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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为了您和设备的安全，务必在使用本设备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如在使用中遇到疑问，请先阅读本说明书中有关内容。如不能解决，请联系我们， 我们会尽

快给您满意的答复。

——本说明书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敬请谅解。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简介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系列产品是深圳共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集报警灭

火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消防产品。该系列产品具有主动探测火源，自动定位，对

火点实施定点射水灭火，火灭后自动复位，如有复燃，重新启动的特点。产品安装

方便，供水供电简单，维护费用低，节省水资源，最大程度的减小了灭火后造成水

灾的危害，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广泛应用于电影院、仓库、厂房、体育馆、大礼堂、

候机厅、会展中心、宾馆、停车场等举架高、空间大的场所。

第一章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装置

一、功能概述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装置将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红紫外传感技术、机械

传动技术、图像处理及图像传输技术集于一体，对所监测范围进行全天候不间断主

动探测，一旦发现火灾，及时启动，在 30（60）秒内完成定位，同时发出报警信号，

联动电磁阀（电动阀）、水泵对火点实施定点射水灭火，火灭后自动停止，如有复

燃，重新启动。本装置与现场手动控制箱、物联智能集中控制盘、电源控制盘、主

控软件等组成集中管理的物联智能灭火系统，同时可以接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二、产品特点

● 系统线路简单，安装施工更方便。中文操作界面，易学易会。

● 采用原装进口直流步进电机，定位更精确，调试更省力。

● 采用独特的群蚁算法，不同距离精确补偿，可更精准的灭火。

● 采用红/紫外复合型探测与定位技术，采用多项可靠性设计，抗干扰能力强；

● 采用工业级的 CAN 总线通讯技术，通讯距离更远（10KM）、更稳定。

● 采用工业级的 32位 ARM 微处理技术，运行速度更快、更稳定。

● 机械主体部件采用一次成型的精密铸造技术，结构更简单、灭火效果更好。

● 数十年的国内外行业经验，确保为您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 炮头采用 24V 电压设计，更安全，视频无需另外取电，更简便。

