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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述 

JB-QBZL-GK705火灾报警控制器 消防联动控制器是为适应于消防工程设计的需要、按照 GB4717-2005《火

灾报警控制器》和 GB16806-2006《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的要求，开发的新一代报警、联动一体化的火灾报警控

制器。 

本控制器内部采用 CAN 总线技术、模块化设计，具有功能强、可靠性高、配置灵活等特点。系统采用 320

×480 点阵彩色大屏幕液晶显示，打印机可打印报警、故障、开关机、电源状态及各类操作信息，具有全面的

现场编程能力，最大容量为 510 个总线制报警联动控制点。JB-QBZL-GK705火灾报警控制器 消防联动控制器可

与我公司生产的控制器类、模块类、探测器类、显示控制盘类等设备连接，从而构成一个集总线、多线于一体

的报警联动控制器。此外，其通用性、可编程性强，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丰富的操作提示，采用了模块化设

计，使得外型美观、结构紧凑，特别适合大型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一体化控制系统的应用。 

本说明书只适用于 JB-QBZL-GK705火灾报警控制器 消防联动控制器的安装、操作、编程与维护。 

 

第一章 功能特点 

 本控制器设计符合GB4717-2005《火灾报警控制器》和GB16806-2006《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的要 

求； 

 能对外界非火灾因素诸如温度、湿度、灰尘积累引起的灵敏度漂移进行自动补偿，对外界诸如电 

干扰等快变化信号进行智能处理； 

 系统采用320×480点阵彩色屏幕液晶显示，清晰、直观，便于操作； 

 三级编程密码保护，密码级别向下兼容，适合不同类别人员的操作; 

 10240条事件记录，准确充分记录系统状态事件； 

 手动启动功能,便于检验设备启动配置情况； 

 可用键盘编程或通过USB接口用计算机离线编程，也可以使用U盘下载编程数据或升级软件； 

 微型热敏打印机实现事件实时打印功能； 

 丰富的矩阵控制功能，使编程的效率更高、更灵活； 

 具有实时操作提示，并能显示地理位置信息方便操作和管理； 

 可带2个总线回路,每回路255个编址点； 

 回路器件自动登录功能，使回路器件上线智能快捷； 

 强大的网络查询功能，控制器可查询网络中任意控制器的配置信息； 

 强大的网络控制功能，控制器之间可以跨机控制或操作一些设置项； 

 回路模块特殊功能定义(消防泵、防火阀、空调机等)，类型齐全； 

 具有联动编程宏指令，例如：任楼、任区、任层，方便实现控制器自动控制； 

 九宫格输入法，方便现场文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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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技术规格 

2.1 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 参数及功能 

安装回路卡最大数目 2 

负载最大容量 510 

备用电池 
510 点：12V/4.5Ah/节 

255/128/64 点：12V/2.3Ah/节 

外形尺寸(单位：mm) L280mm×W100mm×H350mm 

联动盘直接手动控制开关数量 8 

手动总线联动控制输出数量 32 

LCD 显示屏 彩色 LCD, 320×480，背光式 

自动控制逻辑 256 条 

复合控制逻辑 128 条 

宏逻辑 64 条 

快速启动 256 条 

最大历史记录 10240 条 

最大火警记录 2048 条 

控制器组网最远距离 3000 米（每增加 3000 米增加 1 个网桥） 

控制器网络最大连接数量 255 台 

USB 接口 MICRO 型，1 个，连接计算机，下载和上传数据 

U 盘接口 1 个，下载数据和升级软件 

CAN 接口 2 个，CAN1 用于控制器联网；CAN2 用于连接其他类消防产品 

RS485 接口 
2 个，RS485-1 接图形显示装置；RS485-2 接广播控制器和现场电

源 

工作电压 主电 AC187~242V，50Hz；备电 DC24V 

外部电源输出 1.5A，24 VDC 

声光报警 1 路，0.2A，24VDC 

环境温度 0 ～ 40 ℃ 

贮存温度 –10 ～ +50 ℃ 

相对湿度 ≤95%（40℃） 

防护等级 IP30 

环境要求 室内 

2.2 配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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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现场设备 

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GY701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GW701 

输入模块 GM712 

输入输出模块 GM713 

中继模块 GM715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GM701 

消火栓按钮 GM702 

火灾声光警报器 GM731 

火灾显示盘 GK721Z 

 

