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联网安全守护终端

AI800



目录

1. 产品介绍..............................................................................................................................................1
2. 产品各部位说明................................................................................................................................. 1

2.1. 产品清单................................................................................................................................. 1
2.2. 外部结构................................................................................................................................. 2
2.3. 屏幕操作说明......................................................................................................................... 4

3. 安装场所要求..................................................................................................................................... 5
4. 安装方法..............................................................................................................................................5

4.1. 安装工具的准备..................................................................................................................... 5
4.2. 将主机固定在墙上................................................................................................................. 5
4.3. 连接网络连接线..................................................................................................................... 5
4.4. RS232/RS485 接口输出.......................................................................................................... 5
4.5. 打开备电开关主电开关......................................................................................................... 5
4.6. 连接天线................................................................................................................................. 5

5. 使用前的准备..................................................................................................................................... 5
5.1. 主机配置................................................................................................................................. 6
5.2. 主机账户登录......................................................................................................................... 6
5.3. APP 菜单说明.......................................................................................................................... 6

6. 工作状态及使用方法......................................................................................................................... 8
6.1. 正常监视状态......................................................................................................................... 8
6.2. 故障报警状态......................................................................................................................... 8
6.3. 屏蔽状态............................................................................................................................... 10
6.4. 火灾报警时的状态及操作................................................................................................... 10

7. 系统的调试....................................................................................................................................... 13
7.1. 主机查看设备的信号及状态............................................................................................... 13
7.2. 其他设备接收到主机发送信号........................................................................................... 13
7.3. 烟熏无线火灾感烟探测报警器........................................................................................... 14
7.4. 按下无线报警显示器“警报”键....................................................................................... 14
7.5. 按下无线报警显示器“消音”键....................................................................................... 14
7.6. 按下无线报警显示器 “复位”键..................................................................................... 14
7.7. 以此类推，对所有的报警设备（感烟探测报警器、手动报警器）触发报警............... 14

8. 产品规格........................................................................................................................................... 14
9. 售后服务........................................................................................................................................... 15



1

1. 产品介绍

物联网安全守护终端（以下简称主机）在无线火灾报警系统中起到数据

集中及命令下发的作用。各报警设备的信息、状态、报警都通过无线传输的

方式上报到本设备，供监视人员查看；火警及故障发生时，监视人员使用报

警显示器上的操作键向报警区域内其他设备发出“警报”指示，及时广播火

灾的发生；火灾处理完毕之后或不需要报警时，再通过“消音”、“复位”

操作停止报警。主机可通过有线（以太网）或无线（4G、WIFI 等）传输的方

式将其收集到数据上传至云端服务器，供客户端远程查看。

另外主机还有地震预警、联动控制、用电安全、直启控制、数字孪生（平

板、手机端映射）等功能。

2. 产品各部位说明

2.1. 产品清单

物联网安全守护终端 1台 检查权限钥匙 1把

434MHz 无线收发天线 1根 自动/手动钥匙 1把

2.4G 无线收发天线 1根 安装支架 1个

4G 无线收发天线 1根 支架安装螺丝 6个

电源线 1根 固定主机螺丝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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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外部结构

4G 天线

2.4G 天线

直启按键

直启指示灯

地震及用电安全

主电备电灯

检查开关

手动自动开关

报警列表上下翻

电气开关控制

网络和主机的运行

状况

警报器按键及指示灯

无线设备及主机

的状态指示灯

扬声器

434MHz 无线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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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名称及功能

指示灯说明

按键 操作级别 技术要求

警报器 Ⅱ级以 按下时启动所有声光报警器，再按时停止。

模式选择锁 任意级 用钥匙可以进行手动/自动模式切换

确认 Ⅱ级以 火警发生时，按下确认键可直接完成联动（无论是延时还是手动

自检 任意级别 按下自检按键，控制器进入自检状态（应在 60S 内完成）

消音 任意级别 发生火警，故障，反馈等事件时，按下消音键可对控制器进行消

复位 Ⅱ 级 以 按下复位键，可对火警，故障，反馈等信息进行复位（应在 20S

检查 任意级别 用钥匙打到“开”后，任意界面下，可切换到检查界面，并可查

看详细的设备信息

上翻 Ⅱ级以上 当发生报警时，手动可上翻报警列表

下翻 Ⅱ级以上 当发生报警时，手动可下翻报警列表

分闸 Ⅱ级以上 按下分闸键后，进入到可分闸的界面，可直接点击可分闸的设备，

直接分闸。或可直接分闸整个组。

合闸 Ⅱ级以上 按下合闸键后，进入到可合闸的界面，可直接点击可合闸的设备，

直接合闸。或可直接合闸整个组。

启动

停止

Ⅱ级以上 按下“启动/停止”按键时，屏幕出现“启动”和“停止”按键，

同时显示设备列表。选择设备后（默认全选），点击屏幕“启动”

