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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型城市化建设、消防安全信息化的热潮，拥有二十多年火灾报警系统及十几年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行业经验的

同方泰德，凭借强大的科研实力及生产制造能力，打造出了新一代集火灾报警、故障监测、设备管理、数据采集、储存传输、

大数据分析为一体的 Techcon FAS 智慧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十多年来该系统已在全国近百个省市和地区成功应用，为城市安全

提供了强力保障，为我国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行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智慧消防”属于城市公共安全版块，是“智慧城市”建设中智慧公共安全应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智慧城市”在城市消防

领域的具体应用。

作为智慧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系统为地区及城市管理者提供城市火灾消防预警和风险防控决策依据，通过构筑现代城

市智慧消防网络，为用户提供万物互联的智慧消防高性能解决方案 , 全面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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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泰德国际科技有限公司（Technovator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05 年于新加坡成立；2011 年 10 月 27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HK:01206）。

同方泰德不仅是清华大学旗下第一家海外上市企业，也是第一家国内
A 股企业（同方股份，600100SH）成功分拆海外上市的高科技企业。

传承清华，始于同方，历经数年发展，同方泰德快速成长为领先的城
市节能一体化服务商，聚焦智慧建筑与园区、智慧交通、智慧能源三大业
务集群，致力于为城市基础设施和其管理者提供综合的软硬件产品、解决
方案及定制化服务。

同方泰德是国内领先的智慧消防一体化服务商，结合在国际和国内市
场上的品牌、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全面高效的一站
式消防远程监控系统解决方案，提升安全保障，带动现代化智慧城市发展。
同方泰德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在中国北京、沈阳
分别设有研发及产品生产中心，着眼于行业尖端技术与标准，与时俱进开
发新技术新产品，并在全国近百个城市设有营销服务机构，贴身服务，确
保用户满意。

关爱生命 智慧消防

公司介绍 COMPANY PROFILE

“关爱生命、智慧消防”，同方泰德是行业内领先的智慧消防物联网产品供应商。结合当代最先进的移动通讯、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多媒体显示等技术，为城市建筑及其配套设施提供高质量的智慧消防远程监控平台及消防设

备运营管理服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的消防物联及消防设施管理。

随着近年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 通讯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更多物联网技术及产品的投入应用，使得城

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开始向智慧消防物联网的方向快速发展，行业发展前景广阔，市场容量巨大。

Techcon FAS 智慧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结合当代最先进的信息通讯及网络物联、移动控制和多媒体显示等技术，

通过公用网络、局域 / 广域网络、无线网络等多种传输方式，实时采集各接入单位现场的火警信号、故障信号、消防

水系统压力液位监测信息、风机水泵运行状态、电气火灾系统等重点部位视频图像等各类信息，及时可靠地将其传送

到远程的消防应急管理平台报警监控中心。在监控中心可完成对联网单位的报警信息处理、电子地图操作、数据查询

统计、远程音视频传送、云端存储、应急预案管理、短信息订制和发送等工作。通过大屏幕、滚动屏、模拟沙盘等多

媒体设备监测所有联网单位的状况。使接入单位可以通过消防设施维保功能对现场情况进行拍照，文字等方式记录并

上传至监控管理中心服务器。为联网用户、运营商、维保单位和应急管理部门提供消防信息化应用服务。

Techcon FAS 智慧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火警监控 故障监控 电气火灾 水系统 视频监控 独立烟感

 手机 APP 大屏展示 报表统计 设备维护 在岗查询 联网单位

传输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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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组成

Techcon FAS 智慧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SYSTEM COMPOSITION

系统包括 Techcon FAS 3.0 软件平台及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QT-TF9780-III、QT-TF9780-IIIA、消防设备监测装置

QT-TF9781-II 等核心硬件产品，此外还有压力、液位、电气火灾、独立烟感、NFC 重点消防设备巡检、视频监控、手机

APP 等多项监测管理功能，该系统历经十几年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运行考验及四次产品升级换代，是目前国内运行

稳定、性能优良、技术领先的优秀产品。

技术特点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 联网信息内容齐全，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GB 26875》

   标准化信息格式，零间隙全面覆盖

● 报警速度快、3 秒钟完成警情上传

   迅速反应，3 秒钟上传各类警情信息，远高于   
   规范 20s 的要求

● 云平台管理，可靠性高、扩展性强

   促进信息与资源共享，提高用户使用效率

● 实现对消防设备的远程监控，实时性强

   通过 WEB 浏览器远程登录，减少人工巡查工作 
   强度，提升管理效率

● 技术架构先进、组网方式灵活

   支持虚拟局域网 VPN 专网、有线、无线

等多种组网方式

● 人性化服务系统，灵活增减功能模块

   对所需信息能够实现灵活添加或删减

● 移动端实时监控管理，提升管理便利
性

   可使用各种移动端设备随时随地监控管
理

适用范围 SCOPE OF APPLICATION

●  办公楼      ●  会展中心     

●  酒店宾馆   ●  医院

●  工矿企业     

●  高校园区     

●  石化库区     

●  体育场馆

●  大面积站点分散或
无人值守的通讯机房     

●  电信基站     

●  变电站等行业单位

●  运行服务商     

●  消防工程公司     

●  代理商     

●  消防维保单位     

●  合作方     

●  业主直接用户

●  城市消防重点区域     
●   重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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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联网包括火警监控模块和故障信