● 具有视频辅助定位功能，可通过视频管理系统实现在远端确认火情及手动定位；

● 可以通过视频管理系统或现场手动控制箱进行自/手动控制；自动状态下，装置

完成定位后，发出报警信号，联动电磁阀/电动阀、水泵等配套设备喷水灭火，火灾

扑灭后自动关闭电磁阀/电动阀，水泵。如有复燃，重复动作。

● 手动状态下，装置完成定位后，发出报警信号，此时，需通过现场确认火情或

通过装置内的摄像头传输到消防控制中心的现场画面确认火情，人工打开电磁阀/电

动阀、水泵等配套设备喷水灭火，同时可以对装置进行水平、垂直调整以及复位等

操作。该技术的应用，使得在火势可以人为控制的情况下，避免喷水对现场贵重物

品的破坏。

● 通过现场控制箱可以手动控制灭火装置水平垂直转动、启阀、启泵。

● 通过现场手动控制箱修改灭火装置的参数，编辑炮头和控制箱地址，简单方便。

三、技术指标

表 1.1

型号

项目
ZDMS0.6/5S-GA ZDMS0.8/20S-GA

工作电压（炮头） DC24V(±2V） DC24V(±2V）

工作电压（现场控制箱） AC220V（－15%～＋10%） AC220V（－15%～＋10%）

功耗 监视≤1W 扫描≤20W 监视≤1W 扫描≤20W

工作压力 0.6MPa 0.8MPa
射水流量 5L/s 20L/s
保护半径 33m 52m
定位时间 ≤30s ≤60s

安装高度 6～22m 6～22m

工作环境 －15℃～＋55℃ －15℃～＋55℃

系统通讯方式 总线制 总线制

现场图像采集与传输 有 有

探测方式 红紫外复合探测 红紫外复合探测

连接方式 法兰连接 法兰连接

接口规格 DN50 DN65



灭火装置参数表

四、系统配件清单

ZDMS0.6/5S-GA ZDMS0.8/20S-GA



五、灭火装置安装说明

1、ZDMS0.6/5S-GA 及 ZDMS0.8/10S-GA 安装说明

（1）楼板或架空安装

（2）天花吊顶安装



（1）上半部分嵌入天花板时，应保证灭火装置周围有不小于50mm 的间隙，保证其自由

转动，不受阻碍。

（3）沿梁边及墙边安装

如图所示，每台灭火装置应配备手阀、电动阀，其中电动阀必须水平安装。灭火装置的

旋转轴线距离墙面的距离不得小于500mm，位于法兰下部的防晃支架固定点距离法兰的

距离不小 200mm，且不大于 300mm。



型末端试水装置用于测量防火分区电控系统的状态及分区最不利点的水压和流量

值。同现场手动控制箱进行通讯，各种工作状态均能在现场手动控制箱或灭火装置

主机上实时显示，并能在现场或远程对电磁阀打开或关闭。

●工作电压：DC24V

●功耗：≤2W

●接口管径：DN25

●安装方式：管螺纹

末端试水装置由紫外火焰探测器、电磁阀、变流量系数喷头、压力表、闸阀、管路

等组成，形式如图 1.12所示。我公司提供的末端试水装置仅含紫外火焰探测器及其

电源接线盒、电磁阀、变流量系数喷头。

4、安装步骤

（1）灭火装置安装前应对系统管网试压，冲洗合格后进行；

（2）安装灭火装置的上法兰到短立管下端，法兰端面用水平仪调成水平；

（3）通过 4个配套螺栓固定灭火装置；



（4）调整线束长度，保证灭火装置在转动范围内不受限制并略有余量；

（5）每台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装置安装完成、接线正确无误后，即可利用现场手

动控制箱进行通电测试，通电能够自动定位（可以用打火机在距离灭火装置 500mm

处测试）、通过现场手动控制箱能够远程控制后方可拆除脚手架。

5、注意事项

●短立管上必须安装防晃支架，并且防晃支架在短立管上的固定点距离灭火装置上

法兰不应大于 200mm，以保证灭火装置在转动和喷水时不发生晃动；

●必须严格执行《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必须在系统管网水压试压，各接头处无渗漏，管网冲洗合格后安装灭火装置；

●避免强电磁场辐射；

●装置误动作时，应及时按下现场手动控制箱的急停按钮以关闭电磁阀/电动阀；

●安装在舞台、演播厅、可兼作演艺用等场所的灭火装置，在演出及排练时，应将灭

火装置切换到手动状态或关闭装置电源；

●在工程没有完全交接，现场有电气焊、明火作业时，应将灭火装置切换到手动状态

或关闭灭火装置电磁阀/控制箱主电源；（否则因干扰引起的误动作造成的损失，本

公司不予负责）

●建议在电磁阀/电动阀前安装过滤器，防止喷水后因管网杂质导致电磁阀关闭不严

出现漏水现象；

●搬动、安装灭火装置时，要注意保护灭火装置底部的传感器，不要将灭火装置直接

置于桌面或放于地上，以免传感器破碎；

●严禁用力扳动水平机构和垂直(喷嘴)机构，以免损坏灭火装置内的限位开关；

●灭火装置的配套线束要整齐绑在灭火装置上法兰的上部，并留一定的（50 公分）

余量，使灭火装置旋转自如。并保证灭火装置在旋转时，周围没有障碍物，防止线

皮磨损漏电，影响系统正常工作。



六、电控系统布线说明

1.电控系统概述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电控部分由灭火装置、现场手动控制箱、物联智能集中

控制盘。集中控制盘通过 CAN 总线联网现场手动控制箱，同时可借助灭火装置的内

置摄像头（选用）或现场的视频监控系统远程监控火场情况，强化了联动决策管理

的功能；现场手动控制箱与灭火装置之间采用 RS485 通信，可在现场控制并监控灭

火装置，并向主机传送灭火装置状态；电源控制盘负责整套系统供电。

图 1.13为灭火装置总线式系统单回路（1 条 CAN总线）电控系统图，每条 CAN总线

可连接 64台现场手动控制箱，每台现场手动控制箱可连接最多 4台灭火装置，安装

前应对灭火装置进行地址编码，

485 通讯线不可与 220V 共管

RVV电缆



图 1.14为灭火装置总线式系统单回路（1 条 CAN总线）电控系统图，每条 CAN总线

可连接 64台现场手动控制箱，每台现场手动控制箱连接 1台灭火装置。视频线采用

与安防系统相同的布线方式，即从视频管理系统主机到每台灭火装置的电源接线盒

放置一条 SYV75-5同轴电缆。当电缆的长度大于 300m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需增加

