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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消防水系统阀门误关闭、设备

运行故障等问题，以及管网压力、

水池/水箱水位、水泵的工作状态

等信息未实现实时有效监测，不能

及时发现设备故障，造成关键时刻

不能使用。

无法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

消防安全管理和消防设施监管等工

作底数不清、状态不明，缺乏一个

有效的信息管理平台，无法做到对

各消防系统的实时集中监测与统一

管理。

无法集中监测和统一管理无法有效监督安保人员工作

消防日常巡检、消防维保、消防检修，

消控室安保人员是否在岗，严重依赖

人的管理，缺乏信息化管理手段和监

督，工作完成质量难以量化。

无法有效监督安保人员工作

各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独立运行，

火警处理和上报需要人工拨打电话，

警情确认和上报速度慢，不能第一

时间将警情的真实信息反馈给相关

负责人，容易造成判断失误。

警情确认和响应速度慢

传统消防巡检、维保、检查、维修、管理的模式，并不能及时有效发现、治理消防隐患

传统「消防日常」管理存在的痛点



「金字塔管理模式」让责任难以落实
消防安全的责任是法人代表，但是传统金字塔的消防管理模式，责任没有落地；使得法人承担最大的安全责任，但是却无法改变消防现状。

三角形管理，责任层层削弱 管理扁平化，责任明确化



主观「人为过失」带来的消防隐患挑战
人为过失造成的消防安全隐患具有随机性强、隐蔽性强、突发性强、管理成本高等特点



「归根结底」传统消防过度依赖人防，技防能力弱



智慧消防建设的目标
通过火灾隐患早期预警，将火灾扼杀在萌芽之中

对传统消防设备

设施进行远程

管理

对消防设施巡检

巡查进行数字化

管理

对消防设备进行

运行状态监测和

控制

对安保人员进行

统一管理和智能

监督

构建消防一张图、

一张网和四个在

线

实现消防安全的

网格化、精细化

管理



重点单位智慧消防的建设规划

智慧消防建设规划

四个在线

实现消防资源在线、消防警情在线、

消防工作在线、消防智慧在线，形成

“物、灾、人”统一的资源体系。

一张网

实现对烟、温、水、电、火、视频等

传感数据、报警信息联网，并传输至

统一的云平台。

一个平台

打破信息壁垒，将消防监测数据、消防

设备设施、消防维保、维修、日常巡检、

培训演练等业务深度融合，用一个平台

实现统一业务管控和应急指挥。



消防资源在线、消防警情在线、消防工作在线、消防智慧在线，实现一张图统一可视化指挥

四个在线

联网单位火灾报警系统

联网单位日常防火巡查

联网单位消防水系统、消防水泵

联网单位气体灭火及自动灭火

联网单位电器火灾、燃气

联网单位视频信号接入



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消防水、电、烟、视频、人员等联动到一个指挥消防控制指挥平台