息模块。

当火警发生时，传输装置能够从不同

品牌的火灾报警主机上得到报警的详细信

息，并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报警的级别和类

型。监控中心收到报警后，会根据用户的

选项设置，以弹出窗口的形式显示最新报

警数据信息（包括该单位信息）。

收到报警信息后，除显示文字信息外 ,

系统会同步自动弹出报警单位的 GIS 地图、

外观图、楼层平面图、视频图像四个界面。

GIS 地图用于显示报警单位地理位置，外观

故障信息管理模块可展示联网单位消

防设施运行情况，并可实时显示故障信息，

故障信息是通过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巡检

数据向服务器定时发送。

火灾报警监控及故障信息监控

系统功能 全面防护消防安全
SYSTEM FUNCTION

采用消防设备监测装置

QT-TF9781-II，对正压风机、

排烟风机、消防泵、喷淋泵等

消防设备的“手动”、“自动”、“运行”、“故

障”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及报警。

系统使值班人员对建筑的各个

消防风机及消防水泵的运行状

态、有无故障、当前处于手动

还是自动位一目了然，可对状

态不对的设备及时干预，做出

正确的调整。

对消防泵管网最不利点的水压及消防水池、水箱液位进行实时监测。当水压低于预警值或液位低于警戒值时报警，

收到报警信息后，系统会通过报警界面提醒值班人员，同时通过 APP 及时将信息推送至相关负责人的手机，让负责人在

第一时间内了解到水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相关的处理。

消防风机、水泵监测系统

消防水压力、液位监测系统

01   02   

03

报警数据显示的内容主要包含：报警单位名称、报警单位联系人、联系

人电话、传输装置编号、探头编号、探头名称、报警平面图、报警单位外观图、

报警单位地图等内容，操作者可以在实时监控界面中根据用户对火警的反馈

进行相关处理，如选择报警类型和填写处理信息等。

图用于显示报警单位建筑物外观，楼层平面图用于显示报警单位的报警位置，视频图像用于显示报警单位的报警现场，便于

监控人员能够直接、有效了解现场的情况，及时果断采取处理措施。

具备短信通知功能，可以统计各类联网信息，例如火警总数、故障总数，并将这些信息定时以短信的方式发送到联网

用户、消防领导、运营商的手机上，使其及时了解联网系统的情况，真正实现了网络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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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感烟火灾监控及燃气泄露监测系统

电气火灾系统监控系统

对于家庭、九小场所等处

的火灾隐患监测，采用基于 NB-

IOT 的物联网火灾监控产品，当

烟雾浓度或泄露出燃气浓度达到

警戒值，能够在现场直接发出声

光报警提醒用户及时灭火和离开

危险区域，或者关闭燃气电磁阀

切断供气。与此同时立即将报警

信息发送给监控中心平台及有关

监管人员，以便于及时部署灭火

行动。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是指当

被保护线路中的被探测参数超

过报警设定值时，能发出报警

信号、控制信号并能指示报警

部位的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

统，特点在于漏电监控方面属

于先期预报警系统。与传统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不同的是，电

气火灾监控系统早期报警是为

了避免损失，而传统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是为了减少损失。

重点消防设施管理系统——NFC 巡查

重点消防设施包括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控

制室、自备发电机房、消防水源、室内外消火栓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

泡沫干粉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防火门及卷帘、消防

应急广播、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消防电源、灭火

器、手动报警按钮、声光报警器等设施的信息管理功能。

通过 NFC 电子标签巡查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对消防

安全巡查人员的巡更管理和对建筑消防设施设备的检查

管理，巡检人员使用具有 NFC 功能的手机 App 扫描消

防设备上面的电子标签时，会出现该设备包括安装时间、

设备位置、上次维保检查时间、设备状态等信息。一方

面实现了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巡更签到的管理，同时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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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设施进行标准化的菜单巡查检查，并可以拍照上传现

