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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件范围 

这个文件包括用户安装 ProPointPlus 吸气式感烟火灾报警器的方法，着重介绍安装，调试和

产品服务等内容。 

 

2. 应用标准和指导标准 

ProPointPlus 产品设计满足英国（BS）和欧洲（EN）的感烟火灾报警器标准，具体如下： 

 

标准名  描述 

火灾探测和警报系统 

20：烟感型探测器 

标准号：BS EN 54‐20：2006 

该标准是用来规范企业在设计生产用于火灾探测和

警报的烟感探测器的性能指标等。 

低压指导标准 

Directive 2006/95/EC 

安全工作电压指导标准 

Rohs指导标准 

Directive 2011/65/EU 

使用某些危险物质的限制 

WEEE 

Directive 2012/19/EU 

电气设备循环利用指导标准 

EN60068相关部分  环境测试 

BSEN 61000  EMC  电磁兼容性 

EN60950  用电安全 

 

3. 介绍 

ProPointPlus 的特性是： 

 

 高性能光学探测器和可选一氧化碳探测器 

 1‐4 个独立探测器 

 数字可寻址回路 

 可简单设置到 A,B,C和监狱灵敏度等级 

 板载回路绝缘 

 常规故障输出接口 

 5 个可编程输出接口 

 3 个可编程输入接口 

 每个取样管有气流监测 

 可调风机风速 

 集成 OLED 显示屏进行故障报告和简易设置 

 设置菜单有密码保护 

 多语种支持 

 TCP/IP网络支持 

 

4. ProPointPlus–总览 

4.1 显示 



 

 

4.2 进入密码 

PPP设备允许在输入进入密码后进入调试菜单,默认密码为 000000 

进入密码可在调试菜单更改 

调试菜单可在设备处于常规,故障或警报状态下进入.  按任意按键,屏幕会显示进入密码

提示框并显示光标. 

 

使用上下方向键选择所需数字,按回车键选择数字并移动到下一位，按 esc退出菜单. 

 

4.3 故障 

故障  描述 

设备丢失  一个 PPP探测器被移动 

加入设备  一个 PPP的探测器接入单元，但是单元并没有调试好来

启用该探测器。 

气流故障  气流不在预设允许速度之内，或高或低 

供电故障  供电故障监控端口输入“故障”信号 

高光学背景  SCD 的光学背景读数超过可接受值 

低光学背景  SCD 的光学背景读数低于可接受值 

连接错误  RS485 数据通路故障 

输出重载  输出在网络浏览器上重载 

败坏设置  缓冲数据败坏。设备重置到工厂设置。 

低压供电  供电电压低于工作值 

败坏文件  网络服务器文件败坏 

LED 故障  SCD 的光学 LED 损坏 



忽略气流  使用 PROVIEW.EXE的网络服务器，一个取样管的气流被

忽略。 

一氧化碳室故障  SCD 的一氧化碳检测室损坏或丢失 

风机故障  风机损坏，或者故障 

生产不完整  生产细节没有完成 

 

4.4 事件 

PPP 在内存的 event  log 中记录运行事件。事件记录显示在网络服务器上，可用电脑端

PROVIEW.EXE 软件进入读取。以下事件可被记录： 

事件  描述 

处理器故障  内部处理器发生未预期的重置 

加电  单元被加电，发生在开机，不稳定的供电电压或未预期

的重置之后。 

火警级别  火警级别提高到阈值之上 

时间设置  内部系统时间被设置 

故障清除  所有系统故障被清除，系统回到常规状态 

事件记录清除  事件记录被从服务器上手动清除 

历史图表清除  历史图表被从服务器上手动清除 

用电限制  工作供电电压被降低到 18 伏特直流一下 2 秒钟以上 

设备重置  1 台 SCD 被重置 

火警重置  1 个火情报警被手动重置 

 

4.5 输入输出 

 

