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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语音 GPRS 联网防盗报警主机快速操作说明

1.遥控器的使用

- 撤防： 消除警戒

- 布防： 布防 防盗报警系统开始警戒

- 留守布防：除内部防区外的其它防区布防

- 紧急： 遇到紧急情况，按住 3 秒主机

会自动报警；

2.控制键盘面板及指示灯

布防键：按“布防键”

系统开始进入布防状态。

撤防键：按“撤防键”

系统进入撤防状态；

报警键：未启用

确认键－登录、进入菜单选项； 取消键－退出当前菜单并返回

上级菜单；

删除键－清除原菜单中的选项； 退出键－退出系统，常按 3秒

注销当前用户；

上翻键 下翻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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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语音 GPRS 联网防盗报警主机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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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安装示例

一、固定好机箱，安装流量卡，接好天线，连接蓄电池，连接220V电源；

二、有线探测器接线：

1、门磁接Z1 C

2、有线红外接Z2 C 电源接12V + -

3、将不使用的3、4防区报警禁止，设备管理\防区列表\003普通\报警：允

许 按确认键选禁止。

三、学习遥控器：

1、设备管理\遥控器\10添加：根据提示操作，按下布防键然后松开然后再

按下。

四、学习无线探测器：

设备管理\无线防区\30添加：根据提示操作，按下触发无线探测器然后关

闭无线探测器然后再触发无线探测器。

五、输入用户帐号：

系统设置\网络服务\帐号： 000010（这里只是举例，具体帐号要与中心确

认）

六、查询网络情况：

进入 技术支持\系统信息\网络状态\信号值 服务：正常表示已连接到服

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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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功能简介

1.1 概况

智能语音 GPRS 联网防盗报警主机：8 有线防区/50 无线防区；可配

中文液晶显示键盘，人机交互式菜单操作；真人语音提示，可免接警号，

安装调试容易；采用先进的 32位 ARM 微处理器，集成度高，可靠性强,

通过 GPRS 通讯网络传递报警信息。产品适用于家庭、住宅小区、别墅、

商辅联网、金融系统、机关事业单位、工业区、学校、图书馆、医院等

诸多领域。

1.2 使用前注意事项

 必须在整个系统安装工程检查无误后，方可接上电源。

 建议使用DC12V 4AH密封铅酸电池，要注意红色正极线插在电池

的正极端（+），黑色负极插在电池的负极端（－）。

 最大充电电流：1.5A

 安装接线时，注意避免用金属物碰击或手触摸到电路板上的其他

电子元器件。

 为避免错接和方便维护，建议每根接入线均贴上标签。

1.3 功能简介

 简单易用：

1、中文液晶操作键盘，菜单式编程，人机交互界面，查询主机状态、

报警信息全中文显示；

2、常用布/撤防方式：遥控器布/撤防，微信布/撤防；

3、布/撤防/报警语音提示，报警信息语音播报，布防时异常防区语

音播报；

4、默认设置直接连接服务器，只需要设置用户帐号就可以；

 稳定可靠：

1、全自动过载保护：主机12V电源输出口、警号接口等过载情况下，

主机自动保护，不会损坏主机；

2、蓄电池防呆设计，正负极插反主机自动保护；蓄电池低压过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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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电池故障保护（如充电曲线异常时会限制充电电流）；

3、防区接口电路采用防浪涌设计，耐4KV浪涌冲击；

4、主机机箱24小时防拆，交流断电报警，电池丢失、低压报警；

1.4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供 电 电 源：AC220V+10% 静态消耗电流：≤150mA

警 号 输 出：≤1000mA, 12V 输 出 电 压：DC12V～15V

无线接收频率：315MHZ 环 境 温 度：-10 ～ 55°C

环 境 湿 度：40 ～ 70% 机箱外观尺寸：长 19CM*宽 22CM*高 8CM

1.5 系统操作

作为防盗报警系统的主要用途是监测是否有人非法进入您的单位或

住宅，以及紧急求助。当您下班或离家之前，应检查门窗是否关好，然后

布防让系统进入警戒状态。在布防状态下，如果防区被触发，系统将进入

报警状态，表现如下：

3.1.1 如果主机接有警号、防区设置为允许报警时，现场将会有警报声和

键盘的蜂鸣声。

3.1.2 如果系统已安装流量卡，报警主机将会把报警信息通过 GPRS 网传送

到接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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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接线说明
2.1 安装接线图

2.1.1主板安装接线图（详见第二页接线图）

2.2 电源的连接

2.2.1 变压器接法：变压器两根红线接交流 AC220V 输入，两根黄线 AC20V

输出接入主板交流端子。（出厂已接好）

2.2.2 DC12V 蓄电池接法：电路板上红色后备线接铅酸电池的正极，黑色

后备线接铅酸电池的负极；

2.2.3 辅助电源输出：过载（超过 1A 电流），辅助电源输出会关闭，故

障排除后自动恢复。

2.3 有线探测器的连接

2.3.1 有线探测器信号线的连接：（防区号从 1防区开始到 8防区）

3.3K+3.3K 探测器防拆与报警输出共用信号线时的接线示意图

线尾电阻 常开 常闭 防区数

1 无 √ 4

2 3.3K √ √ 4

3 6.8K √ √ 4

4 3.3K+6.8K √ 8

5 常开 √ 4

6 3.3K+3.3K 探测器防拆功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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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有线探测器电源的连接：将有线探测器的正极负极接到主板的 12V

