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各种状态下的声光指示如下表：

用户手册

CS-T4-B

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指示
状态
待机
报警

内含 10 年超长寿命电池
测试

静音
集烟盒故障
低电压提示

声警报

红色 LED

关闭

每 320 秒闪烁 1 次

本机：响 0.5 秒，停 0.5 秒，持续
3 个循环后停 1.5 秒。（重复）

本机：每秒闪烁 2
次。

互联的其它烟雾报警器：
响 0.5 秒，停 0.5 秒，持续 3 个
循环后停 1.5 秒。（重复）

互联的其它烟雾报警
器：不亮。

本机：响 0.5 秒，停 0.5 秒，持续
3 个循环后停 1.5 秒。（重复）

本机：每秒闪烁 2
次。

互联的其它烟雾报警器：
响 0.5 秒，停 0.5 秒，持续 3 个
循环后停 1.5 秒。（重复）

互联的其它烟雾报警
器：不亮。

关闭
每 40 秒短叫 1 声
(与 LED 不同步)
电池耗尽的烟雾报警器：每 40 秒
短叫 1 声。（与 LED 同步）

每秒闪烁 2 次
每 40 秒闪烁 1 次
(与声警报不同步)
电池耗尽的烟雾报警
器：每 40 秒红灯闪烁
1 次。(与声警报同步)

规格

互联的其它烟雾报警
器：每 4 个小时红灯
连续闪烁 2 次。(与声
警报同步)

声警报输出

互联的其它烟雾报警器：每 4 小
时连续短叫 2 声（与 LED 同步）

对码中

注意

对码成功
本体报警记忆
电气危害：做任何内部调整前，先断开电源。只有有资质的人员才可进行产品维护。
产品的局限性：该感烟火灾报警器无法探测气体、热或火焰。且不应用防护罩或类似物
体遮挡该产品。
本产品可能无法警示听力障碍者，强烈建议该类住户安装含光提示或震动提示的特殊感烟

警报器。
该产品在下述情况可能无法及时示警：1）烟雾无法达到该设备（例如火源与设备中间有关闭的门
阻隔）2）火势发展过于迅速导致逃生路线封闭（即使设备安装地点正确）3）火灾在人体近身处发
生（例如受害人衣物着火）。
沉睡的住户：研究表明烟雾报警器可能无法叫醒所有沉睡的人，该住宅中有能力为他人提
供援助的住户有责任为那些未被报警声叫醒的人或无法独立安全撤离该地区的人提供帮
助。
安装局限性：本产品专为单独住宅区域应用所设计，例如一个家庭式住宅或公寓。如需在
大厅、走廊、地下室等场所使用，应连接配套的感烟火灾报警器或感温火灾报警器。在住
宅外部安装烟雾报警器可能无法及时为居民提供警示。
本产品不适用非住宅建筑。非住宅建筑要求安装规定的火灾探测报警系统。单独使用本产品不能替
代火灾探测报警系统应用于工作地点或临时住所，例如酒店、旅馆、宿舍、医院、疗养院或任何类
型的集体住宅。关于火灾探测报警系统的安装要求，请参考当地法规。

功能
CS-T4-B 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具有火灾探测及报警功能，产品用内置电
池(随附)供电，不需接交流电源，正常使用情况下，电池寿命 10 年，适合一般家庭
应用。
CS-T4-B 安装简单，能在火灾早期提供声光警报，是保护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上佳之
选。

寿命终止提示
恢复出厂默认
设置

产品允许最多 10 个探测器互联。互联完成后，其中任意 1 个探测器探测到烟雾，所
有互联的探测器都会启动声警报；但只有原始探测到烟雾的探测器 LED 灯闪烁，以
便用户确定报警源头。

无
无

无
每秒闪烁 2 次

警报发生并自动退出时，除非手动静音确认，探测器的绿色 LED 将每 40 秒闪烁 3
次，持续 24 小时。24 小时后，LED 停止闪烁，但报警记忆仍然存在。在下次报警发
生前，长按测试按键，探测器每秒发出 3 声警报表示有历史报警记录。释放按键则报
警记忆状态清除。