4.5.1 输入 

 提供故障检测 FLT 

 PROTEC回路协议,根据 7.0 的技术参数 

 PPP包括 3 个可配置输入接口,输入口可配置为以下功能或时间的输入信号: 

输入功能  描述  显示信息 

无功能  输入忽略,无操作信号  ‐ 

隔离  隔离系统所有火情  隔离 

静音  对系统所有故障和火情静音  静音 

重置  系统所有火情重置  重置 

电源重置  表明从外部输入进行电源重置(PSU)  电源重置 

电池故障  表明外部输入的电池故障  电池故障 

 

输入可被配置为高或者低活跃度,根据 10.6 条.  因此,默认高活跃度 

所有输入功能可通过电脑调试软件 Proview.exe进行配置. 

 

4.5.2 输出 

 PPP 设备包括 5 个输出接口.输出的操作可被用户配置更改为以下状态下激活,

所有输出可配置为延迟触发: 

输出功能  描述  延迟选项 



无功能  无输出激活  0,1,2,3分钟 

故障  任何故障后激活  0,1,2,3分钟 

预报警  任何预报警后激活  0,1,2,3分钟 

火情  任何火情后激活  0,1,2,3分钟 

管路 1 火情  只在管路 1火情后激活  0,1,2,3分钟 

管路 2 火情  只在管路 2火情后激活  0,1,2,3分钟 

管路 3 火情  只在管路 3火情后激活  0,1,2,3分钟 

管路 4 火情  只在管路 4火情后激活   

双触发  发生两次火情后激活   

所有功能可通过电脑软件 proview.exe配置 

 

5. ProPointPlus–调试 

正确输入密码后，用户可开始调试 PPP探测器。 

注意：示例显示屏为 4个取样管的设备； 

 

注意：确保供电前所有取样管都已经安装配置好。 

 

 

5.1 软件版本 

PPP通过点击菜单的 about选项显示目前安装的固件版本号。按 enter键进入，esc或 enter

键离开。 

 

 

5.2 内置蜂鸣器和静音 

PPP 装有一个内置蜂鸣器。蜂鸣器当设备故障，预报警或火警时会持续发出脉冲音调，

频率如下： 

状态  蜂鸣器  脉冲频率 

故障  慢速  响 1 秒，停 1 秒 

预报警  慢速  响 1 秒，停 1 秒 

火警  快速  响半秒，停半秒 

关闭蜂鸣器操作：在主页，按任意键，然后输入密码。在 buzzer选项上按 enter键，在

on 和 off之间用方向键滚动，并用 enter键选择。 

 

蜂鸣器静音操作：在主页，按任意键，然后输入密码。当蜂鸣器响时，静音选项会显示

在菜单中，在静音选项上按 enter键即可静音。 



 

 

5.3 重置和警报 

PPP探测器允许用户在调试菜单重置一个火警警报。只有当有火警警报时，reset 选项才

会出现在菜单中。当在 reset 选项上按 enter键即可重置警报。 

 

 

5.4 更改进入密码 

工程师进入密码可更改为任意 6 位数字.  用 change code选项对密码进行更改. 

 

在数字上用上下按钮从 0‐9 更改数字,按回车确认并移动到下一位,确认第六位后,密码自

动生效. 

 

5.5 更改风机速度 

PPP 探测器可调整风机速度.  风机速度应根据计算的输送时间来调试.更改风机速度,用

blower speed 选项. 

 
使用上下方向键调整风机转速.按 esc键返回主菜单. 

