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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感谢您选用 EF501 型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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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无特别说明将用“监控设备”字样来代替“EF501型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凡用【】括住的文字或图符均表示按键，如【复位】表示复位键。

 接入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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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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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87.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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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485通讯接口全部隔离。

1.4 监控设备组成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是用来监视电气线路工作参数的系统，当被保护电气线路中的被探测参数超过报警设定值时，能发出

报警信号、控制信号，并能指示报警部位。电气线路工作参数的状态包括剩余电流和温度。

整个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包括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和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监控设备由主控单元、底板、扩展板等组成。

主控单元是整个监控设备的控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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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通讯端子外，还有 2个回路的监控总线，固定为 1、2 回路。

扩展板是扩展的 2个回路的监控总线，固定为 3、4 回路。

本监控设备为集中区域兼容型，既可以做为区域机使用，也可以做为集中机使用。注意，电气火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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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而不是其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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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数据
表 2-1 监控设备的技术数据

主电源 AC 220V (+10%~-15%) ，50Hz

副电源（备电源） DC 24V，4AH

功耗 ≤30W

监控点容量 1000 点（4个监控回路，每回路 250 点）

区域机 10台

黑匣子记录数 报警：999条；

其它：999条（包括复位、故障报警、开、关机等信息）。

位置转换容量 30000条，包括本机及区域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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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米（RVS-2×1.5mm2）；

输出继电器 KA11\KA12，无源触点，有报警时闭合（DC30V，1A）

KA21\KA22，无源触点，有故障时闭合（DC30V，1A）

KA31\KA32，无源触点，备用输出（DC30V，1A）

工作环境温度 0℃~40℃

相对湿度 ≤95%

3 外形结构

3.1 外形

图 3-1 EF501 型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外形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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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装尺寸图

图 3-1 EF501 型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外形结构图

* 注意：本控制器采用壁挂式结构，安装后非专业人员禁止拆装。

4 安装

4.1 外接线端子排列图

图 4-1 监控设备的外接线端子排列图

进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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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安装的技术要求

 监控设备应具有良好的接地保护，监控设备内部设有接地标志，外接导线对地绝缘电阻大于 20MΩ。

 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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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监控总线传输距离小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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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当485通讯线最长为1000米时，可采用2×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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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它信号线可采用RVS-2×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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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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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故障后方可进入下

一步操作。

3) 按照“外接线端子排列图”接好导线。

5.2 开机

打开监控设备后门板，同时将主、备电源开关合上，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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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设备的正常待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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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监控设备长时间不开机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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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监控设备本身的号码，这个号码在集中区域系统中用于识别各个监控设备。虽然监控设备可能本身不使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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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当监控设备单独使用时，这个号码可以设

置为 0；当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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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注意：如果监控设备号码更改了，那么很多与此相关的设置可能都要重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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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设备最多可以登记到 2 个采集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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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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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回路可接 250个地址码的电气火灾探测器。只有被监

控设备登记到的探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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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采集卡号码后按确认键开始登记，在正式开始登记前，监控设备会询问是否保存本次登记到的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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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类型保存确认界面

总线设备的设备类型有 2种来源方式，1是监控设备在登记的时候自动读取，2是在监控设备上手工设置。如果是初次登

记，建议在登记的时候选择保存登记到的类型，这样方便一些。

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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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值等。

图 5-8 查阅总线设备

输入要查阅的回路号码后按【确认】将显示该回路的所有已经登记的设备信息，包括类型、报警值和位置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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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可以对设备的报警值进行设置。

报警值即探测器设置的报警阈值，当探测器测量值高于该值时，监控设备就会产生报警。

图 5-9 设备报警值编辑

上图是探测器报警值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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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时可以输入设备的地址范围；当光标在“报警值”一行时，可以用数字键输入报警值。

