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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Gato 广拓分布式定位型振动光纤传感系统-F7（以下简称 F7 或本系统）是上

海广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广拓）为旗下智能型振动光纤报警设备

专门研发客户端管理控制软件，包括电子地图、参数设置、权限管理、日志管理

以及智能算法等。 

用户如在安装、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或疑问，可拨打 Gato 广拓服务热

线 40068 40078 咨询。 

1. 综述 

1.1. 硬件环境 

1) PC 机 17 寸以上显示器。 

2) 建议分辨率为：1440*900。 

3) 适用于广拓 F5 系列主机。 

 

1.2. 软件环境 

CPU：Intel Core i7 及以上 

内存：8GB 及以上 

硬盘：320GB 剩余空间 

系统：WinXP/Vista/Win7/Win8/Wi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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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件功能 

1) 支持显示每个防区实时波形； 

2) 支持记录产生报警时的实际参数；（记录延时周期内参数） 

3) 可以单独设置每个防区的入侵报警阀值； 

4) 每个防区默认的入侵报警阀值可以按照防区实时波形自动生成； 

5) 可以设置报警时间的间隔（1~99s）；（起到报警抑制作用）； 

6) 可以设置报警持续时间（1~99s）； 

7) 总线支持连接电子地图视频联动模块、灯控模块外设模块； 

8) 防区和外设模块可实现 1 对多或多对 1 配置； 

9) 电子地图支持 jpg、png 格式图片导入，支持鼠标滚轮控制电子

地图放大、缩小； 

10) 支持防区划线、报警防区变色功能； 

11) 可按照报警类型设置不同的报警提示音，支持报警弹框； 

12) 可存储 3000（可配置）条报价记录，报警记录包含日期、时间、

防区、报警信息； 

13) 报警信息可按照时间段、类型、防区筛选查看； 

14) 可存储 3000（可配置）条以上操作日志，日志包括用户、功能、

时间； 

15) 操作日志可按照用户、时间段筛选查看，支持报警记录、操作导

出 excel 格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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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功能 

2.1. 主界面 

主机面主要分为三块：电子地图、报警记录列表、快捷工具栏。 

 

图 1 

产生报警时，报警记录列表会显示出来，右下角有弹窗（可取消），主界面

显示如下: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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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电子地图 

在电子地图上，电子防区图标可以布撤防和更改防区别名。 

 

图 3 

2.1.2. 报警记录 

在报警记录列表里可以右键确认报警、确认全部报警。也可以在主界面下直

接按 F1，快捷消除报警。 

 

图 4 

2.1.3. 工具栏 

 

图 5 

工具栏按钮有： 

1) 启动/停止设备 

2) 系统设置 

3) 防区设置 

4) 报警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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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日志 

6) CH1 调试界面 

7) CH2 调试界面 

8) 阈值设置 

9) 振动彩图 

10) 一键消警 

11) 锁屏/解锁 

12) 关于/帮助 

下面将对这些功能进行详细介绍。 

2.2.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主要包括基础设置和其他设置。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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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基础设置 

基础设置主要包括：用户管理、提示音配置、蜂鸣器配置、电子地图路径。 

 

 用户管理 

可以添加/删除用户，启用/禁用用户。 

    

图 7 

小提示：双击“启用”可以直接改为“禁用”。 

“免密进入”勾选后，软件打开直接进入主界面，无需输入用户名密码。 

 报警提示音配置 

提示配置包括： 

 入侵报警提示音、断纤报警提示音和设备故障提示音。 

 报警音持续时间 

 报警音启用或关闭 

 蜂鸣器配置 

光纤主机蜂鸣器开关及鸣响持续时间。 

 电子地图路径选择 

电子地图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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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设置 

 

图 8 

 更改：需要勾选才能对只读项进行修改（注意:只读项谨慎修改） 

 报警日志序号：报警记录的序号从该数字递增 

 操作日志序号：操作记录的序号从该数字递增 

 光功率/PD 电压系数：数字越大相同电压值对应的光功率读数越大

（一般用光功率计来校准） 

 动态阈值浮动范围：动态阈值只能在静态阈值的一定倍数范围内波

动 

 动态包数：动态阈值根据前面多少个包来决定的（越大动态阈值变

化越慢） 

 定时计划：定时布撤防开关（目前不支持） 

 串口通信：灯控模块、电子地图开关 

 自运行：软件打开自动运行设备 

 报警弹窗：有报警弹窗开关 

 自动截图：无效 

 阈值：可以设置多套阈值在不同场合使用，也可以点点击按钮“R”

来重命名，便于记忆，见下图（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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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3. 防区设置 

2.3.1. 基础参数 

 

图 10 

2.3.1.1. 基本参数 

 线路起始：因为系统内部也有光纤，需要将内部光线长度去掉，

主机出口设为 0m 

 断纤阈值：考虑到有时距离会有偏差，只有当断纤长度超过 200m

时才会报警（例光缆长 2000m，只有当长度＜1800m 时才会断纤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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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缆折射率：光纤的特征量，用来校准光程与实际光缆长度的 

 光缆损耗：用来补偿光缆的损耗，这样首末段曲线不会相差太多 

 数据库清理：每天清理一次，清除超过该数值之前的记录 

 数据保存：系统会实时保存采集的数据，该参数表示保存的天数

（每天 5G，天数不能太大） 

 报警间隔：两次报警必须大于该值，否则第二次报警会被过滤，

不会显示出来 

 报警合并：同一位置，两次报警小于该值的会被合并为一条报警 

 

2.3.1.2. 防区参数 

 