或“停止”可立即执行命令。

指示灯 颜色 说明

火警 红色 总火警指示，任一火警时点亮并一直保持，直到复位或系统关机

联动 红色 总联动指示，任一启动发出时点亮，直到复位或系统关机

启动延时 红色 正常熄灭，有输出模块或声光处于启动延时时闪亮，启动后熄灭

反馈 红色 正常熄灭，启动模块后，收到反馈信号时点亮，撤销时熄灭

监管 红色 正常熄灭，定义为监管的输入模块报警时点亮，撤销时熄灭

屏蔽 黄色 有任何设备屏蔽时点亮，所有屏蔽撤销后熄灭

系统故障 黄色 当主机板出现运行异常或死机时点亮

故障 黄色 总故障指示，任一故障发生时点亮，所有故障撤销时熄灭

消音 黄色 系统消音时点亮，发生新的事件时触发熄灭，或系统全部恢复正常

启动（警报器） 红色 任一声光启动后点亮，停止后熄灭

故障（警报器） 黄色 任一声光故障时点亮，故障撤销后熄灭

手动 绿色 系统设置为手动时点亮，设置为自动时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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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屏幕操作说明

首页 用于显示设备的报警、故障历史记录以及系统运行评分

总设备 设备总数量以及设备的分组、状态、上报时间、历史信息

报警 用于显示设备的报警数量

监管 当监管设备发生报警时，监管数加一

故障 显示设备的故障数量

离线 显示设备的离线数量

屏蔽 显示设备的离线数量

联动 当发生联动动作时，联动列表显示当前联动的设备信息

子系统 可包含消防子系统、电力子系统等

系统信息 显示单位信息、建筑信息、设备清单、设备库、联动关系、直启关系、

操作日志以及主机信息

自动 绿色 系统设置为自动时点亮，设置为手动时熄灭

主电 双色 主电工作点亮绿灯，主电掉电或异常时点亮黄灯。

备电 双色 备电工作点亮绿灯，备电掉电或异常时点亮黄灯。

传输信息 红色 控制器向外传输信息时闪亮，并保持至信息传输结束。

接收信息 红色 控制器接收外部传入信息时闪亮，并保持至信息接收结束。

自检 黄色 自检操作时点亮，结束后熄灭。

系统运行 绿色 控制器正常运行时闪亮。

网络状态 双色 网络正常时点亮绿色，网络异常时点亮黄色。

地震告警 红色 控制器接受到预警平台地震信息倒计时时闪亮，倒计时结束常亮

切断电力 红色 控制器接受的地震预警平台启动命令时点亮

切断反馈 红色 控制器接收到切断电力开关成功后点亮

过流报警 红色 控制器接收到模块发出的电流过流信号时点亮

漏电报警 红色 控制器接收到模块发出的漏电信号时点亮

短路报警 红色 控制器接收到模块发出的短路信号时点亮

终端故障 黄色 连接电力开关的输出模块离线，或输出模块与电力开关直接的连接

线出现开路或短路时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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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主机可通过 4G、WIFI、以太网及 RS232/RS485 等多种方式将数据输出至服务器或其

