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使用前请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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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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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消防电话系统是指当应用现场出现紧急情况时（如：火警、匪
警及其它突发性灾害事件），它能提供方便、快捷的通讯手段，使分
布在应用现场的分机可以呼叫总机，及时与控制中心取得联系；总机
也可以呼叫位于现场的分机了解现场情况。系统可以详细记录呼叫、
接通时间及通话内容，并具有中英文转换功能。
本系统设备功能执行 GB16806-2006 标准。
1.1 产品特点
 消防电话 YJG3296 总机，它可以与分机进行可靠通讯，并且详
细记录呼叫、通话时间及内容。可对在线分机登记和实时检
测，对登记分机出现通讯故障可快速作出报警，便于日常的维
护。
 系统配备的 YJGF3296A 电话分机，可以呼叫总机和接收来自总
机的呼叫；配备的 YJGF3296B 消防电话分机可搭配 YJGF3296C
消防电话墙孔使用，可以呼叫电话总机并与之通话。
 本系统总机与分设备之间采用两总线连接，可不分极性挂接
127 个独立地址编码的分机及墙孔。布线简单，通讯可靠，维
护方便。
 本系统具有中英文转换功能。
1.2 主要用途及使用范围
 用于现场出现紧急情况时（如：火警、匪警及其它突发性灾害
事件）提供方便的通讯手段，分布在应用现场的分机可以呼叫
总机，及时与控制中心取得联系，总机可以呼叫位于现场的分
机了解现场情况。
 适用于总线通讯方式。
1.3 使用环境及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0～+40℃；相对湿度：≤95%；气压：860～1060 毫
帕
 工作电压：DC24V±15% 最大电流：2A
 总线容量：最多 127 个编码地址（由编码开关按二进制方式设
置）
1.4 对环境及能源的影响
 设备采用的都是方便易得的常规器件，生产过程对环境不存在
有毒有害污染；
 电话线路采用两总线，现场布线简捷、避免资源浪费。

2 技术特性
2.1 电话主机
2.1.1 主要性能
 采用两总线方式，与分机连接只需两条线；最大可接 127 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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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设有自动登记功能，登记结果永久保存；待机时自动对所有登
记线路进行实时巡检，出现开路故障时可以迅速报出线路地
址；
 总机配有汉字液晶，界面友好，显示清晰。设有多级操作菜
单，方便查询设置；
 所有设置操作有权限确认，避免因误操作造成设置改变；
 采用硅胶式按键，设有 0～9 数字键盘和其它功能键，每次按
键有键音提示。同时有多个状态指示灯，方便当前状态的识
别；
 总机与登记分机之间可进行相互呼叫和通话，自动记录呼叫、
接通时间，并对通话内容进行录音；时间记录可查询，通话录
音可回放收听；
 录音满、存储满均有声音提示功能，并在液晶界面显示；
 主机设有三级密码，一级密码为 1111，二级密码为 2222，三
级密码为 3296，高级密码兼容低级密码。
2.1.2 主要参数
 频率范围：300～3400Hz
 传输衰耗：≤5dB
 线路信号：脉冲发码方式
 电子录音：录音段数≤254 段
 电子录音总时长：≥8 小时
 记录条数：≤128 条
2.2 电话分机
2.2.1 主要性能：
 采用二进制编码方式；
 有振铃功能，被呼叫时有声光指示；
 摘机即可报警或全双工通话。
2.2.2 主要参数：
 工作电流：静态电流＜2mA，工作状态＜25mA
 频率范围：300Hz～3400Hz
 振铃声级＞70dB
2.3 电话插孔
2.3.1 主要性能：
 采用二进制编码方式；
 无振铃功能，监视态和被呼叫时有光指示；
 有墙孔接口，插入手柄电话即报警，可实现全双工通话。
2.3.2 主要参数：
 工作电流：静态电流＜2mA，工作状态＜25mA；
 频率范围：300Hz～34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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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尺寸：标准 6.25 平方毫米两芯插座；
最大外形尺寸：宽 90mm×高 120mm×厚 42mm。

