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統固 RCSW
火警發生負載自動分配裝置操作說明書

一、器具應裝設於有門禁管制之電器室，避免非電氣維護人員或兒童接近，造成錯誤動作或感電事故。 

(2)高溫之場所。

(5)灰塵密度較高之場所。 

(3)易震動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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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本公司產品經嚴密之品質管制之下，製造出符合規範之要求; 其主開關係採用經濟部

商品檢驗局檢驗合格，產品具有高品質、高性能、高信賴，並提供您最滿意的服務。

二、下列地點應儘量避免: 

(1)潮濕之場所。

(4)有油氣之場所。

三、送電前注意事項: 

四、送電使用中注意事項: 

(1)送電使用中嚴禁檢修或觸摸任何端子。 

(2)嚴禁任意轉動手動操作桿。(特殊情況例外) 

(3)除了某些必要，請勿隨意變動任何開關。 

五、手動操作法: 

六、操作前請先詳閱本文，確定送電前、後應該注意事項，若有問題或故障請勿任意拆裝，即刻 

 通知本公司，將派員前往檢修或為你解答。 

(1)先將 RCSW的所有開關放置至 OFＦ位置。 

(2)檢查電力線配線是否正確，使用電壓與規格是否相符。 

(3)除去 RCSW上所有不必要的任何東西。 

(4)檢查(輸入電源)、(輸出電源)是否有短路現象或接地。 

(5)檢查(輸入電源)、(輸出電源)之接線端子是否有鎖緊。 

  當主開關因故跳脫後，欲使開關復歸使用，或某些意外無法自動轉換時可用下列方式操作。 

    (1)操作前 UVT(低電壓跳脫裝置)須送入 220V電源，並手動往順時鐘方向切換至你所需位置 

，切換器上有 ON、OFF 指示之電源位置。 

(6)嚴禁使用佰萬歐姆錶(高壓絕緣儀器)測量，因為所有的控制電路中延時計時 

器、電壓保護器均為電子式產品。 



主體結構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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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線路配置說明 NFB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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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線路配置說明 ACB TYPE：

接至火警受信總機訊號點：
A1、A2：火警訊號接點。
注意：火警訊號需為無電壓(b接點不帶電)發生火警訊號時接點打開。

UVT供電

火警受信總機

A1 A2 消防設備 公共設施 消防監控迴路

1. 電源來電時，RCSW會先偵測一次側電源是否 RCSW.

2.

3. 自動：盤面選擇開關切至自動位置時，由受信 供電 訊號正常

4. 手動：盤面選擇開關切至手動位置時

5. **開關為先偵測後投入方式**

A1 51 A1 ON 31 C1

需短接

u1 u2 D1 D2 A1 A2

MCH UVT CC

三菱ACB本體 指示燈代號說明:

來電：RCSW一次側來電顯示用。

供電：RCSW負載側供電顯示用。

UVT供電 ：低電壓跳脫供電顯示用。

訊號正常：火警訊號[正常]顯示用。

*火警分配器(RCSW.)是平常都在OFF狀態，電源來電時它會先偵測訊號A1、A2
是否有導通，有導通開關投入供電、無導通開關跳離供電的裝置。

1 設    計 核    對 核    准 日期 DATE 圖面名稱 工號

(盤控219)三菱ACB2

3 比例 SCALE 圖面內容 圖面

修正      REVISION TA020392

接至火警受信總機訊號點：
A1、A2：火警訊號接點。
注意：火警訊號需為無電壓(b接點不帶電)發生火警訊號時接點打開。

UVT供電

火警受信總機

A1 A2 消防設備 公共設施 消防監控迴路

1. 電源來電時，RCSW會先偵測一次側電源是否 RCSW.

2.

