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利达集团成立于 1990 年，是一家致力于人类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多元化经营企业。目
前，拥有多家专业公司，业务涵盖了火灾报警控制系统、气体灭火系统、火灾电气漏电报警系统，
以及城市消防联网和消防工程设计、施工。同时，利达集团还专业生产从事环境安全监测产品、
水毒性检测产品、环境安全评估等环境保护领域的工作。

利达集团拥有强大的销售网络，遍及全国三十多个省市及东南亚、中东等二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

技术先进和雄厚的实力是利达集团为社会持续提供人类生命安全的保障！
LEADER group, founded in 1990 is a comprehensive oriented enterprise dedicated to 

human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t consists of several specific subcompanies presently 
with a wide scope focusing on fire alarm control system, gas extinguishing system, electric fire 
monitor system as well a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city fire protection network and projects. 
In addition, LEADER group has g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related to environment safety 
monitoring, water toxicity testing and environment safety evaluation.

LEADER group possesses of a strong distribution network, which covers over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land as well as over 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l over the world such as Southeast Asia 
and Middle East. 

Advanced technical know-how and outstanding strength guarantee LEADER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and high quality service continuously.

公 司 简 介 
Company Brief Introduction                         



conterts
目录

应急疏散系统介绍                                                                      1

LD-D-5KVA-502 消防应急灯具专用应急电源                     5

LD-C-208 应急照明控制器                                                      3

LD-FP-601 分配电装置                                                            7

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9

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灯具                                 11



   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由应急照明控制器、消防应急灯具专用应急电源、应

急照明分配电装置、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标志灯具、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灯

具、通讯总线、疏散预案软件及相关管线等组成。本系统符合国家标准 GB17945-2010《消防应急

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技术要求。

★   正常状态时，系统对应急照明控制器、消防应急灯具专用应急电源及其蓄电池、应急照明分

配电装置、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标志灯具、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灯具、连接线的开路、断路等

底层设备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测，一旦系统内任何底层设备发生故障，系统将发出声、光故障报警信

号，并在图形软件界面显示故障类型、故障地点，故障时间等，提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维护和

更换，以保证所有系统内设备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   有火灾发生时，系统各单元可以手动或者自动的按照预先编制的疏散预案做出相应状态变化。

各单元接到指令后，所有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即全部点亮，为逃生的人们提供照明；所有应急标志灯

具按照疏散预案调向，引导火灾中的人们快速逃生；危险区域的安全出口灯具自动关灭；疏散标志

灯具指向危险区域的箭头自动关灭，指向安全通道的箭头自动点亮，为逃生的人们提供一条安全、

快捷、有序的逃生路线，以保证人们的生命安全。

应急疏散系统介绍
Alarm and Control Units for Electric Fire Protection

系统的组成 

系统的工作原理及作用

★  正常情况下，系统内所有设备均采用市电专用消防回路电源供电。

★  主电断电故障或发生火灾时，应急照明控制器由蓄电池电源提供应急供电，供电时间大于 3小

时；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及应急灯具由消防应急灯具专用应急电源提供备用电源，应急时间不小于

90 分钟。

系统的供电

北京利达恒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主要用于人员密集、建筑物内部结构复杂、一旦

发生火灾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的建筑物内。

★  交通枢纽：机场、火车站、地铁、汽车客运站、港口、

隧道等。

★  场馆类建筑物：体育馆、展览中心、博物馆、图书馆、

科技馆、文化中心、影剧院。

★  商业类建筑物：购物中心、商场、超市。

★  教育类建筑物：学校、幼儿园、培训中心等。

★  酒店、宾馆。                                            

★  高层写字楼。

★  医院。                                                   

★  政府办公楼。                                             

应急疏散系统介绍
Alarm and Control Units for Electric Fire Protection

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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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统采用国际标准现场CAN通讯总线通讯技术。