电源

3 V 电池

工作温度

-10 °C ~ +60°C

工作湿度

10 % ~ 90 % RH, 无凝露，不结冰

最大互联数量

绿灯每秒闪烁 1
次，最长持续 60
秒。
点亮 10 秒
每 40 秒闪烁 3
次，最长持续 24
小时。
无

声光指示
正常待机状态下，测试（TEST）按键附近的红色 LED 灯每 320 秒闪烁一次。监测
到烟雾时，LED 开始快闪，同时蜂鸣器被激活发出声警报警示住户。蜂鸣器的声警
报信号是一个脉冲型号，采用 T3 声音模式（即响 0.5 秒，停 0.5 秒，持续 3 个循环
后停 1.5 秒；如此循环）。

测试/静音 ( Test/Hush ) 按键
待机状态下，长按测试/静音按钮将触发产品自检功能检测产品运行情况，报警器发
出声警报，红色 LED 快速闪烁。约 10 秒后测试完成，产品自动恢复待机状态。
报警状态下，短按测试/静音按钮可使产品静音，关闭产品声警报，静音状态持续约
60 秒。静音功能只有在查明警报原因后才能使用（例如正常烹饪产生的烟雾）。
静音功能为排烟提供了时间。静音期间，LED 灯仍每秒闪烁两次。静音时间结束
后，产品回复正常监测状态，如此时产品中还有烟雾，警报将再次激活。静音功能
可重复使用。

集烟盒故障
CS-T4-B 型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以后统称”产品”)自动检测集烟盒状
态。集烟盒不能正常工作时，产品每 40 秒会发出一声短促的声警报，接着红色
LED 闪烁一次。发生集烟盒故障时，请尝试在探测器外部用吸尘器去除积尘。如故
障持续，请更换探测器。

低电压

1

互联

本地报警记忆

关闭

短叫 1 声
该状态下按下测试按键，每秒叫
3 声；释放按键即恢复原来状
态。
每 40 秒叫 3 声
成功后短叫一声

绿色 LED

电池电量将耗尽时，探测器每 40 秒会发出一声声警报，同时伴随灯闪。正常情况
下，该低电压提示会持续至少 30 天。 同时，互联的探测器会每 4 小时叫两声、灯闪
两下。本产品电池不可更换，出现低电压提示时，请尽快更换产品。

≥ 85 dB @ 3 m
10 只，最大距离 100 米（空旷距离）

安装准备
设备
开始安装前，确认安装和测试探测器需要的所有工具到位，例如钻头、安装螺丝
（产品随附）和梯子。

安装地点
警告:根据当地法规确定安装位置及安装数量。如法规缺失，可参考
NFPA 72 的要求。美国国家火灾报警法规 NFPA 规定如下，供参考
11.5.1 *要求安装的区域
适用法律法规标准对特定类型住宅有要求时，应在如下位置安装单点或互联的独立式感烟探测
报警器：
(1) *所有卧室及客房内
(2) *每个独立住房单位的卧室外部，距卧室任一扇门在6.4米（21英尺）范围内，沿行进路线进
行距离测量
(3) 住宅单元的每一层，包括地下室
(4) 集体住房和保障住房（小型）的每一层，包括地下室，但是不包括爬行空间及未完工的阁楼
(5) *客房套间的起居室
(6) 集体住房和保障住宅的起居室

为达到完全覆盖，住宅的所有房间、客厅、储物间、地下室及阁楼等均需安装烟雾报
警器。最低安装要求为每一层楼安装一个探测器，且每个就寝区域外部装置一个探测
器。请参考以下几点安装导则。