此外，按【F1】可以更改设置类型，分别用于设置电气测温探测器的温度报警值和剩余电流探测器的电流报警值，按【确认】

把地址范围内的所有设备设置成一样的报警值。

同样，在查阅设备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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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用 20 个以内的字

符来描述，一个汉字算 2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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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区域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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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机设置，主要是作为集中机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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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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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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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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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添加区域机

一般情况下，AA1、BB1 端子上接区域机，A、B 端口接集中机，但是，当监控设备作为顶层的集中机时，也可以用 A、B

端口接区域机，比如上面的 1号机器。当用 A、B 端口接区域机时，在“添加区域机”中要标识出连接端口，在上图所示画面

中，当光标移动到所属主机一行时，按【菜单】键，“001”后将会出现一个“A”，变成“001A”，表示 2 号区域机是连接在 1

号机的 A、B 端口的（再次按【菜单】键“A”取消）。但是，一般不建议将区域机连接在 A、B 端口，而是应该连接在 AA1、

BB1 端口。

注意：

1）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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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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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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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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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下载到本监控设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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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监控设备可以接收区域机的报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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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其它设置

1）系统设置

在“主菜单>>调试菜单>>其它>>系统设置”中，有以下可用选项：

 本机号码，设置本监控设备的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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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联动自动翻页（10S），如果设为“是的”，当前存在多个报警时，每 10 秒报警自动翻页浏览。

 自动返回报警页面(30S)，如果设为“是的”，当前存在报警或联动时，如果显示界面处于其它界面（如监管、故障、屏

蔽等），则 30 秒后自动返回报警联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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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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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送屏蔽信息给采集卡，如果设为“是的”，则屏蔽总线设备的时候（比如回路上的电气火灾控制接口模块等），在主控

板和采集卡上同时屏蔽，否则只在主控板上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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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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多可以有 3000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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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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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实时的测量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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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测温和剩余电流探测器的测量值分别是温度和电流，单位分别是“℃”和“mA”，前面的”#”表示该地址设备是已

被登记的总线设备。正常情况下，探测器测量值应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当测量值显示异常或不能显示时，则说明设备工作

不正常，可能是线路的问题也可能是设备本身的问题，需要进行排查和维护。

屏幕右上角处的“500”字样位置表示这个采集卡的最大容量是500点。

另外，为了进一步测试总线设备的工作状态，可以进入总线设备的参数测试功能，在“主菜单>>调试菜单>>采集卡设置>>

参数测试”中。

图 5-15 设备参数测试

参数测试功能可以查看总线设备与监控设备的一些通讯参数，如回码值、标定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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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操作

6.1 指示灯说明

电源：上电常亮；

报警：有报警时常亮；

故障：有故障时常亮；

屏蔽：有设备被屏蔽时常亮；

消音：报警、故障音被消掉时常亮；

系统故障：CPU失效时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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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键/解锁：键盘上锁时常亮。

6.2 信息显示与查询

本监控设备具有报警、故障、屏蔽等功能，当监控设备处于这些状态时 LCD 屏幕上会有相应的显示以表明各种状态的具

体信息。报警信息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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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信息显示界面

上图为报警信息显示界面，其中：

“报警总数:002 页:001”

表示当前报警总数为2条，报警显示页面数为1个。

“[003]02-006 06/25 14:13 0085℃

电气测温 2楼配电柜1号线路”

这是第1条报警，表示报警探测器号码为3号分机2回路6号，报警时间是6月25日14时13分，报警温度是85℃，设备类型是

电气测温探测器，位置在2号楼配电柜1号线路。

同样，报警界面显示的第2条报警内容可以参考第1条报警说明。

在集中区域系统中，集中机上报警和联动所显示的时间总是最新的，即如果区域机复位了，而集中机尚未复位，当区域

机上重新报出报警时，集中机上已经存在的同号码的报警，会把报警时间更新为新报警的时间，但是不会产生一条新的历史

记录。

故障、屏蔽信息显示内容与上面报警信息显示类似。

图6-2 故障信息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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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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设备最多可以同时报 300 个报警、300 个故障、300 个屏蔽，100 个状态。