3. 自動：盤面選擇開關切至自動位置時，由受信 供電 訊號正常

4. 手動：盤面選擇開關切至手動位置時

5. **開關為先偵測後投入方式**

A1 51 A1 ON 31 C1 L1

需短接

B1 B2 D1 D2 A1 A2

MCH UVT CC

指示燈代號說明:

來電：RCSW一次側來電顯示用。

供電：RCSW負載側供電顯示用。

UVT供電 ：低電壓跳脫供電顯示用。

訊號正常：火警訊號[正常]顯示用。

施耐德ACB本體

*火警分配器(RCSW.)是平常都在OFF狀態，電源來電時它會先偵測訊號A1、A2
是否有導通，有導通開關投入供電、無導通開關跳離供電的裝置。

1 設    計 核    對 核    准 日期 DATE 圖面名稱 工號

(盤控219)施耐德ACB2

3 比例 SCALE 圖面內容 圖面

修正      REVISION TA02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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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負載
來電

火警發生負載分配開關(RCSW)
動作說明

來電及火警受信總機無警報產生，這時RCSW
會有自動投入供電。
電源斷電時，RCSW會自動跳脫，等待下一次
來電時依盤面選擇開關程序動作。

總機控制當受信總機發生警報訊號時，RCSW
跳離供電，受信總機警報解除後RCSW自動投
入供電。

，RCSW由人員至現場操作開關ON及
OFF，其功能是假設控制故障時RCSW
改由人工操作。盤控SW219

控制電壓:220V

自動 OFF 手動

選 擇 模 式

RCSW
控制器

(NN)

R T

AC220V

(LN)

L1 L3

AC220V

注意：
控制電源為220V輸入，
如輸入電源無220V必
須安裝變壓器。

UVT：低電壓跳脫UVT
CC ：投入線圈
MCH：運轉馬達380/220V

R

S

T

N

380/220V

L1

L2

L3

N

電源輸入端
一次側

負載輸出端
開關二次側

次要負載
來電

火警發生負載分配開關(RCSW)
動作說明

來電及火警受信總機無警報產生，這時RCSW
會有自動投入供電。
電源斷電時，RCSW會自動跳脫，等待下一次
來電時依盤面選擇開關程序動作。

總機控制當受信總機發生警報訊號時，RCSW
跳離供電，受信總機警報解除後RCSW自動投
入供電。

，RCSW由人員至現場操作開關ON及
OFF，其功能是假設控制故障時RCSW
改由人工操作。盤控SW219

控制電壓:220V

自動 OFF 手動

選 擇 模 式

RCSW
控制器

(NN)

R T

AC220V

(LN)

L3

AC220V

注意：
控制電源為220V輸入，
如輸入電源無220V必
須安裝變壓器。

UVT：低電壓跳脫UVT
CC ：投入線圈
MCH：運轉馬達380/220V

R

S

T

N

380/220V

L1

L2

L3

N

電源輸入端
一次側

負載輸出端
開關二次側

控制說明:
選擇開關代號說明:

自動：火警訊號[開路]RCSW跳離供電，火警訊號[短路]

   RCSW供電。

OFF ：測試模擬斷電RCSW動作是否正常。

手動：手動操作RCSW主體(不經過控制電路)。

控制說明:
選擇開關代號說明:

自動：火警訊號[開路]RCSW跳離供電，火警訊號[短路]

   RCSW供電。

OFF ：測試模擬斷電RCSW動作是否正常。

手動：手動操作RCSW主體(不經過控制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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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話: (04)2296-9388 傳 真:(04)2296-9386

話: (07)227-2133  傳 真:(07)227-2173 

台中辦事處: 台中市文心路四段 200 號 10樓之2 

As standards, specifications and designs change from time to time, please ask for confirm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publication.    May. 2016

話: (02)8791-8588 傳 真:(02)8791-9588  電
高雄辦事處: 高雄市民生一路56號15樓之6
電

總  公  司: 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 68號 6 樓
電
電 子 郵 件: toyotech@ms37.hinet.net
網      址: www.toyotech.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