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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系统简介及新规变化

• 系统简介 • 新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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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简介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EI-6000系列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包括火灾报警控制

器、火灾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消火栓按钮、输入模块、输出模块

（广播模块）、控制模块、火灾显示盘、图形显示装置等系列产品，

具有火灾报警、联动控制、监管报警、防盗报警、网络通讯、复合火

警判断、自诊断、自动登录等功能，可快速有效地探测火灾，实现早

期报警和消防联动控制，可满足商场、宾馆、办公楼、住宅楼、体育

场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各类消防工程的需要，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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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简介

        依爱火灾报警系统采用先进

的操作系统，ARCnet网络通讯技

术、CAN总线通信技术，独创FAB

快速报警总线、两发一收立式双

向散射迷宫、旋转拆卸式火灾探

测器及报警按钮、两线制多线联

动模块、“按类/按分区”联动控

制等技术，两总线连接，抗干扰

性能好，响应速度快，可靠性高。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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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变化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国家标准GB50116-201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变化一：控制器容量及回路容量

       3.1.5 任一台火灾报警控制器所连接的火灾探测器、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和模块等设备总数和地址总数均不应超

过3200点，其中每一总线回路连结设备的总数不宜超过

200点，且应留有不少于额定容量10％的余量；任一台消

防联动控制器地址总数或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所控

制的各类模块总数和不应超过1600点，每一联动总线回路

连结设备的总数不宜超过100点，且应留有不少于额定容

量10％的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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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变化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变化二：隔离模块的设置

    3.1.6系统总线上应设置总线短路

隔离器，每只总线短路隔离器火灾探

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和模块等消

防设备的总数不应超过32个；总线穿

越防火分区时，应在穿越处设置总线

短路隔离器。

国家标准GB50116-201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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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变化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国家标准GB50116-201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变化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形式

    1、仅需要报警，不需要联动自动消防设备的保护对象宜采用区域报

警系统；

    2、不仅需要报警，同时需要联动自动消防设备，且只设置一台具有

集中控制功能的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的保护对象，应采用集

中报警系统，并应设置一个消防控制室；

    3、设置两个及以上消防控制室的保护对象，或设置了两个及以上集

中报警系统的保护对象，应采用控制中心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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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系统组成及功能特点

• 探测器类 • 按钮类

• 模块类 • 火灾显示盘

• 声光警报器、警铃 • 控制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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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测器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1、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 电子编码，唯一ID；控制器在线编址或编

码器设地址，自动登录，安装调试方便。

• 流体造形，不易吸附灰尘。防工程水渗设

计。

• 顶置导光柱，火警指示灯360度可视。

• 旋转拆卸式顶盖设计，方便现场清理迷宫；

全扣合式专利结构，调试维护方便。 
JTY-GD-EI6012点型
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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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测器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 旋转拆卸式顶盖设计，方便现场清理迷宫；全扣合

式专利结构，调试维护方便。 

• 两发一收的立式双向散射专利技术，结合先进的相

对光强比算法，实现了对不同颜色、粒径烟雾的均

衡响应，可排除非火警因素造成的干扰，避免误报。

• 采用自适应技术，可对环境变化、元器件老化进行

动态补偿，使探测器灵敏度保持稳定，延长使用寿

命。

• 具有自测试功能，可对内部电路实时检测，保证探

测器长期稳定运行。

 JTY-GD-EIN10点型
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12/47

一、探测器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JTW-A2R-EI6013点型
感温火灾探测器

2、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 电子编码，唯一ID，控制器在线编址或编

码器设地址，自动登录，安装调试方便。

• 流体造形，不易吸附灰尘。防工程水渗设

计。

• 顶置导光柱，火警指示灯360可视。

• 旋转拆卸式顶盖设计，全扣合式专利结构，

调试维护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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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测器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JTW-A2R-EIN11点型
感温火灾探测器

2、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 采用环氧树脂封装NTC热敏电阻，具有差

温特性的A2类探测器。动作温度由火灾报

警控制器设定，可根据现场环境单点或统

一调整，测试精度可达到±1℃。

• 系统软件特别加强抗干扰措施，将与实际

火灾升温情况不同的干扰通过软件屏蔽。

• 可检测传感器故障（短路或断路），故障

率低，使用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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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测器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J-6018/EI-N18
火灾探测器底座