★  应急照明控制器到应急灯具专用电源及应急照明

分配电装置之间采用双绞线为介质通讯，采用手拉手

方式把所有的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和应急照明集中电

源连接起来通信，进行数据传输和交换。

★  应急照明控制器可以输出多条通讯回路，并可根

据建筑物规模进行扩展，每个回路在不影响通讯速率

的情况下通讯距离可达 1000m。

★  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到灯具之间采用双绞线（通

讯）和 BV 线（电源）作为介质进行通讯，通讯线和电

源线均无极性

★  采用国际标准现场CAN总线控制技术，通讯距离长、通讯稳定可靠，

布线简单。

★  采用安全电压型（36V）消防应急照明和标志灯具，安全可靠，避

免了人身触电。

★  所有灯具均采用 LED 光源，节能环保。

★  所有灯具具有红外遥控功能，方便系统调试和功能测试及线路判

断功能。

★  消防应急灯具专用应急电源为应急灯具提供应急备用电源，并接

受系统的监控。

★  应急照明控制器自备蓄电池，一旦主电断电或故障，由蓄电池提

供备用电源 3小时以上。

★  具有人性化的图形监控功能，能显示应急照明控制器、消防应急

灯具专用应急电源、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以及灯具的工作状态、故

障和实时参数、物理位置、火灾发生地点，并能动态显示每个楼层人

们的逃生路线，火灾时方便消防指挥人员进行组织施救；并能向底层

设备发出各种控制指令。

★  系统能够接收火灾报警系统的火警信息，以确认火灾发生以及火

灾地点。

★  系统具有标准的 RS232/RS485 接口，可与智能楼宇控制系统进行

通讯，上传信息，实现信息共享。

★  系统内所有设备均具有唯一的独立地址编码。

★  系统具有自检功能：系统持续主电工作 48h 后每隔（30±2）天能

自动由主电状态转入应急工作状态并持续 30-180s，然后自动恢复到

主电工作状态；系统持续主电工作每隔一年能自动由主电状态转入应

急工作状态并持续至放电终止，然后自动恢复到主电工作状态 ，持续

应急时间不少于 30min；系统还具有手动自检功能。

★  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定时开启或关闭系统内指定的疏散照明灯具。

★  所有工作日志记录的存储和检索期限不少于两年，存储数量不少

于 10 万条。

★  系统可根据建筑物疏散通道、火灾发生的可能地点等信息，编制

各种疏散预案。

系统的功能特点 系统的布线

系统的应用

应急疏散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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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C-208 应急照明控制器（以下简称 LD-C-208）是智能化的疏散指示逃生系统。应急照明控制器采用 Windows XP 操作系统 , 显示

采用 17寸液晶屏 ,带有触摸屏并可接入键盘鼠标进行操作。通讯控制采用 CAN(Control Area Networks)Bus（现场局域控制总线）方式，

特别适合于消防、自动控制等工业领域，具有通讯稳定可靠，高抗干扰等特性。本产品经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及国家消防电子

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按照 GB17945-2010《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T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检验和审核，符合

认可要求，取得消防产品型式认可证书。

主电源电压 ····AC 220V(187V ～ 242V) 50Hz

备用电源 ··········12V/14Ah( 一节 )

工作环境温度 ···········0℃～ 45℃

工作电流 ················3A

最大节点  ···············128

空载功耗 ··············≤ 30W

外壳防护等级 ·············IP30

工作环境温度 ··········0℃～ 45℃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  ···≤ 95％ RH（40±2℃）

外形尺寸  ·······610mm*480mm*1800mm

★ 采用柜式结构 ,具有 4路 CAN 总线节点 ,实现最大 128 台分配电或集 

     中电源接入，其中每台分配电可配接 240 个消防灯具。

★ 配有按键板进行便捷控制 ,当主控部分不工作时 ,按键盘能接管对系

     统进行必要的关键操作。

★ 具有黑匣子功能 ,存储故障，控制，操作等记录各 1000 条。

★ 采用 WindowsXP 操作系统 ,显示采用 17 寸 LCD 触摸屏 ,并可接入键

     盘鼠标进行操作。

★ 图形监控功能，直观显示系统内各部分相关状态。

★ 监测应急疏散系统中各单元的工作状态，实时显示各单元的状态变化。

★ 可以手动或者自动按照预先编制的疏散预案，向消防应急灯具专用应

     急电源发出应急指令，向应急照明灯具发出相应指令，使得应急标志  

     灯具做出频闪、调向、灭灯等动作。

★ 专用 CAN 接口用来接收火灾报警系统的火警信息，以确认火灾发生以

     及火灾地点。

★ 用户操作分级。

LD-C-208 应急照明控制器

北京利达恒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产品介绍

主要技术指标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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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C-208应急照明控制器