 

5.6 接受气流 

 
 

5.7 显示模拟数值 

为简便调试，PPP 探测器可以显示每个取样管通道的光学和一氧化碳监测回路的实时模

拟数据。一氧化碳检测可选。在菜单中选择 analogue  values 选项，并按 enter键即可显

示。 

 



按 esc键退出到主菜单。 

 

5.8 更改灵敏度模式 

PPP 探测器允许选择预设的灵敏度算法来适应安装的环境。每个取样管通道可独立设定

灵敏度。在菜单中 sensitivity option 上按 enter键进入更改灵敏度设置。 

 

使用上下房间键选择需要的灵敏度，按 enter确认，并移到下一根管。 

灵敏度分为 A,B,C等级。等级后跟的数字是指取样管上的开孔数。 

按 esc键退出到主菜单。 

灵敏度  描述  适用环境 

A1  一氧化碳和光学高级  清洁室 

A2，A3  光学高级  清洁室 

B1  一氧化碳和光学中级  标准，办公室 

B2，B3,B4，B5  光学中级  标准，办公室 

C1  一氧化碳和光学低级  多尘，卧室 

C2，C3，C4，C5，C6，C7，C8  光学低级  多尘，卧室 

Prison  一氧化碳和光学  专用于监狱 

注意：如不按照灵敏度设置的孔数要求开孔，则不符合 EN54：Part 20标准要求 

 

5.9 关闭取样管通道 

PPP 可以关闭任一个单独取样管的监控，以在警报中隔离一个设备。在菜单中进入

disablement 选项来更改关闭的状态。 

 

使用上下方向键在 ON OFF之间滚动，按 enter确认并移到下一个管路。按 esc退回主菜

单。 

 

5.10 显示回路信息 

PPP 探测器出厂时被赋予唯一的回路序列号.  本显示屏显示管 1 的序列号和在回路中的

地址.  显示回路信息选择菜单的 loop 选项并回车. 

 

 

5.11 显示取样管空气温度 

PPP 探测器可读取每根取样管环境的摄氏温度.显示温度选择菜单 temperature 选项并回

车. 



 

 

5.12 更改语言 

PPP探测器可显示多种语言.更改语言在菜单中选择 language选项并回车进入. 

 

用上下房间键滚动不同的语言,按回车确认语言并返回主菜单.  英语,西班牙语,芬兰语等

等. 

 

5.13 硬件配置 

PPP探测器可配置为 1‐4管单元.  每次更改管路数据均需重新调试整个单元.断电,配置之

后再重新供电. 

 

选择硬件配置菜单,本单元显示目前 SCD 设备的固件版本.   

 

6. 维修维护 

6.1 清理空气滤芯 

由于持续的空气流动，SCD 探测器空气滤芯会积尘土等。因此，需定期清洁以免造成气

流故障。根据环境来确定清洁频率，且在每次清洁后需进行调试。 

 

清洁探测器，需断电，取下前盖板，松开两个固定显示屏的螺栓，打开显示屏暗盒。取

下 SCD 并取下两段的两个空气滤芯。用柔软的刷子将滤网上的灰尘清理掉。检查 SCD 下

孔和里面的两个热敏电阻器，如需要也对其进行彻底清洁。这些热敏电阻器等设备都是

易碎的，需保持 SCD 方向，谨慎操作。 



 

重新安装滤网，SCD，拧紧螺栓并测试设备工作正常。 

 

7. 技术指标 

指标  运行状态/限制 

供电  20‐28 伏直流 

供电保险丝  1.6A 

运行电压范围  20‐28V直流 

最大电流消耗  24V时 1.1A(风机速度 100%,4管探测器) 

回路协议  Protec Algo‐tec 6000 

回路绝缘  板载 Protec DEL2110 

回路待机电流消耗  0.7 毫安 

故障接口  30V , 1A 

输入接口  1‐3  3 个可编程可监控输入,30V 

最大电压 30V,开路电压 16V 

闭路电阻 1500 欧姆 

输出接口 1‐5  5 个可编程输出接口 

30V, 1A 

供电输入监控  常规 24V输入,故障≤2.5V 

温度范围  0~45 摄氏度 

湿度  0~95%不凝结 

指示灯  电源    绿 LED 

故障    琥珀 LED 

预报警      琥珀 LED 



火警      红色 LED 

OLED 显示  –  单元状态(故障,预报警,火警)