3 主机结构特征

3.1 外形及结构尺寸（单位:mm） 图 1

图1
3.2 面板说明
3.2.1 YJG3296 前面板 图 2

图2
01：手柄腔

02：手柄插座

03：工作灯

04：呼叫灯

05：故障灯

06：存储告警灯

07：消音灯

08：放音灯

09：消音键

10：测试键

11：数字键
16：菜单键

12：方向键

13：挂断/取消键

17：录音灯

18：菜单灯

14：接通/确认键

15：查询键

19：液晶屏

3.2.2 YJG3296 后面板 图 3

图3
01：电源开关

02：保险

03：PE（机壳地）

04：GND

05：+24V

06：故障入

07：总线 TC+

08：总线 TC-

09：信号输入

10：USB

端子说明：
24V、GND 端：本机直流供电输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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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入端：接供电电源故障输出。
TC+、TC-：接电话分机 YJGF3296A。
信号输入：预留口
USB：数据传输端口。
3.3 面板按键说明

图 4 面板按键
【0】-【9】数字键：用于分机号、时间、密码和操作选项输入。
【◀】【▶】键：左移和右移键。在有光标提示操作中，向左向右
移动光标。
【▲】【▼】键：上翻和下翻键。在分机查询、记录查询中翻看其
他信息页面。
【菜单】键：进入或退出功能选择界面，或退回到上一级菜单。
【查询】键：进入或退出查询选择界面。
【测试】键： 对系统所有显示、音响器件进行测试操作。
【消音】键：在有振铃音、告警音时可进行手动静音操作
【接通/确认】键：对选中分呼号码进行接通操作；对设置操作进行
确认保存；在记录查询时对通话记录进行放音。
【挂断/取消】键： 对选中分机进行挂断操作；对设置操作进行取消
退出；对记录放音进行停止操作。

4 安装、调试

4.1 布线要求
2
 电话总线：宜选用截面积不小于 1.5mm 阻燃双色双绞软铜线
2
（ZR-RVS2×1.5mm ），在干扰严重的现场应使用截面积不小于
2
2
1.5mm 屏蔽阻燃铜芯电缆（ZR-KVV2×1.5mm ）或屏蔽电缆（ZR2
RVVP2×1.5mm ）。
 传输距离：使用上述线材时总线的最远传输距离不大于 1000
米。同时在总线线材截面积增大的情况下，可适当增加总线传
输距离（保证最远端的总线环阻不能大于 20Ω）。
 穿管要求：应单独穿入金属管、阻燃硬质塑料管或封闭式线槽
中。严禁与其它传输线路或消防系统中的信号线、电源线、音
频线、启泵回答线、直启线等穿入同一管中敷设，否则将会影
响通话音质，引入干扰噪声。
 机壳都要和大地相通。
4.2 接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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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线应符合 4.1 要求；
 编码型分设备不分极性接入电话总线；
 非编码电话插孔可不分极性接入电话墙孔接口；
 告警输入可根据需要接外部设备的告警信号（0 电平报警）。
4.3 现场调试
在 YJGF3296A 消防电话分机及 YJGF3296C 消防电话插孔上都有
一个 7 位编码开关，用来设置本机的地址，编码方式介绍见图 5，编
码方式为二进制编码。每个总线分机及插孔安装前都必须设置好地
址，地址范围是 1-127，且不可有重码。编码 0 或大于 127 的地址值
均为无效。在 YJGF3296C 总线消防电话插孔的扩展端上连接的所有非
总线分机及插孔，其地址与其连接的总线消防电话插孔地址公用，在
“墙孔”端子上连接的所有非总线分机及插孔，其地址都为 00。
1-7 位拨码开关每位代表一个数字，对
应代表数字如图所示，开关拨到 ON 端
该位有效，对应数字累加。
例：13#，将 1、3、4 开关拨到 ON 位置
即可。
图 5 拨码图示
4.4 电话总机功能检查
4.4.1 开机启动：确认安装和接线正确无误后，打开电话总机电源开
关。
开机后，本设备所有指示灯闪亮一次后
工作绿灯长亮，液晶屏背光亮。液晶显
示进入待机界面，如图 6 所示，本设备
即为正常开机。
图 6 待机界面
如果开机后有故障或其他提示信息则在液晶最下行显示。如“分
机故障、电源故障、请挂手柄、存储告警、存储满”等信息。
4.4.2 自检测试
在待机状态下按【测试】键，本设备自动对声、光等器件进行自
检测试。自检测试过程中，液晶点阵和所指示灯亮，喇叭、蜂鸣器交
替鸣响。8 秒后恢复所有显示、声响恢复到待机状态。