场及设备情况，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确保了检查的真实性、

实时性。

消防设备巡查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消防系统维保，

这是消防系统发挥正常功能的前提保障，现场工作人员

可现场通过文字和照片的形式，将维修信息通过 APP 记

录上传至监控管理中心，然后指派给维修人员，系统会

以短信的形式提醒该员工去解决该维保问题。若设备问

题已解决，可更新该条维保记录的状态，联网用户和维

保单位都可及时跟踪维保进度。

04

05   

06 

当电气火灾系统监测到供配电线路的剩余电流或温度异常，达到报警设定值时，现场的电气火灾监控设备会立

即进行声光报警，提醒值班人员排除险情，同时将报警信息上传至 Techcon FAS 监控平台及上级消防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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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系统

实现与安防监控功能的融合，通过 Internet 浏览器进入系统后可直接访问视频，突破了常规报

警信息显示与安防监控显示两套系统并行的局面。

还可通过手机 APP 查看视频监控，可远程实时监控现场情况（设备机房、人员在岗、消防通道等）。

支持本地存储，远程控制云台摄像机，监控录制，监控截图，查看本地录像和本地监控截图，

具有标准视频监控软件所具备的功能，可接入国内常见的海康、大华、萤石、宇视等多家视频系统。

GIS系统能够在一张地图里面显示整个城市的消防联网情况，更加直观地将联网单位的网关状态、火警情况、故障情况清

晰地展示在大屏幕上，使主管领导以及监控人员对整个城市的联网情况能够一目了然。当发生火警时，电子沙盘可根据火

灾具体位置计算出消防救援路线。点击地图上的联网单位图钉，即显示该单位的详细信息。

GIS 地图

GIS 地图上显示接入的所有联网单位位置，并用颜色区分当前联网单位的状态：

蓝色表示当前联网单位一切正常，无报警、无故障 、传输装置在线

红色表示当前联网单位有火警上报

黄色表示当前联网单位有故障上报

灰色表示当前联网单位传输装置离线

07 08

精 准 定 位    直 观 可 视   远 程 实 时    兼 容 性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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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大屏功能

对于值班中心、监控中心等场所，系统通过大屏展示功能可以更全面的展示各种数据及状态。

展示大屏汇总了火警、故障、水系统报警、电气火灾、故障率、检修率、处理结果占比、处理率排名等等大数据量的

信息归纳总结分析，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当天或当月的数据统计及数据趋势图。

展示大屏每 15 分钟刷新一次数据。

手机APP包含IOS和Andorid两个版本，用户使用移动终端设备，可随时随地通过Techcon FAS智慧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查看火警情况、故障信息、传输装置情况以及其他系统信息，可用手机贴近读取电子标签查看消防设备信息；能通过手机

对现场值班人员进行查岗和对设备进行巡检；可通过手机现场拍照后上传维保信息；还可以远程查看联网单位建筑内视频

信息。通过 APP 无论距离有多远，都能实时查看系统运行情况。

手机 APP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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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产品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QT-TF9780-III，基于现代通讯技术的用于对分散的建筑进行火灾报警及消防设施

进行集中监控，是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各用户单位消防监控中心和消防联网系统之间的接口。

传输装置主要由主控制器单元、键盘显示单元、电源控制单元和后备电源以及可选的信息接入模块构成，实现火灾报

警信息的采集与网络传输。

QT-TF9780-III 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2017 年通过了国家强制认证并取得了 3C 证书，2019 年应急管理部统一注销了

所有厂商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 3C 证书后，又率先获得了应急管理部颁发的自愿性认证证书。

● 完全满足国家标准《GB 26875.1 -2011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第 1 部分：用户信息传输装置》要求

● 设置灵活，支持三种不同类型通讯接口，设备支持国内外绝多大数主流消防报警主机协议（近 300 种）。

● 主、备电源自动切换，备用电源可支持 8 小时正常工作

● 配有报警确认按钮和手动报警按钮，利于值班人员快速操作

● 考勤检测功能，方便主管领导查询管理

● 声、光报警功能，及时提示值班人员尽快处理警情

● 接线方式简单，便于现场安装，对原火灾报警系统不产生任何影响

● 可采用宽带、无线等多种方式进行联网通讯

● 性能稳定、功能强、可靠性高、配置灵活、故障率低

● 第四代带有液晶屏的 QT-TF9780-IIIA（具有有线、无线两种模式），且自带 8 路数字量输入和 2 路数字量输出，  
   可同时采集现场设备信号并实施控制。

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USER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DEVICE

TECHCON  FAS     15

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QT-TF9780-III

QT-TF9780-III

 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QT-TF9780-IIIA（有线、无线、液晶屏）

QT-TF9780-II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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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备监测装置 QT-TF9781-II 用于对消防泵、喷淋泵、正压风机、排烟风机及其他各种具有开关量信号的消防设备

进行监测，每台 QT-TF9781-II 最少可以带两个设备（水泵或风机），可以直接接入 8 路交流 220 伏的开关量信号。

产品具有有线、无线两种传输方式。装置带有备用电源，在主电源断电后在正常监视状态下，至少能工作 8 小时，确

保这一段时间火灾报警信息的准确接入。监测装置具有电源故障、通讯故障显示功能，监测装置的接入不会影响原消防设

备的正常运行。

本产品所执行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26875.1—2011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第 1 部分：用户信息

