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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是针对国内近年来电气火灾大幅上升的趋势自主研发的，

集报警、监视、控制、管理功能于一体的计算机测控系统，该系统界面直观，易

用性强，结构合理，可靠性高，功能性强，维护方便。

该系统可广泛应用于大型商场、生活小区、办公大楼、商场酒店、大型娱乐

场所等区域用电防火的集中管理，该系统的使用，既提高了供电系统的连续性，

又能把电气火灾消灭于萌芽状态，给各区域的安全用电提供了安全保障。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是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核心，可以实时的显示被监控回路

的各种工作状态，当系统出现（如：断路、欠压、剩余漏电、系统通讯等）异常

时，监控设备将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提醒工作人员进行检查，防止电气火灾的

发生，并能显示和储存具体的内容。

本设备执行国家标准 GB14287.1-2014《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二、基本功能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是以 ARM微控制器（单片机+嵌入式软件）作为总控制器，

通过二总线通讯系统连接每台探测器，对系统内所有被监控回路的运行状态进行

监控管理。

1、报警功能

当受监控回路发生剩余电流（漏电）等异常时，电气火灾监控设备能够及时

指示报警回路的报警类型及位置，并伴有声、光报警；

2、系统状态指示、故障功能

当监控系统出现主电（断路、欠压）或备电（断路、欠压）、剩余漏电、系

统通讯等故障时，电气火灾监控设备能够及时显示故障类型及位置，并伴有声、

光报警；

3、报表打印功能

当受控回路出现任何异常时，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在指示故障类型和发出声光

报警的同时，还能够自动生成故障报表并打印出故障信息；

4、遥测功能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能够实时检测每个受控回路的工作状态，当某个回路出现

异常或检修完成后，可由人工在监控设备上进行复位，使受控回路重新恢复到正

常工作状态；

5、储存功能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能够储存所有的故障类型和故障信息。

三、主要技术参数

1、电源

A、额定工作电压 220VAC 50Hz。
B、备用电源：主电源欠压或停电时，可维持监控设备工作 4小时以上。

2、工作方式：24小时不间断工作；

3、通讯方式：二总线通讯，通讯距离应小于 1500m。

4、监控容量：可扩展监控 200台监控单元（探测器）

5、监控报警项目：剩余电流检测及温度检测，故障单元类型、部位；

6、故障报警项目：

A、主电故障；

B、备用电源电池故障等；

故障报警响应时间：小于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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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报警声压级（A计权）：大于 70db/1m;
监控报警光显示：红色 LED。
7、控制输出

本机报警输出常开触点开关型，容量 250V/10A和故障输出常开触点开关型，

容量 250V/10A；
8、自检项目

A、自检壁挂主机：主机的显示器、指示灯、打印机及蜂鸣器；

B、自检所有探测器：与设备连接的所有监控单元进行自检操作；

C、自检主机指示灯：主机的指示灯依次点亮、熄灭；

D、自检主机蜂鸣器：蜂鸣器依次出现持续和断续报警声音；

E、自检主机显示器：显示器的全显和全灭状态。

9、历史记录查询

A、报警类型：故障单元属性、发生时间、报警地址；

B、报警事件查询：故障报警状态查询窗口；

C、打印（已配置打印机）：当前状态、查询结果。

10、使用环境

A、环境温度：-10度—+40度；

B、相对湿度：10%—95%；

C、海拔高度：不超过 3000M；

D、使用场所：应安装于专用控制室或值班室；

四、系统原理和组成

1、工作原理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是由监控设备（主机）、探测器、剩余电流互感器和温度

探头组成，通过双胶线等通讯介质连接到各台监控探测器，监控探测器（必须设

置唯一性的 IP 地址）将从剩余电流互感器和温度探头上取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和

处理后，通过自定义协议与监控设备进行数据交换和传输，从而进行集中管理。

2、系统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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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及工作状态说明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正常运行时，无需人工干预，直到系统出现报警或故障。

