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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形象的图形化显示报警地点。广泛应用于民用、工业场所，
满足各大、中、小型项目需求。

TF9000 Fire Alarm System can display the images of alarm 
locations timely and vividly,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civil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eet the needs for small, medium 
and large scale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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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自动调节灵敏度以适应不同工作环境，具有自我漂移补偿功能及诊断功能

通过集散式控制方式确保系统安全可靠运行，系统配置方便，降低工程造价

回路采用无极性二总线，自带短路硬件保护功能，保证系统的可靠运行

调试方法灵活，支持离线和在线2种编程模式

记录设备运行信息和历史信息，同时具有数据库搜索功能和设备历史趋势功能

中文液晶显示，操作简单易学，设计有快捷键，用户可以快捷查询各种异常信息

配接中文打印机，支持在线即时打印，也可以依据需求打印相应信息

具有强大的网络功能，可实现最多32台主机联网，并实现跨机联动

2006年8月7日，同方泰德国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成立。

2011年10月27日，Technovator International Limited（同方泰德）在香港联交

所主板挂牌上市（港股代码01206）。

同方泰德致力于楼宇自动化控制、能源管理及城市安全领域，为用户提供全方位解

决方案、产品、技术和服务，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布局。旗下业务包括综合楼宇自动化

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安控系统及消防系统等，公司的Techcon系列产品遍布全球50多

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北美、欧洲以及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

采用分布智能与双向智能并举的控制方式，以高速多微处理器为核心，内嵌两条

高速无极性总线，从而有效提高系统的处理速度及稳定性。其核心的报警控制器具有

多项智能报警特性，同时可参与消防联动控制、消防广播输出、气体灭火控制等。

TF9600系列智能型火灾报警系统产品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全系

列报警产品，完全符合国家GB4717-2005、GB16806-2006等标准的各项

指标要求。

TF9600
消防自动报警系统

/ 实现功能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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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AP-M-TF9411
消火栓按钮
适用于消防泵附近或消火栓箱内。

壳体采用插拔式结构，安装方便、快捷

使用专用工具进行复位并可重复使用

密闭性好，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

软编码，每个消火栓按钮占用一个地址号

适用于接收现场单一设备动作信号反馈。

MK-TF9550
中继模块

壳体采用插拔式结构，安装方便、快捷

软编码，每个模块占用一个地址号

实现对每个输入线路的短路、断路故障检测

适用于大型重要设备（如风机、水泵等）的远程启停控制，并接收其动作信

号反馈，需与DX-TF9700/12多线控制盘配合使用。

MK-TF9551
中继模块

壳体采用插拔式结构，安装方便、快捷

每个模块不占用地址号

与DX-TF9700/12多线控制盘三根线连接，具有对故障、断线的检测功能

03 04

JTW-ZDM-TF9330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适用于小会议室、吸烟室、车库、锅炉房、发电机房等场所，或温度

较高可能发生无烟火灾的场所。

J-SAP-M-TF9401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含电话插孔）
适用于走道、电梯厅、楼梯口等较为明显的公共场所。

壳体采用插拔式结构，安装方便、快捷

使用专用工具进行复位并可重复使用

带有一路电话插孔，可与消防控制室直接通话

软编码，每只手报按钮占用一个地址号

适用于宾馆、住宅楼、办公楼、仓库、书库及公共娱乐，或服务场所、

有电气火灾危险的场所。

JTY-GM-TF9300 
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内嵌微处理器，自我诊断，火灾响应灵敏

定时存储环境温度采样值，存储一天之内采样值

特殊的屏蔽措施，抗干扰能力强

软编码，每只探测器占用一个地址号

内嵌微处理器，具有自诊断功能，火灾响应灵敏

独特的光学暗室结构，能有效抵御灰尘污染和潮湿空气影响

具有漂移补偿功能

特殊的屏蔽措施，抗干扰能力强

软编码，每只探测器占用一个地址号

前端设备



TF6143
型声光报警器（编码型）

软编码，仅占用一个地址号

可与TF9600系列火灾报警控制器配合使用

信号总线电压断电后停止输出

适用于公共走道等明显位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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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TF9530
二总线隔离模块