第二部分 结构 安装 调试 

第三章 工作原理及结构特征 

3.1 工作原理 

该控制器由多个 CPU 组成一个实时工作系统，各 CPU之间采用 RS485总线进行通讯。主 CPU 将各智能回路

卡上的数据进行处理、判断后，确定智能回路卡及各路总线上编址单元的状态，同时将结果送 CPU显示、驱动

声光报警，并在 FLASH存储器中保存必要的数据。除此之外，主 CPU还负责 RS-485通讯口、USB口的通讯，监

视内部直流电源，处理实时液晶及状态灯显示信息，控制热敏打印机进行实时打印。 

3.2 控制器结构 

控制器外型简洁、重量轻、安装方便；采用了塑料面板，橡胶按键，实用美观；内部为模块化结构，整齐

紧凑，便于拆装。 

3.2.1 控制器外观图尺寸图  

控制器外观尺寸见下图所示。 

280

35
0

100

230

20
25
5

火灾报警控制器 消防联动控制器

                                                  

http://www.guotaiyian.com/


    JB-QBZL-GK705 火灾报警控制器 消防联动控制器使用说明书 

第 4 页/共 29 页   北京市丰台区杜家坎南路 8 号 邮编 100072 电话 4006964119 网址  Http://www.guotaiyian.com 

控制器面板上指示灯和按键功能表： 

名称 颜色 功能描述 名称 颜色 功能描述 

火警灯 红色 有火警时亮 警报器键 灰色 启动/停止声光报警 

启动灯 红色 联动启动指示 复位键 灰色 
按下复位键，输入密码后，控制器

重新运行 

启动 

延时灯 
红色 

有未反馈启动时，指示闪亮，否则常亮 

有联动请求或联动延时时亮 
消音键 灰色 

控制器有音响产生时按下消音键

消音 

反馈灯 红色 有反馈时亮 联动启动键 红色 

当联动请求闪烁时按启动键进入

联动请求或延时画面；当没有联动

请求时进入快速启动画面 

监管灯 红色 有监管报警亮 切换键 灰色 切换当前光标位置 

屏蔽灯 黄色 有器件或设备被屏蔽时亮 帮助键 灰色 显示当前界面帮助信息 

系统故障灯 黄色 控制器软件运行不正常或存储内容出错时亮 F1 键 灰色 功能 F1 键，具体功能见帮助信息 

故障灯 黄色 有故障事件产生时亮 F2 键 灰色 功能 F2 键，具体功能见帮助信息 

消音灯 黄色 有火警音或故障音等产生并被消音后亮 确认键 灰色 确认当前选项 

警报器启动灯  红色 用于启动相应的联动设备或声光报警 上下左右按键 灰色 上下翻页或上下左右移动光标 

警报器故障灯  黄色 当有故障事件产生时指示灯亮 菜单键 灰色 弹出主菜单 

自动灯 绿色 控制器处于自动允许时亮 退出键 灰色 退出当前界面 

手动灯 绿色 控制器处于手动允许时亮 数字键（1-9） 灰色 输入数字或用数字键选择； 

备电运行灯 绿色 控制器使用备电供电时亮    

主电运行灯 绿色 控制器使用主电供电时亮    

第四章 安装和接线 

4.1 接线端子示意图     

定义 
LD1+ … LD8+ 

LD1- … LD8- 

功能描述 多线输出端子 1~8 

 

定义 Fault Fire 

功能描述 NC NC 

 

定义 
24V+ SG+ L1+ L2+ 485A2 485A1 CAN2H CAN1H 

24V- SG- L1- L2- 485B2 485B1 CAN2L CAN1L 

功能描述 24V 电源输出

出 

非编声光 回路 1 回路 2 485 输出 2 485 输出 1 CAN 输出 2 CAN 输出 1 

4.2 接线要求 

1）网络传输线采用双色双绞屏蔽线，其型号和规格为：RVSP-2×1.5 mm2 －48/0.2 

一级网络采用 CAN 总线，总线拓扑要求为总线模式，不允许有分支，而且应在总线结构的两端接入 120Ω

的终端电阻。网络中最多可以接 255 台控制器，布线采用串连方式，通讯距离为 10km。 

二级网络采用 RS-485 总线，总线拓扑要求为总线模式，不允许有分支，而且应在总线结构的两端接入 120Ω

的终端电阻。网络中有一个 RS-485 通讯口，最多可接 126 台 RS-485 通讯设备。布线采用串连方式，通讯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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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1.2km。 

2）回路传输线采用双色双绞线，其型号和规格为：RVS-2×1.5 mm2 －48/0.2，并要求其回路电阻（指机

器到最远端编址单元两根导线的环线电阻值）小于 40Ω。 

3）电源线应采用双色多股塑料软线，红色为正极，黑色为负极。其型号合规格为：RV-2×2.5 mm2。  

第五章 运输与开通调试 

5.1 运输、贮存、开箱及开箱检查 

控制器在经过出厂检验以后，进行贮存，贮存时应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正常室温，干燥的室内进行贮存。

贮存期限为 6 个月。运输时应按本厂标准进行包装，运输过程中避免倒置、重压。可用火车、汽车、飞机、轮

船等运输。开箱后应按本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结果应符合本说明书所规定的性能及功能要求。 

