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V电源线采用截面不小于2.5mm
2
的阻燃多股铜质塑料软线。

2）监控总线最长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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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总线不可与一般意义上的强电（如110V、220V、380V等）共用穿线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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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它信号线可采用RVS-2×2.5mm
2
双绞多股铜质软线。

 485通讯线总线上的设备应该采用“手拉手”方式，即线路从第1台设备到到第2台设备再到第3台设备......，并在

最后一台设备的A、B线两端并接120Ω的终端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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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调试

5.1 接线

1) 根据施工图检查所有至本监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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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开机

打开监控器后门板，同时将主、备电源开关合上，监控器初始化后进行指示灯和音响自检，显示正常待机界面，此时按

下【菜单】键，输入正确的口令后就可以进入到主菜单。

图 5-1 监控器的正常待机界面 图 5-2 主菜单

5.3 设置时间

时间是系统运行的基准，因此要先设置好系统的时间。时间设置功能在“主菜单>>时间设置”中。

图 5-3 时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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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出厂时已经设置好了时间，但是如果监控器长时间不开机的话，可能使维持时间的纽扣电池失效而导致时间

丢失，此时需要重新设定时间且更换纽扣电池。

集中机在设置时间时，会自动同步更新所带区域机的时间，并且，每天 0时 0分时，集中机会自动校准区域机的时间。

5.4 设置本机号码

本机号，即监控器本身的号码，这个号码在集中区域系统中用于识别各个监控器。虽然监控器可能本身不使用在集中区

域环境中，但是系统中很多设置都与此项有关，因此，必须先设置好。一般当监控器单独使用时，这个号码可以设置为 0；当

监控器使用在集中区域系统时，这个号码要根据系统的情况统一分配，但一般不能设置为 0。

本机号码的设置在“主菜单>>调试菜单>>其它>>系统设置”中。进入调试菜单需要超级用户密码，输入正确后才能进入。

图 5-4 系统设置

5.5 登记总线设备

登记总线设备之前，要先登记数据采集卡，不过这些在出厂时已经做好，可以进去查看一下，如果显示的登记列表和实

际不符，可以重新搜索下。数据采集卡登记功能在“主菜单>>调试菜单>>采集卡设置>>登记采集卡”中。

图 5-5 登记采集卡

监控器最多可以登记到 2个采集卡，底板被视为 1 号采集卡。可能由于通讯等原因，有时候不能登记到所有已安装的采

集卡，如果登记到的与实际不符，请尝试再次登记直至正确。以下登记总线卡也是如此。

数据采集卡连接着监控总线，每个数据采集卡上有 2个回路，每个回路最多可接 160个地址码的电压传感器、电流传感

器或者电压/电流传感器。只有被监控器登记到的传感器才能实现正常的监视功能。

“主菜单>>调试菜单>>采集卡设置>>登记总线设备”功能就是用来登记总线设备的。

图 5-6 登记总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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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采集卡号码后按确认键开始登记。监控器可以同时登记多个采集卡，正在登记的和已经登记成功的采集卡都将在列

表中显示。屏幕右上角跳动的数字显示的是登记的进度，是一个倒计数，从 250到 0。

5.6 查阅设备

登记完成后可通过“主菜单>>调试菜单>>采集卡设置>>查阅设备”功能查看已经登记好的采集卡上的总线设备的数量、

号码、类型等。

图 5-7 查阅总线设备

输入要查阅的回路号码后按自检键将显示该回路的所有已经登记的设备信息，包括类型和位置描述。如果回路号码后显

示有“*”表示改变了回路号但是还没有按【确认】，显示的设备信息还是上一次的回路信息，按【确认】后才能更新显示。

按【菜单】可以批量编辑设备的房号信息，即设备安装的位置描述信息。

图 5-8 设备房号编辑

注意，“[001]”是本机号码，这个号码是添加进来的，不能更改。“01回路”处的回路号也是根据前一个页面的信息来的，

不能更改。当光标在“范围”一行时，按【F1】可以读取“范围”内第一个有效号码（1到 250）的设备房号信息，这样就可

以进行批量设置。如上图中按【F1】将显示 1号分机 1回路 1号设备的位置描述，按【确认】将把 1号分机 1回路 2到 8号

设备设置成和 1号设备同样的信息。

房号信息一般用 20个以内的字符来描述，一个汉字算 2个字符。

5.7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功能是设置传感器的线制、额定线电压、过电压百分比、欠电压百分比、过电流百分比等，在“主菜单>>调试

菜单>>采集卡设置>>参数设置”中。

图 5-9 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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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路强行线制设置（0-1）：设置为1时，将传感器测量线制由原来的三相四线切换为三相三线或者由原来的三相三线

切换为三相四线（必须改接实际被监测线路为对应接线）；设置为0时，保持传感器原测量线制设置（内部拨码开关确

定）。此设置会确定额定电压为220V（三相三线）或380V（三相四线）及相位关系。

拨码开关本身可以确定三相四线还是三线三线，但由于拨码开关在传感器内部，安装好后更改线制比较麻烦，所以可

能通过监控器来远程设置。也就是说，当设置为1的时候，实际线制和拨码开关所示是反的，至于具体线制，可以在设

备测试中查看。

 第2路强行线制设置（0-1）：同上。

 第1路额定线电压设置（100-435）：设置监测线路的额定线电压，若为三相四线，额定电压为此值除以√3（1.732）。

默认0为380V。

 第2路额定线电压设置（100-435）：同上。

 第1路过电压设置百分比（0-9）：设置当监测的线路电压超过额定电压（三相四线时为相电压即220V,三相三线时为线

电压即380V）的百分之多少时报警，值的含义：（110-x）%。如设置为0，当监测线路为三相四线时，电压超过220×

(110-0)%=242V时发出过电压报警。

 第2路过电压设置百分比（0-9）：同上。

 第1路欠电压设置百分比（0-14）：设置当监测的线路电压低于额定电压（三相四线时为相电压即220V,三相三线时为

线电压即380V）的百分之多少时报警，值的含义：（85+x）%。如设置为0，当监测线路为三相四线时，电压超过220

×(85+0)%=187V时发出欠电压报警。

 第2路欠电压设置百分比（0-14）：同上。

 第1路过载电流百分比（0-12）：设置当监测的线路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必须适配5A的电流互感器）的百分之多少时报

