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消防物联网数据管理系统

持续创新

      专业专注

            智慧消防



兰州金利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金利达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坐落于兰

州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为甘肃省科技创新型企业，十多年来

专业从事消防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拥有高素质专业研发

团队，与高校、研究所联合设立协同创新实验室，通过产学研结合，实

现消防产品持续研发能力。不断推出技术先进、性能稳定的消防产品。

截至目前公司共获得国家专利 4 项，软件著作权 5 项，发表论文 11 篇。

产品获得甘肃省第二届工业设计大赛产品组优秀奖。

关于我们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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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消防物联网数据管理平台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卫星定位等技术，构建“互

联网 +" 的新型社会消防安全管理平台。该平台将消防物联网数据系统、维保管理系统、终端用户管理

系统、“火事通”APP（消防队 + 维保公司 + 终端用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集于一体。对火灾报警系统、

消防给水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防排烟系统、消防视

频监控系统以及消防日常管理信息等数据集中采集和智慧分析，最终提高消防监管部门、维保服务机

构和社会单位的消防全局掌控、协调联动、综合决策、重点部署、消防安全和管理水平。

系统概述
System Introduction

火灾报警
系统

电气火灾
监控系统

消防给水
系统

消防电源
监控系统

智慧消防大数据
（云平台）

用户信息传输设备

数据统计

实时预警 分析决策 智能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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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门
监控系统

防排烟
系统

消防视频
监控系统

数据分析

短信推送

微信公众号

移动客户端
智能研判 警情展示

web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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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功能

2 系统功能界面

信息集中展示 强有力的可视化数据展示，数据汇总，早期预警；

数据实时更新 将联网单位各类消防设备的运行状态信息实时接收显示；

状态、区域划分  联网单位状态可按设备运行状态和行政区进行划分，便于管理；

地图精准定位   具备 GIS 警情预警地图，能精准确定联网单位所在位置及周边环境；

日常工作管理   实时了解维保服务机构及联网单位的设备巡检、消防演练及维保合同签订情况等；

政策新闻发布   实时向联网单位推送政策法规、新闻动态等信息；

权限分级管理   账号分级管理，随时掌握辖区内所有联网单位的消防设备运行状态；

重点视频监控   可对重点防火单位的重点防火部位以及消控室进行视频监控，通过火事通 APP
                         随时调取实时监控画面。

数据管理系统消防物联网
Platform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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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友好、可操作性强；
数据集中展示，设备运行状况一目了然；
设备实时监测、数据高效传送，省时更省力；
系统推送 + 短信提醒，不错过任何一条告警信息；
辖区内联网单位只需安装火事通 APP 即可接入平
台，投入成本低，易推广；
开放的数据接口，兼容多家主流厂家的报警主机。

适用于消防总队、支队、大队等消防监管部门对辖区内重点单位、三小场
所等的日常管理及消防设施的运行状态的监管，对强化社会单位的消防安
全宏观监管、重点监管和精准监管，节省了消防监管的时间、人力和物力，
推进重大火灾的监督整改。

 

3 系统优势

4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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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界面

平台功能
数据实时更新  对所维护联网单位的消防设备运行状态实时掌握；

分 组 式 管 理  给每个维保小组分配独立的登录账号，小组所负责的项目数据独立显示，管理更高效；

维保合同管理  根据所签订的维保合同，自动生成保养任务，系统任务推送 + 短信提醒的方式，保证合同
按时执行；

巡  踪  管  理  实时查看各项目消防设备的巡检状况，工作人员通过扫描设备 / 通道二维码便可完成巡检
记录的提交；

实  时  互  动  终端用户可通过手机 APP 提交维修申请，维保服务机构实时接收并生成维修工单推送至维
保工人手机端，维保工人在维修完之后提交维修记录，终端用户可实时接收查看；

