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238P 智能报警控制主机

编程使用手册

尊敬的用户，您好！欢迎使用本产品，感谢您的信赖与支持！为了

更方便的使用本产品，请您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注意说明

书中提到的安全注意事项，并按照说明书步骤操作。请妥善保管好

说明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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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本产品时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1、在安装和使用本产品之前，应先对工作人员做好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

2、请勿把产品直接安装于潮湿的场所。

3、为了产品安装以后的正常使用，产品的接地要求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进行。

4、本产品工作时内部带有高压，为避免电击伤害请勿私自拆装。

5、如出现异常情况，应先切断电源，并通知专业人员，切勿自行拆修，否则后果自负。

6、用户不能自行打开产品维修，否则我司不予保修。

7、本产品的使用者，必须具有电器安全及触电解救知识。

8、安装使用前必须阅读此说明书，熟悉本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并规范操作，否则由此产生的一

切后果，由使用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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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系统概述

本系列智能报警控制主机是集多项先进技术、功能于一体的智能语音型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被广泛地应用在别墅、小区以及办公大楼等各大类型安保系统。

本系列智能报警控制主机安装方便、操作简捷，可同时储存 8 个报警电话(如：用户移动电

话号码、固定电话号码等)。既可单独使用（不联网），亦可通过 GPRS/IP 实现联网使用，可实

现计算机软件管理、云服务报警系统相连、并方便地与其它系统集成。是家居、营业场所、金融

系统等单位安装防盗报警设备的理想选择。

一、主机主要功能及性能指标

1、产品特性

 最多可以接 40 个防区：自带 8 个有线防区、通过 485 扩展模块最多扩展 40 个有线防区；

最多可扩展 40 个 433MHz 或者 LORA 无线防区。

 主机支持 2 个可编程 PGM 输出。每个可编程 PGM 输出支持 200mA 电流，PGM 输出支持

布防联动、报警联动、远程控制等。

 主机支持一个警号接口，警号接口可以设置有源输出或者无源输出。

 DC13.8V 电源输入；1 组辅助电源输出（最大 1500mA）；1 组备用蓄电池接口。

 通过 485 扩展 40 个继电器输出，可以作为联动输出，联动的防区和属性可编程。

 支持 6 组定时布防撤防功能，支持周一至周日可选。

 支持报警通知（电话、短信、微信公众号等报警通知），支持 8 个短信及电话报警号码；

 支持 1 个 GPRS 中心、2 个 IP 中心。

 支持 8 个键盘，键盘可显示防区、编程、布撤防等状态。

 主机支持 1 个主密码（管理员密码）和 1 个编程密码，1 组挟持密码，16 个用户密码（布撤

防密码，布撤防权限可编程）、40 个防区布撤防密码。

 支持 RS232 接口，可支持本地程序升级。同时支持 232 串口打印机，实现报警实时打印。

 支持 10 秒录音，录制报警主机安装位置名称，报警时播报录音，让接警人员第一时间知道

报警位置。

 智能语音提示，支持布撤防、编程、报警语音播报，防区播报内容同步防区名称（报警时采

用“本地主机名称”+“防区名称”+“报警”组合）。语音包括本地播报、用户电话语音播

报。针对联网报警用户支持远程催费、下班提醒及警告提醒播报。

 系统自带时钟芯片，掉电时间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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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支持黑匣子功能，可以分别保存最近 6000 条报警记录、操作记录。支持通过键盘查询

语音播报：报警记录、操作记录、系统状态、系统时间、系统版本、GPRS 信号强度。

 模块化设计，电路板上包含 LORA 模块接口、IP 模块接口、GPRS 模块接口，用户可以选配。

 支持 16 组 433MHz 遥控器。

 支持外出布防、强制布防、留守布防、快速布防等多种布撤防方式；

2、电性能指标

输入电源：DC13.8V

备用电池：12V7AH 铅酸电池

辅助输出：DC12V 1500mA

静态电流：300mA

报警电流：≥1000mA

警口接口：有源，DC12V 2000mA；或者无源常开输出

PGM 输出：DC12V 200mA

有线防区：线末电阻 2.2KΩ

无线参数：433MHz，编码方式 1527，震荡电阻 220KΩ

工作温度：-10~55℃

机箱尺寸：255*265*88mm

键盘尺寸：161*120*28mm

重量：≥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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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连线说明

1、系统接线图

2、主机供电电源说明

AL-238P 采用宽电压设计，可以承受 DC12-24V 电源（出厂标配 DC13.8V 3A 电源）；电源电

压低于 10V 时提示系统欠压；

3、主机与键盘连接

键盘的 VCC、A、B、GND 对应接主板键盘通讯接口的红、绿、黄、黑端子，最多接 8 个键盘。

4、主机与有线探测器的连接

AL-238P 主机本身最多可以接 8 个有线探测器，支持 4 种防区接线方式。具体接法如下：

1、常闭探头接法 2、常开探头接法 3、带 2.2K 常开探头接法 4、带 2.2K 常闭探头

接法

2.2K

线尾电阻

2.2K

线尾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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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主机防区端口与有线探测器出厂默认接线方式说明