但是初次运行时应由专业人员负责对其参数进行设置，确保其工作在正常监控状

态。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正常工作时，运行灯应每秒闪烁一次，如果探测器已经连

网运行，通讯灯应在 0.5秒闪烁一次，液晶显示屏会显示相应的被测参数，如果

有报警信息时，相应的报警灯会亮并伴有报警声音。

5.1 监控设备面板说明：

5.1.1 液晶显示屏

显示系统的状态及参数信息，人机对话功能部件。

5.1.2 指示灯

A、主电源指示：当主电正常时，监控设备由主电源供电，此时主电源指示灯为

绿色常亮状态；当设备处于备电供电状态时，此时主电源指示灯为黄色常亮状态；

B、备电源指示灯：当主电欠压或停电时，监控设备由备用电源供电，此时备用

电源指示灯为绿色常亮状态；当设备处于主电供电状态时，此时备电电源指示灯

为黄色常亮状态；

C、消音指示灯：设备处于消音状态中，消音指示灯为红色常亮状态；

D、故障指示灯：当系统出现故障时，此灯为黄色常亮状态，并伴有故障声音，

故障可以自动恢复；

E、报警指示灯：当被监控回路出现报警时，此灯为红色闪烁状态，并伴有报警

声音，报警必须手动复位；

F、系统故障：设备无通讯时，此灯为黄色常亮状态，故障可以自动恢复；

5.1.3 按键

A、复位键：按下后设备故障复位；

B、消音键：按下后设备报故障声音屏蔽。

5.1.4 蜂鸣器：系统异常时声音输出设备，在报警、故障时，能发出报警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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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打印机：提供状态信息、故障信息等报表的打印。

5.2 窗口显示说明：

5.2.1软件主界面功能说明：

主界面功能列表，编号与功能对应。

表 2.1.1 主界面功能列表

编号 名称 说明

1 显示界面选择区 按条件显示设备

2 日期/时间 监控系统时钟，年月日/时分秒。

3 单个设备状态信息
数字表示逻辑地址，门样式表示类型，三个灯 分别表示：运

行，故障，报警

4 图 例
表示每个电气火灾状态节点图标的含义，门类型，以及 节点

的状态。

5 总线故障/报警一览表

根据支持的总线数量，显示对应总线的故障/报警数 量，

并且以颜色区分状态； 点击对应总线即可切换到对应的总

线。

6

高级设置 详见高级设置功能介绍。

设备管理 详见设备管理功能介绍。

自 检 闪烁 LED 指示灯３次，蜂鸣器报警 3 次。

历史故障 详见历史功能介绍。

当前故障 详见当前故障功能介绍。

故障复位 向当前所有登记的传感器下达故障清除命令。

消 音 关闭主机蜂鸣器报警声音，收到新的警情会再次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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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软件高级设置功能说明：

高级设置功能列表，功能名称与功能说明。

注：高级设置功能在密码启用时需要 super 权限才能操作。

表 2.2.1 高级设置功能列表

名称 说明

总线数量 下拉菜单，可设置总线数量，最多 50 条总线。注：需要硬件支持对

应总线数。

轮询间隔 传感器询检间隔，单位毫秒。默认值 50 毫秒。注：此值不应低于

1000。

报警延时 节点报出故障后延时报警的时间，单位毫秒

容错次数 过滤掉误触发的故障与报警，此值不应高于 20。

报警指示 是否开启主机蜂鸣器同步报警，打勾开启报警，去掉取消报 警。

演示模式 单机演示使用，正常使用不应打勾。

亮度调节 共有 6 个级别可选，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系统信息 可查看主机各个部件版本信息。

清除历史 清除以往故障/报警记录，此功能仅用于调试，正常工作不可

功能使能 一些附加功能打开或关闭。

数据备份 使用 U 盘可将数据文件备份。

密码修改 修改 sys 或 super 用户的密码。长按 5s 开启或关闭

导入设备
可通过导入预编辑的 CSV 文件来配置设备信息，详细方法见 导入

设备章节。

退出程序 关闭软件，调试功能，禁止操作。

确定 修改完成之后点击确定按钮退出。

X 放弃修改，直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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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主机软件设备管理功能说明：