5 使用与操作
5.1 状态查询

图 7 查询选择界面

在待机界面按【查询】键，液晶显示进
到查询选择界面。如图 7 所示。
查询选择包括“登记查询、记录查询、
故障查询”3 个选项，直接输入相应序
号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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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登记查询
在查询选择界面按【1】键，液晶显示
进到登记查询界面，如图 8 所示。按
【▲】、【▼】键可切换查看已登记的
分机，或直接输入数字，查看各分机登
记状态。

图 8 登记查询
界面
5.1.2 记录查询
在查询选择界面按【2】键，液晶显示进到电话记录查询界面，
且显示最早一条记录，如图 9 所示。如没有记录，按【2】键时界面
无响应。本系统最多记录 128 条信息，记录信息可循环覆盖。
显示内容说明：
1
首行显示“当前记录号/记录总数，记
录状态”；
2
第 2 行显示“记录内容”；
3
第 3 行显示“通话录音段号”；
图 9 记录查询界面
4
第 4 行显示“记录时间”。
在记录信息大于 2 条时，按【▲】、【▼】键可循环查看记录信
息，也可以在光标处直接输入记录号查看该条信息。在记录状态是接
通，同时录音段号显示不为 0 时，可按【接通/确认】键进行当前通
话内容放音，同时放音指示灯点亮。播放完毕后自动挂断，放音指示
灯熄灭。在本界面无放音状态下按【查询】或【挂断/取消】键，液
晶显示返回到上一级界面。
5.1.3 故障查询
在查询选择界面按【3】键，液晶显示进入故障查询界面，如图
10 所示。系统无故障时按【3】键界面无响应。如图 10 所示。
1
首行：当前故障记录号/故障总数；
2
第 2 行：“故障信息”；
在故障信息大于 2 条时，按【▲】、
【▼】键可循环查看信息，也可以在光标
处直接输入记录号查看该条信息。在本界
图 10 故障查询界面
面无放音状态下【挂断/取消】键，液晶
显示返回到上一级界面。
5.2 功能菜单操作
在待机状态按【菜单】键，输入二级密
码，液晶显示进入功能选择界面。如图
11 所示。功能选择包括“查询、设置、
清除、登记、音量设置、English”6 个
选项。
图 11 功能选择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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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查询界面
在功能选择界面按【1】键，液晶显示进入查询界面。（此项说
明同 5.1 项）
5.2.2 设置功能操作
在功能选择界面按【2】键，液晶显示
进入设置选择界面，如图 14 所示。设
置选择内容包括“本机地址、密码修
改、程序更新、时钟设置”4 个选项，
可直接输入相应操作序号，进行选择操
图 12 设置选择界面
作。按【挂断/取消】键，液晶显示返
回到功能选择界面。
5.2.2.1 本机地址修改
在设置选择界面按【1】键，液晶显示
进入到修改本机地址界面。如图 13 所
示。把需要设置的地址通过数字键输入
到“修改地址”，按【接通/确认】键
保存，按【挂断/取消】键退出当前界
图 13 地址修改界面
面。
5.2.2.2 密码修改
在设置选择界面按【2】键并输入相应
级别密码，液晶显示进入密码修改界
面。如图 14 所示。
通过【◀】键、【▶】键选择要修改的
密码等级，按【0-9】键输入修改的密
图 14 密码修改界面
码；先输入新密码，然后重复新密码,
如果两次输入的密码相同则密码修改成功，退出密码修改界面，如两
次输入密码不相同则重新输入。
5.2.2.3 程序更新
在设置选择界面按【3】键，输入相应密码，液晶显示进入到程
序更新界面。（具体更新方法请与厂家联系并作出相应指导。）
5.2.2.4 时钟设置
在设置选择界面按【4】键输入相应级别密码，液晶显示进入时
间设置界面。如图 15 所示。
1
首行：设置年、月、日；
2
2 行：设置时、分、秒；
进入时间设置后年两位有光标提示，输
入数字可直接修改年位。输入两位数字
后，光标自动转到下一位提示。修改完
图 15 时钟设置界面
成后按【接通/确认】键保存设置并返
回上一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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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按【◀】键、【▶】键，可向左或向右移动光标。
5.2.3 清除功能操作
在功能选择界面按【3】键，输入相应
级别密码，液晶显示进入系统清除界
面，如图 16 所示。通过数字键选择需
要清除的对象，按【接通/确认】键进
行操作。清除完成后系统自动复位返回
图 16 清除界面
待机界面。
5.2.4 登记功能操作
注：总机只对登记有效的分机实时巡检其线路状态。
在功能选择界面按【4】键，液晶显示
进入登记界面，如图 17 所示。
1
首行：登记的总数，登记状态；
2
2 行：回路及分机地址；
系统自动对 1＃到 127＃的地址进行检
图 17 登记显示界面
测。如果有地址被登记，则“登记总
数”数字自动增加显示，直到自动登记结束。在“分机”光标处输入
数字可直接查看各分机登记状态。按【挂断/取消】键退出当前界
面。
5.2.5 音量设置
在功能选择界面按【5】键，液晶显示
进入音量设置界面，如图 18 所示。直
接输入相应操作序号，通过数字键进行
音量设置。设置完成后，按【接通/确
认】键保存，按【挂断/取消】键，液
图 18 音量设置界面
晶显示返回到功能选择界面。音量设置
范围：00-60。
1
联网输出：多台消防电话总机进行联网操作时设置输出音量；
2
监听音量：放音音量；
3
听筒音量：主机手柄听筒音量；
5.2.6 English(中英文转换）
在功能选择界面按【6】键，液晶显示全部转换为英文界面，再
次按【6】键可以切换至中文界面。
5.3 电话功能操作
注： 1.总机只对登记有效的分机实时巡检其线路状态。（电话分机
登记操作详见 5.2.4 登记）
2.本机限定同时存在的“呼出（主呼分）”、“呼入（分呼
主）”和“通话”分机总数≤5 部。
3.多部电话同时呼入、呼出或通话时，可以通过【◀】键、
【▶】键切换查看动作的分机，并接通或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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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话时最后一部分机挂断后，如总机手柄未放回手柄腔，约 1
分钟左右系统有提示声音并在待机界面有“请挂手柄”字样。
5.3.1 总机呼叫分机并通话
注：总机呼叫分机时应先拿起总机手柄。
在正常待机状态，直接输入电话分机的
地址号，液晶显示如图 19。按【接通/
确认】键呼叫分机，液晶显示如图 20，
主机可听到回铃音，被呼叫分机有振铃
提示，同时“呼叫”指示红灯闪亮。分
图 19 主机呼叫分机-1
机在被叫振铃期间，摘机即可与总机进
行通话，液晶显示如图 21。