 防区端口（防区 1 至防区 8）默认接探测器的“常闭信号”；

 不需要接探测器的防区端子请用导线短接起来，或者通过键盘编程将其关闭，编程请参考

主机说明书编程表的“指令 05”；

5、主机警号接口说明

如上图所示：

 短接报警主机的 JP2 跳针 AB 及 CD，警号接口为有源输出，输出功耗为 DC12V 2000mA；

 短接报警主机的 JP2 跳针 BC，警号接口为无源输出；

6、主机与总线扩展设备(8 防区报警模块，联动继电器，从键盘）的连接

AL-238P 主机通过 RS485 键盘通讯接口与总线设备（8 防区报警模块、联动继电器模块）连接。

总线设备及其探测设备的电源建议使用独立电源供电，所有挂接在同一个电源上的设备的总功耗

不要超过电源的额定功率。

8 防区模块地址拨码说明：地址拨码范围 0-4；地址拨 0，则防区号代表为 1-8 防区，拨 1 代表

9-16 防区，依次类推；

联动模块地址拨码说明：地址拨码范围 64-66；地址拨 64，则继电器联动输出点为 1-16，拨 65

代表 17-32 路，依次类推；

键盘地址说明：地址范围 0-7；地址为 0，则代表主键盘，为 1 代表 1 号从键盘，依次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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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L-238P 与蓄电池的连接

蓄电池 12V7AH，主机电池接口的红线接电池正极、黑线接电池负极。市电正常时，主板由电源

供电；当市电停电或故障时，主机自动切换到蓄电池供电。

三、主机主板的 LED 指示灯状态说明

LED 灯 LED 功能 LED 状态用途

LED1 电源灯 通电常亮

LED2 串口通信灯 串口收到数据，亮

LED3 485 通信灯 485 通讯正常，闪亮；不正常，灭

LED4 系统运行灯 系统运行正常，1 秒闪一次

LED5 GPRS 通信灯 GPRS 每收到一次数据，快闪一次

LED6 IP 模块通信灯 IP 每收到一次数据，快闪一次

LED7 LORA 通信灯 LORA 每收到一次数据，快闪一次

四、主要部件用途说明

1、键盘

键盘布局：

键盘主要分为两个区：显示区和键盘区。

键盘显示区主要显示主机的运行状态：如布

防、报警、通讯、电源、编程、旁路、防区等。

键盘区主要分为：密码输入及编程指令输入，

系统布防、撤防、留守布防、旁路等功能按键。

键盘显示状态说明：

电源灯 通电常亮

布防灯 系统布防，灯，撤防灯灭

旁路灯 在家布防灯时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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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灯 进入编程状态时灯亮

通讯灯 只要有一个中心和软件通讯正常，灯亮

报警灯 有任意防区报警时灯亮

1-24 防区灯 防区正常，该防区灯灭；防区触发，该防区灯亮；防区报警，该防区灯会

常亮，报警时间过后或者撤防该防区灯闪烁。

2、功能模块

4G 模块 网络模块

4G 模块为主机 GPRS、GSM 移动网络扩展模

块；模块 LED 灯状态如下：

LED1=模组开机状态；

常亮：模块开机状态；灯灭：未初始化或关机；

LED2=SIM 状态灯；

常亮：模组检测到 SIM 卡；灯灭，未检查到

SIM 卡；

LED3=接收指示灯：

当模组串口接收数据时灯亮；无数据时灯灭；

LED4=发送指示灯：

当模组串口发送数据时灯亮；无数据时灯灭；

LED5=网络指示灯：

每 3s 长闪烁一次：注册网络成功；每 800ms

闪烁一次：网络关闭；灯灭：未注册网络

LED6=模块电源灯：

常亮：模块供电；灯灭：模块无供电；

网络模块为报警主机网络扩展模块，可实现

TCP/IP 通讯，达到网络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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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区模块 LORA 模块

8 防区模块地址拨码范围 0-4；地址拨 0，则

防区号代表为 1-8 防区，拨 1 代表 9-16 防区，

以此类推；

LoRa 模块：LoRa 模块为报警主机 LoRa 通

讯扩展模块，支持 LoRa 无线报警设备接入。



11

AL-238P 智能报警控制主机编程使用手册

第二章、系统操作说明

一、用户操作指南

1 、布防命令

键盘布防：密码（默认出厂为 123456）＋“布防”键；

遥控器布防：按遥控器“ ”键；

操作正确后，主机蜂鸣器开始滴...滴...滴响，等到主机延时布防（默认 10S）时间到了，主机布

防成功。

2、撤防命令

键盘撤防：密码（默认出厂为 123456）＋“撤防”键；

遥控器撤防：按遥控器撤防：“ ”键；

键盘蜂鸣器长响 1 声，报警器进入撤防状态；

3、快速布防

长按键盘"布防"3 秒钟以上；

主机蜂鸣器开始滴...滴...滴响，等到主机延时布防时间到了，主机布防成功（主机蜂鸣器鸣叫+

语音提示直至布防延时结束）；

注：该功能需要将“快速布防”功能开启，编程请参考主机说明书编程表的“指令 13”；

4、留守布防

键盘留守布防：密码（默认出厂为 123456）＋"留守"键

遥控器留守布防：按遥控器留守布防：“ ”键；

主机蜂鸣器开始滴...滴...滴响，等到主机延时布防时间到了，主机布防成功。（主机蜂鸣器鸣叫+

语音提示直至布防延时结束）；

留守布防模式：当有防区设置为在家防区时，采用留守布防，防区类型设置为在家防区的防区不

生效，只有防区类型设置为非在家防区生效）；

5、单防区布撤防（针对 1-8 防区）

123456+旁路键，进入单防区布撤防编程状态，按防区号+布防或者撤防键，即可对对应的防区

进行布防或者撤防操作，按 *键 退出该编程状态；

6、挟持撤防

键盘操作：挟持密码＋"撤防"键；

主机撤防,并上报中心挟持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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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进入编程及退出编程指令