单层住宅
每个单独的就寝区域的走廊应安装一个报警器，见图 1 a)。家中有两个分开的就寝
区域，则需在每个就寝区域外的走廊分别安装一个报警器，见图 1 b)。

尽量将烟雾报警器安装在靠近天花板中央位置，尽量远离灯具和空调管道。如不能
实现，则安装在距离墙及角落至少 10 厘米处。



没有空气流动的区域，如尖顶的顶部部分，或天花板和墙体的顶部。这些区
域空气不流通，导致烟雾无法进入产品集烟盒。为避免这种情况，推荐的安
装位置请见图 1。



昆虫大量出没的区域，昆虫进入集烟盒可能导致产品误报，安装前请杀灭昆
虫。



荧光灯附近。荧光灯造成的电子“噪音”可能引起误报。请勿在荧光灯周围
1.5 米内范围安装烟雾报警器。

如房间有斜顶或尖顶，尽量安装在距最高点水平距离 0.9 米处，如图 3。

上述区域，推荐安装感温火灾报警器以加强防护。

安装与测试
卧室

安装产品前，请仔细阅读上述“安装准备”部分。
图 3 –斜顶烟雾警报器安装位置

警告: 为避免电击危险，安装前关闭安装区域的电源。

不应安装烟雾报警器的位置
图 1 a）— 单个就寝区域

图 1 b）— 多个就寝区域

.

安装位置不当时，报警器易发生误报。为避免误报，请勿在以下环境中安装报警
器。


多层住宅
多层住宅的每一层安装报警器，如图 2。

燃烧颗粒出现处及附近，如窗户较少或通风较差的厨房，易出现车辆尾气的
车库，壁炉、燃烧加热器或其它加热器周围。燃烧颗粒物是物体燃烧的副产
品，可能引起警报器报警。
 距离厨具 6 米范围内，该区域通常存在燃烧颗粒。如 6 m 的距离不现
实，例如在移动房屋中，则尽量在远离厨具的位置安装报警，且推荐墙
面安装(请选用适合墙面安装的报警器)。请确保安装区域空气流通。



安装产品

1.

在计划安装报警器的位置划一条 150 mm 长的直线。

2.

取出产品安装底座。报警器主体请妥善放置，避免在安装过程中沾染粉尘。

3.

把底座安装孔（两个长孔）与直线对齐，并做好钻孔记号。

4.

移除底座。

5.

在记号处钻两个直径 5 mm 的孔，插入塑料膨胀螺丝（产品自带），或使用
其它安装方式（取决于房顶的类型）。

6.

用产品自带的螺丝固定底座（见图 5）。

在没有空气流动的区域，烟雾无法通过通风系统引起的空气流动进入集烟盒
触发报警。同时请避开气流会带着正常燃烧颗粒进入集烟盒的区域，例如厨
房。图 4 说明了正确及错误的安装位置。

车库

图 2 – 多层住宅

加强安全推荐安装
为提高火灾早期探测性能，保证安全疏散, 考虑安装以下报警器。


至少安装两个报警器



每个卧室内安装.



如果卧室外面的走廊长度超过 12 米，则在走廊两端各安装一个报警器




如果睡眠时房门半关或关闭，卧室外部走廊安装报警器不能充分警示住户，
应在卧室内安装报警器。

图 4 – 空气静止区域



第一层至第二层的楼梯的顶部天花板安装报警器。



在您的客厅、餐厅、起居室、阁楼、工作室及储藏室安装烟雾报警器。

确保报警器周围的烟雾可以达到设备，未被阻断。

安装位置

在潮湿或湿热环境中，或距离淋浴浴室 3m 内的区域，空气中湿气可能进入
集烟盒，并在冷却过程中凝结成水露，引起产品误报。



在极冷或极热的环境中，包括无暖气的建筑或室外，如温度超出产品运行温
度极限范围，产品不能正常工作。



在粉尘弥漫或及肮脏的环境中，尘土可能在产品集烟盒中累积造成产品过度
灵敏。此外，尘土会堵塞集烟盒进烟口，削弱产品对烟雾的响应性能。



通风口或空调、暖气、风扇等附近的空气高速流动环境，可能将烟雾驱离产
品。

在地下室楼梯底部天花板安装报警器。



2

图 5 – 安装产品

7.

报警器主体与底座对齐，并顺时针旋转锁紧。

8.

向外轻拉报警器，确认产品已装好。

9.