壳体采用插拔式结构，安装方便、快捷

每个模块不占用地址号

总线隔离元件为自保持继电器，隔离后不再消耗通信总线电流

适用于将总线上的故障回路单元与整体回路单元进行隔离，以保证

其它回路单元正常工作。

壳体采用插拔式结构，安装方便、快捷 

软编码，仅占用一个地址号

实现对每个输入线路的短路、断路的故障检测和每个输出线路的断电复位

适用于同时驱动现场二个设备的动作并接收其动作信号反馈。

MK-TF9520/2 
输入输出模块

适用于驱动现场单一设备的动作并接收其动作信号反馈。

MK-TF9520/1
输入输出模块

壳体采用插拔式结构，安装方便、快捷

软编码，每个模块占用一个地址号

实现对输入线路的短路、断路的故障检测，以及对输出线路的断电复位

前端设备 终端设备

TF9610/TF9620
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

模块化设计，系统配置灵活

支持报警探测点和控制点混接，最大容量4000点

现场调试方便，对各报警探测点可自动巡检登记

控制器外围芯片少，系统稳定性高，处理速度快

具有输出延时功能

支持在线和离线二种调试模式，编程操作便捷

控制器具备联网功能，系统最大支持32台组网

适用于各类中、大型建筑规模的项目需求。

DX-TF9700/12
多线控制盘

DX-TF9720/30
总线控制盘

可实现对大型重要设备（如风机、水泵等）的远程启停控制，并接收其动作

信号反馈

对每个多线联动控制点具有短路、断路、消音、自检等功能

每个多线联动控制点具有声音指示及灯光指示

以12个联动控制点作为一个扩展单元，系统最大支持8台

可实现对系统中各类模块的快捷启动和停止操作

采用软硬件紧密结合的技术，与主机配套使用并直接通讯

对每个总线联动控制点具有短路、断路、消音、自检等功能

每个总线联动控制点具有声音指示及灯光指示功能

以30个联动控制点作为一个扩展单元，系统最大支持16台



JB-QBZL-TF9612
型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

整机外观小巧，大屏幕显示，人性化操作

自动登记，单回路登路时间小于10秒

6路远程控制输出，具备手动/自动操作方式

支持离线和在线二种编程模式

可依据需求设定联动延时时间

兼容TF9610、TF9620控制器通讯协议

系统最大支持32台组网

适用于小型超市、娱乐场所、餐厅、变电站等无人值守基站。 适用对各类编码型设备进行地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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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设备 辅助设备

TF9460
手持编址器

十进制编码，操作便捷，地址读写迅速

采用先进微处理器，集成度高

电池供电，使用寿命长，维护简单

箱体背面及上、下面均设有敲落孔，便于安装

可提供20/40/60位端子箱

箱体背面及上、下面均设有敲落孔，便于安装

可提供2模块箱/4模块箱

TF4121 
消防端子箱

TF4131 
消防模块箱

适用于提高报警回路（总线长度小于1Km）的通讯能力。

MK-TF9533
两总线中继器

需提供24VDC工作电源，

回路总线挂接本产品后不影响任何影响

具有双隔离的保护功能，实现对总线输入与24V电源的双重隔离

仅适用于与TF9610、TF9620型火灾报警控制器配合使用。

QT-TF9741/42
型气体灭火控制器

系统参数可在控制器直接设置

最大支持6个独立灭火分区，并独立完成本防护区的灭火控制

通过每个防护区配置的紧急启动按钮，直接进行气体灭火

具有故障报警功能，能自动对总线故障、部件故障检测

具有对主电/备用电池状态检测，实现主/备电源自动切换

具有历史记录存储功能



/ 商业应用APPLICATION

同方科技广场

中关村科技发展大厦

杭州新竹星光大道步行街

重庆万州重百商场

云南东方广场

清华大学主楼

清华图书馆

国家注册会计师北京培训基地

苏州国际学校

株州林学院图书馆

同方南通LED工厂

同方计算机无锡生产基地

大港油田

空港国际汽车园

浙江省杭州利群环保纸业厂房

北京饭店

北海南康酒店

沃顿国际大酒店

东营凯莱大酒店

苏州古城花园酒店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北京农业展览馆

辽沈战役纪念馆

玉林城市规划展示馆

海通物流中心

晋中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大鹏港海关

重庆公检法、交通厅综合楼

哈尔滨高检院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场馆建筑 政府机关

商场/写字楼 学校院区

厂房园区 酒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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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9800
图文显示装置

基于Windows XP为操作系统平台，易于升级

工作硬件采用工业控制级电脑主机，可靠性高

编辑软件采用树形管理结构，操作简单方便，通过RS232串口进行实时通讯

项目信息文件占用空间小，便于管理

用不同的颜色滚动显示设备控件状态信息（正常、火警、故障）

具有多级用户权限管理体系，充分考虑系统运行的不同人群 

具备对各类信息的统计功能，通过检索进行专项打印

适用于楼层或者独立防火区内部安装使用，汉字液晶循环显示。

适用于消防控制室使用。

QX-TF9761
火灾显示盘

三种模式显示：本层信息、相邻层信息和全部信息

具有自检、显示、消音、查询及复位功能

可存贮127条报警及联动信息

显示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