进入编程——密码（默认出厂为 123456）+#；

退出编程—— “*”键 ；

8、清除当前报警显示

密码（默认出厂为 123456）＋“*”键；

可以清除语音，联动，警号，显示；

9、查询报警记录

输入密码（默认出厂为 123456））+#，进入编程，再输入 00+01，主机播报最近一条报警记

录，按 1 键查询上一条报警记录，按 2 键查询下一条报警记录，按 0 键重复播报一次，按*#键

退出查询。

如需要查询“操作记录”、“系统版本”、“系统时间”以及“GSM 天线信号值”等信息，请

参考主机说明书编程表的“指令 00”；

10、键盘锁定及解锁

如果开启了键盘锁定功能，键盘撤防操作连续输入 3 次密码错误，键盘进入锁定状态；需要等待

15 分钟后自动解锁或者将主机断电重启解锁；

11、恢复键盘编程密码为 123456

<1>. 断开键盘的电源。

<2>. 短接键盘跳针孔 J1。

<3>. 接通键盘的电源。

<4>. 断开键盘跳针孔 J1。

12、修改键盘地址

（1）．按住键盘的[旁路]键 3 秒以上；输入键盘编程密码：6 位数，密码出厂默认值为 123456

（2）．按住[*]键 3 秒。编程灯常亮显示你已经进入了编程模式；

（3）．输入功能码 0100（功能码为 4 位数）；

（4）. 再输入 2 位键盘地址如 01（键盘地址为 0 到 7，共 8 个键盘地址），输入正确，主机长

“嘀”一声鸣；若输入错误,会发出”嘀嘀嘀”3 声错误提示，输入错误时键盘自动退出编程模式，

必须重新按上面操作进入编程并输入正确的编程值才能成功；

（5）．在编程中或编程设置完后，只要按住“*”键 3 秒，将退出编程模式；

13、恢复主机的主密码

将主机断电，短路主机主板的跳针 J11，再上电主密码恢复默认值；恢复后断电将跳针 J11 复位；

14、主机恢复出厂设置

将主机断电，短路主机主板的跳针 J11，再上电，输入密码（默认出厂为 123456）+#，进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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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再输入 44+02+1#，即刻进行初始化，主机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后断电将跳针 J11 复位；

二、系统编程说明

进入编程——输入格式：主密码（6 位）+#（出厂设置主密码为：123456）

注：成功进入编程时，蜂鸣器长嘀一声，编程指示灯常亮，语音型会播报“编程进入”，表示主

机处于编程状态。

退出编程——输入格式：编程状态下直接按 * 号键退出编程。

注：退出编程状态时，蜂鸣器长嘀一声，编程指示灯灭，或停止操作键盘按键 30 秒后，主机自

动退出，蜂鸣器不响，编程指示灯灭。

三、主机编程表及各地址出厂值

主机查询表：

功能菜单 主

码

从

码

出厂值/编程

位数

功能说明 允许的编程功能码范围及操作说

明

查询 00 01 查询报警记录 输入格式：00+N（01~06）；

N 表示编程地址 01~06，即：各

类记录编号；

按 1 向前查询，按 2 向后查询，按

0 重播，按*#退出查询；

例如查询报警记录，进入编程后输

入 0001 即可；

查询时语音播报具体事件：

例如：xx 年 xx 月 xx 日 xx 时 xx

分防区 5 报警；

例如：xx 年 xx 月 xx 日 xx 时 xx

分密码布防；

02 查询操作记录

03 查询系统交流

供电、扩展模块

等故障信息

04 查询系统版本

05

查询系统时间

06 查询GPRS 信号

强度

语音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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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编功能程表及各地址出厂值：

功能菜单 主

码

从

码

出厂值/编程

位数

功能说明 允许的编程功能码范围及操作说

明

密码设置 01 01 123456（6

位）

主密码(管理员

密码)

输入格式：01+N+新的用户密码

（6 位）+#；

N 表示编程地址 01~59，即：主

密码、编程密码、用户密码 1~16，

防区密码 1~40；

例如：修改主密码为 123456：

在编程状态下输入：

01+01+123456+#；

02 654321（6

位）

编程密码

03 100001（6

位）

第1组用户密码

04 100002（6

位）

第2组用户密码

… … …

18 100016（6

位）

第 16 组用户密

码

19 200001（6

位）

第 1 防区密码

... …. …

58 200040（6

位）

第 40 防区密码

59 987654（6

位）

挟持密码

用户密码

权限设置

02 01 3（1 位） 第1组密码布防

撤防权限

输入格式：02+N+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16，即：用

户密码 1~16；

X 表示 0：禁止；1：布防允许；2：

撤防允许；3：布撤防允许；

例如：设置密码 1 布撤防允许：

在编程状态下输入：

02+01+3+#；

02 3（1 位） 第2组密码布防

撤防权限

… … …

16 3（1 位） 第 16 组密码布

防撤防权限

定时布撤

防设置

03 01 99999999

（8 位）

定时布撤防1 时

间设置

输入格式：03+N+XXXXYYYY+#；

N 表示编程地址 01~06，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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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定时布撤防时间；

XXXX 是布防时间，前两位为小时，

后两位为分钟；

YYYY 是撤防时间，前两位为小时，

后两位为分钟；

超出 23：59 无效，默认出厂值为

99999999；

02 99999999

（8 位）

定时布撤防2 时

间设置

… … …

06 99999999

（8 位）

定时布撤防6 时

间设置

定时布撤

防权限设

置

04 01 1（1 位） 星期 1 属性 输入格式：04+N+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07，周一~周