他设备，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输出方式。

3. 安装场所要求
 安装在有人值班的场所，如小区物业、监控室或消防控制室；

 安装位置附近要有专用 24 小时不间断 220V 交流电源；

 安装位置避免阳光直射，避免重灰尘；

 安装高度建议为 1.5m 至 1.7m；

 距离产生强电磁场的设备至少 10 米以上。

4. 安装方法

4.1. 安装工具的准备
 冲击钻（带∅ 6mm 的冲击钻头）

 十字螺丝刀

 卷尺

 铅笔

4.2. 固定主机
 选取合适安装位置后，将安装支架水平放置在墙上，用笔画出 6 个安装孔的位置；

 用冲击钻在墙面打孔，孔距深度 30mm，打入膨胀管；

 用支架安装螺丝将安装支架固定在墙上；

 将主机挂在安装支架上，并用主机安装螺丝将主机固定在安装支架上。

4.3. 连接网络连接线
若报警显示器与数据服务器之间为有线网络连接，需要将网线一端连接到主机的以太

网端口，另一端连接到计算机。不需要此项功能则不连接。

4.4. RS232/RS485 接口输出
如果需要此种方式，则连接串口线到相关设备。

4.5. 打开备电开关主电开关
主备电开关初始状态为关闭（O）,按下（I）端将开关打开。

4.6. 连接天线
根据天线上的标签，分别将 4G 天线、2.4G 和无线 434 天线连接到对应的接口上。无

线 434 有胶棒和吸盘两种天线，根据实际需要自行选择。

5. 使用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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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主机配置
在 https://www.safecld.com/网页上登录平台账户，对主机、联动设备、主机账

户、设备分组以及关联关系进行配置

5.2. 主机账户登录
打开主机，选择主机配置 APP 进行主机账户密码登录，如下图

5.3. APP 菜单说明

 APP 首页说明

首页显示园区图、设备故障情况、设备报警情况以及系统等概括；

https://www.safec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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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设备

该项为火灾报警系统中所有设备的基本信息列表。包括设备的信号、状态、设备 ID、

位置以及分组情况。

 详情

该项可查看设备的历史故障、报警信息、当前状态、电池电压以及信号强度。

 设备屏蔽

当某设备故障待维修或更换期间，为避免频繁接收故障信息，可对该设备进行屏蔽，

设置屏蔽后该设备发出的报警不会显示在显示屏上，且从主机发出的动作指令对该

设备无效。

屏蔽方法：点击总设备菜单-点击需要屏蔽设备的详情-下滑到右下角如下图所示，

点击屏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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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作状态及使用方法

6.1. 正常监视状态
当主机处于正常运行情况下，主电、备电、网络指示灯正常，系统运行指示灯慢闪；

6.2. 故障报警状态

6.2.1. 报警显示器主电源故障
主电源故障后，系统将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供电。此时“主电源”灯为黄色，“备用

电源”灯为绿色。

注意：因备用电池使用时长有限，主电源故障须及时处理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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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报警显示器备用电源故障
备用电源故障时，“备电”指示灯为黄色。

注意：备用电池故障报警，请及时通知相关人员检查更换。

6.2.3. 外控设备故障报警
系统中其他设备故障时，“故障”指示灯亮，显示屏故障一栏显示故障数量以及设

备故障详情，同时扬声器发出“有设备故障，请检查”的语音提示。

若有多条故障信息，无法全部显示，可通过详情查询。

设备故障类型如下：

故障类型 原因

电池欠压 电池电量不足

拆卸 设备被拆除

注意：设备故障报警后，请及时联系维修人员进行检查。不应私自拆卸故障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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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故障恢复后的状态
设备故障恢复以后，主机接收到故障解除消息后，主机状态如下：

若所有的故障均解除，则“故障”指示灯灭；显示屏上“故障”数量为 0；

6.3. 屏蔽状态
若确认某设备故障，待维修或更换期间，为了避免主机频繁接受该设备上报的故障信

息，可以将该设备屏蔽。操作方法见 5.3.节“设备屏蔽”。屏蔽后的状态如下：

显示屏上“屏蔽”数加 1；

故障报警信息不会显示在显示屏上，也不会有报警音提示。

若要查看故障信息，可通过设备详情查看。

6.4. 火灾报警时的状态及操作

6.4.1. 探测器报警
当感烟探测器探测到烟雾发生报警时，报警显示器状态如下：

首“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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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显示火警第一报的时间、设备 ID 和设备安装位置，屏幕统计“火警”数量变

为 1；

报警显示器播放语音提示“有设备报警，请到现场确认”。

若后续还有新的火警信息上报，显示屏显示多条火警信息，同时统计“火警”数量增

加，首火警位置不变。

本产品遵从火警优先原则，在多种状态下，例如故障和火警同时发生，报警显示器优

先显示火警信息。故障信息可在历史信息中查看。

6.4.2. 联动操作

同一报警分区可设置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可设置）报警才能确定报警时应满足以下条件：

（1）.当接收到第一火警信号时，控制器发出报警声响，但不输出声光和联动信号。

（2）在 60S 内，接收到同一区后续任一火警信息时，控制器应立即进入到正常报警状态，

并启动警报器和启动相应符合联动条件的模块。（当处于自动挡时，自动启动声光报分组；

手动挡时需要按“确认”进行触发；）

（3）接收到第一个报警信号后，在 30 分钟内，仍未收到后续的报警信号时，控制器应对第

一个报警信号进行自动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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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列表