远  程  指  导  通过视频监控，可为终端用户提供远程技术服务和操作指导，提高服务效率。

2

1

维保管理系统
Platform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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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采用集中管控及分级管理两种方式，让管理更加便捷；
扫描设备 / 通道二维码添加巡检记录，一键提交、省时省力；
巡检及维修记录 APP 与电脑端实时同步；
火事通 APP 消息推送 + 短信提醒的方式，任务超期成为不可能（对
任务超期说再见）。

适用于维保公司、大型企
业、事业单位等对所管辖
建筑物的消防设备的运行
状态实时监控，以及消防
设施设备的巡检、维修和
保养。

适用范围

平台优势

巡检流程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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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实时掌握 对本单位的消防设备、设施实时监测，运行状态实时掌握；

维保电子档案 维保合同的签订、建筑物和消防设备的管理、以及维保计划的自动
生成，整个流程都纳入电子档案管理；

巡  踪  管  理 实时查看维保公司提交的设备巡检记录，对消防设备的维保工作进
行监督；

维  保  报  修 终端用户可通过手机 APP 提交维修申请，维保服务机构实时接收
并生成维修工单推送至维保工人手机端，维保工人在维修完之后提
交维修记录，终端用户实时接收查看并进行验收；

视  频  监  控  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消控室的值班情况。

系统功能界面

系统功能

用户管理系统

2

1
消防终端
Platform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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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控，图表统计直观显示；
巡检、维修、保养等数据 APP 与电脑端实时
同步；
无纸化消防档案，方便快捷，节约成本；
完整流畅的维保报修流程，使用户更放心。

维保报修流程：

适用于小区物业、商场、酒店、
工矿、企业、院校、医院等 , 实
时掌握本单位的消防设施运行状
态及消防设备的巡检、报修。

 

系统优势

适用范围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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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管理部门、消防服务机构、消防设备使用单位

关注并绑定“消防火事通”微信公众平台，可进行设备

运行状态的管理、消防知识的推送、火灾报警数据的实

时监测等。

广大群众关注并绑定“消防火事通”微信公众平台，

可进行火灾隐患举报、消防知识的学习等，促进全民了

解消防、参与消防、提高全民消防意识及应急自救水平。

微信公众平台
WeChat public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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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JLD-TX9100

输入电压变化范围 12V~36V

信号输入 RS 232

额定电压 DC 24V

通讯方式 TCP/IP 协议

外形尺寸（长、宽、高） 320*240*95mm

安装方式 壁挂式安装

工作环境 温度 -20℃ ~50℃，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内容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JLD9400

输入电压变化范围 12V~36V

信号输入 RS 232

额定电压 DC 24V

通讯方式 TCP/IP 协议

安装方式 壁挂式安装

工作环境 温度 -20℃ ~50℃，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内容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JLD-TX9250

供电电源电压 DC5V

功耗 ＜ 2W

输出接口 RS232

输入接口 26P 并口 /20P 并口

电路板外形尺寸 80mm×80mm

工作环境 温度 0℃ ~60℃，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内容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JLD9300

主电源 AC 220V（±10%）50HZ

备用电源 DC 12V 7Ah( 两节 ) 蓄电池 

备电连续工作时间 ≥12h

通讯方式 4G/LORA/485/CAN 或 TCP/IP

液晶屏 7 吋彩色液晶显示屏

操作方式 电阻触摸屏和按键双操作

外形尺寸（长、宽、高） 400×400×136mm

安装方式 壁挂式

工作环境 温度 -20℃ ~50℃，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物联网网关

并口打印机数据转换板卡

消防物联网监控设备  
Product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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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JLD-TX9240

供电电源电压 DC5V

功耗 ＜ 2W

输出接口 CAN

输入接口 5 路 RS232

电路板外形尺寸 84mm×72mm

工作环境 温度 0℃ ~60℃，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内容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JLD-TX9230H

电子快门 1/1 ~ 1/30000 秒

信噪比 大于 50dB（AGC Off，Weight ON）

工作温度 温度 0℃ ~60℃，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电源 DC 9V-12V（推荐 12V）