警，值的含义：（10*x）%,0特定为100%。如设置为6，当监测线路适配50:5A的互感器时，被监测电缆电流超过50×

(10*6)%=30A时发出电流过载报警。

 第2路过载电流百分比（0-12）：同上。

 关闭通道：V2电压、I1电流、I2电流通道可分别被关闭或打开，默认全开；如果某个通道没有使用，可以将其关闭。

5.8 区域机设置

如果本监控器不是用在集中区域系统中，也就是不与其它监控器连接，请跳过这一章节。

区域机设置，主要是作为集中监控器时，设置所带的区域机的号码等。区域机的有关设置在“主菜单>>调试菜单>>区域

机设置”中。

图 5-10 区域机设置

1） 登记区域机：本机作为集中机使用时，可以添加、删除所带的区域机号码，作为区域机时，请清空本设置里的区域机号

码。登记的信息包括：本监控器直接带的区域机的号码，区域机的直接主机，区域机的类型，区域机的描述信息等。

图 5-11 登记区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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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1号机作为集中机带了 2、3、4号 3个区域机机器，而 6号机，是作为 2号机的区域机，所以，在这张表中，2

号机既是 1号机的区域机，也是 6号机的集中机。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做这么复杂的连接，直接将 6号机作为 1号机的区域

机就可以了。上图所构成的拓扑关系如下。

图 5-12 集中区域拓扑关系图

图 5-13 添加区域机

注意：

（1）监控器是作为集中机还是区域机或者同时兼容这两项功能使用，是由自己区域设置表中设置的拓扑关系决定的。

简单的说，监控器根据自己区域设置表中的信息来自己决定自己是区域机还是集中机或者是集中区域兼容机。

（2）监控器不但要设置自己所直接带的区域机，也要设置自己所间接带的区域机。如上图中，在 1 号机区域设置中要设

置 3、4、5、6 号区域机信息，在 2号机的区域设置中要设置 6 号区域机信息。

2） 区域机房号信息：显示区域机上的房号信息，这里的信息不是实时从区域机上传输过来的，而是事先通过房号编程软件

编辑好，生成特定的文件格式，拷贝到 U 盘，然后通过 USB 接口下载到本监控器上。这里只提供显示界面，不能添加删

除或者修改。

3）通讯测试：通讯测试可以检测集中区域之间的通讯质量，集中机发出去多少包，区域机接收到多少包，丢失了多少包，有

多少包是错误的等等，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判断线路的好坏。

集中监控器可以接收区域机的供电中断、故障以及屏蔽信息，反之不能；另外集中机可以复位、消音、自检区域机，反

之不能。

5.9 其它设置

1）系统设置

在“主菜单>>调试菜单>>其它>>系统设置”中，有以下选项：

 本机号码，设置本监控器的号码，在集中区域系统中，这个号码应该是唯一的且区域机号码不能为 0，如果单独使

用可以设置为 0。

 在集中区域系统中使用，如果是在集中区域系统中使用，则将这一项置为“是的”，否则置为“不必”。

 自动循环显示（10S），如果设为“是的”，当前供电中断或故障总数大于一页可显示的数量时，每 10秒就自动滚动

翻页浏览。

 自动返回供电中断页面(30S)，如果设为“是的”，当前存在供电中断时，如果显示界面处于其它界面（如故障、屏

蔽等），则 30秒后自动返回供电中断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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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退出菜单（600S），如果设为“是的”，当处于菜单中且超过 10分钟无按键操作时自动退出菜单。

 打印机开启,这个选项用来设置打印机的开关,当设置为“是的”时，发生报警后打印机将实时打印报警信息，否则

报警后不打印。这个选项不能在这里设置，只是显示，设置参见“快截菜单”。

 有 CRT 连接，当有 CRT 连接时，请将这个选项设为“是的”，否则 CRT 将无法收到报警信息。

 自检时同时自检区域机，是指集中机在自检的时候要不要同时自检区域机。一般设为不必。

 集中机带时间戳巡检，这个设置只在集中机上有用，如果设为“是的”，区域机向集中机发送报警信息的时候带报

警时间，否则集中机取的是本地时间。

2） 设备房号

系统中总共有 3个地方可以设置房号，分别对应不同类型的设备。

主菜单>>调试菜单>>采集卡设置>>查阅设备：用来设置本机所带的采集卡上设备的类型和房号，也就是 1-4回路的设备。

主菜单>>调试菜单>>区域机设置>>区域机房号信息：用来查看区域机上所带的设备类型和房号，这个房号是通过 U盘下

载的，这里只能查看不能编辑。

主菜单>>调试菜单>>其它>>设备房号：用来编辑本机上除采集卡上总线设备（1-4回路）以外的其它设备的房号信息。这

里最多可以设置 1500条。

5.10 设备测试

设备测试功能用于测试采集卡上总线设备的状态，以判断设备是否工作正常。设备测试功能在“主菜单>>设备测试”中。

图 5-14 设备测试

根据设备类型的不同，可能只显示电压或者电流。

屏幕右下角处的“128”字样位置表示这个采集卡的最大容量是 128点。

按【上一页】或者【下一页】查看更多信息：

图 5-14a 设备测试 图 5-14b 设备测试

图 5-14c 设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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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操作