一张网



邀请消防行业资深专家围绕消防监测、维保、联动、培训、考试、演练、预案、消防监管和应急

指挥，满足消防主管单位区域性消防远程监管的全流程业务需求。

一个平台——“物、灾、人”统一的资源体系

消防设备设施远程监测

融合无线烟感监测、可燃气体监测、电气火灾

监测、防火门监测、消防用水监测、消防主机

联网、消防电源监测、消防巡检九大子系统。

消防设施巡检、巡查管理

支持基于二维码或RFID的消防设备设施巡

查、巡检、故障上报、故障处理、消防监

督等。

消控室值班监督、管理

支持对消控室值班人员值班、在岗状态进

行管理，管理消控室工作人员的考勤记录

和在岗监控。

消防设施维保、维修管理

支持对消防设备设施进行管理，制定维保

任务和计划，实现对日常消防维保的电子

化记录。

消防培训、演练、考核管理

支持消防在线培训、在线考试、消防演练

任务等管理功能，满足对消防安保人员的

考核和评价。

小场所、微型消防站和充电桩管理

支持针对九小场所的消防管理、微型消防

站及电动车充电桩的消防隐患管理。



智慧消防建设任务 01
智慧消防解决的问题



 ① 消控室分散，管理不直接

 ② 需配备大量值班人员，难管理

 ③ 显示不直观，不利于处置

 ① 采用物联网技术将消控信息采

集    

     到总监控室，实现实时值班和

远

     程监督值班

 ② 可跨分区、院区或园区将分布 

     在不同区域的多个消控室以

大

     地图的方式集中管控

 ① 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成本

 ② 监管有力，集中监管效果更

好；

 ③ 界面直观，新手上手快，出错

     率低；

 ④ 实现了人员的精细化管理。

人的问题 设施问题 管理的问题

现状

方案

意义

智慧消防建设任务 02
智慧消防解决的问题

  ① 设备多:消控主机，传感器，联动设备，供水设                 

     备等。

  ② 分布广:分布在室外、楼层中、房间内、地下。

  ③ 设备状态不明:当前设施使用情况，设施是否存

     在故障不清楚。

 ① 通过对设备进行分类、贴上标识标签。

 ② 通过在区域平面图添加建筑物、楼层、点位

    等，来直观地表现设备的分布情况。

 ③ 设备状态显示，通过故障、屏蔽等显示，来

    提醒设备应用情况；提高设备间的联动性，  

    以及联动不了的提醒报警。

  ① 可视化程度高、管理便利。

  ② 设备故障率降低20%以上。

  ③ 设备集成利用率提高，比如与视频的集成联

      动等。   

  ④ 联动性加强。

  ① 信息分散:消控主机信息分布存储，无法进行查询统计；

      难知道设备的好坏、普查困难，领导决策数据采集困

难。

  ② 信息不易保存:消控主机中的消防报警信息可以删除，

信

      息掌握不全面。

  ③ 绩效无法评估:维保效率、服务能力无法很好地评估。 ① 将不同品牌的每台消控主机的火警、故障等信息进行集

      中，并显示在监控室、有权限的终端上（包括电脑、

平

      板电脑和手机等），并做为证据进行永久存储。

 ② 建立了报警信息推送及安全早报汇总等功能。

 ③ 统计误报率、故障率，并进行对比.
  ① 监测本辖区内消防设施的运行状态,及时甄别火警信息，

      发现故障，确保其健康运行。

  ② 变分散为集中、实现公司各机房自身独立消防设施的统 

      一管理和维护。及时发现火警、快速反应，减少或避

免   

      火灾的发生。

  ③ 化零为整,有效降低综合管理成本、提供消防整体管理

      水平。

  ④ 降低专业员工作强度并提高其工作效率。

  ⑤ 强化人员管理，解决了值班人员脱岗、睡岗等问题。



1 消防主机联网及消控室远程监控
在消防主机用户信息传输装置，通过4G网将数据上报到云平台



1.1 支持200余款传统消防主机远程联网
在消防主机用户信息传输装置，通过4G网将数据上报到云平台

中科图灵支持国内 99% 的传统消防主机标准化、无侵入远程联网，支持局域网或无线网通讯



2 感烟感温远程监测
在未铺设传统消防的铺设无线烟感设备，实现对小场所消防安全的远程监管



2.1 电气火灾隐患远程监测
在未铺设传统消防的升级安装电气火灾和无线烟感设备，实现对小场所消防安全的远程监管



2.2 可燃气体泄露远程监测
在未铺设传统消防的升级安装无线可燃气体传感设备，实现对小场所天然气安全的远程监管



3 电动车充电监测和早期火灾扑灭
解决电动车停车棚消防隐患监测和早期火灾智能扑灭

摄像头智能识别电动车，语

