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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106 
呼叫按钮模块

5531 9.. （1 位）
5532 9.. （2 位）
5533 9.. （3 位）
5534 9.. （4 位）
5539 000 （4 位带启动按钮）

使用说明书zh
一般安全说明

本说明书属于产品的组成部分，必须由终
端客户妥善保管。

所需附件

· System 106 语言模块
（产品号 5555 ..）或室外机模块
（产品号 5565 ..）。

· 音频控制器（产品号 1287 00）。
· 吉徕室内机。
· System 106 明装式外壳 1 至 5 位。

附件

· System 106 摄像机模块
（产品号 5561 00）。

· 视频控制器（产品号 1288 00），
如果使用摄像机模块。

· 呼叫按钮模块的按钮盖板
（产品号 5541 9xx）。

· 呼叫按钮模块启动按钮
（产品号 5539 00）

功能说明

在吉徕门对讲系统 System 106 中，呼叫
按钮模块用于“对讲呼叫”和“接通
”功能。

供货范围

1 x System 106 呼叫按钮模块
1 x 使用说明书
1 x 用于标签牌的工具

检查包装内含物是否完整且是否未损坏。 
在有问题的情况下，请参阅“保修范围
”。

仅允许由电气专业人员进行电气设
备的连接和安装！
设备说明

正面视图

背面视图

安装模块

模块基本配置

呼叫按钮模块只能与一个语言或室外机模
块一起，通过控制器进行基本配置（请见
“分配呼叫按钮”）。
必须已提前安装好所有设备（System 106 
模块、室内机、控制器等），才能成功完
成基本配置。

1 模块
2 呼叫按钮
3 标签牌

1 用于固定螺栓的螺纹套管
2 旋转锁 (4 x)
3 用于呼叫按钮的固定螺栓
（不可取下）

4 插接位 (2 x)： 系统电缆

安装模块

在 System 106 明装式外壳 1 至 5 位的
安装说明书中，列出了以下工作步骤：

· 将模块固定在功能支架上。
· 插入连接电缆。
· 设定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

从明装式外壳 2 位起，总是有两个终端
电阻。

终端电阻总是插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模块
的系统电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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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模块

分配呼叫按钮

1.控制器： 启动编程模式；按下 
“Systemprog.”（系统编程）按钮约 
3 s，直至 LED （橙色）闪烁。

2.呼叫按钮模块： 按照在室内机中规定的
顺序按住呼叫按钮各 3 s。

3.第一个呼叫按钮： 在 3 s 后可听到一
声短暂的确认音： 放开呼叫按钮。 之
后会响起一声较长的确认音。 为其他所
有应分配的呼叫按钮重复步骤 3。

4.第一个室内机： 按住  按钮约 3 s。 

在响起第一声短暂的确认音后，放开 
 按钮。 之后会响起一声较长的确认

音。 呼叫按钮已成功分配给室内机。
5.为其他所有室内机重复步骤 4。
6.控制器： 结束编程模式；短暂按下按钮 
“Systemprog.” （系统编程），直至 
LED 熄灭。

设置对讲音量

1.控制器： 启动编程模式；按下 
“Systemprog.”（系统编程）按钮约 
3 s，直至 LED （橙色）闪烁。

2.室外机模块： 短暂按下已分配的呼叫按
钮。

3.室内机： 接听呼叫并启动对讲。
4.室外机模块： 再次短暂按下呼叫按钮。
音量调节： 在对讲连接过程中按下按钮
可以调节音量（总共有五个音量级可以
调节；
预设为第 4 级）。 每操作一次呼叫按
钮，便可以将音量调高一级。 （在达
到最高音量级后，会自动调为最低音
量）。

5.室内机： 结束对讲连接。 最后设置的
音量将保存在室外机中。

6.控制器： 结束编程模式；短暂按下按钮 
“Systemprog.” （系统编程），直至 
LED 熄灭。

示教顺序

总是先示教开关操作，然后再示教呼叫按
钮。

通过语言模块发出视觉和听觉状态
反馈

在编程模式启动期间，语言模块会发出以
下视觉和听觉反馈：
· 编程模式已启动： LED 闪烁橙色。
· 通过呼叫按钮进行编程： 每 3 s 便可
听到一声短暂的确认音，且 LED 短暂
亮起绿色。