日；

X 表示 0：禁止该天定时布撤防；

X 表示 1：允许该天定时布撤防；

默认出厂为：1 表示全部启用；

… … …

07 1（1 位） 星期 7 属性

主机自带

有线防区

设置

05 00 1（1 位） 主机自带有线

防区属性（整

体）

输入格式：05+N+X+#；

N 表示编程地址 00~08，即：00

代表主机整体防区属性，01~08，

代表 1~8 防区端子属性；

X 表示 0=禁止；1=常闭；2=常开；

3=带 2.2K 电阻；

默认出厂为 1，即：常闭且不需要

接 2.2K 电阻；

01 1（1 位） 主机自带有线

防区端子1属性

02 1（1 位） 主机自带有线

防区端子2属性

… … …

08 1（1 位） 主机自带有线

防区端子8属性

自带有线

防区触发

有效时间

06 01 30（2 位） 主机自带防区 1

触发有效时间

输入格式：06＋N+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08，即：自

带 1~8 防区；

X 表示触发时间：编程值为 01～

30；

公式：（01～30）*20ms 即 20ms～

600ms；

默认出厂时间为：30（即 600ms）；

02 30（2 位） 主机自带防区 2

触发有效时间

… … …

08 30（2 位）
主机自带防区 8

触发有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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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区属性

设置

07 01 111（3 位） 防区 1 属性 输入格式：07+N+XYZ+#；

N 表示编程地址：01~40，即：防

区 1~40；

X 表示防区类型：0：屏蔽防区；1：

瞬时防区；2：延时防区；3：24

小时防区；4：火警防区；5：空；

6：温感防区 7：救护防区;8：触发

布撤防防区（触发时主机布防再次

触发主机撤防）;9：智能布撤防防

区（长时间不触发该防区，主机自

动布放，触发该防区，主机撤防。

时间参考智能防区设置，包含时间

和触发次数）；

Y 表示警号状态：0，无声报警；1，

有声报警；2：对讲防区（设置为对

讲防区后，接听电话，直接进入对讲

模式）；

Z 表示：0：在家防区；1：非在家

防区；

默认出厂为 111；

例如：设置 1 号防区为 24 小时防

区,有声防区：

在编程状态下输入：

07+01+3+1+0+#；

02 111（3 位） 防区 2 属性

… … …

40 111（3 位） 防区 40 属性

智能防区

设置

08
01

00000（5 位） 智能防区1参数

设置

输入格式：08+N+XXYYZ+#；

N 表示编程地址：01~40，即：防

区 1~40；

XXYY 表示时间：XX 分钟 YY 秒；

Z 表示触发次数：可编程值为 1~9；

例如：有线防区 1 的智能防区设为

10 秒钟内持续触发 3 次方作报警

02
00000（5 位） 智能防区2参数

设置

... .... ...

39
00000（5 位） 智能防区 39 参

数设置



17

AL-238P 智能报警控制主机编程使用手册

提示：

在编程状态下输入：

则输入 08+01+0010+3+#；

40

00000（5 位） 智能防区 40 参

数设置

无线防区

设置

09
00

清除所有无线

防区

输入格式：09+00+9+#清除所有

无线防区编码；

01 防区1 无线自学 输入格式：09+N+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40，即：防

区 1~40 学习对码；

X 表示：X=1 开始学习，等待无线

探测器触发，触发探测器两次，每

次间隔 2 秒以上，提示“无线自学

成功”两次，代表对码成功，并自

动退出当前自学编程；

X=9 表示清除原已学习无线码。

30 秒内，没有按键，自动退出自

学模式；

例如：学习 1 防区无线码，操作如

下：09+01+1+#；提示“无线自

学进入”，此时触发探测器两次，

每次间隔 2 秒以上，提示“无线自

学成功”两次，则表示学习成功。

如要删除 1 防区无线码则输入：

09+01+9+#提示”操作成功“提

示后即可；

02 防区2 无线自学

.....

40

防区 40 无线自

学

无线遥控

器设置

10
00

清除所有无线

遥控器

输入格式：10+00+9#清除所有遥

控器编码；

01 无线遥控器 1 输入格式：10+N+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16，即：遥

控 1~16 学习对码；

X 表示：X=1 表示开始学习，等待

无线探测器触发，触发遥控器“开

锁或关锁”两次，每次间隔 2 秒以

上，主机提示“无线自学成功”两

02 无线遥控器 2

..... .....

16

无线遥控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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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代表对码成功，并自动退出当