输出口（不要大于 1A），注意正负极不要接错。

2.3.3 没有用到的防区可以在程序中将相应菜单“报警”选择禁止。

2.3.4 如果使用电阻，系统设置\主机设置\线尾电阻 选择对应的电阻。

2.4 无线防区的安装设备管理\无线防区\30添加：根据提示操作，按下

触发无线探测器然后关闭无线探测器然后再触发无线探测器。（无线防区

从 30 防区开始到 79防区）

2.5 警号的连接

警号接口：将警号正负极接到主机警号端子上。

2.6 键盘的安装

将数据线插到键盘背面 J3的位置，另一端直接插到主板 J7 白色小插座上；

2.7 联动输出口

红黄线（+ 0）信号：可外接 12V 继电器，或直接接闪灯。

黑黄线（－ 0）信号：作为联动输出（共地），黑线（-）需要连接到 DVR

（或其他设备）的公共端或电源负极；

特别提示：在给主机供电前请仔细检查并确认接线正确。注意防止电源线、

警号线、探测器电源线正负极接反、短路或探测器电源线与信号线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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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编程项目列表

设备管理

防区列表

001 普通

002 普通

003 普通

004 普通

报警：允许 按确认键 可选 无声 禁止

警情：普通

按确认键 可选 常用内含：普通

24 小时 周界 室内 出入口 等防

区类型

代码：140 CID 代码 （通常可以不用管）

类型：普通
特殊警情类型 （通常可以不用

管）

防区设置
想快速设置时，直接输入防区号，

可以进入该防区的设置项

无线防区

30 添加

.

.

.

79 添加

选择探测器类型

普通 增强

增强型有电池低压、探测器丢失

等上传中心功能，而普通型没有。

选择类型后按提示操作，触发探测

器 关闭探测器 再触发探测器 学

习成功会自动保存

报警：允许

警情：普通

代码：140

类型：普通

遥控器 10 添加 按确认键进入后，按提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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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

主机设置

线尾电阻 无
无：表示端口接常闭探测器，

3.3K 表示使用 3.3K 电阻

拆动报警 否 主机防拆功能是否使用

强制布防 是

强制布防时如果有防区未准备

好，会语音提示访防区故障，当

防区恢复正常时自动进入布防状

态；

非强制布防时如果有防区未准

备好，会语音提示旁路该防区，

该防区被旁路。

联动

布防状态：布防时一直联动

报警状态：报警时一直联动

布防触发：布防时联动 3秒

报警触发：报警时联动 3秒

网络服务

IP:

120.25.154.43

端口：9000

默认服务器 IP 地址及端口号

账号 000001
输入分配给该主机的用户编号，

一般 6位

超时 300 秒 当超过 300 秒

辅助服务器
后备服务器设置（双服务器时使

用)

时间参数

报警时间 300 秒 报警时警号响 300 秒

进入延时 60 秒 进入延时时间

退出延时 60 秒 退出延时时间

无线巡检 1200 分

当增强型无线探测器 1200 分钟

没有收到信号，主机会报警探测

器丢失

操作提示

布防警示 是 布防时警响是否响

撤防警示 是 撤防时警响是否响

延时警示 是 延时时警响是否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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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系统信息

版本信息 主机版本相关信息

网络状态

信号值 建议使用时要大于 38%

网络：本地 表示已连接 GSM 网络

数据：本地 表示已连接 GPRS 网络

服务：正常 表示已连接到服务器上

辅助：断开 表示未连接到辅助服务器上

防区状态

防区数量 表示所有防区的数量

布防 1 表示已布防防区的数量

触发 1 表示在触发状态的防区数量

报警 1 表示在报警状态的防区数量

设备状态

电源 电源电压

电池 电池电压

开机 开机时间

日志查询

最新记录

高级搜索

设备维护

重启设备

恢复出厂设

置

硬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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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常见问题说明

一、布防时主机语音提示“XX防区故障”。

1、有线防区默认不用接电阻，直接将常闭端口的探测器接入到防区接线端。

2、主机支持多种电阻，多种接法，比如使用了3.3K电阻，需要在系统中“系

统设置\主机设置\线尾电阻”菜单中选择相应的3.3k电阻；

3、探测器使用常开还是常闭接法，电阻需要对应的并联或串联；

二、遥控器连续按主机无反应

为了防止误操作，短时间内连续按遥控器主机不工作，稍等3秒后再按。

三、无线探测器有时人员感应到了，但灯不亮。

多数无线探测器5分钟省电功能，5分钟内重复触发不发送信息给主机；

四、信息无法上传服务器

在确认流量卡、天线接好的情况下，进入 技术支持\系统信息\网络状态\

信号值 网络 数据 服务 等菜单查询。

五、恢复出厂值

在菜单“技术支持”中，恢复出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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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400-87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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