图 20 主机呼叫分机-2

图 21 主机呼叫分机-3

在有通话状态时系统自动启动录音，同时录音指示红灯亮。通话
分机挂机即可结束与总机的通话。所有通话分机挂机后，录音停止。
液晶显示退回到待机状态。同时总机有忙音提示，总机手柄挂回后忙
音停止。
注：主呼分一分钟无应答，呼叫自动取消，分机振铃停止，主机手柄
信号音由回铃音转为忙音。
5.3.2 分机呼叫总机并通话
在线分机摘机，液晶显示自动切换图 23
界面，在右上角显示“分呼主”。同时
面板上的“呼叫”指示红灯闪亮，并伴
有振铃音提示。按【静音】键可消除振
铃音。
图 22 分机呼叫主机
接通操作：按【接通/确认】键可接通
呼入的分机，被接通分机可与总机进行通话，系统自动启动录音。接
通后液晶显示界面同“图 21”。
5.3.3 通话录音
通话时系统自动录音并保存在内置 SD 卡内，系统最多可录制
254 段，每段录音的时长不限，所有录音的总时长与内置 SD 存储卡
容量有关。录音达到 254 段后 LCD 显示“存储满”，存储告警灯闪
亮。
5.3.4 挂机操作
总机挂机有两种方式。
1）按键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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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只有单部分机时，按【挂断/取消】键可直接挂断该分
机。
 对于同时有多部分机时，反复按【挂断/取消】键可依次挂断
所有的分机。也可以通过直接输入要挂的分机号码，再按
【挂断/取消】键，进行有选择的挂断分机操作。被挂分机号
码消失，分机有忙音提示。
2）手柄挂机
将总机手柄放回手柄腔内，所有分机将同时被挂断，分机有
忙音提示。液晶显示回到正常待机状态。
5.3.5 电话记录查询
系统对所有的分机操作将自动记录，记录内容包括分机号码、时
间、状态等。在有通话时还自动对通话内容进行录音。具体的记录查
询操作详见 5.1.2 记录查询
5.4 消防电话分机（包括电话插孔和手提电话）
5.5.1 YJGF3296A 消防电话分机
 电话分机作为消防电话系统的终端分设备，由消防电话总机提
供的 DC24V 供电。
 电话分机处于待机或主呼、分呼状态时有红色指示灯闪亮；分
机摘机通话时灯长亮。
 分机摘机呼叫时有回铃音提示，被挂断后有忙音提示。分机呼
叫 1 分钟未接通将自动转为被挂状态。
 分机连线断路，总机识别为分机故障。
 分机地址不允许重号，否则分机工作不正常。
 分机地址变更，需要重新上电。
5.5.2 YJGF3296B 消防电话分机
与 YJGF3296C 消防电话插孔模块配套使用，插入时呼叫总机，拔
出则挂机。
5.5.3 YJGF3296C 消防电话墙孔
 电话插孔作为消防电话系统的终端分设备，由消防电话总机提
供的 DC24V 供电。
 电话插孔处于待机或呼叫总机时有红色指示灯闪亮；插孔接通
变为通话状态时灯长亮。
 YJGF3296B 消防电话分机插入电话插孔相当于分机呼叫有回铃音
提示，被挂断后有忙音提示。插孔呼叫 1 分钟未接通将自动转
为被挂状态。
 电话插孔连线断路，总机识别为分机故障。
 电话插孔地址不允许重号，否则插孔工作不正常。
 电话插孔地址变更，需要重新上电。