前自学编程；

X=9 表示清除原已学习无线码；

30 秒内，没有按键，自动退出自

学模式；

例如：学习遥控器 1 无线码，操作

如下：

输入：10+01+1+#，提示“无线

自学进入”，触发遥控器“开锁或

关锁”两次，每次间隔 2 秒以上，

主机提示“无线自学成功”两次，；

则表示学习成功。如要删除遥控器

1 无线码则输入：10+01+9+#，

提示”操作成功“提示后即可；

LORA 防

区设置

11
00

清除所有 LORA

防区

输入格式：11+00+9+#，清除所

有 LORA 防区；

01
LORA 防区 1 无

线自学

输入格式：11+N+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40，即：防

区 1~40 学习对码；

X 表示：X=1 开始学习，等待 LORA

自学上报，对码成功后，自动退出

当前自学编程；

X=9 表示清除原已学习无线码；

30 秒内，没有按键，自动退出自

学模式；

例如：学习 LoRa 防区 1 无线码，

操作如下：

在编程状态下输入 11+01+1+#，

提示“无线自学进入”，此时触发

LoRa 探测器，提示“无线自学成

功“则表示学习成功。如要删除

LoRa 防区 1 无线码则输入

11+01+9+#，提示”操作成功“提

02 LORA 防区 2 无

线自学

… … …

40

LORA 防区 40

无线自学



19

AL-238P 智能报警控制主机编程使用手册

示后即可；

时间设置 12 01 010（3 位）

系统报警时间

输入格式：12+01+XXX+#；

XXX 表示报警时间 000-999 秒，

默认出厂 010 秒；

02 010（3 位）

键盘布防延时

输入格式：12+02+XXX+#；

XXX 表示键盘布防时间 000-999

秒；

默认出厂 010 秒；

03 030（3 位）

防区1 进入延时

报警

输入格式：12+03+XXX+#；

XXX 表示 1 防区进入延时时间

000-999 秒；

默认出厂 030 秒；

… … … …

42 030（3 位）
防区 40 进入延

时报警

输入格式：12+42+XXX+#；

XXX 表示 40 防区进入延时时间

000-999 秒，默认出厂 030 秒。

43 000（3 位）

上电时间抑制

报警

输入格式：12+43+XXX+#

XXX 表示系统上电时间抑制报警

时间 000-999 秒；

默认出厂 000 秒；

44 000（3 位）

布防完成后警

号提示

输入格式：12+44+XXX+#；

XXX 表示系统布防完成后警号提

示时间 000-999 秒；

默认出厂 000 秒。

快速布防/

强制布防/

系统欠压/

延时防区

提示/键盘

锁定/交流

电检测/蓄

13

01 1（1 位）
快速布防操作

允许

输入格式：12+01+X+#；

X 表示：0=禁止；1=允许。默认

出厂为 1；

功能说明：如功能开启后长按布防

键 3 秒启动布防；

该功能开启后不需要输入密码即

可布防，但撤防一定要输入密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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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检测 可撤防，如该功能关闭则布撤防都

需要输入密码；

02 1（1 位）
强制布防开启/

关闭

输入格式：12+02+X+#；

X 表示：0=禁止；1=允许。默认

出厂为 1；

功能说明：该功能开启后，防区有

故障时可以对主机布防；如该功能

关闭，防区故障时不能对主机布

防；

03 0（1 位）

系统欠压提示

输入格式：12+03+X+#；

X 表示：0=禁止；1=允许。默认

出厂为 0；

功能说明：如该功能开启，当系统

欠压时每隔 10 秒钟主键盘蜂鸣器

响一声，直到电压恢复，如该功能

关闭则不提示；

04 0（1 位）

延时防区布防

状态下触发提

示

输入格式：12+04+X+#；

X 表示：0=禁止；1=允许。默认

出厂为 0；

功能说明：如该功能开启，当防区

类型为延时防区的防区被触发时

提示一声，直到防区恢复，如该功

能关闭则不提示；

05 0（1 位）

键盘锁定

输入格式：12+05+X+#；

X 表示：0=禁止；1=允许。默认

出厂为 0；

功能说明：如该功能开启，当键盘

密码输入错误超过3 次以上时键盘

自动锁定，要解锁需对主机断电或

等待 15 分钟后自动解锁，如该功

能关闭则不锁定键盘；

06 0（1 位） 交流电断电/恢 输入格式：12+0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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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检测 X 表示：0=禁止；1=允许。默认

出厂为 0；

功能说明：如该功能开启，当系统

断电或恢复时上报中心，如该功能

关闭则不上报；

07 0（1 位） 蓄电池电压检

测

0=禁止 1 允许；

自带 PGM

设置

14 01 0（1 位） 自带 PGM1 属

性

输入格式：14+N+X+#；

N 表示编程地址：01、02，即主

板自带 PGM1、2；

X 表示：

0：远程控制（不跟随主机状态输

出，只受远程控制）；

1：布防联动，撤防断开；

2：报警联动，撤防断开；

3：报警联动（跟随主机报警时间），

撤防断开；

4：布防联动（脉冲输出），撤防

断开；

5：报警联动（脉冲输出），撤防

断开；

6：报警联动（脉冲输出）（跟随

主机报警时间），撤防断开；

默认出厂为 PMG1 为 0，PGM2

为 0；

02 1（1 位） 自带 PGM2 属

性

扩展设备

设置

15 01 0 （1 位） 系统带报警模

块个数

扩展设备设置（预留）

02 0 （1 位） 系统带报联动

块个数

联动对应

防区设置

16 01 0101（4 位） 联动点1 联动的

防区号

输入格式：16+N+XX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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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表示编程地址：01~40，即

1~40 号联动输出的联动设置；

XX 表示：表示该联动的防区号的

低端（1~40 防区）；

YY 表示：表示该联动的防区号的

高端（1~40 防区）；

注：高端不能小于低端；

例如：01-05 报警要联动第一号联

动输出，只要 01 到 05 防区中任意

一个防区变化或报警，该灯点亮；

在编程状态下输入：

16+01+0105+#；

系统默认为防区与联动输出一一

对应，即 1 防区报警一号输出点输

出，2~40 防区以此类推；

02 0202（4 位） 联动点2 联动的

防区号

... ... ...

40 4040（4 位）

联动点 40 联动

的防区号

联动属性

设置

17 01 2（1 位） 联动点1 联动属

性

输入格式：17+N+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40，即 1~40

号联动输出点属性；

X 表示：0：禁止；

1：布防联动，撤防断开；

2：报警联动，撤防断开；

3：报警联动（跟随主机报警时间）；

默认出厂为 2；

02 2（1 位） 联动点2 联动属

性

… … …

40 2（1 位）
联动点 40 联动

属性

用户接警

电话

18 01 最多（16 位） 用户1 报警电话

号码

输入格式：18+N+电话号码（最

多 16 位）+#；

N 表示编程地址：01~08，即用户

号码 1~8 的编程；

电话号码为 16 位以下有效电话号

码；

使用中如遇集团内线转外线时，在

输入电话号码前加出局号加*（停

02 最多（16 位） 用户2 报警电话

号码

… … …

08 最多（16 位） 用户8 报警电话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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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加电话号码加#；