装箱单说明： 

JB-QBZL-GK705 火灾报警控制器 消防联动控制器 1 台 

JB-QBZL-GK705    火灾报警控制器 消防联动控制器产品合格证 1 份 

GK705-SM 火灾报警控制器 消防联动控制器使用说明书 1 份 

BX1-5×20-5A-慢断 备电保险管 1 个 

SP-RMD12VSH-57*30 热敏打印纸          1 个 

—— 开机钥匙 2 把 

5.2 开通调试要求 

1） 机器应由我公司指定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开通调试。 

2） 所有外接线规格、型号、长度必须满足要求，且不得有断路、短路情况，线间绝缘电阻和对地电阻要 

    求不小于 20MΩ。线路接头要求焊接。 

3） 对所有外接线路检查完毕后才能对控制器上电，通电后如发现有不正常的情况，立即断电检查。 

4） 系统所有连接线禁止热插拔。 

5） 当建筑物进行基建施工时，应关掉机器，保护消防设备，禁止在通电情况下向系统内接入器件或接线。 

6） 本控制器备电采用两节铅酸免维护电池，为了维持电池活性，至少半年内正常维护一次。 

7） 本控制器输入电压为 AC220V，切忌将更高电压接入，否则会损坏机器！ 

8） 本控制器的输出电压为 DC24V，切忌将强电电压反串接入，否则会损坏机器！ 

9） 禁止将无关信号串入 CAN和 RS-485通讯线，否则会损坏设备。 

第三部分 系统应用 

第六章 控制器基本功能 

6.1 控制器状态 

控制器按优先级有八种状态，分别为：火警联动状态、火警状态、联动状态、监管状态、延时状态、故障

状态、屏蔽状态、正常状态。 

注：如果上述八种状态同时发生，则按所规定的优先级在液晶上显示高优先级画面，按切换键可以切换显

示不同的信息。在用户操作设置退出时，退出到最高优先级的状态。 

6.1.1 火警联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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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警联动状态 

当火警事件和联动事件同时发生时，系统进入火警联动状态。火警灯和联动灯同时点亮，同时扬声器发出

火警音响，火警联动状态显示画面如下图所示： 

按“▲”和“▼”键可翻页查询火警和联动事件（包括启动和反馈），按翻页键时，火警和联动界面同时翻页，

若想单独查看某一界面，可以按切换键切换到相应界面。 

 

2）联动延时或请求 

在状态画面上，还可以看到是否有联动延时或联动请求，在控制器设置为自动时，并在联动公式设置了延

时，当联动条件满足时，会有联动延时产生，在控制器设置为非自动时，当联动条件满足时，会有联动请求产

生。当有联动延时或联动请求产生时，面板上的联动延时灯点亮。在主机上也可以看到从机的联动延时和联动

请求，同时主机的联动延时灯点亮，如下图所示。 

在画面中，延时与请求信息 总数表示当前存在的延时总数。按上下键选择联动命令，按删除键取消选中的

联动命令，按确认键执行联动命令；已删除或执行的联动命令在界面中消失。 

 

6.1.2 火警状态 

有火警事件发生时，系统进入火警状态。面板上的火警灯点亮，同时扬声器发出火警音响。火警状态画面

显示如下图所示。当在火警联动状态下，按下“切换”键也可进入此火警画面。 

 

6.1.3 联动状态 

当有启动事件发生时，系统进入启动状态，如下图所示。面板上的联动灯点亮，同时扬声器发出火警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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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监管状态 

当有监管报警事件时，进入监管状态，扬声器发出监管音响。如下图所示。在监管状态下，可按切换键进

入其他状态画面。 

  

6.1.5 故障状态 

当发生故障事件时，故障指示灯点亮，系统进入故障状态，扬声器发出故障音响。如下图所示。在故障状

态下，可按切换键进入其他状态画面。 

 

6.1.6 屏蔽状态 

在设备被屏蔽状态下，屏蔽指示灯点亮，进入屏蔽界面，如下图所示。在屏蔽状态下，可按切换键进入其

他状态画面。 

 

6.1.7 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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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处于正常监控状态时，液晶显示画面如下图所示。 

 