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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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内端子配线：所有引入线均剥开 1cm，挂锡或

用接线卡后接入端子。

★  CAN 总线采用两芯屏蔽电缆或一对双绞线，单芯

线径≥ 1.0 mm2。

★  接头的处理：所有的连线接头都应焊接或压接，

并用绝缘套管密封，防止短路和漏电。

布线要求

端子图

外形与结构尺寸图



    LD-D-5KVA-502 消防应急灯具专用应急电源是消防应急疏散系统设备，采用数字液晶显示，配合我本公司消防应急照明控制器 LD-C-

208 及分配电装置 LD-FP-601 使用，提供分配电装置电源，给集中电源型灯具供电，在应急时保证灯具的正常供电。本产品经公安部消防

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及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按照 GB17945-2010《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T19001-2008《质量

管理体系 要求》检验和审核，符合认可要求，取得消防产品型式认可证书。

主电输入电压··········· AC 380V 50HZ

应急输出电压··············DC 216V

额定输出功率················5KW

应急工作时间············ 大于 90min

备用电池············12V/65AH，18 节

输出回路·········6回路，每回路小于 5A

主电功耗················＜ 100W

通讯接口················· CAN

外壳材质·················金属

外壳防护等级···············IP30

工作环境温度············ 0℃～ 45℃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 95%RH(40±2℃ )

外形尺寸·····长 800mm×宽 600mm×高 2200mm

★ 能接收应急照明控制器的指令，并上传本机状态信息。

★ 当主电断电或火灾时为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和灯具提供备用电源。      

★ 可实现智能分布、点对点投入备用电源。

★ 具有主电电压、充电、故障和应急状态指示功能，并具有显示功能。 

★ 具有电池巡检、每节电池电压显示功能。

★ 具有故障声光报警功能，并指示故障类型。

★ 具有过压、欠压、过载、过放电保护功能。

★ 具有可模拟主电源供电故障的自复式试验按钮（或开关）。

★ 具有手动、自动两种方式转入应急状态，并设有只有专业人

     员可操作的强制应急启动按钮。

★  每个输出支路均单独保护，任一支路故障不影响其他支路正常工作。

主要技术指标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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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D-5KVA-502
消防应急灯具专用应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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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 group

★ 本电源所有输入输出线均为高压线（AC 380V，AC 

220V，DC 216V）, 要求接线人员必须持电工证，做好绝缘防护

措施，在确认电源状态的情况下进行操作。

★ 输入线：输入线截面积不小于 2.5mm2，相线分相序接

入相线端子，零线接入零排，地线接入地排。零线，地线截面积

大于 4mm2。

★ 输出线：输出线截面积大于 4mm2。

★ 输出线输入线分管敷设，不能与其他通讯线同管敷设。

布线要求

端子图

输出端子：

输入端子：

输入 AC380 相线   输入零线

  输入 N排   地排

    大地线

外形与结构尺寸图

消防应急灯具专用应急电源

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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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D-5KVA-502
消防应急灯具专用应急电源

    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是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重要的组成设备之一，它与我公司生产的应急照明控制器、集中电源和各种应

急灯具组成完整的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分配电装置的输入电源分为主电和应急两种，输入电源状态受集中电源的控制。分配

电装置自身设有 8 路 DC36V 电源输出，每个回路可挂接 30 个灯具设备，如标志灯、照明灯、地埋灯等。通过接收应急照明控制器由 CAN

通讯接口发送的命令，分配电装置可以控制所有回路上挂接的应急灯具设备的状态。本产品经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及国家消防

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按照 GB17945-2010《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T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检验和审核，