和调试菜单 

灵敏度 

A=高,B=中,C=低   

数字为取样管孔数 

A1,A2,A3 

B1,B2,B3,B4,B5 

C1,C2,C3,C4,C5,C6,C7,C8 

监狱 

灵敏度范围  0.1%‐20% 

声压等级  70dB (蜂鸣器 100%) 

气流监测  高和低气流监测 

气流监测范围  ±5%‐50% 

气流速度范围  0.5m/s    ~    6m/s 

事件记录  256 个事件记录 

环境历史  约 1 个月 

IP等级  IP 30 

接线  10*20mm 

线缆端头  螺旋堵头 

0.2‐2.5mm²,30‐12AWG 

管内径  25mm 

管最大长度  200m 

默认工程师密码  314431 

默认用户密码  134422 

 

8. 总体接线要求 

设备的所有接线都需满足规范和标准。电缆与建筑的电磁兼容性要求也许遵守。 

如需使用屏蔽电缆，需保证屏蔽在电缆部件之间的导通性。 

任何需要屏蔽的接线都要进行套筒。 

 

任何与第三方设备的连接需根据生产厂的指导进行。 

 

9. 安装 

9.1 移除前盖 

用螺丝刀卸下顶部和底部的螺栓.用小平头锣刀插入缝隙,并撬开前盖. 

 



9.2 连接端线 

显示器是铰接的.先卸下两颗紧固螺栓,打开合页门.  在显示屏后边是一个端子台.把所有

清箱处移除来配合所需安装. 

 

 

9.3 固定上墙 

使用 3 个固定点来保证设备安装在稳定的基础上。坚固的实心墙能安装的更牢固，并减少混

响。建议对声压级和设备安装位置进行咨询。 

 

 



10. 计算机调试软件 

10.1 连接到 PROVIEW.EXE 

因素  描述 

软件  Proview.exe 

网页浏览软件(推荐谷歌 chrome) 

台式或笔记本电脑操作系统,windows XP,7,8.1 系统 

设备  ProtecPropointPlus 

USB    A型,B型线缆 

台式或笔记本电脑 

根据 9.1 所述移除前盖,松掉两个螺丝.  抬起前显示器,到达有 4 个 SCD 的暗箱,移走每个

管端正确的塞子和内部风机歧管. 

给单元通电,当单元启动后,用 USB线的 A口连接电脑,B口连接 PPP显示屏后部的接口. 

注意:必须先给设备通电,后连接 USB线,否则设备将尝试完全从 USB处供电; 

注意:彻底重启,关闭单元前,需断开 USB连接,否则 PCB控制器将尝试从 USB供电. 

打开 Proview.exe 软件.  网络浏览器应自动打开,并连接 PPP.如没有自动连接,右键单击

Proview.exe 图表,选连接. 

一旦网络浏览器连接到 PPP,即可开始调试单元. 

 

 

10.2   PROVIEW.EXE概览 

调试软件显示基于一个滚动的网页,显示在页面上方,称为主页.  主页显示所有连接取样管的

烟气和火情等级,在本案例中,为一个取样管.目前的火情或故障显示在探测器状态标签栏下. 

要开始设置,工程师需要输入工程师进入密码.点击屏幕左侧的钥匙图标,会出现如下所示屏

幕显示: 

 

输入进入密码 314431,并点击回车键. 



 

如密码正确,下列信息将会显示出来. 

 

如密码不正确,下列信息将会显示. 

 

 

10.3 设置日期和时间 

点击屏幕左侧时钟图标编辑时间.通过使用《》按键调整年,使用〈〉按键调整月.旋转时

钟臂或按+ ‐键来设置正确的时间. 

 

 

10.4 设置灵敏度 

点击屏幕左侧灵敏度设置图标.保持登录来调试灵敏度设置. 

根据 5.8 参考每个灵敏度等级的描述. 

 

 



10.5 调试气流速和风机转速 

点击屏幕左侧的气流图标,保证你登陆进去,可调试气流速度和风机转速.显示屏现     

在显示的是目前每根管的气流速度. 