设备管理界面主要用于对设备进行登记、设置、管理等操作，具体功能见下表。
表 2.3.1 设备管理功能列表

名称 说明

一键扫描 仅登记当前选择的总线设备。

停止 结束扫描过程。

调试报告 显示扫描到设备与导入设备状态

5.2.4 软件当前故障功能说明：

当前故障界面显示所有当前发生的警情与故障汇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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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软件查询功能说明

查询界面用于浏览所有历史记录，包括警情与故障，最多可记录 100000 条记录。

表 2.5.1 查询界面功能列表

编号 名称 说明

1

总线 按照总线号筛选查询数据。

地址 按照设备地址筛选查询数据。

2

开始时间 筛选开始时间之后的数据。

结束时间 筛选结束时间之前的数据。

确定 执行数据查询。

3 清单 显示满足查询条件的数据列表。

4 导航条 提供数据汇总信息，翻页及跳转功能。

六、安装说明

1）工程布线要求

①一个监控设备能配接多台探测器进行组网，实现统一管理；

②监控设备与探测器之间的通讯线应采用双绞线，且线径不得小于 1.0mm²，通

讯线敷设距离最长应小于 1500m，当系统应用在强干扰场所时，通讯线应采用屏

蔽双绞线，屏蔽双绞线的屏蔽层应良好接大地；

2) 安装方式：壁挂式安装

3）尺寸 550mm*400mm*130mm(H*L*W)
4）通讯指示灯：当系统联网通讯正常时，此灯为绿色闪烁状态；

5）接线说明：

2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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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L：交流 220VAC电源输入；

2、GND：机壳地，接大地；

3、CANH、CANL：CAN总线通讯接口（用于总线扩展）；

4、LA、LB：通讯二总线，链接外部设备；

5、BAT-、BAT+：主机备电电源输入。

七、一般故障排除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故障排除，请参照下表：

故障现象 故障部位 可能原因 解决办法

显示屏无显示 显示器 掉电或电源未打开 检查显示器插件并重新开启

无法开机 计算机 电源线断线 检查电源线并重新接好

系统正常工作、主

电灯不亮
电源 主电断线 检查主电源接线

系统正常工作、通

讯灯不亮
CAN通讯 通信断线 检查 CAN总线接线

如出现其他现场不可解决的问题，请与我公司联系。

八、注意事项

（1） 应该定期（建议每周一次）对系统进行自检，并确认自检正常，以保

证集中控制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报警发生时，应先做“消音”处理，显示屏的内容，判断故障类型，

再对供电路进行隐患排除，隐患排除以后进行复位操作，使集中控制

器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3） 每次故障处理后，应对发生故障的时间、类型及处理方式等内容进行

记录，以便日后查询（集中控制器可以自动记录）

（4） 未经本公司同意，任何人员不得拆开集中控制器或进行维修。

（5） 按国家标准 GB13955-2017 规定，本装置的工作年限为六年，届时应

予以更换。

（6）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应在其主要技术特性下工作，监控设备属于精密仪

器仪表类，应避免冲击、碰撞，严禁雨水淋湿。

九、存贮和运输

产品在运输和拆封时不应受到剧烈冲击，并根据 GB/T15464-1995《仪器仪表

包装运输技术条件》规定运输和存贮。

保存的地方应清洁，其环境温度应为-40 ~85℃，相对湿度不得超过 85%，且

在空气中不含有足以引起腐蚀的有害物质

十、包装说明

包装箱内应有：

监控设备一台

说明书一套

终端电阻四只（备用）

保险丝二只（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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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

1.在物流运输过程中，电池和主机分开独立包装。

2.产品到达使用现场后，再开始安装电池。

电池接线说明

1.确保主机柜的备电开关断开;

2.先将 2 块电池(电极朝上)放入主机柜中.左边为 1#电

池,右边为 2#电池;

3.用机柜中提供的短接线将 1#电池的正极和 2#电池的

负极连接好;

4.机柜线槽中的黑线连接到 1#电池的负极,红线连接

到 2#电池的正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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