例如：集团出局号为 0，使用号码

1 拨打用户电话：

在编程状态下输入

18+01+0+*+用户号码+#

注：“*”号表示等待 1 秒，每多

按一个“*”表示等待时间增加一

秒，按“#”键结束并保存该编程。

清除号码方式：18+N+#清除电话

号码；

防区对应

电话

19 01 0（1 位） 防区1 防区报警

后拨打用户电

话号码

输入格式：19+N+X+#；

N 表示编程地址：01~40，即防区

1~40 报警拨打电话设置；

X 表示 1～8：指定拨打用户号码

1～8 其中一组电话；

0=拨所有的电话；

默认出厂为 0；

例如：1 防区报警后指定拨打用户

号码 8：

在编程状态下输入

19+01+8+#；

02 0（1 位） 防区2 防区报警

后拨打用户电

话号码

… … …

40 0（1 位） 防区 40 防区报

警后拨打用户

电话号码

接警中心

电话

20 01 电话接警中心 1

号码

附：（仅电话线支持 CID 协议）

1、最多 16 位；

2、在地址电话号码输入中，遇内

线拨外线时，先输外线号，再输“*”

等待 1 秒，每多按一个“*”等待

时间增加一秒，接着再输电话号码

即可，按“#”键结束；

3、自动拨接警中心电话的信息有：

系统重新启动、设置、复位、布防、

撤防、紧急报警、防区报警、防区

02 电话接警中心 2

号码

03 电话接警中心 3

号码

04
电话接警中心 4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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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中心号码

属性设置

21 01 0 （1 位） 中心号码1属性

设置

0=主中心；1=备用中心；2=布

防专线；3=撤防专线；

02 0 （1 位） 中心号码2属性

设置

03 0 （1 位） 中心号码3属性

设置

04 0 （1 位） 中心号码4属性

设置

中心上传

报告内容

设置

22 01 0 （1 位） 中心1 上传报告

内容设置
0=所有事件都传中心；

1=只有报警信息传中心；

2=只有布撤防信息传中心；

02 0 （1 位） 中心2 上传报告

内容设置

03 0 （1 位） 中心3 上传报告

内容设置

04 0 （1 位） 中心4 上传报告

内容设置

电话接警

中心账号

23 01 002000 （6

位）

电话接警中心

账号

000000-999999

电话接警

中心心跳

报

25 01 0000（4 位） 系统定期向接

警中心发在线

心跳报

0000-9999 小时 0000 时不上报

电话拨号

次数/振铃

次数/拨号

前延时

26 01 08 （2 位） 用户电话拨号

次数

0-30 次

02 01 （2 位） 电话振铃次数 00-09 次,，默认 1 次

03 00 （2 位） 拨号前延时时

间

0-99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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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断线

检测和远

程控制

27 01 1 （1 位） 电话断线检测 0=禁止 ：1 允许

02 1 （1 位） 电话远程控制

拨号循环

时间

28 01 060 （3 位）
拨号时间

输入格式：28+01+XXX+#；

（对应对讲防区）

用户短信

号码

30 01 （11 位） 短信号码 1 输入格式：30+N+短信号码（11

位）+#；

N 表示编程地址：01~08，即短信

号码 1~8；

短信号码为 11 位有效手机号码。

清除短信号码方式 30+N+#

例如：设置短信号码 1 的号码为

13800138000：

在编程状态下输入

30+01+13800138000+#；

02 （11 位） 短信号码 2

… … …

08 （11 位）

短信号码 8

短信号上

报属性

31 01 1（1 位） 短信号码1上报

属性

输入格式：31+N+X+#；

N 表示编程地址：01~08，即短信

号码 1~8 上报属性；

X 表示：1=防区报警发短信；

2=防区报警+布撤防发短信；

3=所有报警发短信；

4=所有报警发短信+布撤防发短

信；

默认出厂为 1；

02 1（1 位） 短信号码2上报

属性

… … …

08 1（1 位） 短信号码8上报

属性

02 3（1 位） 号码2 短信布防

撤防属性

… … …

08 3（1 位） 号码8 短信布防

撤防属性

中英文

切换

33 01 1（1 位）

中英文切换

输入格式：32+01+X+#；

X 表示：1=中文；2=英文；

默认出厂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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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模块地

址设置

34 01 192.168.001

.200
模块 IP 地址

输入格式：34＋N+IP 地址（12

位）+#；

N 表示编程地址：01~06，即主机

的 IP、网关、中心等 IP 配置；

IP 地址：IP 地址中每一位必须输入

3 位数（如 192.168.001.002），

只要输 12 位数字，中间的点不用

输。

输入指令正确后主机会播报之前

的配置信息，如需要修改，直接输

入新的地址信息按#保存即可，如

不需要修改，按*号键退出编程；

例如：要设置模块的 IP 地址为

192.168.1.218；

在编程状态下输入：

34+01+192168001218#即可；

02 192.168.001

.100
中心 1IP 地址

03 000.000.000

.000
中心 2IP 地址

04 000.000.000

.000

GPRS 中心 IP

地址

05 192.168.001

.001
网关

06 255.255.255

.000

子网掩码

IP 模块

UDP 设置

35 01 20001（5 位） 源 UDP 端口 1 输入格式：35＋N+端口号（5 位）

+#；

N 表示编程地址 01~06，即主机

的源端口、目的端口信息配置；

端口号为 5 位，有可编程值为：

00000-65535；

02 20002（5 位） 源 UDP 端口 2

03 20001（5 位） GPRS 源 UDP

端口

04 20001（5 位） 目的 UDP 端口

1

05 01883（5 位） 目的 UDP 端口

2

06 01883（5 位） GPRS 目的

UDP 端口

网络模块

DHCP

36 01 0（1 位） DHCP 打开与

关闭

（注:此功能预留，暂时不启用）

输入格式：36＋01+X+#；

X 表示：0=禁止：1=允许；

默认出厂为 0；

IP 心跳检

测

37 01 0030（4 位） IP1 心跳检测上

报时间

输入格式：37＋N+上报时间（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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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表示编程地址：01~03，即主机