6.1 指示灯说明

电源：上电常亮；

供电中断：有供电中断时常亮；

故障：有故障报警时常亮；

屏蔽：有设备被屏蔽时常亮；

消音：报警音被消掉时常亮；

主电故障：主电源发生故障时常亮；

备电故障：备电源发生故障时常亮；

主电工作：主电源工作时常亮；

备电工作：备电源工作时常亮；

锁键/解锁：键盘上锁时常亮；

系统故障：CPU失效时常亮。

6.2 信息显示与查询

本监控器具有供电中断、故障、屏蔽等功能，当监控器处于这些状态时 LCD屏幕上会有相应的显示以表明各种状态的具

体信息。供电中断具有最高的显示优先级，然后依次是故障、屏蔽信息和状态信息。当有高优先级的信息存在时，低优先级

的信息可以通过手动查询。

图6-1 火警、联动信息显示界面

上图中，“001：[001]02-003 03/23 14:13”表示，这是第一个供电中断报警，号码为1号分机2回路003号，报警时间为3

月23日14时13分。

“供电中断1”表明报警类型。

“三相V1”表明这个传感器的类型是三相单电压传感器。

“二楼配电柜主回路”表明这个传感器的房号信息，也就是安装地点。

故障以及屏蔽信息显示内容与上面供电中断显示类似。

对于屏蔽，除非主动撤销屏蔽，否则屏蔽信息不会因为关机而消失。注意，屏蔽信息是按照时间倒序顺序显示的，即最

新的屏蔽显示在前。

注意：监控器最多可以同时报 300 个供电中断、300 个故障、300 个屏蔽，100 个状态。

6.3 供电中断故障

当传感器所监控的消防设备发生供电中断时监控器将报供电中断故障：

供电中断故障状态监控器将执行如下动作：

1）发出警车声音，点亮面板上的供电中断指示灯；

2）在显示屏上显示出当前供电中断故障的详细信息，更新供电中断故障总数等；

3）打印机打印出地址、发生时间；

4）向黑匣子写入供电中断故障记录；

5）向 CRT发出供电中断故障信息。

供电中断故障在故障排除后，可以手动或自动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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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故障报警

当有下述情况发生时监控器发出故障报警信号：

1）监控器与传感器线路断路、短路；

2）被监控电源电压值大于或小于设定值，即过压或者欠压；

3）被监控电源缺相、错相、过载；

4）监控器主电源电压低于约 187V；

故障状态监控器将执行如下动作：

1）发出救护车的声音，点亮面板上的故障指示灯，主电故障时还要点亮主电故障指示灯，备电故障时还要点亮备电故障

指示灯；

2）在显示屏上显示出当前故障的详细信息，更新故障总数等；

3）打印机打印出故障设备的地址、发生时间；

4）向黑匣子写入故障记录；

5）向 CRT发出故障信息。

故障信号在故障排除后，可以手动或自动复位。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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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监控器本身操作暂时关闭其功能的情况。在面板上按【屏蔽】键可以对设备进行屏蔽或解除屏蔽操作。

图6-2 屏蔽设置

做为集中监控器使用时，本功能不能屏蔽区域机上的设备，对于这些区域机上的设备应在各自的区域机上屏蔽。对区域

机本身的屏蔽，只是屏蔽了它们与集中机之间的通讯，这些区域机上依然可以报出故障等信息，只是不再传送到集中机上。

6.6 锁键/解锁

在正常或者报警界面按【锁键/解锁】键，监控器的键盘将上锁，锁键后除了一些需要口令的功能如进入菜单、联动操作、

手动/自动切换以及翻页查看报警等不受影响外，其它的操作都不能进行。再次按【锁键/解锁】键输入正确的口令后就可解锁。

锁键后锁键指示灯亮。

锁键后总线卡上的按键也将失效。

监控器重启后默认是解锁状态。

6.7 自检功能

在报警界面或正常界面按【自检】键就可以对监控器的显示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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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声音

监控器可以发出 2种不同的声音以区别不同的报警状态，当有供电中断故障时发出警车的声音，当有故障报警时发出救

护车的声音。

当有新的报警信息到达时监控器是否发出对应的报警声还取决于监控器当时的状态，监控器的报警状态按供电中断故障、

故障的顺序由高到低排列，如果监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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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监控器处于无声状态，则来什么报警就发什么报警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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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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监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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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监控器备电工作且备电有故障时，是消不了音的。

6.9 复位

当有火警、联动及故障信息存在时，在报警界面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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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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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器完全复位的大约需要 5到 8秒。

6.10 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即黑匣子记录，监控器可以记录最近的 999条供电中断记录、10000条故障记录（包括过压、欠压、过载等）

以及 600条其它记录（包括复位、开关机等），且在监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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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器、

接口模块及其它外部设备的工作状况。在“主菜单>>历史记录”功能中可以查阅历史记录。

图6-3 历史记录

6.11 快捷菜单

在正常或者报警界面按【F1】键就可以进入快捷菜单。

图6-4 快捷菜单界面

1）开打印机，将启用打印机，这样报警后可以打印了。

2）关打印机，将关闭打印机，这样报警后就不打印了。

监控器重启后打印机的状态为最近一次关机前的状态。

3）设备测试，查看传感器的当前状态。和“主菜单>>设备测试”的功能一样。

6.12 数据备份与恢复

本监控器的数据可以通过 USB 接口进行备份，“主菜单>>调试菜单>>其它>>上传配置到 USB设备”中，可以对各种信

息进行备份，支持的 U盘文件格式有 FAT32、FAT等（不支持 NTFS格式）。根据备份信息的种类，将会生成多个数据文件，

这些文件只能通过特定软件打开。

同样，可以将备份的数据或者通过特定软件编辑过的数据下载到监控器中，“主菜单>>调试菜单>>其它>>从 USB设备下

载配置”就是用来下载数据的。特别注意，非法的或者损坏的文件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错误，而这错误的后果不在本公司的