“联动关系”以及“联动延时时间”可在云端进行更改，下发到

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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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消音操作
现场火灾处理后，或者火灾处理过程中不需要主机继续发出报警音时可进行消音处

理。

按下“消音”按钮：

“消音”指示灯亮；

主机的报警音停止。

注：消音后若有后续的报警信息上报，主机会继续发出报警音。

6.4.4. 复位操作
灭火后，需要对系统复位，使系统重新进入监视状态。

按下“复位”键：

系统故障指示灯亮；

报警区域内所有的报警设备停止语音报警；

系统开始复位，主机播放语音提示“复位完成，系统运行正常”

注意：复位完成后短时间内，主机可能无法接收到报警信息。因此请确认火灾已经扑

灭后再进行复位操作。

7. 系统的调试
火灾报警区域内所有的设备安装完成之后，需要对整个系统进行测试验收，方可投入

正常使用。或者定期的消防演习，检查系统各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7.1. 主机查看设备的信号及状态
进入总设备，核对列表中显示的设备是否与实际安装的一致。并检查各设备的状态是

否处于“正常”，信号状态是否大于 30%。

7.2. 其他设备接收到主机发送信号
通过专用测试软件或手持机测试待测设备收到的主机发送的信号强度。信号强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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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说明信号良好，可较好地接收主机发送的指令。

7.3. 烟熏无线火灾感烟探测报警器
用烟枪熏无线火灾感烟探测报警器的进烟口（假设为 101 室报警器），报警器发出“发

生火灾，发生火灾”的语音报警；

无线报警显示器的显示屏出现报警信息，“火警”指示灯亮，同时报警显示器发出“有

设备报警，请到现场确认”的语音提示；

若配置了手机短信接收，则对应手机上收到报警信息；

若打开了云端，监视计算机显示屏上报警数+1，同时出现报警提示信息，电脑音箱发

出“设备报警，请到现场确认”的语音提示。

7.4. 按下无线报警显示器“警报”键
按下主机 “警报器”键后并启动，“联动”指示灯亮，与警报器关联的声光报警器

发出声光报警。

注意：实际应用情况下，接到火警时一定要得到现场确认后，才能按动“警报”键启

动声光报警器。声光报警器只能持续响应 30 分钟时间，每次启动之后，一定通知供

应商更换电池，以保证下次报警的时长。

7.5. 按下无线报警显示器“消音”键
主机停止语音报警。

7.6. 按下无线报警显示器 “复位”键
所有的设备停止报警；

主机重新启动，进入监视状态；

监视软件上所有设备显示状态恢复到初始状态。

7.7. 以此类推，对所有的报警设备（感烟探测报警器、

手动报警器）触发报警

按照 7.3.到 7.6.的顺序操作一遍，验证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8. 产品规格
产品名称 参数规格

物联网安全守护终端

网络通讯 Enet/WIFI//4G/5G(可选)SmartNode/Bluetooth

系统通讯 RS485/RS422

网络可靠性设计 4G 双卡双待、有线无线网互为备份



15

定位 GPS/北斗/GLONASS

摄像头 前置 SONY 1300 万像素(可选)

显示交互 8寸 IPS TFT LCD RGB 1280*800 电容触摸、实体键盘

功能

报警、监管、故障、地震预警、联动控制、用电安全、直

启控制、数字孪生（平板、手机端映射）、语音、视频交

互

信息可视化 3D BIM、平面图、地图、GIS 信息

输入输出信号 隔离式：2路输入、2路输出

系统特点 多传感器系统监测、多灾害预警、疏散联动

备用电源 二次锂电池，完整功能 12 小时运行

主电 AC 85-265V

工作温度 -20℃至 70℃

材质 航空铝（主体）、加厚钢化玻璃（屏幕）

外形尺寸 328*220*38 mm

9. 售后服务

本产品资料仅供参考。

产品细节的变更恕不另行通知，请向本公司确认。

实际功能的实现需由专业人员对产品进行适当的调试。

有不清楚之处请与本公司或代理店联系。

上海逻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热线： 400-8089-321

电 话： 86-021-58997895
86-021-58997896

传 真： 86-021-60919295
地 址： 中国 上海 徐汇区 桂平路 418 号 2703 室 漕河泾国际孵化中心

邮 编： 200233
网 址：http://www.gvim.cn

© 2020 一切版权归上海逻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http://www.gvi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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