 

10.5.1 要使气流速度归零,确保所有的管路已经按照要求配置安装,风机转速设置到

气流速要求的根据传递时间计算的速率.当风机速度设定完成,等大概 5 分钟

来使气流速度稳定.气流速度此时可由选择 0 气流速度读数来接受. 

可接受的最大误差显示在屏幕码表的绿色区域;因此任何出现在红色区域的

读数均会产生一个故障.气流速度故障在 5 分钟内产生,典型情况是当气流速

度超过误差 3 分钟,就会发出此故障信号. 

 

 

10.5.2 气流故障忽略 

任何管路的气流可通过检查对应的忽略箱来忽略.气流忽略故障是用来保证

任何该系统不被遗忘在未监控的状态. 

 

10.5.3 气流故障锁闭 

气流故障可以设置为锁闭或者不锁闭.默认状态是不锁闭.可通过气流故障锁

闭箱来激活锁闭状态.  一旦打开,气流故障将被锁闭,只能通过清除气流故障

或重新归零气流来清除. 

 

10.6 输入输出设置 

点击屏幕左侧的 I/O 设置图标.  确保你已经登陆,调试输入输出设置. 

根据 4.5 部分来确认每个输入输出的功能. 

 

 

10.7 系统文本 



点击屏幕左侧的系统文本图标.编辑系统文本. 

系统文本菜单允许用户定制 PPP 单元和每根管路的文本.当使用网络服务器远程显示系

统文本时,可根据自定义信息快速识别所监控的探测器管路. 

 

 

10.8 位置，生产和服务信息 

点击屏幕右侧的信息图标.  保证你已登陆,来编辑系统文本. 

 

信息部分是所有安装位置,生产数据,调试数据等信息输入和储存的地方. 

用方向键下来滚动菜单显示设备的生产信息和唯一的未配置信息. 

 

在调试当天储存光学值.  调试过的值可用来评估 SCD 是否需要清洁或者更换. 

 

 

10.9 进入密码 

点击屏幕右侧进入密码图标.  确保你已登陆,编辑进入密码.  用户和工程师密码可被

设置为随机的 1‐8 位数字. 

 

 

10.10 联网 



点击屏幕右侧的网络图标.确保你已登陆,编辑网络数据. 

网络菜单显示: 

‐Protec回路序列号 

‐protec主板给每根管分配的地址 

‐自动分配或者手动输入的 IP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 

 
 

10.11 事件记录，实时和历史数据图 

点击屏幕右侧的图表图标,继续点击图标来滚动事件记录,实时数据图表和历史数据

图表.  确保你已登陆在显示和保存图表和事件数据. 

 

10.11.1 事件记录 

PPP 可储存所有火情,故障和事件.  事件记录和储存最多 256 个事件.当达到最大储存

量,新的事件储存同时,最早的时间将被删除. 

 

长按事件记录表来显示所有事件,向上移动滚动.  按清除事件记录按钮来清除所有事

件记录. 

按保存事件记录按钮来保存事件记录的副本.  这将把事件记录保存为一个 csv 文件,

可使用 excel打开. 

10.11.2 实时图表 

PPP 可显示实时的光学探测数据.任一管路的数据可通过点击上部的标签来切换读

取. 

 
 

10.11.3 历史图表 

PPP可显示光学探测和一氧化碳的历史图表.为节省内存,常态下该数据每 4分钟更新,



在突然增加数值的情况下,每 10 秒一更新. 

 

图表可用加减号放大和缩小. 

可通过清除图表按钮来删除. 

通过输出到电脑按钮来保存副本.这会生成一个可用 excel读取的 csv文件. 

 

10.12  硬件配置 

PPP探测器可被配置为 1‐4管路单元.  任何取样管数目变化将会增加或者减少 SCD设备数量,

因而需要重新调试整个单元.  单元需断电,调试到所需状态并重新供电. 

保存设备配置,需滚动到调试屏幕底部,并选择保存硬件配置按钮. 

如下界面将出现,来确认最后的配置已经被成功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