6.2 系统功能 

6.2.1 操作按键和背光延时功能 

系统进入操作画面时，每一次按键都有 180 秒的操作延时记录，如果在 60 秒内无任何操作时，系统将自动

返回到事件画面。 

系统在非火警联动画面时，按键后在 60 秒内无任何操作时，背光关闭，可按任意键打开背光。 

6.2.2 自检功能 

进入菜单-测试界面按 3 数字键或直接在面板上按“自检”键，机器将自动进行自检，液晶显示自检画面，

面板指示灯全部点亮，蜂鸣器火警音、联动音、监管音、故障音依次鸣叫。 

6.2.3 复位功能 

按下面板上的“复位”键，输入正确密码后，机器将重新开始运行。 

6.2.4 消音功能 

按下面板上的“消音”键，将消除火警、故障音响，同时消音灯点亮。“消音”键还可控制网络内的从控制

器、火灾显示盘、灭火控制器、现场电源的消音功能。按一次“消音”键只消除当前一次音响。 

6.2.5 启动功能 

在有联动延时或请求时按下面板上的“切换”键，进入联动延时或请求画面，按一下“确定”键，可以启

动相应联动设备，按“删除”键可以删除相应联动设备的联动命令，再按“启动”可以切换到快速启动画面，

当没有联动延时或请求时按“启动”键直接进入快速启动画面，在此可以启动在快速启动设置画面中预先设置

过的命令。 

6.2.6 提示和帮助功能 

在控制器上操作时操作界面上会有实时的操作提示，在控制器面板上按“帮助”键，会显示该界面的功能

介绍和操作帮助。 

6.2.7 密码保护功能 

为了保护机内数据，便于分级管理，本控制器共设有三级密码，每级密码由 4 位数字组成，不同的密码级

别有不同的操作权限，密码级别由高到低，高级密码可以完成低级密码涉及的所有操作。 

在控制器出厂初始化时各级密码均被赋缺省值，具体缺省值如下： 

一级密码： 1111 

二级密码： 2222 

第三级密码，可以改变系统的参数设置及工作方式，并可进行所有编程操作，仅限为工程开通人员使用，

如果未经厂方允许进入三级密码下的操作，造成的后果由用户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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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电源故障监视功能 

正常情况下，“主电运行”灯常亮，主电断电或接触不良时，“主电运行”灯熄灭；主电发生欠压、备电发

生欠压时，控制器进入故障状态，故障音响开启，同时液晶上显示具体的故障信息。当故障现象消失时，故障

灯熄灭，在故障画面下相应故障事件恢复。  

6.2.9 实时时钟功能 

本控制器时钟为 24h 制硬时钟，带有断电保护，在液晶屏末行进行实时显示。计时精度高，闰年、闰月自

动调整，并可在编程操作中进行手动校时。  

6.2.10 自动/手动功能 

控制器提供独立的自动状态与手动状态的允许与禁止功能，且主机可以对从机的手自动状态进行设置。 

当控制器处于非自动方式时，自动控制、自动复合控制、宏逻辑、均处于无效状态，但不影响手动启动和

总线控制盘的联动控制。 

在非自动状态时，当有满足联动控制条件的事件发生时，控制器会显示联动请求。 

将控制器由非自动方式转向自动方式后，控制器会启动在非自动状态下未启动的设备。 

6.2.11 查询功能 

控制器提供多种查询功能：系统信息查询、事件记录查询、器件丢失查询、屏蔽器件查询等。 

6.2.12 实时打印功能 

报警或故障发生时，在相应实时打印允许情况下，系统将自动打印实时信息。打印信息包括：火警事件、

联动事件和故障事件等，包括事件内容和发生的时间。 

6.2.13 器件的屏蔽/开放功能 

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与其连接的器件发生损坏或其它情况，以至不能正常运行时，可以将其屏蔽，系统

不再监视其运行情况；待器件恢复后，再将其开放，使之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当系统中有器件被屏蔽时，面板上“屏蔽”指示灯点亮，通过操作面板可以手动查询被屏蔽器件的详细信

息。 

6.2.14 事件记录功能 

控制器可自动记录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各种事件，并可手动查询。每台控制器可存储 10240 条事件记录，包

括：火警、联动、故障、开关机时间、启动、反馈等信息。 

6.2.15 通讯功能 

本控制器有 USB 和 RS485 接口，可直接连接计算机，实现离线编程及 CRT 功能。 

6.2.16 配置编程功能 

控制器提供丰富详细的编程内容，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编写。主要包括：系统设置、通讯设置、回路编辑、

联动设置、声光编辑五大类。 

控制器的所有编程内容可通过计算机离线编程编写。 

第七章 操作指南 

7.1 主菜单 

控制器开机后，按菜单键进入主菜单画面。上下键移动光标或直接按数字键，再按确定键进入相应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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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设置 

在主菜单界面，按数字键“1” ，输入权限密码进入设置界面。 

 

7.2.1 系统设置 

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1”，可进行系统参数设置。 

1）时间设置 

在系统信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1”进入时间界面，按切换键或移动左右按键移动光标位置，按数字键或上

下键修改时间和日期。 

 

2）打印设置 

在系统信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2”进入打印设置界面，在此界面可以设置打印机是否处于实时打印状态，

并可以选择打印内容，“Y”表示打印 ，“N”表示不打印。本控制器应配置一台热敏打印机，用于对事件进行

实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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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密码设置 

在系统信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3”进入修改密码界面，按 F1 键选择要修改密码的级别（分为 1、2、3 三