承担范围之内。

6.13 显示工程名称

监控器可以在正常状态下显示用户的名称，要显示名称，只需在“主菜单>>调试菜单>>其它>>设备房号”中添加 1条本

机的房号信息即可，比如本机号码如果是 1号，则添加 1号分机 91区 1号的房号，如果本机号码是 2号，则添加 2号分机 91

区 2号的房号信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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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故障分析与排除

表7-1 故障及排除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1

开机不自检，监控器无任何反

应

1）主、备电源是否正常；

2）主控板没有插好，可能引

脚错位。

1）检查主、备电是否正常；

2）检查主控板是否插好。

2

传感器报故障 1）传感器与监控器之间连接

线短路或断路；

2）传感器损坏。

1）检查线路是否连通；

2）更换传感器。

3 主电故障灯亮 主电电压低于 187V 检查主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4
备电故障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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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主电故障、备电故障灯亮，无

法消音

正常现象，此时应该是备电工

作，而备电又有故障，是无法

消音的。

无需处理

6

传感器上的故障等亮了、但是

监控器上却没有报警

1） 传感器没有被登记；

2） 传感器所在的采集卡没

有被登记；

3） 传感器被屏蔽了。

1） 执行“登记总线设备”的操作；

2） 执行“登记总线设备”的操作；

3） 无需处理

7

有了报警，打印机不打印 1） 打印机的实时打印被关

掉了；

2） 打印机有问题。

1） 开打印机；

2） 检查打印机的连线等。

8

图形显示装置收不到报警信息 在“主菜单>>调试菜单>>其

它>>系统设置>>有 CRT 连接”

设为“不必”了

将这个选项设为“是的”

9

集中机收不到区域机的报警信

息

1） 通讯线连接是否正确、线

路是否正常；

2） 集中机的区域设置中没

有登记或者没有正确登

记区域机信息。

1） 按接线端子排列图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2） 集中机上重新检查区域机登记是否正

确。

10

集中机不显示区域机的房号信

息

集中机“主菜单>>调试菜单>>

区域机设置>>区域机房号信

息”中没有区域机的房号

通过 USB下载区域机的房号信息

11
按总线卡上的键启动灯无反

应，没有正常的闪亮指示

锁键了 解锁

12
每次开机后监控器的时间都丢

失或者不准确

主控板上给时钟供电的纽扣

电池失效

更换纽扣电池

8 保养、维修

监控器属消防专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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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监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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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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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开箱及检查

开箱后检查监控器外观是否完好，监控器型号是否与包装箱上的一致。

包装箱内物品清单：

1）监控器 1台；

2）使用说明书 1份；

3）合格证 1份；

4）钥匙 2把；

5）保险丝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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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联系方式

工程技术服务：0510-83302969

传真：0510-83315517

附录 A 设备地址分配表

回路 位号 设备

1 1～250 对应 1回路报警总线上的设备（即底板上的第 1回路），位号与总线设

备的编码对应

2 1～250 对应 2回路报警总线上的设备（即底板上的第 2回路），位号与总线设

备的编码对应

3 1～250 对应 3回路报警总线上的设备（即数据采集卡的第 1回路），位号与总

线设备的编码对应

4 1～250 对应 4回路报警总线上的设备（即数据采集卡的第 2回路），位号与总

线设备的编码对应

91 1～10 区域机

92 2 主电源

92 3 备电源

附录 B 设备/部件类型代码表

类型代码 说明 简称

187 单相双电压 单相 V2

188 单相双电压双电流 单相 V2I2

189 三相单电压 三相 V1

190 三相单电压单电流 三相 V1I1

191 三相双电压 三相 V2

192 三相双电压单电流 三相 V2I1

193 三相双电压双电流 三相 V2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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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设备/部件状态代码表
状态代码 说明

20 故障

21 通讯故障

22 主电故障

23 备电故障

24 回路故障

25 部件故障

31 自检

40 故障恢复

41 通讯故障恢复

42 主电故障恢复

43 备电故障恢复

44 回路故障恢复

45 部件故障恢复

83 屏蔽

84 屏蔽撤销

128 开机

129 关机

130 自检结束

144 缺相 1（传感器上第 1路电压）

145 错相 1（传感器上第 1路电压）

146 过压 1（传感器上第 1路电压）

147 欠压 1（传感器上第 1路电压）

148 缺相 2（传感器上第 2路电压）

148 错相 2（传感器上第 2路电压）

150 过压 2（传感器上第 2路电压）

151 欠压 2（传感器上第 2路电压）

152 过载 1（传感器上第 1路电流）

153 过载 2（传感器上第 1路电流）

154 供电中断 1（传感器上第 1路电压）

155 供电中断 2（传感器上第 2路电压）

156 缺相 1恢复

157 错相 1恢复

158 过压 1恢复

159 欠压 1恢复

160 缺相 2恢复

161 错相 2恢复

162 过压 2恢复

163 欠压 2恢复

164 过载 1恢复

165 过载 2恢复

166 供电中断 1恢复

167 供电中断 2恢复



FPM501 型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

16

1 FPD501 型电压信号传感器

1.1 产品概述

产品按照 GB28184-2011《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标准执行。

产品适用于各类居民建筑、商业建筑、工厂、办公室库房和宾馆、娱乐场所的楼宇应急广播、防烟排烟系统、应急照明

灯等消防设备的电源监测。

1.2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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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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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结构与工作原理

传感器采用微功耗设计，与 FPM501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以下简称监控器）利用二总线实现多位置消防设备电