6.3 探测器报警

当探测器测量值大于设定报警值时监控设备发出探测器报警信号：

报警状态监控设备将执行如下动作：

1）发出救火车的声音，点亮面板上的报警指示灯；

2）显示屏上的报警显示区显示出当前报警的详细信息，更新报警总数等；

3）打印机打印出报警地址、报警时间；

5）向黑匣子写入报警记录；

6）向 CRT 发出报警信息；

监控设备的报警状态仅能通过手动复位操作消除。

注意：对于电气测温探测器，设定报警值与实际报警值有-5%范围内的偏差，即探测器实际测量值只要大于设定报警值的

95%就可能产生报警。

6.4 故障报警

当有下述情况发生时监控设备发出故障报警信号：

1）监控设备与电气火灾探测器线路断路、短路；

2）电气测温探测器与温度传感器之间的连接线路断路、短路；

3）主电源（即交流电源 220V电源）电压低于 187（包括断电）；

4）备电源（即监控设备内的备用电源）断电或内部 24V输出低于 21.8V、备用电源不充电；

故障状态监控设备将执行如下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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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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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屏蔽设置

做为集中监控设备使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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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故障等，只是不再传送到集中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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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菜单>>调试菜单>>其它>>系统设置”中有一项“发送屏蔽信息给采集卡”，如果这个选项设为“是的”，那么当屏

蔽采集卡上总线设备的时候，在主控板和采集卡上同时屏蔽，并且只有 2处同时屏蔽成功的时候才显示这个设备的屏蔽信息，

否则不会显示屏蔽信息。

6.6 锁键/解锁

在正常或者报警界面按【锁键/解锁】键，监控设备的键盘将上锁，锁键后除了一些需要口令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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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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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就可以对监控设备的显示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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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设备可以发出 2种不同的声音以区别不同的报警状态，当有报警信号发生时监控设备发出救火车的声音，当有故障

报警时监控设备发出救护车的声音。

当有新的报警信息到达时监控设备是否发出对应的报警声还取决于监控设备当时的状态，监控设备的报警状态按报警、

故障的顺序由高到低排列，如果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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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监控设备处于无声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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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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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监控设备备电工作且备电有故障时，是消不了音的。

6.9 复位

当有报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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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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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设备完全复位大约需要 5到 8秒。

6.10 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即黑匣子记录，监控设备可以记录最近的 999 条报警记录、和 999 条其它记录（包括故障、复位、开关机等），

且在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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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探测器的工作状况。在“主菜单>>历史记

录”功能中可以查阅历史记录。

图6-4 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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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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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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设备重启后打印机的状态为最近一次关机前的状态。

6.12 数据备份与恢复

本监控设备的数据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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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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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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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设备无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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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测器报故障

1）探测器与监控设备之间连

接线短路或断路；

2）测温探测器与外部温度传

感器之间的连接线短路或断

路；

3）探测器损坏；

1）检查线路是否连通；

2）检查线路是否连通；

3）更换探测器。

3 主电故障灯亮 主电电压低于 187V或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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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测器不报警，探测器与监控

设备之间连接线短路或断路也

不报故障

1） 探测器没有被登记；

2） 探测器所在的采集卡没

有被登记。

1） 登记探测器；

2） 登记探测器及采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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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缺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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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键无反应 锁键了 解锁

12
每次开机后监控设备的时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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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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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养、维修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属消防专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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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监控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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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箱后检查监控设备外观是否完好，监控设备型号是否与包装箱上的一致。

包装箱内物品清单：

1）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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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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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设备地址分配表

回路 位号 设备

0 1～240 多线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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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编码对应