6 故障分析与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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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电话故障分析与排除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打 开 主 电 开
关，总机不上
电。

主电电压不对；主
电接线接触不好；
主电保险坏。

先测量主电电压是否正常，再
断开 24V 电后重新确认电源、
电源线和主电保险是否完好。

报分机故障

被报的分机线路有
问题。

先检查总机线路输出端，连接
正常时总机 TC 输出端子应有
DC28V 电压，否则应对现场线
路进行排查。

分机接入线路
后 指 示 灯 不
亮，摘机无信
号音。

分机未接入电话线
路；线路没有电
压。

检查分机线路，如：分机接线
水晶头、连接线的接插头，总
机接线接口等，是否接线正
确、完好。测量总线应有
DC28V 左右电压。

7 安全保护装置及事故处理
7.1 设备设有保险管，内部出现短路故障时会切断供电电源，避免故
障面扩大；
7.2 本系统在待机状态，自动对登记有效的分机线路进行实时检测，
对故障线路有声光告警指示；
7.3 系统识别到开路故障，经确认为本机内部线路问题，建议退回厂
家检修。

8 保养与维修
8.1 日常总机应处于开机状态，以便检测系统自动巡检，及时发现电
话线开路故障；
8.2 应该定期对系统总机进行自检操作，确保所有指示灯、声响器状
态完好；
8.3 长期停放使用时，应切断本系统内的电源开关和备电连线。

9 包装、贮存
9.1 包装标志应包括怕雨、向上、易碎物品的包装储运的图形标志；
9.2 包装应外罩塑料气泡垫，按规定方向装入包装箱内，箱内应具有
防震措施；
9.3 本设备应存贮在温度 0～+50℃，无凝露，环境中不应含有腐蚀
性气体。
第 11 页 共 12 页

10 开箱及检查
10.1 设备从包装箱内取出，首先检查整机外观是否符合下述要求：
1）表面无腐蚀、涂敷层脱落和起泡现象，无明显划伤、裂痕等机
械损伤；
2）紧固部位无松动，机内无异物；
3）前面板膜、键、灯完好，后背板接线端子和保险管座完好；
4）文字符号和标志清晰。
10.2 检查设备附件：所有配件单独包装，内有装箱清单，请按清单
逐一核对。

11 其他

本设备重复开机时间应大于 6 秒钟。

12 售后服务

本公司对销售的产品实行包退、包修、包换的三包服务：
12.1 产品售出三月内，外观良好无损坏，根据顾客要求可办理退
货；
12.2 产品售出半年内，顾客对产品不满意，或出现非顾客使用不当
的产品故障，影响顾客使用，可以调换合格产品；
12.3 产品售出一年以内，出现非顾客使用不当的可修复故障，公司
免费修理；
12.4 产品售出一年以上，发生可修复故障，公司负责修理，适当收
取材料工本费；
12.5 保修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
基地公司本部。联系电话: 010-5084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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