符合认可要求，取得消防产品型式认可证书。

主电输入电压·········· AC 220V(187V ～ 242V) 50HZ

应急输入电压··················· DC 216V

输出电压····················· DC 36V

最大输出功率····················0.5KW

应急工作时间··················大于 90min

灯具通讯回路····· 4 回路，每回路 60 个灯具设备 ,最长不

                      超过 800m

电源输出回路·····  8回路，每回路小于4A，小于30个灯具，  

                      最长不超过 300m

主电空载功耗····················＜ 20W

主机通讯接口·····················CAN

外壳材质······················ 金属

外壳防护等级···················· IP30

工作环境温度··················0℃～ 45℃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 95%RH(40±2℃ )

安装方式······················壁挂

外形尺寸·········· 长 480mm×宽 200mm×高 650mm

★ 能接收应急照明控制器的控制指令，并向灯具下发控制指令。

★ 能向应急照明控制器上传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及所带灯具的  

     状态信息。

★ 具有市电、备电监测功能。

★ 具有主、备电自动转换功能。

★ 具有电压转换及调节功能。

★ 具有分配电功能。

★ 具有回路控制功能。

★ 具有回路保护功能。

产品介绍

主要技术指标 产品功能 

★ 输入电源线和通讯线分管敷设，严禁同管敷设。

★ 输出电源线和灯具通讯线可以同管敷设，电源线（BV）线

     截面积不小于 2.5mm2，具体导线直径可根据现场所带灯具

    功率进行计算，通讯线（RVS）双绞线截面积不小于 1.5mm2。

★ 输入输出线严格分开，不能混入同管。

★ 输出通讯线最长不能超过 800m，输出电源线最长不能超过 

     300m。

布线要求

北京利达恒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CLCH

应急入

 -LE +
V1

N

AC220V CAN
G1 V2 G2 V3 G3 V4 G4 V5 G5 V6 G6 V7 G7 V8 G8

L1、L2 为第一回路，L3、L4 为第二回路，以此类推。

L1 L2 L1 L2 L3 L4 L3 L4 L5 L7L6 L8L5 L7L6 L8

端子图

系统图

电源部分：

通讯部分：

                      电 源

通讯 

 

分配电装置 

LD-FP-601 

             电源 

             通讯 

 
AC220 或

DC216V 

电源输入 

  CAN 

主机通讯 

 

标志灯 照明灯 

 DC36V,BV2 

 通讯线,RVS2 

照明灯 

 DC36V,BV2 

 通讯线,RVS2 标志灯 

leader group
外形与结构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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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输入电压 ···DC 18V ～ DC 40V，无极性， BV 线

总线输入电压 ···DC 18V ～ DC 24V，无极性，RVS 线

电源功率 ···················1W

总线电流 ···················1mA

应急工作时间 ············· 大于 90min

光源 ·················· 绿色 LED

表面亮度 ······· 大于 50cd/m2, 小于 300cd/m2

外壳材质 ···············拉丝铝型材

阻燃等级 ···················V0

外壳防护等级 ·····吊装式 /挂装式 /嵌装式 IP30

             ·············地埋式 IP54

工作环境温度 ············· 0℃～ 45℃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 ········≤ 95%RH(40±2℃ )

本产品需配接本公司生产的分配电装置，集中电源及主控机使用，安装在建筑中疏散通道位置，组成系统后，可根据主机命令实现常亮，

闪亮，改变方向等操作，可检测自身发光源的短路断路，上报至系统。适合于宾馆，写字楼及一些大型建筑。本产品经公安部消防产品

合格评定中心及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按照 GB17945-2010《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T19001-2008《质量管理

体系 要求》检验和审核，符合认可要求，取得消防产品型式认可证书。

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主要技术指标

产品介绍 

LD-BLJC-1OE Ⅱ 1W-308

LD-BLJC-1LRE Ⅱ 1W-309

LD-BLJC-1LE Ⅱ 1W-3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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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BLJC-1LRE Ⅰ 1W-312