．．．．．．

36 1～250 对应 36 回路报警总线上的设备（即 18 号数据采集卡的第 2回路），位号与总线设

备的编码对应

91 1～10 区域机

91 146～148 广播监控设备（对应 1～3号广播监控设备）

91 151～168 数据采集卡（对应 1～18号数据采集卡）

91 181～190 总线卡（对应 1～10号总线卡）

91 191～205 多线卡（对应 1～15号多线卡）

91 211～213 通讯扩展卡（对应 1～3号通讯扩展卡）

92 1 NAC 上的声光警报器

92 2 主电源

92 3 备电源

93 1～360 火灾显示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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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设备/部件类型代码表

类型代码 说明 简称

0 预留

1 火灾报警监控设备/消防联动监控设备 消防主机

2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图形装置

3～9 预留

10 可燃气体报警监控设备 燃气主机

11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电气监控

12～19 预留

20 消火栓系统 消火栓

2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 水雾灭火

22 气体灭火监控设备 气体灭火

23 泡沫灭火系统 泡沫灭火

24 干粉灭火系统 干粉灭火

25 防烟排烟系统 防烟排烟

26 电气火灾及卷帘系统 电气火灾帘

27 消防应急广播 消防广播

28 消防电话 消防电话

29 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 照明指示

30 消防电源 消防电源

31～45 预留

46 可燃气体探测器 燃气探测

47 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点型燃气

48 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独立燃气

49 线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线型燃气

50～51 预留

52 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电气探测

53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余电探测

54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电气测温

55～56 预留

57 探测回路 探测回路

58 火灾显示盘 显示盘

59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手报按钮

60 消火栓按钮 消报按钮

61 火灾探测器 火灾探测

62～65 预留

66 感温火灾探测器 感温探测

67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点型感温

68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S 型) 点温 S型

69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R 型) 点温 R型

70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线型感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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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S 型) 线温 S型

72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R 型) 线温 R型

73 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 光纤感温

74～75 预留

76 感烟火灾探测器 感烟探测

77 点型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 离子感烟

78 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光电感烟

79 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 光束感烟

80 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吸气感烟

81～85 预留

86 复合式火灾探测器 复合探测

87 复合式感烟感温火灾探测器 感烟感温

88 复合式感光感温火灾探测器 感光感温

89 复合式感光感烟火灾探测器 感光感烟

90～95 预留

96 火焰探测器 火焰探测

97 紫外火焰探测器 紫外火焰

98 红外火焰探测器 红外火焰

99～104 预留

105 感光火灾探测器 感光探测

106～109 预留

110 一氧化碳气体探测器 一氧探测

111～113 预留

114 图像型火灾探测器 图像探测

115 智能图像型火灾探测器 智能图像

116 预留

117 气体灭火监控设备 气体主机

118 消防电气控制装置 电气装置

119 预留

120 模块

121 输入模块 输入模块

122 输出模块 输出模块

123 输入/输出模块 模块

124 中继模块 中继模块

125 多线模块 多线模块

126 预留

127 消防栓泵 消防栓泵

128 水喷雾泵 水喷雾泵

129 细水雾泵 细水雾泵

130 稳压泵 稳压泵

131 消防水箱 消防水箱

132～133 预留

134 喷淋泵 喷淋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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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水流指示器 水流指示

136 信号阀 信号阀

137 报警阀 报警阀

138 压力开关 压力开关

139 预留

140 阀驱动装置 阀驱装置

141 电气火灾 电气火灾

142 防火阀 防火阀

143 通风空调 通风空调

144 泡沫液泵 泡沫液泵

145 管网电磁阀 管网阀

146～149 预留

150 防烟排烟风机 防排风机

151 预留

152 排烟防火阀 排烟阀

153 常闭送风口 常闭风口

154 排烟口 排烟口

155 电控挡烟垂壁 挡烟垂壁

156 防火卷帘监控设备 卷帘控制

157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电气火灾控

158 消防水位监控设备 水位控制

159 预留

160 警报装置 警报装置

161 声和/或光警报器 声光警报

162 警铃 警铃

163～180 预留

181 多线模块

182 部件

183 灭火区

184 广播模块

185 常开门

186 常闭门

187～255 用户自定义

表中楷体字加粗的是常用的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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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设备/部件状态代码表