个级别）后，直接输入新密码，按确认键输入原密码后再次按确认键，保存新密码，每级密码由 4 位数字组成。 

 

4）声光设置 

在系统信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4”进入声光设置界面，在此界面设置控制器自带声光报警器是否可用，按

切换键或上下键移动光标位置，按 F1 键选择 Y/N。 

 

5）楼号位置切换显示设置 

在系统信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5”，进入楼号位置切换显示设置，按 F1 键选择 Y/N。 

 

6）恢复出厂设置 

在系统信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6”进入恢复出厂设置界面，按“F1”键，可以选择初始化数据全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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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配置，当选择“全部”时，控制器内的所有编程内容和记录丢失。当选择“记录”或“配置”时，相应的

记录或配置内容将丢失。在执行“全部”或“配置”操作时，请先将原有配置用离线编程软件备份。 

 

7）系统维护 

在系统信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7”进入系统维护界面。 

 

7.2.2 回路设置 

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2”，可进行回路设置。 

 

1）自动登录 

在回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1”可进入登录界面，按数字键或上下键，选择需要登录的回路卡号。按确认

键自动登录。 

 

2）回路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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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2”进行回路卡设置，按切换键移动光标位置，按 F1 键选择 Y/N。 

 

3）器件按组编辑 

在回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3”可进行器件按组编辑，器件类型查附录的类型表，按切换键或左右键移动

光标位置，光标在位置栏时，按 F1 键进入汉字编辑状态，F2 可删除文字，编辑完毕，按退出键返回器件按组

编辑界面，按确认键输入密码保存设置。 

 

4）楼号位置对照表 

在回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4”可查看楼号位置对照表，按切换键或上下建移动光标翻页。 

 

5）回路器件查询 

在回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5”可进行回路器件查看，按上下键切换回路号。 

 

6）上报部件故障时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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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6”，进入上报部件故障时间设置。 

 

7.2.3 联动设置 

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3”，可进行联动设置。 

 

1）自动控制 

在联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1”进行自动控制编辑界面，切换键移动光标，按 F1 键编辑分类、逻辑关系、

控制方式栏，按 F2 键切换输入、输出编辑界面。器件类型查附录的类型表。 

 

2）自动复合控制 

在联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2”进行自动复合控制，切换键移动光标，按 F1 键编辑分类、逻辑关系、控

制方式栏，按 F2 键切换输入 1、输入 2、输出编辑界面。器件类型查附录的类型表。 

 

3）操作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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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3”进行操作盘控制，切换键移动光标，按 F1 键对存在、按键属性、分类、

控制方式进行设置。 

 

4）宏逻辑控制 

在联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4”进行宏逻辑控制，切换键移动光标，按 F1 键编辑存在、分类、逻辑关系、

控制方式栏，按 F2 键切换输入、输出编辑界面。器件类型查附录的类型表。 

 

5）快速启动设置 

在联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5”进行快速启动设置，切换键移动光标，F1 键编辑分类、控制方式、存在。 

 

6）联动输出组编辑 

在联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6”进行联动输出组编辑，切换键移动光标，F1 键编辑分类、控制方式、存

在。器件类型查附录的类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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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手自动设置 

在联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7”进行手自动设置，切换键移动光标，F1 键编辑 Y/N。 

 

7.2.4 通讯设置 

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4”，可进行通讯设置。 

 

1）本机编号 

在通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1”进行本机编号。 

 

2）CRT 通讯设置 

在通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2”进行 CRT 通信设置，切换键移动光标，F1 键选择设置。 

 

3）主机联网设置 

在通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3”进行主机联网设置，光标在位置栏时，按 F1 键进入文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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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太网通讯设置 

在通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4”进行以太网通讯设置。 

 

5）RS485 口设置 

在通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5”进行 RS485 口设置，切换键移动光标，F1 键编辑类型、存在、发送方式。 

 

6）CAN 路由器设置 

在通讯设置界面，按数字键“6”进行 CAN 路由器设置。 

 

 

7.2.5 盘类设置 

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5”，可进行盘类设备设置，上下键移动光标或直接按数字键进入需要设置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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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动盘设置 

在盘类设备设置界面，按数字键“1”进行联动盘设置。 

 

2）灭火盘设置 

在盘类设备设置界面，按数字键“2”进行灭火盘设置。 

 

3）声光广播切换设置 

在盘类设备设置界面，按数字键“3”进行声光广播切换设置。           

 

7.2.6 U 盘更新数据设置 

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6”进入 U 盘更新数据界面。插入带有配置数据的 U 盘，可进行导入配置、导出

配置、设置 U 盘目录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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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入配置 

在 U 盘更新数据界面，按数字“1”键进入导入配置界面，进行导入设置。 

 

2）导出配置 

在 U 盘更新数据界面，按数字“2”键进入导出配置界面，进行导出设置。 

 