LD-BLJC-1RE Ⅰ 1W-313



产品型号

LD-BLJC-2LRE Ⅱ 1W-300

LD-BLJC-2LRE Ⅱ 1W-301

安装方式

吊装式
双面双向

365×28×150 悬吊于顶棚，距地面
高度 2.2 m ～ 2.5m。吊装式

双面单向

安装位置 安装尺寸图外形尺寸
(mm, 长 × 宽 × 高 )

LD-BLJC-1LRE Ⅱ 1W-302

LD-BLJC-1OE Ⅱ 1W-303

LD-BLJC-1LE Ⅱ 1W-304

LD-BLJC-1RE Ⅱ 1W-305

LD-BLJC-1OE Ⅱ 1W-307

LD-BLJC-1LRE Ⅱ 1W-309

LD-BLJC-1LE Ⅱ 1W-310

LD-BLJC-1RE Ⅱ 1W-311

LD-BLJC-1LRE Ⅰ 1W-312

LD-BLJC-1RE Ⅰ 1W-313

挂装式
单面双向

挂装式
安全出口

挂装式
单面左向

挂装式
单面右向

挂装式
单面楼层

嵌装式
单面双向

嵌装式
单面左向

嵌装式
单面右向

地埋式
单面双向

地埋式
单面单向

365×20×150

365×32×150
预埋盒尺寸：
350×39×122

Φ245×36
预埋盒尺寸：
Φ230×44

平行于立面墙体，
距地面高度 2.2 ～ m 
2.5m，出线孔在中心
线下 23mm 处。

嵌入墙体，距地面高
度 1m 以下。

预埋盒嵌入地面，再
将产品放入预埋盒中。

布线要求：
★     两总线：（蓝绿色）无极性，接入分配电两总线回路。                                    ★     电源线：（红黑线）无极性，接入分配电电源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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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BLJC-1LRE Ⅰ 1W-312

LD-BLJC-1RE Ⅰ 1W-313



电源输入电压 ···DC 18V ～ DC 40V，无极性， BV 线

总线输入电压 ···DC 18V ～ DC 24V，无极性，RVS 线

电源功率 ················ 3W 或 5W

总线电流 ·················· 1mA

应急工作时间 ·············· ＞ 90min

光源 ·················· 绿色 LED

光通量 ················· ＞ 50lm

外壳材质 ··················金属

阻燃等级 ···················V0

外壳防护等级 ················IP30

工作环境温度 ··············0℃～ 45℃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 ··········≤95%RH(40±2℃)

★ 二总线，两根电源线，无极性。

★ 电子编码，占用一个地址点。

★ 启用应急照明功能。

★ 采用 DC 36V 安全电压供电，避免了人身触电，安全可靠。

★ 采用 LED 光源，绿色环保、寿命长。

★ 具有红外遥控功能，方便灯具的调试、测试及维护。

★ 内嵌CPU控制模块，能接收控制器和分配电装置的控制指令。

★ 实时监测灯具的光源、连接线等的状态信息，并上传给控制器。

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灯具

主要技术指标 产品功能 

    本照明灯需配接本公司生产的分配电装置，集中电源及主控机使用，安装在建筑中疏散通道

位置，组成系统后，可根据主机命令实现应急时常亮，在待机状态可检测自身发光源的短路断路，

上报至系统。适合于宾馆，写字楼及一些大型建筑应急照明。

LD-ZFJC-E3W-410

LD-ZFJC-E3W-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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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LD-ZFJC-E5W-400

LD-ZFJC-E3W-401

安装方式

挂装式双头灯

挂装式双头灯

265×45×240 平行于立面墙体，距地
面高度 2.2 m ～ 2.5m。

安装位置 安装尺寸图外形尺寸
(mm, 长 × 宽 × 高 )

LD-ZFJC-E3W-410

LD-ZFJC-E5W-411

LD-ZFJC-E5W-412

LD-ZFJC-E3W-413

明装吸顶式

明装吸顶式

嵌入吸顶式

嵌入吸顶式

Φ150×58

Φ180×58

顶棚表面安装

嵌入顶棚安装

布线要求：

★    两总线：（蓝绿色）无极性，接入分配电两总线回路。

★    电源线：（红黑线）无极性，接入分配电电源回路。

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灯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