的 IP 中心 1、2 与 GPRS 中心心跳

上报时间设置；

上报时间为 4 位数，单位为秒，有

效编程值为 0000-9999 秒，

0000=不上报；

02 0060（4 位） IP2 心跳检测上

报时间

03 0060（4 位）

GPRS 心跳检测

上报时间

IP 上报中

心协议

38 01 1（1 位） IP1 上报中心协

议

输入格式：38＋N+X+#；

N 表示编程地址：01~03，即主机

的 IP 中心 1、2 与 GPRS 中心上报

协议设置；

X 表示：1=238P 协议；2=E5 私

有协议；3=E5 公开协议；4=MQTT

协议；

默认出厂为 1=238P 协议

02 1（1 位） IP2 上报中心协

议

03 1（1 位） GPRS 中心协议

系统日期

39 01 2018.09.28

（8 位）

系统日期 输入格式：39＋01+日期+#;

日期为8 位数字，中间的点不用输；

例如：2019 年 6 月 17 日，则在

编程状态下输入

39+01+20190617+#;

系统时间
40 01 00：00：00

（6 位）

系统时间 输入格式：40＋01+时间+#；

时间为6 位数字，中间的点不用输；

主机编码

设置

41 01 000000000

0（10 位） 主机编码设置

输入格式：41＋01+主机编号+#；

主机编号为 10 位数，出厂已设好，

不建议更改；

清除记录/

恢复出厂

值

44 01 1（1 位）
清除记录

输入格式：44＋01+1+#清除记

录；

02 1（1 位）

恢复出厂值

输入格式：44＋02+1+#；

进行恢复出厂设置，然后等待大概

3 秒钟（主机长响一声恢复成功）

打印机设

置

45 01 1（1 位） 操作是否打印 输入格式：45＋01+X+#‘’

X 表示：0=禁止；1=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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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1 位） 故障是否打印 输入格式：45＋02+X+#

X 表示：0=禁止；1=允许；

03 0（1 位） 防区恢复是否

打印

输入格式：45＋03+X+#

X 表示：0=禁止；1=允许；

打印检测

在线监测

46 01 0024（4 位） 打印检测在线

监测时间

输入格式：46＋01+打印检测时间

+#；

打印检测时间：有效编程值为

0000-9999 单位小时。0000 为禁

止打印检测

设备重启 47 01 1 设备重启 输入格式：47＋01+1+#

进行设备重启，设备运行灯停止闪

烁，然后等待大概 10 秒钟设备运

行灯开始闪烁重启成功）

分区 1 防

区

48 01 防区 1 将防区分配到分区 1;

输入格式：48+ N+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40，即：防

区 1~40；

X 表示：0=禁止 1=允许；

默认出厂为 0

02 防区 2

… … …

40 防区 40

分区 2 防

区

49 01 防区 1 将防区分配到分区 2;

输入格式：49+ N+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40，即：防

区 1~40；

X 表示：0=禁止 1=允许；

默认出厂为 0

02 防区 2

… … …

40 防区 40

分区 3 防

区

50 01 防区 1 将防区分配到分区 3;

输入格式：50+ N+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40，即：防

区 1~40；

X 表示：0=禁止 1=允许；

默认出厂为 0

02 防区 2

… … …

40 防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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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4 防

区

51 01 防区 1 将防区分配到分区 4;

输入格式：51+ N+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40，即：防

区 1~40；

X 表示：0=禁止 1=允许；

默认出厂为 0

02 防区 2

… … …

40 防区 40

分区 5 防

区

52 01 防区 1 将防区分配到分区 5;

输入格式：52+ N+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40，即：防

区 1~40；

X 表示：0=禁止 1=允许；

默认出厂为 0

02 防区 2

… … …

40 防区 40

分区密码 53 01 550001 分区 1 密码 分区布撤防密码，，通过分区密码

控制对应分区布撤防；

输入格式：53+N+分区密码（6

位）+#

N 表示编程地址 01~05，即 5 个

分区；

02 550002 分区 2 密码

03 550003 分区 3 密码

04 550004 分区 4 密码

05 550005 分区 5 密码

分区 1 遥

控器

54 01 遥控器 1 将遥控器分配到分区 1，通过遥控

器控制分区 1 布撤防；

输入格式：54+01+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16，即：遥

控 1~16；

X 表示：0=禁止 1=允许；

默认出厂为 0；

02 遥控器 2

… … …

16 遥控器 16

分区 2 遥

控器

55 01 遥控器 1 将遥控器分配到分区 2，通过遥控

器控制分区 2 布撤防；

输入格式：55+01+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16，即：遥

控 1~16；

X 表示：0=禁止 1=允许；

02 遥控器 2

… … …

16 遥控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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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出厂为 0；

分区 3 遥

控器

56 01 遥控器 1 将遥控器分配到分区 3，通过遥控

器控制分区 3 布撤防；

输入格式：56+01+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16，即：遥

控 1~16；

X 表示：0=禁止 1=允许；

默认出厂为 0；

02 遥控器 2

… … …

16 遥控器 16

分区 4 遥

控器

57 01 遥控器 1 将遥控器分配到分区 4，通过遥控

器控制分区 4 布撤防；

输入格式：57+01+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16，即：遥

控 1~16；

X 表示：0=禁止 1=允许；

默认出厂为 0；

02 遥控器 2

… … …

16 遥控器 16

分区 5 遥

控器

58 01 遥控器 1 将遥控器分配到分区 5，通过遥控

器控制分区 5 布撤防；

输入格式：58+01+X+#

N 表示编程地址 01~16，即：遥

控 1~16；

X 表示：0=禁止 1=允许；

默认出厂为 0；

02 遥控器 2

… … …

16 遥控器 16

四、编程举例

前提：编辑主机的参数时，请先进入编程模式，再按照编程表对参数进行设置，设置完后退出编

程；

例 1：将主密码改成 654321；

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01+01+654321+#，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功。