传输装置》。

消防设备监测装置 QT-TF9781-II
FIRE EQUIPMENT MONITORING DEV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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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超市 网吧 KTV 餐厅 变电站
无人值守基站

火灾报警控制器 JB-QBZL-TF9612（联网型）

适用范围

FIRE ALARM CONTROL UNIT

SCOPE OF APPLICA 

手动

自动

运行

故障

手动

自动

运行

故障

手动

自动

运行

故障

手动

自动

运行

故障

正压风机

排烟风机

喷淋泵

消防泵

消防设备监测装置
QT-TF9781-II

消防设备监测装置
QT-TF9781-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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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质

企业资质 行业奖项 认证证书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壹级资质

中国 AAA 级信用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施工

中国质量评价协会科技创新产品优秀奖

中国消防协会 - 科学技术创新奖

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

软件企业认证证书

软件著作权证书

应急管理部自愿性认证证书

京 2019 225812

同方泰德国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91110116790652328C

赵晓波

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61号院1号楼09号房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建筑施工

2019 05 21 2022 05 20

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网站查询中心公示或扫描下方二维码信息
为准。

2019 05 21

电子证书申请打印时间：2019-05-22

ZJV

COMPANY INTRODUCTION



20    TECHCON  FAS

项目实景

经典案例
行业项目

北京印钞厂消防联网项目

北京燕山石化消防联网项目

北京中石化长城润滑油消防联网项目

北京体育大学消防联网项目

天津港保税区消防物联网项目

河北省邯郸磁县开发区园区消防联网

中航工业沈飞消防联网项目

沈阳中航黎明发动机公司消防联网项目

辽宁省葫芦岛海军航母试训基地消防联网项目

中石油葫芦岛石化消防联网项目

辽宁省丹东中朝太平湾水电站消防联网项目

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消防联网项目

宁夏大学消防联网项目

陕西省永坪炼油厂消防联网项目

山西省太原钢厂消防联网项目

甘肃省嘉峪关中核 404 厂消防联网项目

甘肃省兰州军区干休所园区消防联网项目

新疆吐鲁番市电信消防联网项目

四川省广汉航空飞行学院消防联网项目

湖南省株洲芦淞服装市场消防联网项目

江苏省无锡徐霞客养老院消防联网项目

江苏省江阴元林康复医院消防联网项目

福建省莆田市消防联网项目

云南省昆明学院消防联网项目

广东省东莞松山湖开发区消防联网项目

深圳市华润置业消防联网项目

辽宁锦西葫芦岛消防联网项目

徐汇万科中心消防联网项目

虹桥天地消防联网项目

文华东方消防联网项目

中航黎明发动机公司消防联网项目

虹桥索菲特消防联网项目

城市级项目

北京市顺义区消防联网

上海市进博会消防物联网

河北省承德市消防联网

辽宁省公共安全服务平台消防联网

辽宁省沈阳城市消防联网

黑龙江省哈尔滨城市消防联网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消防联网

甘肃省白银市消防联网

新疆石河子市消防联网

四川省绵阳市消防联网

四川省广安市消防联网

四川省成都市消防联网

四川省达州城市消防联网

重庆市 ( 移动项目 ) 消防联网

湖北省鄂州市消防联网

湖南省衡阳城市消防联网

湖南省娄底城市消防联网

江苏省镇江城市消防联网

江西省赣州城市消防联网

江苏省扬州城市消防联网

江苏省泰州城市消防联网

安徽省合肥市消防联网

浙江省宁波市消防联网

浙江省义乌城市消防联网

云南省消防维保消防联网

福建省厦门市消防联网

20    TECHCON  FAS TECHCON  FAS     21



地址：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 号同方科技广场
电话：010-82399521  
传真：010-82399380
邮编：100083

同方泰德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州路 180 号 1 幢三楼
电话：021-52835880
传真：021-52837886

同方泰德（重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西段 106 号互联网产业园 11 幢 12-1
电话：023-63117591/92/86
传真：023-63117591/63117586-8000

北区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 号同方科技广场 A 座 22 层
电话：010-82399447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51 号闽商大厦 707 室
电话：024-31280108

西区办事处
地址：成都市顺城大街 308 号冠城广场 16 楼 E 座
电话：028-86528330

重庆办事处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龙湖时代天街 3 号 805 室
电话：023-88367806

华南区办事处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28 号广晟大厦 1306 室
电话：020-85505421

华中区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330 号联投新大地酒店 7 楼
电话：027-87716029

华东区办事处
地址：杭州市凤起东路 189 号新城时代广场 4 幢 1115
电话：0571-86036881

www.technovator.cn
 同方泰德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