源的组网集中监测和报警。

传感器内部采用了高精度运算放大器和高性能主控芯片，同时采集被监控交流单相消防设备主、备电源的交流电压的多

次瞬时值，经过精确计算和计时后，判断出被监测电源工作状态和供电中断、欠压、过压等故障。组网后在监控器上可实现

消防设备电源的故障信息显示和电压值的显示，并可实现对传感器监测电源线制、额定线电压、过压百分比、欠压百分比等

的设置。

1.4 技术特性

1）主要性能

适配监控器 FPM501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

监测类型（通道） 单相 V2

频率 50±2Hz

电压探测范围 220V

电压谐波畸变率限制 总畸变率≤10%，单一频率畸变率≤5%

测量精度 优于 5%

使用环境 温度 0~40℃，湿度≤95%RH（非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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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约 95g

2）消防设备电源故障特征值参数

供电中断 电压通道各相值均小于额定值的 40% 默认约＜88V、监测线电压时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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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约＜187V、监测线电压时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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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约＞242V、监测线电压时约＞418V

二 、电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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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外形结构（单位：mm）

1.6 安装、调试

1）安装方式：采用 35mm导轨安装，传感器左右总宽 37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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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传感器接线图如下：

a.电压回路接线图 b.电源/通讯回路接线图

3）接线说明：

接线前请取出黑色接线保护海绵条，露出端子螺丝，正确接线完毕后再填塞进护海绵条。

当备电电压通道无需监测时可利用监控器设置关闭对应通道，同时接线端子悬空即可。

1.7 使用、操作

保证传感器正确接线，运行监控器并有效登记后即进入对消防设备电源的有效监测。

1）传感器指示灯信息

a.电源绿灯：传感器接线端子 1,2（T+,T-）接入正常供电（DC24V）的 T+,T-总线后,电源指示灯亮；

b.运行绿灯：传感器与监控器有效通讯后，运行指示灯立即点亮约 300mS;

c.异常黄灯：传感器内部异常、长期与监控器通讯异常或监测的主、备电压长时间一相或多相信号的谐波畸变非常严重

时，异常指示灯亮起，异常消失、重新上电或重启后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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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故障黄灯：传感器监测的主、备电压一相或多相信号超过 1.4 第 2 条参数的特征值后，故障指示灯亮起，主、备电压

恢复正常后自动复位。

2）设置

 可通过配套监控器，对传感器的以下参数进行设置：

a.线制设置：电压通道监测相电压、线电压设置，默认相电压；

b.额定线电压设置：100-435V,设置监测线路的额定线电压，若为三相四线，额定电压为此值除以√3（1.732）。默认 0

为 380V。

c.关闭通道：备电电压、回路 I电流、回路 II电流通道可分别被关闭或打开，默认全开；

d.过压百分比：101~110%，步进 1%，默认 110%；

e.欠压百分比：85~99%，步进 1%，默认 85%；

注意：设置时，尽量能连续发送3次以上，避免因通讯问题的无效设置，在进行任何设置后，可进入设备测试相关页确

认被设置传感器的设置已生效。

 在经过公司工程技术部同意并报备出厂编号后，可利用内部拨码开关实现以下设置：

a.关闭通道：备电电压通道可被关闭或打开，NO.1608线路板的 SW1的第 1位对应备电电压，在置为“ON”时对应通道

被关闭（结合监控器未对其关闭情况下），默认为开。

注意：拨码设置后必须复位监控器，使传感器重启生效设置值。

1.8 故障分析与排除

传感器必须配合监控器使用，在投用前必须经过专业的调试，严禁同一总线回路出现相同地址传感器，详细调试及参数

设置请参阅监控器使用说明。

系统出现故障提示后，首先应确认和排除被监测的主、备电源或接线异常，然后再检查传感器设置的线制和真实接线线

制及监控器的异常。当确认为传感器、线路或监控器的异常而值班人员无法排除时，请及时联系生产厂家或销售商处置。

1）常见故障及检查

故障现象 检查排除方法

电源绿灯不亮 T+,T-总线接线是否断线，直流电压应为 24V 左右

运行绿灯一直不闪烁 检查监控器对应回路是否正确登记该地址传感器

故障黄灯常亮

检查被监测电源交流电压，如正常，查看监控器核实该传感器设置的线

制和真实接线线制，然后根据传感器的异常状态，逐步检查。

供电中断：检查被监测电源到传感器的接线；

过压、欠压：在监控器上查看该传感器的测量电压，查看过压、欠压百

分比，确认其是否超限，适当调整；

2）异常排除后的操作

排除所有异常后在监控器上进行复位操作。

1.9 保养、维修

可定期查看监控器异常提示，检查传感器指示灯情况，查看线路及接线箱等，制定科学的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的周期

检查机制，保持系统有效运行。

传感器无任何用户可维修的零件，禁止非本公司人员的任何维修，在现场出现损坏时只能采用相同型号、相同地址的传

感器替换。更换时必须断开其测量电压和通讯总线。

1.10 运输、贮存

产品禁止无包装防护的运输和贮存，任何独立包装禁止五层以上的堆放，避免振动和冲击。适宜贮存温度为 0~40℃，严

禁受潮、污染和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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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PD502 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

2.1 产品概述

产品按照 GB28184-2011《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标准执行。

产品适用于各类居民建筑、商业建筑、工厂、办公室库房和宾馆、娱乐场所的楼宇应急广播、防烟排烟系统、应急照明

灯等消防设备的电源监测。

2.2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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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量程的电流互感器或使用其它额定值为 5A的隔离信号源，监控器显示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实

际线路电流请自行乘以变比。

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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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结构与工作原理

传感器采用微功耗设计，与 FPM501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以下简称监控器）利用二总线实现多位置消防设备电

源的组网集中监测和报警。

传感器内部采用了高精度运算放大器和高性能主控芯片，同时采集被监控交流单相消防设备主、备电源的交流电压、电

流值的多次瞬时值，经过精确计算和计时后，判断出被监测电源工作状态和供电中断、欠压、过压、过流等故障。组网后在

监控器上可实现消防设备电源的故障信息显示和电压、电流值的显示，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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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技术特性

