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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桌面式 PRA-CSLD 和壁掛式 PRA-CSLW 呼叫站適用的

分機鍵盤

u 十二個按鈕，可提供觸覺反饋並包含可設置的功能

u 每個按鈕周圍都有光環用於確認選擇

u 為分區選擇設置的按鈕有多色分區狀態指示燈號

u 符合人體工學的按鈕配置，可取下前蓋來取用按鈕標籤

此鍵盤分機會結合 PRAESENSA 呼叫站使用，以便為商業

和警報呼叫進行選擇。

一個裝置會增加十二個可設置的按鈕 (包含光環)。每個按鈕

都有兩個額外的指示燈號可用於使用者反饋，這與該按鈕所

設置的功能相關。

最多可將四個 PRA-CSE 連接到一個呼叫站。使用分機鍵盤

來選擇分區時，可以同時看見及存取所有分區。它會顯示已

選取及佔用的分區或是有故障的分區的完整狀態概觀。

分機鍵盤隨附金屬連接板和跳接纜線，可將其連接到呼叫站

或其他分機鍵盤。

可以輕鬆取下前蓋來插入標籤，其中包含每個按鈕最多三行

文字及最上方的標題區段。

功能

商業營運
• 最多可連接四個 PRA-CSE 分機，每個分機都有十二個按

鈕。這些按鈕可以針對各種功能來設置，但是對於分區選擇

特別有用，可以提供可存取分區的清楚概觀，而且每個按鈕

的 LED 指示燈號會顯示各自分區的狀態 (例如已被選取、

已佔用或故障)。

緊急操作
• 在已為呼叫站設置消防使用者介面而且至少有一個 PRA-

CSE 與其連接時，此呼叫站分機會符合語音警報應用的標

準。

• 戴手套的操作員可透過按鈕存取所有重要的警報功能。

• 此分機的所有指示燈號都參與連接之呼叫站的指示燈號測試

功能。

連接
• 呼叫站與分機之間及不同分機之間的可靠、鎖定、單一纜線

互連。

• 堅固的金屬連接板。

• 所有分機都會自動從左到右進行定址。

• 可以使用一支標準 Torx TX10 螺絲起子來完成所有組裝。

加上標籤
• 可取下前蓋來輕鬆插入標籤，其中包含每個按鈕三行文字適

用的空格。

按鈕蓋
•



連接和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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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頂端

頂端指示燈

選擇按鈕 LED 環 (1-12)
    已選取 白燈

作用中 (1-12)
    緊急呼叫

    商業呼叫

    音樂

紅燈

藍燈

綠燈

有分區故障 (1-12) 黃燈

頂端控制項

選擇 (1-12) 按鈕

底端

底端互連

分機站互連 (RJ12)

呼叫/分機站互連 (RJ12)

建築與工程規格
此呼叫站分機應該是專門為了搭配 Bosch PRAESENSA 系
統使用所設計。此呼叫站分機應該提供電氣和機械連接功

能，以供桌面式或壁掛式呼叫站使用。它應該提供 12 個可

設置的按鈕以供分區選擇和其他用途使用。每個按鈕都可提

供觸覺反饋及光環啟用指示燈號，並配有一組多色 LED，適

用於與功能相關的狀態指示。此呼叫站分機應該可取下前

蓋，以便將與語言無關的按鈕標籤放在前蓋後面。此呼叫站

分機應該通過 EN 54‑16 和 ISO 7240‑16 認證、具有 CE
標誌及符合 RoHS 指令。保固期應該至少三年。此呼叫站分

機應該是 Bosch PRA-CSE。

認證與核准

緊急標準認證

歐洲 EN 54‑16

國際 ISO 7240‑16

監管區域

安全性 EN/IEC/CSA/UL 62368‑1

電磁耐受性 EN 55024
EN 55103‑2 (E1、E2、E3)
EN 50130‑4

幅射 EN 55032
EN 61000‑6‑3
ICES‑003
ANSI C63.4
FCC‑47 part 15B clas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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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聲明

歐洲 CE/CPR

環境 RoHS

內附零件

數量 元件

1 呼叫站分機

1 托架 (連接到底部)

1 金屬連接板 + 4 個螺絲

1 RJ12 互連纜線

1 按鈕蓋 (3 個)

1 快速安裝指南

1 重要產品資訊

技術規格

電氣

電源傳輸

電源輸入

    輸入電壓

    輸入電壓容差

    耗電量 (指示燈號關閉 / 開啟)

5 VDC
4.5 至 5.5 VDC
0.1 W / 1.0 W

監測

互連 有連結

處理器 看門狗 (Watchdog)

環境

氣候條件

溫度

    操作中

    收納和運輸

-5 至 +50 °C
(23 至 122 °F)
-30 至 +70 °C
(-22 至 158 °F)

濕度 (非凝結狀態) 5 至 95 %

氣候條件

空氣壓力 (操作中) 56 至 107 kPa

海拔 (操作中) -500 至 +5000 公尺

(-1640 至 16404 英呎)

異物防護 IP30

機械

外殼

尺寸 (寬 x 高 x 深) 130 x 62 x 189 公釐

(5.12 x 2.44 x 7.44 吋)

基座

    材質

    顏色

Zamak
RAL9017

面板

    材質

    顏色

塑膠

RAL9017
RAL9022HR

重量 0.4 公斤 (0.88 磅)

訂購資訊

PRA-CSE 呼叫站分機

PRAESENSA 呼叫站 (PRA-CSLD 或 PRA-CSLW) 適用的按

鍵分機，有十二個可設置的按鈕，包含狀態指示燈號。
訂單號碼 PRA-C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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