3、火灾探测器底座

• 嵌入式结构，小巧、美观，无色差。

• 独特的卡槽设计，与探测器拧合后牢固可

靠。

• 探测器180°可调整方向扣合，安装方便、

迅速。EI-N18有清晰的到位标记。

• 安装底座时，不必考虑探测器指示灯的方

位，安装简便、快洁。

• M4方垫组合螺钉，连接可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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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警按钮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J-SAP-EI6021N手
动火灾报警按钮

1、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 电子编码，唯一ID；控制器在线编址或编

码器设地址，自动登录。

• 独创旋转式结构，便于安装。

• 采用专用钥匙复位。

• 内置对讲电话插孔，具有“电话”指示灯。

• 支持“数字总线”通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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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警按钮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J-SAP- EI6024
消火栓按钮

2、消火栓按钮

• 电子编码，唯一ID，控制器在线编址或编

码器设地址，自动登录。

• 独创旋转式结构，便于安装。

• 采用专用钥匙复位。

• “回答”灯既可通过火灾报警控制器点亮，

也可根据消防泵运行状态由外部24V直接

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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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块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1、单输入模块

• 电子编码，唯一ID，控制器在线编址

或编码器设地址，自动登录，调试方

便。

• 通过控制器设置可接收压力开关、水

流指示器等无源常开/常闭监管报警信

号及70℃防火阀等联动设备的动作信

号, 有“动作”指示灯可直观指示巡

检与监管报警/动作状态。

J-EI6030N、6030EN单
输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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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块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2、 输入/输出模块

• 电子编码，唯一ID，控制器在线编址或编

码器设地址，自动登录，安装调试方便。

• 输入、输出端口可单独编程，分别使用，

亦可组合使用。

• 可检测来自设备的信号输入线及模块输出

线断路故障。

• 插拔式结构，安装、接线方便。
J-EI6043N输入/输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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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块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3、输出模块

• 电子编码，唯一ID，控制器在线编址

或编码器设地址，自动登录，调试方

便。

• 采用双刀双掷继电器，适合控制消防

广播、非编码声光、警铃等无需检测

动作反馈信号的设备。

• 插拔式结构，安装接线方便。
J-EI6047N输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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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块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4、中继模块

• 电子编码，唯一ID，控制器在线编址或

编码器设地址，自动登录，安装调试方

便。

• 四线制无极性，接线方便，适用于DH86

接线盒。

• 可接收非编码火灾探测器、非编码消火

栓按钮的报警信号；可与齐纳安全栅一

同配接防爆型非编码火灾探测器、手报、

消火栓，应用于防爆探测场所。

J-EI6032中继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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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火灾显示盘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火灾显示盘

显示方式：数码管显示、液晶显示。

• 通过现场编程，可设置为火灾显示盘

或重复显示器。

• 作为火灾显示盘时，可显示相关楼层

的火警、监管、故障、动作等信息，

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液晶显示报

警部件的地址、报警总数以及部件类

型和安装位置。
J-EIN50火灾显示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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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火灾显示盘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火灾显示盘

• 作为重复显示器时，可显示控制器的全部

火警、监管、故障、动作等信息，便于在

消防控制中心之外对系统进行监视。

• 电子编码，唯一ID，在线编址，自动登录。

• 与报警联动总线直接相连，施工方便。

• 扣合式结构，底板接线，便于使用。

• 模具注塑，外形美观、结构小巧，安装方

便。

J-EI6050火灾显示盘

J-EI6051火灾显示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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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声光警报器、警铃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J-EI6085系列火灾
声光警报器

1、声光警报器

• 火灾声光警报器是一种安装在现场的声光

报警设备，满足GB26851-2011的要求，

可通过总线接收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

发出的启动命令，发出强烈的周期闪光及

变调火警声，以提醒现场人员注意。

• 电子编码，唯一ID，控制器在线编址或编

码器设地址，自动登录。具有电源线断线

检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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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声光警报器、警铃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2、警铃

• 现场声报警装置，由各类输出模

块控制，启动时发出警铃声。

LW5609警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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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控制器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1、火灾报警控制器（壁挂式）

• EI6000L型火灾报警控制器是专为适应小

工程、小点数的需求专门开发的火灾报警

控制器，具有火灾报警、监管报警、联动

控制、网络通讯等功能，满足国标

GB4717-2005的要求，特别适用于计算

机房、资料室、配电室、变电站、通讯基

站、餐厅、酒吧等小型消防报警工程的应

用。

• 容量：32点、64点、96点、128点可选

JB-QB-EI6000L
火灾报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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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控制器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2、火灾报警控制器（壁挂式）