3）设置 U 盘目录名称 

在 U 盘更新数据界面，按数字“3”键进入设置 U 盘目录名称界面，按“选择”键出现九宫格输入法，此

时可以对 U 盘目录名称进行命名。所有配置文件都必须保存在此文件夹下。文件夹的名称可以以工程的拼音命

名。如工程名为国泰怡安，可以写成 GTYA，注意不能多于 8 个字符且字符必须大写。 

 

7.2.7 配置下载到火灾显示盘（GK721Z） 

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7”配置下载到火灾显示盘（GK72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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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信息查询 

在主菜单界面，按数字键“2 进入信息查询界面。在查询界面里，可以查询系统控制器参数，系统状态事

件、系统的器件丢失和屏蔽情况。 

 

 

7.3.1 系统信息查询    

在查询界面，按数字键“1”进行系统信息查询。 

 

7.3.2 事件记录查询 

在查询界面，按数字键“2”进行事件记录查询。 

 

7.3.3 火警记录查询 

在查询界面，按数字键“3”进行火警记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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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屏蔽信息查询 

在查询界面，按数字键“4”进行屏蔽信息查询。 

 

7.3.5 器件丢失查询   

在查询界面，按数字键“5”进行器件丢失查询。     

 

7.3.6 器件代码类型表   

在查询界面，按数字键“6”进行器件代码类型查询。 

 

7.3.7 批次号和订单号查询 

在查询界面，按数字键“7”进行批次号和订单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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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屏蔽/开放 

在主菜单界面，按数字键“3”，进入屏蔽界面如下图。 

 

按“切换”键移动光标到屏蔽/开放处，按“F1”键选择“开放”如下图。 

 

7.5 测试 

在主菜单界面，按数字键“4”进入测试界面，如下图。 

 

7.5.1 器件点灯 

在测试界面，按数字键“1”进行器件点灯测试，如下图。 

 

 

7.5.2 手动启动 

在测试界面，按数字键“2”进行手动启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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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自检 

在测试界面，按数字键“3”进行进入自检界面,按确定键，开始自检，液晶屏依次显示红绿蓝，灯全点亮，

声音依次播放火警音、联动音、监管音、故障音。 

 

7.6 九宫格输入法的使用 

输入法可以输入汉字、大写字母、数字。 

当光标切换到要输入汉字的框中时，按切换键调出输入法如下图所示 

 

按选择键切换输入类型； 

1）当键盘类型为汉字时，输入汉字拼音，界面显示待选的拼音，按左右键选择拼音或汉字，上下键切换拼

音或汉字选项。当选中汉字时按确定键输入汉字。 

2）当键盘类型为字母时，输入字母，按左右键选择字母，确定键输入字母。 

3）当键盘类型为数字时，直接按 0-9 键输入数字。 

7.7 联动控制盘 

7.7.1 联动控制盘操作 

1）外部设备的状态反馈，通过对接外部设备无源常开触点的巡检来实现。 

2）启动灯：本灯为红色。当设备启动命令发出后，如果该设备为输出类型该灯亮；如果该设备是输入输出

类型该灯闪亮，收到设备反馈信号后该灯为常亮；当设备启动命令撤除后，该灯灭。 

3）反馈灯：本灯为红色。当外部设备有反馈信号后该灯亮，反馈信号撤消后该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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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故障灯：本灯为黄色。在本控制盘与现场接口 GM751 间连线出现短路或断路故障时灯亮，恢复正常后

灯灭。 

5）启/停键：启/停键用来手动启动/停止外部设备，操作按键将发出外部设备启动/停止命令。 

6）当设备处于非启动状态时，按下启/停键，联动控制盘发出设备启动命令；当设备处于启动状态下，按

下启/停键，联动控制盘发出设备停止命令； 

7）联动控制盘在与控制器正常通讯的情况下： 

a 控制器软复位时，联动控制盘随之复位：全部指示灯闪亮一次，而后所有指示灯熄灭。 

b 控制器自检时，联动控制盘随之自检：全部指示灯随之闪亮一次，而后指示灯恢复原状态。 

7.7.2 配用模块 

GK705 通过联动现场接口连接外部设备，外部设备的启动、停止和反馈等信号的传输通过联动现场接口来

实现： 

7.7.4.1 脉冲启动 

与带自锁的联动设备配接，采用脉冲控制信号控制设备。接口模块的接线方法见图 3，将 GK705 火灾报警

控制器的多线联动输出 LD（1~8）+、LD（1~8）-，分别接入 GM751 接口模块的 LD+、GND；用启动输出常

开触点启动联动设备，用停止输出常开触点停止联动设备，联动设备的应答信号（无源触点）接 AS+和 GND。 

带自锁的联动设

备

设备无源

回答触点

启动控制信号

GK7053配用

接口板

GM751处于脉冲输出方式无源反馈

设备接线图（带自锁的设备，启动和停止用二组线）

LD+ GND NO COM NC

AS+ SET+ NO COM NC

GM751底座

停止控制信号

 