长按测试按键，产品进入测试状态，发出警报声且 LED 灯快速闪烁。
警告：产品的警报声十分响亮，测试时请采取听力保护措施。

配置互联功能
警告：请勿将本产品与其它型号的产品互联。若将其与其它设备相连，可能
会导致产品无法正常工作。，

产品 最大互联数量为 10 只，典型距离室内 30 m(空旷区域 100 m)，实际互联距离
取决于建筑结构，构造及各种可能吸收和反射射频信号的材料的存在。（见
图 6）。

如调查发现报警是由已知的误报源导致的（例如厨房油烟），可短按测试/静音按键
消除声警报，静音状态可维持 60 秒。静音结束后产品恢复正常工作，如报警器内
还有烟雾，则警报重新激活。静音功能可重复使用。

产品互联后，任一产品报警后，与之互联的产品在 30 秒内进入互联报警状态。

保养和维护
200m
图9

4. 短按第二个产品底部的对码（Coding）按键，产品正面的绿色 LED 开始
闪烁，约每秒闪烁 1 次。此时放开按键。

2

3

每周测试
1.

长按产品测试/静音按键。.

2.

产品发出响亮的声警报（叫 0.5 s, 停 0.5 s，重复 3 次，停 1.5。 s；如此重
复），靠近测试/静音按键的红色 LED 快速闪烁。
警告：产品的警报声十分响亮，测试时请采取听力保护措施。

9
4

3.

8
12

10

1
7

对于互联的其他报警器，检查报警器发出声警报，且红色 LED 处于熄灭状
态。对互联的每个探测器执行测试操作。.
警告:不要用任何形式的裸露火源测试您的产品，否则可能烧毁或损坏报警
器，甚至房屋。产品内置的测试功能能准确测试所有的报警功能。

图 10

5. 两个产品均已进入对码模式，等待产品对码完成。该过程最长持续 60
秒。如对码成功，两个产品绿色 LED 同时点亮 10 秒后熄灭，说明产品成
功建立互联关系。如不成功，产品 60 秒后自动退出对码模式。请重新尝
试对码。.

11

年度维护
1.

用吸尘器或湿布清理产品外壳，清除产品开口附近的灰尘、绒线或尘土。请
勿向产品喷烟。

2.

每次维护后，测试警报器。

低电压提示

6

5

电池将耗竭时，产品每 40 秒同时发出短促警报声 1 声及 1 次灯闪。电池耗竭前，该
低电压提示状态可持续至少 30 天。产品电池不可更换，出现低电压提示时，请尽快
更换产品。

说明：r = 空旷距离 100 m, 室内典型距离 30 m（取决于建筑结构及阻隔情况）
图 11

图 6 –互联的极限

1. 取两个计划互联的产品，把第一个产品底部的电源开关拨到“ON” 位置，
如图 7 所示。

6. 重复上述步骤，第一个产品请选取需要加入的产品，第二个选取已互联的
产品，直至组网完成，最大组网数量 10 只。

7. 组网完成后，按测试/静音按键测试每个产品
8. 确认执行测试操作的产品上 LED 快速闪烁并发出声警报。其它互联的报警
器发出声警报但 LED 熄灭
警告：产品的警报声十分响亮，测试时请采取听力保护措施。

图 7-打开电源

2. 短按产品底部的对码（Coding）按键，产品正面的绿色 LED 开始闪烁，
约每秒闪烁 1 次。此时放开按键。

注意：应仅对同一家庭中的报警器进行互联操作。否则，其他家庭的探测器报
警或测试时您可能遭受误报困扰。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退出互联组网）
长按产品底部的对码键，绿色 LED 开始闪烁（约每秒 1 次），再按约 5 秒，直
至绿色 LED 开始快速闪烁（约每秒 2 次），放开按键。如退网成功，产品会发
出一声短促的“哔”声，以示操作成功。如操作不成功，请重试一次。

正常工作

图 8-开始对码

3. 把第二个产品底部的电源开关拨到“ON” 位置，如图 9 所示。

多个报警器互联时，任一报警器进入低电压状态，则互联的其他报警器每 4 小时发
出两声短促的声警报，同时 LED 闪烁两次，如此循环。

集烟盒故障
发生集烟盒故障报警时，用吸尘器清理产品外壳，清除产品开口附近的灰尘、绒线
或尘土。如报警持续，更换报警器

火灾防护
安装使用烟雾报警器是我们保护家庭免受火灾侵袭的第一步。您应减少家中的火灾隐
患并提高在火灾中安全逃生的几率。以下信息能帮助您制订家庭火灾防护计划：
1.

