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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可控制音量、显示屏亮度和显示屏对比度

u 易于使用的指导标签

u 3 个可编程的紧急按键

DS7447E 是一款四线式字母数字液晶显示屏 (LCD) 键盘，
可与 DS7060、DS7080iP-32、DS7200 系列和
DS7400Xi 系列控制主机配合使用。 它支持所有系统功能。
对控制主机进行本地编程时，需要使用此键盘。 键盘可以安
装在台面上，标准单开口或双开口盒中，或者四英寸方形盒
中。

基本功能

控制音量和显示屏
可在键盘上轻松调节非报警音量、显示屏亮度和显示屏对比
度。

易于使用的指导标签
基本用户指导标签位于可拉出的滑板上，该滑板安装后可从
左侧或右侧拉出。

3 个可编程的紧急按键
键盘最底行的三个未标记按键经编程后可以作为火警按键、
特殊紧急情况按键和应急按键。 当对这些按键进行编程时，
可以使用随附的粘贴标签。

证书与认可

地区 认证

欧洲 CE 2004/108/EC EMC Directive (EMC),
2006/95/EC Low-Voltage Directive
(LVD) [DS7447E, -BEL, -EXP, -ITA, -
SWE]

安装/配置

兼容性信息

控制主机 DS7060、DS7080iP-32、DS7400Xi
系列、DS7240V2 和 DS7220V2 系列

接线
键盘与控制主机之间的电缆长度不得超过 305 米（1000 英
尺）。 单根 305 米（1000 英尺）长的 0.8 毫米（22
AWG）非屏蔽四线电缆最多可以连接两个键盘。 单根 305
米（1000 英尺）长的 1.2 毫米（18 AWG）非屏蔽四线电
缆最多可以连接三个键盘。

注解

不要安装在户外。

消防应用场合
DS7447E 可与 DS7400Xi 控制主机配合以用于消防应用场
合，如下所述：

• 在消防系统中使用单个键盘：键盘必须连接到键盘总线上，
并且其键盘地址必须指定为 1。 它可以安装在控制设备机
箱的前部。 如果未安装在控制设备机箱的前部，则它应与
控制设备安装在同一房间内，且相距不得超过 6 米（20 英
尺）。此外，它们之间的电缆必须装在套管内或者提供等效
的防护功能以避免机械损坏。

• 在消防系统中使用多个键盘：其中一个键盘必须连接到键盘
总线上，并且其键盘地址必须指定为 1。 它可以安装在控
制设备机箱的前部。 如果未安装在控制设备机箱的前部，



则它应与控制设备安装在同一房间内，且相距不得超过 6
米（20 英尺）。此外，它们之间的电缆必须装在套管内或
者提供等效的防护功能以避免机械损坏。
根据需要将其它键盘（键盘 2 至 10）连接到键盘总线并进
行布置，但不要超过布线限制。
仅将一个键盘连接到备用总线，并将其键盘地址指定为
11、12、13 或 14。

注解

在消防系统中，不能使用键盘 15，这是因为备用总线
地址 15 用于 DS7420i 双路电话线/防火警铃监测模
块。

注解

在消防模式下，DS7400Xi 控制主机上最多可以使用
11 个键盘。 在备用总线上安装一个键盘，而在键盘总
线上可以安装多达 10 个键盘。

注解

当在消防应用场合中使用多个键盘时，可能需要使用经
UL 认证的辅助电源。

技术规格

环境要求

相对湿度： +32°C (+90°F) 时 5% 至 93%，无冷凝

操作温度： 0°C 至 +50°C（+32°F 至 +122°F）

电源要求

电流消耗： 空转时 95 毫安；最大 200 毫安（扬
声器音量及背光亮度最大时）

操作电压： 12 VDC

产品特性

尺寸： 12 x 21 x 2 厘米
（4.6 英寸 x 8.2 x 0.8 英寸）

重量： 439 克（15.5 盎司）

定购信息

DS7447E LCD 键盘

可提供音量控制、显示屏亮度控制、显示屏对比度控制和 3
个可编程紧急按键。
定购号 DS7447E

DS7447E‑EXP LCD 键盘

用于出口。 可提供音量控制、显示屏亮度控制、显示屏对比
度控制和 3 个可编程紧急按键。
定购号 DS7447E-EXP

DS7447E‑BEL LCD 键盘

适合在比利时使用。 可提供音量控制、显示屏亮度控制、显
示屏对比度控制和 3 个可编程紧急按键。
定购号 DS7447E-BEL

DS7447E‑FRA LCD 键盘

适合在法国使用。 可提供音量控制、显示屏亮度控制、显示
屏对比度控制和 3 个可编程紧急按键。
定购号 DS7447E-FRA

DS7447E‑GRE LCD 键盘

适合在希腊使用。 可提供音量控制、显示屏亮度控制、显示
屏对比度控制和 3 个可编程紧急按键。
定购号 DS7447E-GRE

DS7447E‑ITA LCD 键盘

适合在意大利使用。 可提供音量控制、显示屏亮度控制、显
示屏对比度控制和 3 个可编程紧急按键。
定购号 DS7447E-ITA

DS7447E‑NOR LCD 键盘

适合在挪威使用。 可提供音量控制、显示屏亮度控制、显示
屏对比度控制和 3 个可编程紧急按键。
定购号 DS7447E-NOR

DS7447E‑PA LCD 键盘

适合在西班牙使用。 可提供音量控制、显示屏亮度控制、显
示屏对比度控制和 3 个可编程紧急按键。
定购号 DS7447E-SPA

DS7447E‑SWE LCD 键盘

适合在瑞典使用。 可提供音量控制、显示屏亮度控制、显示
屏对比度控制和 3 个可编程紧急按键。
定购号 DS7447E-S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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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

中国大陆联络方式: 中国香港联络方式:    
上海
中国上海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
福泉北路 333 号
邮编: 200335
电话: +86 21 22181111
传真: +86 21 22182388
www.boschsecurity.com.cn

香港
香港 沙田安心街 11 号 5 楼
华顺广场 506-509 室
电话:+852 2635 2815
传真:+852 2648 7986
www.boschsecurit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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