状态代码 说明 简称 类别

0 预留

1 报警 报警

2 低限报警 报警

3 高限报警 报警

4 超量程报警 超程报警 报警

5 剩余电流报警 剩流报警 报警

6 温度报警 报警

7 电弧报警 报警

8 感烟探测器报警 感烟报警 报警

9 感温探测器报警 感温报警 报警

10 手动报警按钮报警 手报报警 报警

11 火焰探测器报警 火焰报警 报警

12 预警 报警

13～19 预留

20 故障 故障

21 通讯故障 故障

22 主电故障 故障

23 备电故障 故障

24 回路故障 故障

25 部件故障 故障

26 启动线路故障 启动故障 故障

27 喷洒线路故障 喷洒故障 故障

28 反馈线路故障 反馈故障 故障

29 喷洒反馈线路故障 喷馈故障 故障

30 灯具故障 故障

31 自检 监管

32 自检失败 监管

33 通信失败 监管

34～39 预留

40 故障恢复 故障

41 通讯故障恢复 故障

42 主电故障恢复 故障

43 备电故障恢复 故障

44 回路故障恢复 故障

45 部件故障恢复 故障

46 启动线路故障恢复 故障

47 喷洒线路故障恢复 故障

48 反馈线路故障恢复 故障

49 喷洒反馈线路故障恢复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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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灯具故障恢复 故障

51～59 预留

60 启动 联动

61 自动启动 联动

62 手动启动 联动

63 气体喷洒 联动

64 现场急启 联动

65～69 预留

70 停止 联动

71 自动停止 联动

72 手动停止 联动

73 现场急停 联动

74～79 预留

80 反馈 联动

81 喷洒反馈 联动

82 反馈撤销 联动

83 屏蔽 屏蔽

84 屏蔽撤销 屏蔽

85 监管 监管

86 监管撤销 监管

87～89 预留

90 引导 监管

91 应急 监管

92 月检 监管

93 年检 监管

94～99 预留

100 呼叫 监管

101 通话 监管

102～127 预留

128 开机

129 关机

130 自检结束

131 延时

132 启动喷洒

133 内部接地故障

134 内部接地故障恢复

135 外部接地故障

136 外部接地故障恢复

137～255 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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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电脑编程软件的使用

1）概述

本编程软件只是一个数据格式转换和下载工具，不具备数据编辑功能。

运行环境：win XP、win 7、win 10 等，MS Office Excel（WPS 不行）。

U盘文件格式：FAT32、FAT 等（不支持 NTFS 格式），请将文件保存在 U盘根目录下，并且根目录下不要有太多文件。

支持的控制器类型：503/505、5Li、5Ei。(FHM501 和 EF501 类型选择 503/505)