• EI6000M型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

集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对讲电话、网

络通讯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满足最新国

标的要求，可适用于各类宾馆、写字楼、

办公楼等小型消防报警工程。

• 回路最大容量：242个编址点

• 总容量：  484个编址点

• 多线联动输出：7组

• 总线联动按键：32个
JB-QB-EI6000M
火灾报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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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控制器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3、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

• EI6000型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集火灾报警、联动控制、监

管报警、防盗报警、可燃气报警、对讲电话、网络通讯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满足最新国标的要求，可适用于各类宾馆、写字楼、

办公楼、住宅楼、体育馆、图书馆、各类库房等大、中型消防报

警工程。

• 采用VME插板和模块化结构，抗干扰、抗振动能力强，工作可靠、

性能稳定, 扩展灵活、维护方便；采用大屏幕液晶、全汉字显示、

菜单向导, 方便用户操作、使用。

• 回路最大容量：242个编址点  最大总容量：4840个编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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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控制器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JB-TGL-EI6000G

JB-TTL-EI60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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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控制器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4、大点位壁挂主机EI-8000M

• 大容量壁挂主机，集中区域兼容型，CAN联网。

• 大屏幕彩色液晶，彩色硅胶按键，手机App风

格界面。

• 强电报警保护，交流电接线端子误接入380V时

可以保护并报警。 

• 大电流多芯电缆总线技术，增强抗干扰能力。

• 两线直启反馈技术， 2根线实现多线设备的启

停控制以及状态检测功能。

• USB接口，方便升级和传输编程数据。
JB-QB-EI8000M火
灾报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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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控制器类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4、大点位壁挂主机EI-8000M

• 标签通用设计，插卡、贴标签合二为

一。总线盘设置列合一标签。

• 一键飞梭，智能滚动。

• 手机编码一键上传，利用手机扫码给

探测器设地址，无线传给控制器。

• 一键式总线联动盘。

JB-QB-EI8000M火
灾报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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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设备安装与布线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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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与布线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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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与布线指导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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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与布线指导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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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与布线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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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与布线指导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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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与布线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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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与布线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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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与布线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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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与布线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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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与布线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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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与布线指导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43/47

04
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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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1、火灾探测器常见故障

（1）故障现象：火灾报警控制器发出故障报警，故障指示灯亮、打印

机打印探测器故障类型、时间、部位等。

（2）故障原因：探测器与底座脱落、接触不良；报警总线与底座接触

不良；报警总线开路或接地性能不良造成短路；探测器本身损坏；探测器

接口板故障。

（3）排除方法：重新拧紧探测器或增大底座与探测器卡簧的接触面积；

重新压接总线，使之与底座有良好接触；查出有故障的总线位置，予以更

换；更换探测器；维修或更换接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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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2、主电源常见故障

（1）故障现象：火灾报警控制器发出故障报警，主电源故障灯亮，打

印机打印主电故障、时间。

（2）故障原因：市电停电；电源线接触不良；主电熔断丝熔断等。

（3）排除方法：连续供停电8h时应关机，主电正常后再开机；重新接

主电源线，或使用烙铁焊接牢固；更换熔断丝或保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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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2019年4月10日15时29分

3、备用电源常见故障

（1）故障现象：火灾报警控制器发出故障报警、备用电源故障灯亮，

打印机打印备电故障、时间。

（2）故障原因：备用电源损坏或电压不足；备用电池接线接触不良；

熔断丝熔断等。

（3）排除方法：开机充电24h后，备电仍报故障，更换备用蓄电池；用

烙铁焊接备电的连接线，使备电与主机良好接触；更换熔断丝或保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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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讯常见故障

（1）故障现象：火灾报警控制器发出故障报警，通讯故障灯亮，打印

机打印通讯故障、时间。

（2）故障原因：区域报警控制器或火灾显示盘损坏或未通电、开机；

通讯接口板损坏；通讯线路短路、开路或接地性能不良造成短路。

（3）排除方法：更换设备，使设备供电正常，开启报警控制器；检查

区域报警控制器与集中报警控制器的通讯线路，若存在开路、短路、接地

接触不良等故障，更换线路；检查区域报警控制器与集中报警控制器的通

讯板，若存在故障，维修或更换通讯板；若因为探测器或模块等设备造成

通讯故障，更换或维修相应设备。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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