尺寸（长、宽、高） 87.5* 50 * 60mm

内容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JLD-TX9230H

无线接口 IEEE802.11b/g/n

工作频段 2400-2483.5M

天线 SMA 外旋内孔

功耗（电流） 小于 300mA

外形尺寸（长、宽、高） 160*120*24mm 天线 170mm

电源 直流供电：12V 1A

过压保护 15V

网口防雷 小于 30KV

工作环境 温度 -20℃ ~75℃，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内容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TP1

传感器有效像素 720P

调整角度 水平 0° ~355°，垂直 0° ~90°

最大红外距离 10 米

图像处理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3D 降噪、自动白平衡

网络接口 支持 WIFI、有线网口

供电电源 DC 5V

多路主机采集板卡

高清网络变倍摄像头

WIFI 摄像头

4G 路由器

17



类  别 参      数

产品型号 JLD6100-LW

设备容量 50

液晶屏 7 寸彩色工业级串口液晶屏

通信形式 无线通信最大可视距离 500 米（LORA）

主电源 AC 220V±15%  功耗：42W

备电源 DC 12V 7Ah*2 节，断电后持续工作 8 小时以上

打印机 微型热敏打印机

水位报警阈值 用户设定

类  别 参      数

产品型号 JLD9310

设备容量 6

液晶屏 2.4 吋彩色工业级串口液晶屏

通信形式 4G/LORA/485/CAN 或 TCP/IP

主电源 AC 220V±15%  功耗：10W

备电源 DC 24V 2.2Ah 蓄电池，断电后持续工作 6 小时以上

水位报警阈值 用户设定

压力报警阈值 用户设定

操作方式 电阻触摸屏和按键双操作

外形尺寸 （长、宽、高）240*320*90mm

工作环境 温度 -10℃ ~40℃，相对湿度 ≤95%  

类  别 参      数

产品型号 JLD6110

通信形式 无线通信最大可视距离 500 米

主电源 AC 220V±15%  功耗：42W

备电源 DC 12V 7Ah*2 节，断电后持续工作 8 小时以上

外形尺寸 （长、宽、高）320*240*90mm

工作环境 温度 -10℃ ~40℃，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类  别 参      数

产品型号 JLD6111

通信形式 无线通信最大可视距离 500 米（LORA）

电源 DC 24V

外形尺寸 （长、宽、高）120*104*28mm

工作环境 温度 -10℃ ~40℃，相对湿度 ≤95%

消防水系统监控器（综合联网型）

消防水系统监控终端

无线中继器

消防水系统监控终端

消防给水系统监控设备  
Product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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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参      数

产品型号 JLD9311

通信形式 LORA 无线通信 +4G 无线通信

电源 DC 24V

外形尺寸 （长、宽、高）120*104*28mm

工作环境 温度 -10℃ ~40℃，相对湿度 ≤95%

类  别 参      数

产品型号 JLD6112

量程 0~5m

精度 0.5 级

输出 4-20mA 电流信号

接线 红：电源正，黄：信号线

类  别 参      数

产品型号 JLD6113

量程 0~2MPa

精度 0.5 级

输出 4-20mA 电流信号

接线 红：电源正，黄：信号线

类  别 参      数

产品型号 JLD6114

压力范围 0~1.6Mpa

输入电压 DC24V

阀门型式 常闭式

项目 内容

产品型号 TD-MH

供电方式 高能锂电池供电，满电情况下发送次数 >1000 次

工作电流 休眠 <30uA，发送 <350mA

工作模式 定时主动上报，上报周期可任意设置

工业时钟 内置工业时钟，自动校时

数据间隔 采样时间间隔、上报时间间隔可设置

参数设置 本地串口设置

测量范围 0~2.5MPa，0~25MPa，其他量程可定制

精度等级 0.05 级，0.1 级，0.2 级，0.5 级

工作环境 温度：-20° C~70° C，湿度：<90%

无线通讯设备

水位传感器

水压传感器

末端试水装置

市政消火栓远程
压力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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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金利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LANZHOU GOLD-LEAD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彭家坪留学生产业园 2 楼

电话：0931-2502014

网址：www.lzjlddz.com

邮箱：lzjld@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