软件包包括：n503.exe（编程软件主程序），503.QT（503/505 控制器的 Excel 模板文件），5Li.QT（5Li 控制器的 Excel

模板文件）

n503.exe 的运行界面如图 G-1 所示。

图 G-1 软件运行界面

在机器型号菜单中，列出了目前支持的设备型号，转换选项菜单是针对机器类型所支持的功能列表。左边的视图中，列

出了当前所选设备可以处理的数据类型（如联动编程、房号转换等），右边视图显示数据的具体内容。

对于 503/505 型控制器，涉及到的文件共有 7个，如表 G-1。

表 G-1

文件名 备注

XXX.xls 这个是导出时以 503.QT 为模板生成的 Excel 文件， XXX 是文件名，可以按照工程项目

自行指定，如“五爱人家.xls”，Excel 格式的编程数据，直观清晰，可以用 Excel 打开

后直接编辑里面的数据，依托 Excel 强大的报表打印功能，可实现各种格式打印

CJXXX.SKY sky 格式是供设备下载用的数据格式，CJ 是特征字，XXX 是任意字符但只能包含字母或

数字，CJXXX 的长度不能超过 8个字符（下同）， CJXXX.SKY 设备中“采集卡设置”菜单

下的所有数据

ZXXXX.SKY ZXXXX.SKY 文件包含设备中“总线卡设置”“多线卡设置”“通讯卡设置”菜单下的所有

数据

QYXXX.SKY QYXXX.SKY 文件包含设备中“区域机设置”菜单下的所有数据

LDXXX.SKY LDXXX.SKY 文件包含设备中“联动编程”菜单下的所有数据

QTXXX.SKY QTXXX.SKY 文件包含设备中“其它”菜单下的所有数据

HSXXX.SKY HSXXX.SKY 文件包含设备中“历史记录”菜单下的所有数据。注意历史记录数据只能由

设备上传到电脑中，不能由电脑下载到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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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文件后缀名为“SK2”，则表示这个文件对应的设备软件版本是 V2.0 的， 对应编程软件中的“机器类型”为

“JB-QT-503\505 V2.0”。

对于 5Li 控制器，涉及到的文件有如下几个，如表 G-2。

表 G-2

文件名 备注

XXX.xls 这个是导出时以 5Li.QT 为模板生成的 Excel 文件，XXX 是文件名，可以按

照工程项目自行指定，如“南京南站.xls”，Excel 格式的编程数据，直观

清晰，可以用 Excel 打开后直接编辑里面的数据，依托 Excel 强大的报表

打印功能，可实现各种格式打印

LD001.ll3 5Li 联动编程数据文件，文件名固定

RM001.lm 5Li、5Ei 房号数据文件，文件名固定

ZX001.k3x 5Li 总线联动数据文件，文件名固定

FZ001.fz 5Li 分组数据文件，文件名固定

FZL001.fzl 5Li 分组联动数据文件，文件名固定

V5Ei001.lle 5Ei 联动编程数据文件，文件名固定

2）503/505 数据下载

即将电脑编程的数据下载到设备中。其基本流程如下图 G-2。

图 G-2 503/505 数据下载流程

第 1步：将设备中已经登记好的信息上传到 U盘中。将 U 盘插到设备的 USB 接口后，在设备“主菜单>>调试菜单>>其它>>

上传配置到 USB 设备”中根据屏幕提示操作即可。可以只上传“采集卡信息”和“总线多线通讯卡信息”，因为只有这 2项涉

及到登记信息，其它的都是可以自行编辑的。上传的信息将在 U盘根目录下生成 CJ001.SKY、ZX001.SKY 等文件。

第 2 步：将第 1 步所产生的 sky 文件用编程软件打开，并且导出到 Excel 用于编辑。首先在 n503.exe 中选择设备型号

JB-QT-503/505，如图 G-3。

图 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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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转换选项”菜单中选择打开“USB 配置文件”，如图 G-4。

图 G-4

打开文件后，在左边视图中选择相应的菜单项，就能在右边看到相应的数据,如图 G-5。

图 G-5

注意，如果只打开“CJ”类的文件，就只能显示采集卡配置信息，如果只打开“ZX”类文件，就只能看到总线、多线以

及通讯卡配置信息。换句话说，就是打开什么类的文件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同时打开好几类文件，但是每一类只能

打开一个，比如连着打开 2个“CJ”类文件，看到只是最后一个文件的数据。

然后，再将数据导出到 Excel 进行编辑，在“转换选项”菜单中选择 “导出到 Excel”，如图 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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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6

输入文件名后选择保存，如图 G-7。开始将 sky 类型的数据转导出到 Excel，导出完成后会有提示。

图 G-7

在 Excel 中打开导出的文件，如上面的“五爱人家.xls”，如图 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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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8