图 6 脉冲控制接线方法 

7.7.4.2 电平启动 

与不带自锁的联动设备配接，采用电平控制信号控制设备。接口模块的接线方法见图 4，将 GK705 火灾报

警控制器的多线联动输出 LD（1~8）+、LD（1~8）-，分别接入 GM751 接口模块的 LD+、GND；用启动输出

常开触点启动、停止联动设备，联动设备的应答信号（无源触点）接 AS 和 GND。 

不带自锁的联动

设备

设备无源

回答触点

启停控制信号

GK7053配用

接口板

LD(1~8)

LD(1~8)

GM751处于电平输出方式无源反馈

设备接线图（不带自锁的设备，启动和停止用一组线）

LD+ GND NO COM NC

AS+ SET+ NO COM NC

GM751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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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带自锁的联动设备配接： 

带自锁的联动设

备

设备无源

回答触点

启动控制信号

GK7053配用

接口板

LD(1~8)

LD(1~8)-

GM751处于电平输出方式无源反馈

设备接线图（带自锁的设备，启动和停止用二组线）

LD+ GND NO COM NC

AS+ SET+ NO COM NC

GM751底座

停止控制信号

 

图 7 电平控制接线方法 

7.8 总线控制盘 

7.8.1 总线控制盘操作 

1）按键：a 无效按键按下响三声短声，不做其它处理；b 有效按键按下后蜂鸣器响一声短声，当按键为启

动状态，按下后则向控制器发送按键停止键值，熄灭启动灯；当按键为停止状态，按下后则向控制器发送按键

启动键值，点亮启动灯。 

2）启动灯：本灯为红色，当按键有效，首次按下按键后，对应的指示灯点亮(按键类型为输出时为常亮；

为输入输出时则闪亮，收到反馈信号后常亮)，表示有启动命令输出；再次按下按键，则指示灯熄灭，表示有停

止命令输出。 

3）反馈灯：本灯为红色，对应外部设备的反馈状态。当外部设备启动后，通过与其对应的输入输出模块将

反馈信号传回，反馈灯点亮；当外部设备停止后，通过与其对应的输入输出模块将撤消信号传回，反馈灯熄灭。 

7.8.2 配用模块 

1）设备的启动和停止，通过与控制器回路总线连接的所有带输出控制功能的模块实现。 

2）设备的状态反馈，通过与控制器回路总线连接的所有带输入输出功能的模块实现。 

第四部分 管理与维护 

第八章 维护和故障排除 

8.1 管理 

1) 值班人员应熟悉建筑物结构，掌握机器各种状态及操作； 

2) 注意观察机器状态，及时排除各种故障； 

3) 若停电时间过长，应关闭备电，以免因过放而损坏。 

4) 在非工作状态下（运输、贮存等），应将备电与控制器断开。 

8.2 故障和排除方法 

本控制器采用了先进的单片机技术，具有丰富的自诊断、自保护功能，给用户的使用与维修带来很大方便，

一般性故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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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1 
开机后无显示或显示不
正常 

电源不正常； 
连接导线接触不良。 

检查更换电源； 
用万用表量测导线是否连接良好。 

2 开机后显示“备电故障” 