1）主要性能

适配监控器 FPM501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

监测类型（通道） 单相 V2I2

频率 50±2Hz

电压探测范围 220V

电压谐波畸变率限制 总畸变率≤10%，单一频率畸变率≤5%

电流探测范围 0.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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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环境 温度 0~40℃，湿度≤95%RH（非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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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约 110g

2）消防设备电源故障特征值参数

供电中断 电压通道各相值均小于额定值的 40% 默认约＜88V、监测线电压时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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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约＜187V、监测线电压时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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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约＞242V、监测线电压时约＞41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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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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外形结构（单位：mm）

2.6 安装、调试

1）安装方式：采用 35mm导轨安装，传感器左右总宽 37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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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传感器接线图如下：

a.电压回路接线图 b.电流回路接线图 c.电源/通讯回路接线图

3）接线说明：

接线前请取出黑色接线保护海绵条，露出端子螺丝，正确接线完毕后再填塞进护海绵条。

当备电电压或任意电流通道无需监测时可利用监控器设置关闭对应通道，同时接线端子悬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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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使用、操作

保证传感器正确接线，运行监控器并有效登记后即进入对消防设备电源的有效监测。

1）传感器指示灯信息

a.电源绿灯：传感器接线端子 1,2（T+,T-）接入正常供电（DC24V）的 T+,T-总线后,电源指示灯亮；

b.运行绿灯：传感器与监控器有效通讯后，运行指示灯立即点亮约 300mS;
c.异常黄灯：传感器内部异常、长期与监控器通讯异常或监测的主、备电压、电流长时间一相或多相信号的谐波畸变非常

严重时，异常指示灯亮起，异常消失、重新上电或重启后复位；

d.故障黄灯：传感器监测的主、备电压、电流一相或多相信号超过 2.4第 2条参数的特征值后，故障指示灯亮起，主、备

电压、电流恢复正常后自动复位。

2）设置

 可通过配套监控器，对传感器的以下参数进行设置：

a.线制设置：电压通道监测相电压、线电压设置，默认相电压；

b.额定线电压设置：100-435V,设置监测线路的额定线电压，若为三相四线，额定电压为此值除以√3（1.732）。默认 0

为 380V。

c.关闭通道：备电电压、回路 I电流、回路 II电流通道可分别被关闭或打开，默认全开；

d.过压百分比：101~110%，步进 1%，默认 110%；

e.欠压百分比：85~99%，步进 1%，默认 85%；

f.过载电流百分比：10~120%，步进 10%，默认 100%(即 5A)；
注意：设置时，尽量能连续发送 3 次以上，避免因通讯问题的无效设置，在进行任何设置后，可进入设备测试相关页确

认被设置传感器的设置已生效。

 在经过公司工程技术部同意并报备出厂编号后，可利用内部拨码开关实现以下设置：

a.关闭通道：备电电压、主电电流、备电电流通道可分别被关闭或打开，NO.1608线路板的 SW1的第 1位对应备电电压、

第 2位对应回路 I电流、第 3位对应回路 II电流，在置为“ON”时对应通道被关闭（结合监控器未对其关闭情况下），默认全

开。

注意：拨码设置后必须复位监控器，使传感器重启生效设置值。

2.8 故障分析与排除

传感器必须配合监控器使用，在投用前必须经过专业的调试，严禁同一总线回路出现相同地址传感器，详细调试及参数

设置请参阅监控器使用说明。

系统出现故障提示后，首先应确认和排除被监测的主、备电源或接线异常，然后再检查传感器设置的线制和真实接线线

制及监控器的异常。当确认为传感器、线路或监控器的异常而值班人员无法排除时，请及时联系生产厂家或销售商处置。

1）常见故障及检查

2）异常排除后的操作

* 排除所有异常后在监控

器上进行复位操作。

2.9 保养、维修

可定期查看监控器异

常提示，检查传感器指示

灯情况，查看线路及接线

箱等，制定科学的消防设

备电源监控系统的周期检

查机制，保持系统有效运

行。

传感器无任何用户可维修的零件，禁止非本公司人员的任何维修，在现场出现损坏时只能采用相同型号、相同地址的传

感器替换。更换时必须断开其测量电压和通讯总线，短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

2.10 运输、贮存

产品禁止无包装防护的运输和贮存，任何独立包装禁止五层以上的堆放，避免振动和冲击。适宜贮存温度为 0~40℃，严

禁受潮、污染和腐蚀。

故障现象 检查排除方法

电源绿灯不亮 T+,T-总线接线是否断线，直流电压应为 24V左右

运行绿灯一直

不闪烁

检查监控器对应回路是否正确登记该地址传感器

故障黄灯常亮 检查被监测电源交流电压，如正常，查看监控器核实该传感器设置的线制和

真实接线线制，然后根据传感器的异常状态，逐步检查。

供电中断：检查被监测电源到传感器的接线；

过压、欠压：在监控器上查看该传感器的测量电压，查看过压、欠压百分比，

确认其是否超限，适当调整；

过载：在监控器上查看该传感器的测量电流值，查看其设置的过载电流百分

比，确认其是否超限，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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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PD503 型电压信号传感器

3.1 产品概述

产品按照 GB28184-2011《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标准执行。

产品适用于各类居民建筑、商业建筑、工厂、办公室库房和宾馆、娱乐场所的消防水泵、喷淋系统、应急照明灯等消防

设备的电源监测。

3.2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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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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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结构与工作原理

传感器采用微功耗设计，与 FPM501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以下简称监控器）利用二总线实现多位置消防设备电