在 Excel 文件中，工作表的名称和设备上菜单项的名称是一致的，在这里，可以编辑房号信息，联动编程等。编辑好后

保存退出。

有 3 个涉及到登记信息的工作表要注意下表格里面的提示信息，它们是“查阅设备”、“查阅多线模块”、“查阅火灾显示

盘”。比如“查阅设备”，这里显示的设备应该是已经登记到的外部设备，不能随便添加一个没有登记到的外部设备，如果添

加了，把数据下载到设备后，确实会在查阅设备中看到这个外部设备，但是这个外部设备并没有被采集卡真正登记到，所以

这个外部设备是不能报警和联动的，对于采集卡来说就像没有这个外部设备一样。因此会给人产生误导，明明设备上已经显

示登记到了为什么不报警呢，就是这个原因！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多线模块和火灾显示盘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

要先做第 1步，从设备上传已经登记好的数据来，而不是直接做第 2 步用一个空的 Excel 文件来编辑。

第 3步：将 Excel 格式的文件转换成 sky 格式。

先在 n503.exe 中导入第 2 步编辑好的文件。同样，要先选择设备型号，再在“转换选项”菜单中选择“从 Excel 导入”，

如图 G-9。选择文件名，导入后的软件显示如图 G-10，已经能看到刚才编辑过的数据了。

图 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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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10

点击“转换选项”中的“生成 USB 配置文件”，如图 G-11。

图 G-11

在这里选择需要生成的配置文件，如果只变动过采集卡配置中的信息，那么只要重新生成一下采集配置文件即可，其它

的文件就不用生成了，也不用重新下载到设备了，节省时间。

所生成文件的命名规则在本章的概述里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第 4 步：将生成的 sky 文件下载到设备中。将 U 盘插到设备的 USB 接口后，在设备“主菜单>>调试菜单>>其它>>从 USB

设备下载配置”中选择需要下载的文件，然后根据屏幕提示操作即可。

3）503/505 数据上传

即把设备中的数据上传到 U盘中。这个比较简单，将 U 盘插到设备的 USB 接口后，在设备“主菜单>>调试菜单>>其它>>

上传配置到 USB 设备”中根据屏幕提示操作即可。上传时在 U盘根目录下生成的文件名一般为 CJ001.SKY 等带有数字序号的，

可根据需要改成和工程相关的，如 CJWARJ.SKY 等，也可以在 n503.exe 内打开，然后导出为 Excel 文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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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Li 下载数据

以下载 5Li 联动编程数据为例。

第 1 步：在 n503.exe 上选择机器型号，5Li 的机器版本比较复杂，可以根据机器型号的名称来选择合适的，然后在“转换选

项”菜单中选择“导出到 Excel”，这时系统会根据 5Li.QT 模板生成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图 G-12。

图 G-12

第 2 步：在生成的 Excel 文件中编辑数据，如下图 G-13。编辑完后保存退出。

图 G-13

第 3 步：在 n503.exe 中，先选择机器型号，然后再选择“从 Excel 导入”，此时就可以在视图窗口中看到刚刚编辑好的数据，

如图 G-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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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14

第 4 步：选择“下载到机器”，如图 G-15。这里机器型号是根据刚才选择的，不能再重新选择，串口根据实际的串口号选择，

串口参数一般为“9600,n,8,2”，信息种类要下载什么就选什么。然后点击“下载”，根据提示操作即可。下载完后到机器上

查看下下载的数据是否正确。

如果原来已经有 Excel 文件，只是重新下载，则按上述第 3、4步操作即可。

如果原来是数据文件，则把数据文件名字先改成表 G-b2 里面的名字（如 LD001.ll3 等，因为 n503 软件只认表中的名字）。然

后在 n503.exe 中选择“打开数据文件”，再按照上述第 4步操作即可。

图 G-15

5）从 5Li 监控设备读数据

这个比较简单，在 n503.exe 中选择“从机器读出”选项，设置好相关参数后就以读出，读出后可以保

存为 Excel 文件或者数据文件，保存的数据文件默认为表 G-2 中的名字，可以更改为可辨识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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