视频信号放大器或通过光纤传输。系统如需与火灾报警系统联网，只需在每台现场

手动控制箱的无源报警节点或无源启泵节点处增加输入模块即可。

水炮电源：为灭火装置提供 AC220V 电源，连到现场手动控制箱接地：灭火装置接地

线，连到现场手动控制箱

电磁阀电源：为电磁阀提供 DC24V电源，连到现场手动控制箱

去电磁阀：电磁阀控制线，连到无缘节点

RS485：用于灭火装置与现场手动控制箱的通讯（双绞线，）

视频：用于带视频监控功能的灭火装置提供视频接口

485 通讯线不可与 220V 共管



主火区

主火区

注意：RS485 通讯线必须与水炮电源和电磁阀电源线分开穿管,且线型必须为不小于

1.5平方毫米的双绞线。

水炮电源：为灭火装置提供 DC24V电源，连到现场手动控制箱

地线：灭火装置接地线，连到现场手动控制箱

接电动阀：DC24V电动阀控制线，注意极性，1接电动阀内的 1，2接电动阀内的 2



联动输入：接外部报警设备,闭合即可启动灭火装置开始扫描

RS485：用于灭火装置与现场手动控制箱的通讯（双绞线，）

视频：用于带视频监控功能的灭火装置提供视频接口

注意：RS485 通讯线必须与水炮电源和电磁阀电源线分开穿管,且线型必须为不小于

1.5平方毫米的双绞线。

●来自水炮主机：

水炮电源：为灭火装置和现场手动控制箱提供 AC220V电源

接地：保护接地

电磁阀电源：为电磁阀提供 AC220V电源

CAN：CAN总线，实现远程联网控制(双绞线，)

注意：CAN通讯线必须与水炮电源和电磁阀电源线分开穿管,且线型必须为不小于 1.5

平方毫米的双绞线。

●去往水炮：

水炮电源：DC24V输出，最大 2A

电磁阀电源：输出 AC220V，最大 2A

RS485：RS485总线，通过双绞线与灭火装置连接

●去往自动报警系统：

声光：接非编码声光报警器，输出DC24V/0.5A

火警：信号反馈或给信号模块，无源触点，灭火装置定位成功时闭合

启泵：用于远程启动水泵,无源触点，启泵时闭合

●硬盘录像机：各灭火装置摄像机点对点直连至硬盘录像机

●AC220V输入：系统供电输入，接消防电源或 UPS 输出端

●至现场手动控制箱： AC220V 水炮：为灭火装置提供 DC24V 电源



接地：保护接地 AC220V

电磁阀：为电磁阀 AC220V提供电源，

CAN：CAN总线，实现远程联网控制(严禁与强电穿同一防火管)

●至泵房：

启泵信号：启泵时，常开信号闭合

关泵信号：停泵指令发出时，继电器点动，即常闭信号断开 1s 后恢复闭合

反馈信号：水泵控制器反馈回的无源信号

七、水路组件

1.电磁阀

（1）电磁阀是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的关键组件，选用时应符合以下条件：阀

体及内件强度高、耐腐蚀的材料制作，以保证阀门在长期不动条件下仍能随时开启；

阀门在不通电条件下应处于关闭状态；阀门的开启压力不应太大；阀门的公称压力

应适当大于系统的工作压力。

（2）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和喷头配置的电磁阀参数下表所示：

（3）电磁阀必须严格按照正确方向进行安装。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电磁阀应该处于

可靠的关闭状态。在冲水和试压前须进行测试，水系统施工完毕后，管网打压，对

电磁阀接通 220V 电源，喷水后立即关闭电磁阀电源，水应该立即关闭。如果出现滴

水现象，检查电磁阀是否被杂质堵塞；如果始终喷水，检查电磁阀是否装反。电磁

阀应安装在灭火装置的附近，距离越短越好。为防止管道内的杂质将电磁阀堵塞，

建议在电磁阀的前端安装过滤器。

2.电动阀

电动阀是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的关键组件，采用 DC24V供电，开启时间应不

大于 5s。

3.水泵



（1）当给水水源的水压水量不能同时保证系统的水量及水压要求时，应设置独立的

供水泵组。

（2）应按一运一备或二运一备的比例设置工作主泵及备用泵，备用泵的供水能力应

不低于一台主泵。

（3）系统的供水泵、稳压泵应采用自灌式吸水方式。

（4）采用天然水源时，吸水口应采取防止杂物堵塞的措施。

（5）每组供水泵的吸水管不应少于 2 根。

（6）供水泵的吸水管应设控制阀，出水管应设控制阀、逆止阀、压力表和直径不小

于 65mm 的试水阀。必要时，应安装防止系统超压的安全泄压阀。

八、灭火装置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

●灭火装置的短立管上必须安装防晃支架，并且防晃支架在短立管上的固定点距离灭

火装置法兰安装面为 100mm，以保证灭火装置在转动和喷水时不发生晃动；

●为了保证灭火装置的正常转动,每台灭火装置的配套线束必须要预留出一定的长度

再进行固定,防止因为线束过短造成灭火装置被勒住进而无法正常转动，并保证灭火

装置在旋转时，周围没有障碍物，防止线皮磨损漏电，影响系统正常工作；

●必须严格执行《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必须在系统管网水压试压，管网冲洗合格后安装灭火装置；