图 11 

可以勾选布撤防通道，设置通道名称、长度和实时获取通道长度（需要先设

置一个与实际相近的长度，否则测不准）。 

2.3.1.3. 其他设置 

 自启动：开始自动运行 

 报警弹窗：当有报警在右下角弹窗提醒 

 激光器：可以设置激光器输出功率 

2.3.2. 防区管理 

可以在防区管理中添加屏蔽区，下方曲线可以直观看出哪段被屏蔽了（1 代

表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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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3.3. 算法配置 

算法配置最大支持 13（1+12）组配置（默认配置为调试界面所见到的配置），

仅可修改配置，不能删除，可以根据现场需要配置不同参数。 

 

图 13 

左边可以配置某段区域的算法，下方柱状图可以直观看到每一段的算法配置

（0 代表使用默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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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电子地图 

 

图 14 

电子地图配置方法和步骤如下： 

1) 点击“打开图片”，选择电子地图文件，支持 jpg、png 地图导

入 

 

图 15 

2) 选择防区，进行划线，划线方法如下 

a) 左键双击地图，会弹出对话框，设置该点距离（不能超过通

道长度） 

b) 右键撤销一条划线 

c) 按下鼠标中键结束该防区划线、 

3) 点击“保存”，完成划线 

4) 点击“重绘”，重新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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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通道 1/2 调试窗口 

 

图 16 

2.4.1. 阈值 

其中，P/C/F 分表代表低、中、高频特征值（动态 P/C/F 的阈值会随外部环

境的变化而变化），“环境”根据实际环境选择，“达阈值数”表示选中的报警

条件里有几个过阈值该数据包有效。 

2.4.2. 过滤算法 

算法中数据处理的基本单位为“事件”，包含时间、空间、频域等特征，由

“特征值”来描述。 

空间过滤：只有事件空间范围在该范围才有效，可以过滤偶发小事件和大风。 

空间合并：若两个事件小于空间合并距离，两个事件合二为一。 

时间过滤：若事件持续时间小于该时间，会被过滤。 

生命周期：时间合并，若事件长时间处于休眠状态（阈值不过），该事件将

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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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曲线 

源：原始信号曲线 

C：过零曲线 

CT：过零阈值 

P：能量曲线 

 

F：频域特征曲线 

FT：评语特征阈值 

特征值：特征值曲线 

TT：特征值阈值曲线 

2.5. 报警日志 

报警日志分为两个：报警记录和参数记录。 

2.5.1. 报警记录 

报警记录支持时间、通道、类型和状态查询，报警记录信息包括： 

 报警序号，每个报警记录的唯一标识符 

 通道，该防区在主机中的通道 

 防区，防区的别名 

 报警类别，主要有入侵报警和断纤报警 

 持续时间，一次报警事件的持续时间(考虑报警合并) 

 报警状态，有“已确认”和“未确认” 

 报警时间，报警时刻的时间 

 结束时间，该次报警时间结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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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对于告警记录支持右键删除报警、确认一条、多条、全部的报警。点击

即可导出报警记录到 excel，点击 即可直接打印。 

2.5.2. 报警参数记录 

报警参数记录支持时间、通道、类型查询。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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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报警统计 

可以查看选择时段、距离段的通道和时间分布图。 

 

图 19 

2.6. 操作日志 

操作日志支持时间、用户查询，报警记录信息包括： 

 操作序号，每个操作记录的唯一标识符 

 事件类型，类型有确认报警、删除报警、修改参数等 

 触发对象，类型所作用的对象（主要对应防区） 

 操作对象，即产生操作的用户 

 操作时间，操作发生的时间 

对于操作录支持右键删除一条、多条、全部的操作日志；点击 即可导出

报警记录到 excel，点击 即可直接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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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2.7. 阈值计算 

阈值计算主要包括自动计算和手动调整两种方式。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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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自动计算 

自动计算是根据采集外部数据计算得到的。 

假定数据服从正态分布，设置几倍均值和标准差值，设定计算时间（30s 的

倍数），点击开始即可计算。 

上下限代表阈值的最大、最小值必须在此范围内，为了避免漏误报。 

 

图 22 

2.7.2. 手动调整 

在图上双击需要调整的地方，会以该点为中心，调整“覆盖”范围的阈值。 

阈值调节也可以按百分比和绝对值调整。 

调整完成后，点击“OVER”,最后点击保存即可。 

 

图 23 

2.8. 彩图 

彩图可以按通道、特征量查看。 

彩图中颜色越暖（红色）代表值越高，从上往下流动，最新数据出现在最上

面。鼠标移动到彩图上会在右上角显示改点的位置和特征值数值。

 

考虑到设备资源消耗，不会每个防区都显示出来，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点位

合并，右上角也会显示出每个点代表多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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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9. 锁屏/解锁 

点击一次锁屏，再次点击输入账户密码即可解锁。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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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关于和帮助 

点击，所见如下图： 

 

图 26 

可以查看版本号，扫描二维码可查看官网，点击 图标可查看帮助文档。 

2.11. 快捷键一览 

F5 运行设备 
 

Alt+F5 停止设备 
 

F7 参数设置 
 

Alt+F7 系统参数设置 
 

Alt+L 报警日志 
 

Alt+O 操作日志 
 

F9 锁屏/解锁 
 

Alt+1 通道 1 调试窗口 

 

Alt+2 通道 2 调试窗口 
 

F1 清除所有报警 
 

Alt+Shift+Z 快捷设置（多个）防区阈值 见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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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快速设置防区报警参数（小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