备电插座未插好； 
电源线未接好； 
备电保险管座保险管熔断或接触不良； 
备电端子正负极是否短路； 
蓄电池亏电或已损坏。 

把备电插座插好； 
接好电源线； 
更换新的备电保险管； 
排除短路； 
充电完毕后仍不能消除故障则更换蓄电池。 

3 不能注册 RS-485 设备 通讯线连接错误或接触不良 检查 RS-485 设备的通讯线 

4 液晶不显示 
检查液晶与显示板是否连接好 
检查显示板与背板排线是否插好 

重新接好 
重新插好 

5 键盘失效 检查显示板与背板排线是否插好 重新插好 

6 无音响 检查显示板与背板排线是否插好 重新插好 

7 回路短路 回路总线短路 排除短路 

8 
联动控制盘与控制器之
间通讯故障 

排线未接好。 将排线连接好。 

9 
联动控制盘按键后相应
设备不能启动 

手动禁止/允许锁处于禁止状态，或锁的
连接线未接好。 

将手动禁止/允许锁处于允许状态，或将锁
的连接线接好。 

10 联动控制盘故障灯亮 
联动控制盘与现场接口间的连线短路或
断路。 

检查连接线，排除线路故障。 

11 
总线控制盘与控制器通
讯故障 

CAN 总线未接。 将总线连接好。 

12 
总线控制盘按键后相应
设备不能启动 

主控制器的控制矩阵编程有错。 重新编写主控制器的控制矩阵关系。 

△! 注意：如果您遇到的问题上表无法解决，请与当地经销商或我公司取得联系。 

8.3 服务指南 

1) 工程的开通调试要求由公司技术处、办事处或指定维修点的技术人员完成。 

2) 保修期外或用户使用不当出现质量问题，我公司提供有偿服务。 

3) 用户需要服务，请采用传真、电话、信函与我公司联系。 

4) 用户应定期对时钟进行调整。 

注意： 

1. 本控制器输入电压为 AC220V，切忌将强电电压接入，否则会损坏机器！ 

2. 本控制器的输出电压为 DC24V。切忌将强电电压反串接入，否则会损坏机器。 

3. 在非工作状态下（运输、贮存等），应将备电与控制器断开。  

4. 禁止将无关信号串入 CAN 和 RS-485 通讯线，否则会损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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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控制器器件类型表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10 火灾显示盘 77 广播切换模块 202 防火阀           

20 火灾探测器 80 声底座警报器 203 70 度防火阀       

22 离子感烟探测器 81 火灾警报装置     204 280 度防火阀      

23 光电感烟探测器 82 火灾声光警报器   205 通风空调         

24 线型光束探测器 83 火灾声警报器    206 管网电磁阀       

25 吸气感烟探测器 84 火灾光警报器    207 防烟排烟风机     

30 感温火灾探测器 85 气体释放警报器   208 排烟防火阀       

31 点型感温探测器 86 警铃             209 常闭送风口       

32 线型感温探测器 101 可燃气体探测器  210 排烟口           

33 缆式线型探测器 137 现场电源 211 消防水炮         

34 空气管式探测器 138 非消防电源 212 电动门           

35 线型光纤探测器 139 防火门 213 排烟机           

40 火焰探测器 171 消防水位监视器  214 送风机           

41 红外火焰探测器 172 消防电梯        215 电磁阀           

42 紫外火焰探测器 173 消防电气控制装置 216 照明配电         

43 红紫外火焰探测器 177 应急照明 217 动力配电        

47 烟温复合探测器 178 流量开关 218 空压机          

50 多传感复合探测器 179 液位开关 219 阀门             

51 感光火灾探测器 187 正压风口 220 配电箱           

52 图像型火灾探测器 188 补风机 221 信号阀 

53 一氧化碳探测器 189 水炮泵 222 预作用报警阀 

61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191 消防栓泵       223 干式报警阀 

62 消火栓按钮     192 水喷雾泵        224 湿式报警阀 

63 紧急启动按钮 193 细水雾泵         225 信号碟阀 

64 紧急停止按钮    194 稳压泵          226 雨淋阀 

65 紧急启停按钮   195 喷淋泵          237 防盗探测器          

71 模块             196 雨淋泵           238 报警器件         

72 输入模块        197 泡沫液泵         239 卷帘半降            

73 输出模块      198 水流指示器      240 卷帘全降          

74 输入/输出模块  199 报警阀           241 探测器类         

75 中继模块       200 压力开关         242 自动转换开关     

76 短路隔离器       201 阀驱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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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各项操作所须的密码级别 

项目 一级用户 二级用户 三级用户 

用户登录 √ √ √ 

配置下载到盘卡   √ 

系统参数设置   √ 

回路设置   √ 

联动设置   √ 

通讯设置   √ 

盘类设备设置   √ 

软件升级   √ 

系统信息查询 √ √ √ 

事件记录查询 √ √ √ 

屏蔽记录查询 √ √ √ 

器件丢失查询 √ √ √ 

气体灭火控制盘查询 √ √ √ 

器件点灯  √ √ 

盘点灯  √ √ 

手动启动  √ √ 

自检  √ √ 

导入回路配置   √ 

导入联动盘配置   √ 

导入操作盘配置   √ 

导入联动公式   √ 

导入灭火盘配置   √ 

导出配置   √ 

导出事件记录   √ 

屏蔽、解除屏蔽操作  √ √ 

手、自动设置  √ √ 

消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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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器件类型对照表 

实际类型 控制器使用类型 自动登录类型 

GY701 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感烟探测器 感烟探测器 

GW701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感温探测器 感温探测器 

GM701 手动报警按钮  手动报警按钮 手动报警按钮 

GM702 消火栓按钮 消火栓按钮 消火栓按钮 

GM712 输入模块 注 1 输入模块 

GM731 火灾声光警报器 火灾声光警报器 火灾声光警报器 

GM713 输入/输出模块 注 1 输入输出模块 

GM715 中继模块  CDI 模块 CDI 模块 

GM711A 短路隔离器 短路隔离器 短路隔离器 

注 1：根据实际需要，可使用附录 1 中所有模块类型的器件类型； 

注 2：当控制器使用类型与自动登录类型不一致时，自动登录完成后需手动将器件类型更改成控制器使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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