· 编程已结束： 可听到一声较长的确认
音，LED 亮起绿色。

· 编程模式已结束： LED 熄灭。
关闭或启用按钮操作音

出厂时按钮操作音被关闭，每分配一个按
钮，便会自动启用该按钮的按钮操作音。
1.控制器： 启动编程模式；按下 
“Systemprog.”（系统编程）按钮约 
3 s，直至 LED （橙色）闪烁。

2.呼叫按钮模块： 按住任意一个呼叫按钮 
6 s。
在响起第二声短暂的确认音后 (= 6 s) 
后放开呼叫按钮。 之后会响起一声较长
的确认音，所有呼叫按钮的呼叫按钮操
作音便关闭。

3.控制器： 结束编程模式；短暂按下按钮 
“Systemprog.” （系统编程），直至 
LED 熄灭。

重新启用： 重复步骤 1 至 3。

背景照明

可以关闭和接通每一个呼叫按钮或者所有
呼叫按钮的背景照明。

关闭单个按钮的背景照明
1.控制器： 启动编程模式；按下 
“Systemprog.”（系统编程）按钮约 
3 s，直至 LED （橙色）闪烁。

2.呼叫按钮模块： 按住任意一个呼叫按钮 
9 s。 在响起第三声短暂的确认音后 (= 
9 s) 后放开呼叫按钮。 之后会响起一
声较长的确认音，并可看到所有已启动
背景照明的呼叫按钮。 再次按下任意一
个呼叫按钮： 会关闭模块上所有呼叫按
钮的背景照明。

3.单个呼叫按钮： 短暂按下（无确认
音！）可以再次接通背景照明。 对所有
应接通背景照明的呼叫按钮重复此步
骤。

4.控制器： 结束编程模式；短暂按下按钮 
“Systemprog.” （系统编程），直至 
LED 熄灭。

关闭所有按钮的背景照明
1.控制器： 启动编程模式；按下 
“Systemprog.”（系统编程）按钮约 
3 s，直至 LED （橙色）闪烁。

2.呼叫按钮模块： 按住一个呼叫按钮 
12 s。 在响起第四声短暂的确认音后 
(= 12 s) 后放开呼叫按钮。 之后会响
起一声较长的确认音。 背景照明已完全
关闭。

3.控制器： 结束编程模式；短暂按下按钮 
“Systemprog.” （系统编程），直至 
LED 熄灭。

重新接通背景照明： 重复步骤 1 至 3。

自动背景 照明

在背景照明启动的情况下，会根据环境亮
度，通过语言或室外机模块自动接通和关
闭背景照明。
出厂时已预设接通背景照明。
操作模块

对讲呼叫

1.按下呼叫按钮，以便在对应的室内机上
启动对讲呼叫。 可通过听觉（确认音）
和视觉（背景照明）方式确认按钮操
作。

接通照明（需要开关执行器）

1.按下呼叫按钮，以接通照明或另一个连
接在开关执行器上的用电器。

更换启动按钮

仅适用于带启动按钮的呼叫按钮模块： 启
动按钮必须用可以单独标注的呼叫按钮或
相应的呼叫按钮盖板进行更换。

1.打开外壳并取下功能支架。
2.解锁模块并将其从功能支架上取下。
3.用螺丝刀（刀口宽度 2.5 x 0.4 mm）
松开螺栓并向前取出呼叫按钮。

4.从前方放上新的呼叫按钮并拧紧
（扭矩：0.3 Nm）。

5.按相反顺序重新安装模块。

删除功能

删除按钮操作音

可以复位整个按钮呼叫模块的按钮操作
音。 在例如呼叫按钮分配错误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此项操作。 此外，还会将呼叫按
钮的功能改为开关操作。
1.控制器： 启动编程模式；按下 
“Systemprog.”（系统编程）按钮约 
3 s，直至 LED （橙色）闪烁。

2.呼叫按钮模块： 按住一个呼叫按钮 
15 s。 在响起第五声短暂的确认音后 
(= 15 s) 后放开呼叫按钮。 之后会响
起一声较长的确认音，所有呼叫按钮的
呼叫按钮操作音便被删除。

3.控制器： 结束编程模式；短暂按下按钮 
“Systemprog.” （系统编程），直至 
LED 熄灭。

4.根据需要通过室内机删除错误或不再需
要的呼叫按钮分配。

要重新启动呼叫按钮操作音，必须重新分
配模块的呼叫按钮。

可单独标注的呼叫按钮

您可以通过吉徕标签服务 
(www.beschriftung.gira.de) 获得可单
独标识的呼叫按钮。

1.