依照本手册的使用说明，正确安装烟雾报警器，保持产品清洁，并每周测
试。

2.

正常工作的探测器才有火灾警报功能，若探测器不能正常工作，请立即更
换。

3.

遵守火灾安全规则，防止火灾威胁：


正确使用吸烟材料，请勿在床上吸烟。



火柴盒和打火机远离儿童放置



如该报警为误报，打开窗户或通风系统，排除烟雾报警器中的烟雾或尘土。空气完
全洁净时，警报将自动关闭。

可燃材料存放在适合的容器中。不可在开放的火焰源或火星附近使用可
燃材料。



保持电器运行状态良好，不要超负荷使用电器。

静音



保持炉灶、壁炉、烟囱和烤架上无油脂。确保它们正确安装并远离任何
可燃材料



电热丝或火焰（如蜡烛）请勿接近可燃材料。



勿在家里积累过多的垃圾。

安装并测试后，您的感烟火灾报警器即开始实时监测烟雾。听到声警报时，查看是
否有火灾发生并执行逃生计划。

警告：使用静音功能前，请确认烟雾源头，并保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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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低电压提示



家中常备备用电池，以便随时替换。

与家人共同制订一套逃生计划，并加以练习。每次火灾逃生演习时，和您的家人回
顾下面内容，这会在发生真实火灾险情时帮助每位家庭成员逃生。
1.

不要恐慌、保持冷静。能否安全逃生取决于您当时能否冷静地思考并记住演
习时的逃生步骤。

2.

按规划的逃生路线，尽速逃离着火的房屋。不要停下收拾家中物品或穿衣
服。

3.

开门前先摸一下门是否很烫。如果不烫，小心地开门。如果很烫，不要开
门，使用其它逃生路线。

4.

逃生时尽量贴近地面。烟雾和热气会上升，在空气上层滞留。

5.

可以用湿布掩住你的口鼻，并用短促方式呼吸.

6.

保持门窗关闭，除非逃生需要必须打开。

7.

逃离着火房屋后，在计划的集合点集合。

8.

逃离着火房屋后，尽快拨打消防报警电话，提供姓名和地址。

9.

绝不要跑回正在燃烧的建筑中。

10.

联系当地消防队。他们会为您提供更多建议进行火灾预防并帮助您和家人制
订火灾逃生计划。

参考文件
文件

描述

31-0068

CS-T4-B 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规格书

GB20517-2006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法规

NFPA 72

美国国家火灾报警法规,

型号
型号

特点
测试、静音、433MHz 无线互联；

CS-T4-B

废品处理
废弃的烟雾报警器或耗竭的电池不应作为填埋垃圾处理，请环
保处理。

有限质保
注意：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请保留威兹马特经销商出具的原始购买收据或发

票。如无原始凭证，恕不提供保修。
威兹马特保证本产品-但不含电池-自购买之日起 5 年内如正常使用，不应有工艺
或材料方面的缺陷。除此之外，威兹马特不做任何其它质量保证。任何威兹马特
的代理、代表、经销商或员工不得增加或修改质保义务或限制。威兹马特的质保
义务仅限于对在自购买日起五年内确认在正常使用中出现的工艺或材料引起的不
良进行维修及部件更换。
自购买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如果任何产品或零件被判定有工艺或材料缺
陷，威兹马特集团公司将免费维修或更换。其后 4 年内，威兹马特将收取维修成
本（不超过制造商的成本）。在保修期内，请将需要维修的产品退至威兹马特电
子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投资创业园区长阳路 88 号 B
幢），并预付运费。在收到产品后，如确定故障是由制造缺陷引起的，威兹马特
集团公司将维修或更换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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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确定故障是由购买后的损伤、不当使用、修改或篡改引起的，威兹马特不负责
维修或更换产品。

点击 www.wizmart.com 查看全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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