源的组网集中监测和报警。

传感器内部采用了高精度运算放大器和高性能主控芯片，同时采集被监控三相消防设备主、备电源的交流电压的多次瞬

时值，经过精确计算和计时后，判断出被监测电源工作状态和供电中断、欠压、过压、缺相、错相等故障。组网后在监控器

上可实现消防设备电源的故障信息显示和电压值的显示，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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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等的设置。

3.4 技术特性

1）主要性能

2）消防设备电源故障特征值参数

适配监控器 FPM501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

监测类型（通道） 三相 V1、V2

频率 50±2Hz

电压探测范围 220V

电压谐波畸变率限制 总畸变率≤10%，单一频率畸变率≤5%

测量精度 优于 5%

使用环境 温度 0~40℃，湿度≤95%RH（非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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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约 2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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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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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外形结构（单位：mm）

3.6 安装、调试

1）安装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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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传感器接线图如下：

a.电压回路接线图 b.电源/通讯回路接线图

三相四线 三相三线

3）接线说明：

接线前请撕下透明接线保护贴，露出端子螺丝及接线标识，正确接线完毕后再贴上保护贴。

当备电电压通道无需监测时可利用监控器设置关闭对应通道，同时接线端子悬空即可。

3.7 使用、操作

保证传感器正确接线，运行监控器并有效登记后即进入对消防设备电源的有效监测。

1）传感器指示灯信息

a.电源绿灯：传感器接线端子 1,2（T+,T-）接入正常供电（DC24V）的 T+,T-总线后,电源指示灯亮；

b.运行绿灯：传感器与监控器有效通讯后，运行指示灯立即点亮约 300mS;

c.异常黄灯：传感器内部异常、长期与监控器通讯异常或监测的主、备电压长时间一相或多相信号的谐波畸变非常严重时，

异常指示灯亮起，异常消失、重新上电或重启后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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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故障黄灯：传感器监测的主、备电压一相或多相信号超过 3.4第 2条参数的特征值后，故障指示灯亮起，主、备电压恢

复正常后自动复位。

2）设置

 可通过配套监控器，对传感器的以下参数进行设置：

a.线制设置：被监测电源为三相四线或三相三线，默认三相四线；

b.额定线电压设置：100-435V,设置监测线路的额定线电压，若为三相四线，额定电压为此值除以√3（1.732）。默认 0

为 380V。

c.关闭通道：备电电压、回路 I电流、回路 II电流通道可分别被关闭或打开，默认全开；

d.过压百分比：101~110%，步进 1%，默认 110%；

e.欠压百分比：85~99%，步进 1%，默认 85%；

注意：设置时，尽量能连续发送 3 次以上，避免因通讯问题的无效设置，在进行任何设置后，可进入设备测试相关页确

认被设置传感器的设置已生效。

 在经过公司工程技术部同意并报备出厂编号后，可利用内部拨码开关实现以下设置：

a.线制设置：三相四线和三相三线，NO.1599线路板的 SW1的第 1位，在置为“ON”时为三相三线（结合实际接线及监

控器未对其设置为三相三线情况下），默认为三相四线；

b.关闭通道：备电电压通道可被关闭或打开，NO.1599线路板的 SW1的第 2位对应备电电压，在置为“ON”时对应通道

被关闭（结合监控器未对其关闭情况下），默认为开。

注意：拨码设置后必须复位监控器，使传感器重启生效设置值。

3.8 故障分析与排除

传感器必须配合监控器使用，在投用前

必须经过专业的调试，严禁同一总线回路出

现相同地址传感器，详细调试及参数设置请

参阅监控器使用说明。

系统出现故障提示后，首先应确认和排

除被监测的主、备电源或接线异常，然后再

检查传感器设置的线制和真实接线线制及监

控器的异常。当确认为传感器、线路或监控

器的异常而值班人员无法排除时，请及时联

系生产厂家或销售商处置。

1）常见故障及检查

2）异常排除后的操作

* 排除所有异常后在监控器上进行复位操

作。

3.9 保养、维修

可定期查看监控器异常提示，检查传感器指示灯情况，查看线路及接线箱等，制定科学的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的周期

检查机制，保持系统有效运行。

传感器无任何用户可维修的零件，禁止非本公司人员的任何维修，在现场出现损坏时只能采用相同型号、相同地址的传

感器替换。更换时必须断开其测量电压和通讯总线。

3.10 运输、贮存

产品禁止无包装防护的运输和贮存，任何独立包装禁止五层以上的堆放，避免振动和冲击。适宜贮存温度为 0~40℃，严

禁受潮、污染和腐蚀。

故障现象 检查排除方法

电源绿灯不亮 T+,T-总线接线是否断线，直流电压应为 24V左右

运行绿灯一直不闪烁 检查监控器对应回路是否正确登记该地址传感器

故障黄灯常亮

检查被监测电源交流电压，如正常，查看监控器核

实该传感器设置的线制和真实接线线制，然后根据

传感器的异常状态，逐步检查。

供电中断：检查被监测电源到传感器的接线；

过压、欠压：在监控器上查看该传感器的测量电压，

查看过压、欠压百分比，确认其是否超限，适当调

整；

缺相：检查被监测电源到传感器的接线，检查电压

回路中的保险丝；

相位错误：检查三相对应接线相序是否正确，也可

断开被监测电源后任意更换两相电压重新上电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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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PD504 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

4.1 产品概述

产品按照 GB28184-2011《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标准执行。

产品适用于各类居民建筑、商业建筑、工厂、办公室库房和宾馆、娱乐场所的消防水泵、喷淋系统、应急照明灯等消防

设备的电源监测。

4.2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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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量程的电流互感器或使用其它额定值为 5A的隔离信号源，监控器显示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实

际线路电流请自行乘以变比。

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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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结构与工作原理

传感器采用微功耗设计，与 FPM501 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以下简称监控器）利用二总线实现多位置消防设备电源