2.
删除所有分配

1.控制器： 启动编程模式；按下 
“Systemprog.”（系统编程）按钮约 
3 s，直至 LED （橙色）闪烁。

2.呼叫按钮模块： 按住任意一个呼叫按钮 
18 s。 在五声短暂的 + 一声较长的确
认音 (= 18 s) 后，便删除了所有呼叫
按钮和所有呼叫按钮模块的分配。

3.控制器： 结束编程模式；短暂按下按钮 
“Systemprog.” （系统编程），直至 
LED 熄灭。

更换标签栏

带标签栏的呼叫按钮： 可用任意工具更换
视窗下方的标签牌，不需要拆卸呼叫按
钮。

技术参数

保修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专业经销商提供保
修。
请将故障设备转交或免费寄送给相关销售
商（专业经销商 / 安装公司 / 电子产品专
业经销商），并同时提供一份故障描述。
销售商会将故障设备转交给吉徕公司服务
中心。

吉徕

吉徕
Giersiepen GmbH & Co KG
Elektro-Installations-Systeme
Postfach 1220
42461 Radevormwald （德国）
电话 +49 2195 602 - 0
传真 +49 2195 602 - 191
info@gira.de,
www.gira.de

标签牌

您可以通过吉徕标签服务 
(www.beschriftung.gira.de) 获得合适
的标签牌。

电源： 通过系统供电
（带状电缆，10 芯）

功耗

背景照明接通： 160 mW

待机运行： 14 mW

接口： 2x 系统

环境温度： -25 °C 至 +70 °C

防护等级 IP54

尺寸（宽 x 高）： 106.5x106.5 mm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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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ER

BRAUN

MAIER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fals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true
  /MaxSubsetPct 35
  /Optimize true
  /OPM 0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false
  /PreserveDICMYKValues fals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Remove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gira_ce
    /gira_ce_bold
    /GiraCyr
    /GiraCyr-Bold
    /GiraFontPlain
    /LinotypeUnivers-BasicBlack
    /LinotypeUniversBasicBold
    /LinotypeUnivers-BasicBold
    /LinotypeUnivers-BasicBoldItalic
    /LinotypeUnivers-BasicHeavy
    /LinotypeUniversBasicLight
    /LinotypeUnivers-BasicLight
    /LinotypeUniversBasicMedium
    /LinotypeUnivers-BasicMedium
    /LinotypeUniversBasicRegular
    /LinotypeUnivers-BasicRegular
    /Rockwell
    /Rockwell-Bold
    /Rockwell-BoldCondensed
    /Rockwell-BoldItalic
    /Rockwell-Condensed
    /Rockwell-ExtraBold
    /Rockwell-Italic
    /Rockwell-Light
    /Rockwell-LightItalic
    /UniversNextCyr-Bold
    /UniversNextCyr-Regular
    /UniversNextW1G-Bold
    /UniversNextW1G-Light
    /UniversNextW1G-Medium
    /UniversNextW1G-Regular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Average
  /ColorImageResolution 96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32292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2.40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Average
  /GrayImageResolution 96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3125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2.40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Average
  /MonoImageResolution 3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33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FEFF0068007400740070003a002f002f007700770077002e0063006f006c006f0072002e006f00720067ffff>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SyntheticBoldness 1.000000
  /Description <<
    /ENU <FEFF00500044004600200066006f0072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0005000750062006c0069007300680069006e0067003a002000390036002f0033003000300020006400700069002c0020004a0050004500470020004d0069006e0069006d0075006d002c00200046006f006e007400200053007500620073006500740073002c0020007300520047004200200063006f006c006f00720020002800550073006500200061007400200079006f007500720020006f0077006e0020007200690073006b002e0020003000340030003700320039002f00530074004a002f007700770077002e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6300680029>
    /DEU <FEFF0050004400460020006600fc0072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3a002000390036002f0033003000300020006400700069002c0020004a0050004500470020004d0069006e0069006d0061006c002c00200073005200470042002e00200028003000340031003000300036002f00530074004a002e002000420065006e00750074007a0075006e0067002000610075006600200065006900670065006e0065007300200052006900730069006b006f002e0020005700650069007400650072006500200049006e0066006f0072006d006100740069006f006e0065006e003a0020007700770077002e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6300680029>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595.276 841.89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