音提示禁止电动车进入机动

车道、电梯、楼道，智能引

导电动车停入停车棚，当识

别到电动车起火后，安防人

员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手机

APP远程断电并远程起爆悬

挂式干粉灭火器，在数十秒

内即可开始灭火，控制火灾

蔓延，给救援人员争取时间。



3.1 电动车充电监测和早期火灾扑灭
解决电动车停车棚消防隐患监测和早期火灾智能扑灭



4 消防设备设施巡检巡查 
支持针对微型消防站的消防隐患管理



4.1 消防隐患电子工单化管理 
支持对消防设备设施人工巡查或电子巡查上报的消防隐患进行流程化管理和记录



5 消防科普培训、考试、演练
支持对消防管理人员进行在线培训、在线考核，并制定消防演练任务。



6 消防控制室在岗、离岗监测
支持对消控室值班人员值班、在岗状态进行管理，管理消控室工作人员的考勤记录和在岗监控



7 火焰烟雾识别、消防通道堵塞监测
支持接入海康威视、大华等品牌的网络摄像头，使用AI算法实现火焰识别预警、消防通道堵塞识别预警



8 消防用水监测预警
支持接入无线水压、水位传感器，远程查看消火栓、喷淋管、消防水池的水压值、水位值



9 通过手机APP实现移动化管理
将联网单位利用手机APP等信息手段获得的日常管理信息移动化管理

了解本单位消防系统制定周期内的

运行情况，并进行培训、巡查、消

控室管理等，并支持人工上报设备、

设施隐患信息

查看各消防系统设备运行情况及其

历史监测数据信息，用于了解并分

析设备历史报警、故障信息，随时

随地了解消防系统运行状态

显示消防巡查隐患处理流程中各个

节点当前的处理及审核情况，了解

消防管理人员的日常工作情况，对

消防人员进行监督管理

维保公司人员查看并管理服务单位

提交的维修、维保工单信息，对维

保人员的工作进行管理，并了解服

务单位审核验收情况



10 火灾隐患的可视化分析及在线研判
支持对报警日志、设备运行数据、隐患数据、设备实时状态、日常管理等消防数据的统计分析



10.1 建设自动区域性消防安全综合评估体系
基于火灾风险指数法和AHP的建筑火灾风险评价方法实现重点单位建筑的火灾风险评价体系



10.2 联网单位火灾风险智能评级及量化打分
基于火灾风险指数法和AHP的建筑火灾风险评价方法实现重点单位建筑的火灾风险评价



套餐一：消防远程联网+在离岗监测
适用于已部署传统火灾报系统的厂家，通过接入消防主机实现远程监控



套餐二：消防远程联网+在离岗监测+水系统监控
适用于已部署传统火灾报系统和喷淋、消火栓水系统的厂家



套餐三：消防远程联网+电气火灾监控+无线烟感
适用于有消防主机的企业，存在电气火灾隐患、存在传统消防监控盲区的建筑



套餐四：电器火灾监测+无线烟感+燃气监测
适用于没有部署消防主机的企业，针对三合一场所实现低成本的消防安全监测



套餐五： 电动车充电监测及远程灭火
适用于监测电动车棚火灾隐患，监测电动车充电桩工作状态，发现电动车起火远程自动灭火



国内唯一一家深度融合AI算法的智慧消防企业
自主研发系列AI算法与智慧消防云平台深度融合

自主研发

围绕大安全领域自主研发垂直人

工智能应用，实现商用

拥有核心技术

服务消防领域的火焰识别、烟雾

识别等核心算法拥有核心技术

成熟商用   

针对垂直行业深度定制人工智能

算法，已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商

用落地

支持边缘计算

支持将人工智能算法集成到图灵

物盒，实现终端应用场景的边缘

计算能力



案例

服务全国 200 余家智慧消防企业，孵化 10 余个智慧消防品牌



武汉中科图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中科图灵知识产权

已有 30 余项专利， 50 余项软件著作权

围绕Lora、NB-IOT、 4G、5G通讯协议自主研发系列

无线物联传感器产品并获得了30+项实用新型专利。

先后在大数据方向、物联网方向、人工智能方向、行

业应用方向获得 50+软件著作权及软件产品认证。

围绕Lora、NB-IOT、 4G、5G通讯协议自主研发系列

无线物联传感器产品并获得了30+项实用新型专利。

先后在大数据方向、物联网方向、人工智能方向、行

业应用方向获得 50+软件著作权及软件产品认证。



   

智慧消防云平台
中国建筑防火研究所独家战略合作

一家专注于孵化智慧消防企业的物联网服务商

   

仰望星空  向梦而行

武汉中科图灵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