的组网集中监测和报警。

传感器内部采用了高精度运算放大器和高性能主控芯片，同时采集被监控三相消防设备主、备电源的交流电压、电流值

的多次瞬时值，经过精确计算和计时后，判断出被监测电源工作状态和供电中断、欠压、过压、缺相、错相、过流等故障。

组网后在监控器上可实现消防设备电源的故障信息显示和电压、电流值的显示，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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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技术特性

1）主要性能
适配监控器 FPM501型消防设备电源状态监控器

监测类型（通道） 三相 V1I1、V2I1、V2I2

频率 50±2Hz

电压探测范围 220V

电压谐波畸变率限制 总畸变率≤10%，单一频率畸变率≤5%

电流探测范围 0.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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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环境 温度 0~40℃，湿度≤95%RH（非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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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约 2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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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防设备电源故障特征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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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外形结构（单位：mm）

4.6 安装、调试

1）安装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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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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感器接线图如下：

a.电压回路接线图

三相四线 三相三线

b.电流回路接线图 c.电源/通讯回路接线图

3）接线说明：

接线前请撕下透明接线保护贴，露出端子螺丝及接线标识，正确接线完毕后再贴上保护贴。

当备电电压或任意电流通道无需监测时可利用监控器设置关闭对应通道，同时接线端子悬空即可。

4.7 使用、操作

保证传感器正确接线，运行监控器并有效登记后即进入对消防设备电源的有效监测。

1）传感器指示灯信息

a.电源绿灯：传感器接线端子 1,2（T+,T-）接入正常供电（DC24V）的 T+,T-总线后,电源指示灯亮；

b.运行绿灯：传感器与监控器有效通讯后，运行指示灯立即点亮约 300mS;

c.异常黄灯：传感器内部异常、长期与监控器通讯异常或监测的主、备电压、电流长时间一相或多相信号的谐波畸变非常

严重时，异常指示灯亮起，异常消失、重新上电或重启后复位；

d.故障黄灯：传感器监测的主、备电压、电流一相或多相信号超过 4.4第 2条参数的特征值后，故障指示灯亮起，主、备

电压、电流恢复正常后自动复位。

2）设置

 可通过配套监控器，对传感器的以下参数进行设置：

a.线制设置：被监测电源为三相四线或三相三线，默认三相四线；

b.额定线电压设置：100-435V,设置监测线路的额定线电压，若为三相四线，额定电压为此值除以√3（1.732）。默认 0

为 380V。

c.关闭通道：备电电压、回路 I电流、回路 II电流通道可分别被关闭或打开，默认全开；

d.过压百分比：101~110%，步进 1%，默认 110%；

e.欠压百分比：85~99%，步进 1%，默认 85%；

f.过载电流百分比：10~120%，步进 10%，默认 100%(即 5A)；

注意：设置时，尽量能连续发送 3 次以上，避免因通讯问题的无效设置，在进行任何设置后，可进入设备测试相关页确

认被设置传感器的设置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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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公司工程技术部同意并报备出厂编号后，可利用内部拨码开关实现以下设置：

a.线制设置：三相四线和三相三线，NO.1599线路板的 SW1的第 1位，在置为“ON”时为三相三线（结合实际接线及监

控器未对其设置为三相三线情况下），默认为三相四线；

b.关闭通道：备电电压、主电电流、备电电流通道可分别被关闭或打开，NO.1599线路板的 SW1的第 2位对应备电电压、

第 3位对应主电电流、第 4位对应备电电流，在置为“ON”时对应通道被关闭（结合监控器未对其关闭情况下），默认全开。

注意：拨码设置后必须复位监控器，使传感器重启生效设置值。

4.8 故障分析与排除

传感器必须配合监控器使用，在投用前必须经过专业的调试，严禁同一总线回路出现相同地址传感器，详细调试及参数

设置请参阅监控器使用说明。

系统出现故障提示后，首先应确认和排除被监测的主、备电源或接线异常，然后再检查传感器设置的线制和真实接线线

制及监控器的异常。当确认为传感器、线路或监控器的异常而值班人员无法排除时，请及时联系生产厂家或销售商处置。

1）常见故障及检查

故障现象 检查排除方法

电源绿灯不亮 T+,T-总线接线是否断线，直流电压应为 24V左右

运行绿灯一直不闪烁 检查监控器对应回路是否正确登记该地址传感器

故障黄灯常亮

检查被监测电源交流电压，如正常，查看监控器核实该传感器设置的线制和真实接线线

制，然后根据传感器的异常状态，逐步检查。

供电中断：检查被监测电源到传感器的接线；

过压、欠压：在监控器上查看该传感器的测量电压，查看过压、欠压百分比，确认其是

否超限，适当调整；

缺相：检查被监测电源到传感器的接线，检查电压回路中的保险丝；

相位错误：检查三相对应接线相序是否正确，也可断开被监测电源后任意更换两相电压

重新上电检查；

过载：在监控器上查看该传感器的测量电流值，查看其设置的过载电流百分比，确认其

是否超限，适当调整；

2）异常排除后的操作

排除所有异常后在监控器上进行复位操作。

4.9 保养、维修

可定期查看监控器异常提示，检查传感器指示灯情况，查看线路及接线箱等，制定科学的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的周期

检查机制，保持系统有效运行。

传感器无任何用户可维修的零件，禁止非本公司人员的任何维修，在现场出现损坏时只能采用相同型号、相同地址的传

感器替换。更换时必须断开其测量电压和通讯总线，短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

4.10 运输、贮存

产品禁止无包装防护的运输和贮存，任何独立包装禁止五层以上的堆放，避免振动和冲击。适宜贮存温度为 0~40℃，严

禁受潮、污染和腐蚀。

4.11 其它

11.1服务承诺

凡我公司同的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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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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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联系方式

工程技术服务：0510-8330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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