●搬动、安装灭火装置时，要注意保护灭火装置最下面的传感器，不要将灭火装置直

接置于桌面或放于地上，以免传感器破碎；

●建议实际安装过程中，在手闸和电磁阀之间加装过滤器；

●电磁阀安装时需注意水流方向，即箭头所指方向；

●CAN与 RS485为通讯总线,必须使用屏蔽双绞线连接,否则可能造成通讯不稳定；

●通讯线与强电线必须分开穿管,避免因强电干扰而导致的通讯不正常；



●通讯线分正负极，因此接线时需要分清正负；

●视频线必须选用铜芯铜网，300 米之内选择 SYV-75-5 型线，若超过 300 米则需要用

SYV-75-7型线；

●施工现场必须避免紫外杀菌灯、UV 灯，碘钨灯、钠灯、卤素灯等各种灯光干扰，

否则会导致灭火装置的误动作；

●施工现场必须避免安装高温高热的设备（例如锅炉、加热器等等），否则会影响灭

火装置的正常工作；

●避免强电磁场辐射；

●模拟末端试水装置接线方式与灭火装置一致，且占一个地址位，可以并接到最近的

手动控制箱；

●安装在舞台、演播厅、可兼作演艺用的场所的灭火装置，在演出及排练时，应将灭

火装置切换到手动状态或关闭装置电源；

●现场有电气焊、明火作业时，应将灭火装置切换到手动状态或关闭电源。



第二章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装置配套设备

一、现场手动控制箱

中文汉字显示屏

易懂易会易学！

1.功能概述现场手动控制箱是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装置的配套设备。采用高速

MCU进行控制，中文显示，按键直接操作。通过 RS485总线对灭火装置进行现场控

制，通过 CAN 总线与主机进行通讯，实现远程操作和控制。通过 CAN总线向主机上

传控制箱和灭火装置的状态信息；同时可接受主机的各种控制命令使灭火装置执行

各种动作；可显示分区内火警、启阀、RS485 故障、CAN 故障、自动/手动、启泵等

状态；可输出火警节点、启泵节点、有源声光控制等信号；急停开关可实现紧急关

阀动作。

2.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AC220V

●功耗：5W

●通讯方式：RS485/CAN

●安装方式：壁挂式

●外形尺寸：360×280×80mm



3.面板部件（1）指示灯

●巡检指示：控制箱在正常运行时闪亮；

●火警指示：探测器发现明火时常亮；

●手动状态:显示水炮现在所处的状态是手动状态，定位后需手动开阀、开泵；

●自动状态:显示水炮现在所处的状态是自动状态，定位后自动开阀、开泵；

●启泵指示：泵信号状态，启泵时绿灯常亮，关闭时红灯常亮；

●启阀指示：电磁/电动阀状态，打开时红灯常亮，关闭时红灯灭；

●RS485 故障：控制箱与灭火装置发生通讯故障时常亮；

●选炮指示：当前选中的炮号灯常亮，未选灯灭。

主机至控制箱的电磁阀电源（AC220V）有效时常亮。运行及维护上电前务必检查各

连线是否正确，然后打开装置电源、电磁阀/电动阀电源开关，灭火装置应复位到初

始状态，控制箱 LED 数码管循环显示灭火装置信息及控制箱状态，运行灯闪亮。如

果上电后出现通讯故障（CAN、RS485），应关闭装置电源和电磁阀/电动阀电源，检

查 RS485 通讯线的 A、B 有无接反、开路，CAN 总线的 H、L 是否接反、开路，重新

上电，如仍出现通讯故障，请与厂家联系。



二、物联智能型灭火系统主机

物联智能型灭火系统主机是由标准琴台将物联智能集中控制盘、电源控制盘及视频

监控系统组成，如图 2.2所示。

物联智能集中控制盘采用图形化全触控操作方式，界面友好，操作方便，可对整个防

火区的灭火装置进行控制及监测。

记录防火区内全部设备报警及灭火状态；电源控制盘采用物理按键，负责整套系统

的供电及水泵的控制；主控软件系统可实时监测防火区内现场情况。

1.GA-JQTL-201物联智能集中控制盘

（1）功能概述 GA-JQTL-201灭火装置集中控制盘以 CAN 总线的方式管理灭火装置现场

手动控制箱，每台集中控制盘以 CAN总线的方式管理一个防火分区最多 50台现场手动

控制箱。

使用该主机可以通过视频系统查看现场火情，并手动控制灭火装置进行灭火。主机

采用屏显示和控制，利用丰富的图形界面实现对现场灭火装置的全方位集中监控与管理。



注：以上内容红色字体的请施工方务必执行，认真仔细确认，方可保证系

统使用正常，都是技术员在项目现场发现存在问题最多的项目，致使灭火

装置无法正常使用！（尤其是炮头转动时线不够长的问题在首位）

深圳市共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