例 2：要修改第 1 组用户密码布防撤防权限为只能布防；

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02+01+1+#，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功。

例 3：要更修改定时布撤防 1 时间为 08：00 布防，17：45 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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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03+01+08001745+#，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功。

例 4：要修改防区 1 属性为 24 小时并且为无声防区；

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07+01+300+#，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功。

例 5：要修改主机自带有线防区端子 2 属性为常开属性；

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05+02+2+#，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功。

例 6：要修改系统报警时间为 30 秒；

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12+01+030+#，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功。

例 7：要修改智能防区 1 为 10 分钟 10 秒钟内持续触发 3 次主机才报警；

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08+01+10103+#，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功。

例 8：要清除所有无线防区；

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09+00+9+#，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功。

例 9：要清除无线防区 1，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09+01+9+#，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

功。

例 10：要修改用户 1 报警电话号码为 13828013204：；

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18+01+13828013204+#，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功。

例 11：要清除用户 1 报警电话号码：；

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18+01+#，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功。

例 12：要修改 IP 模块 IP 地址为 192.168.001.201；

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34＋01+192168001201+#，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功。

例如：要修改系统日期为 2019.02.21；

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39＋01+20190221+#，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功。

例 14：要修改系统时间为 09 点 28 分 00 秒；

进入编程模式后输入：40＋01+092800+#，输完后蜂鸣器长响一声修改成功：格式为：小时（24

小时制：2 位）+分钟（2 位）+秒（2 位）。

第三章、防区类型和密码权限说明

一、防区类型及说明

屏蔽防区：此防区无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触发该防区都不会报警。

瞬时防区：布防成功后，触发立即报警。

延时防区：布防成功后，若触发了延时防区，只在所设定的进入/退出延时时间结束之后才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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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在延时过程中进行撤防，会自动取消报警。

24 小时防区：一直处于激活状态，不论撤布防与否，只要一触发就立即报警。

火警防区：一直处于激活状态，不论撤布防与否，只要一触发就立即报警。

温感防区：一直处于激活状态，不论撤布防与否，只要一触发就立即报警。

救护防区：一直处于激活状态，不论撤布防与否，只要一触发就立即报警。

触发布撤防防区：若系统现在为布防状态，此防区触发，系统进行撤防；若系统现在为撤防状态，

此防区触发，系统进行布防。

说明：每个防区都可以设置成有声或无声防区；也可以设置成在家防区和非在家防区，如果某个

防区设置成在家防区且防区类型是瞬时防区或延时防区，用户留守布防，该防区触发无效。

二、系统密码权限说明

系统总共有 59 个密码，分为 5 种不同的权限密码，各种权限说明如下：

密码权限 功能说明 有效控制范围

主密码
可以用来编程和布撤防操

作
1 组，对设备和防区都有效

编程密码 只能用来编程 1 组

用户密码 用来布撤防整个主机 共 16 组，布防/撤防权限可选择

防区密码 用来布撤防对应防区
40 组，只能对相应的防区进行布撤防操作

（每个防区有 1 个独立密码）

挟持密码
在遭受威胁时撤防用此密

码
1 组，撤防的同时会发一条无声报警到中心

第四章、扩展模块功能应用

一、4G 模块上传网络接警中心，只能上传 1 个中心

例如：主机需要通过 4G 模块上传接警中心软件，接警中心软件的服务器 IP 为 21.52.118.56，

端口 3005；

中心 IP 及端口设置方式：

 输入密码（默认出厂为 123456））+#，进入编程；

 设置 GPRS 中心 IP 地址，格式：34+04+02105211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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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只要输 12 位数字，中间的点不用输。输入指令 3404 正确后主机会播报之前的配置信息，

如需要修改，直接输入新的 IP 按#保存即可；

 GPRS 目的 UDP 端口，格式：35+06+03005#

 GPRS 心跳检测上报时间，格式：37+03+0030#

 “*”键，退出编程

二、IP 模块上传网络接警中心，IP 可以同时上传 2 个中心

例如：主机需要通过 IP 上传第 1 个接警中心软件，接警中心软件电脑 IP 为 192.168.1.100，端

口为 20001；

模块 IP、中心 IP 及端口设置方式：

 输入密码（默认出厂为 123456））+#，进入编程

 设置模块 IP 地址，格式：34+01+192168001201#（根据所在网络分配一个 IP 地址给主

机）

IP 只要输 12 位数字，中间的点不用输。输入指令 3401 正确后主机会播报之前的配置信息，

如需要修改，直接输入新的 IP 按#保存即可；

 中心 1 的 IP 地址，格式：34+02+021052118056#（装软件的电脑或云服务器的 IP 地址）

 网关，格式：34+05+192168001001#（根据所在网络网关地址填写）

 子网掩码，格式：34+06+255255255000#（根据所在网络信息地址填写）

 源 UDP 端口 1，格式：35+01+20001#（主机发送数据的端口）

 目的 UDP 端口 1，格式：35+04+03005#（软件或者服务器的接受数据的端口）

 中心 1 心跳检测上报时间，格式：37+01+0030#

 “*”键 退出编程

三、 用户电话接警通知

1、接警电话号码设置方式

输入密码（默认出厂为 123456）+#，进入编程；

设置用户接警电话号码，格式：18+N(即电话号 01-08)+电话号码（最多 16 位）+#；

设置号码需注意：使用中如遇集团内线转外线时，在输入电话号码前应加出局号+加*（停顿）+

电话号码+#；

*#，退出编程；

2、清除电话号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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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密码（默认出厂为 123456）+#，进入编程；

输入 18+N（01-08）+# 清除电话号码；

*键，退出编程；

例如：集团出局号为 0，使用拨打用户接警电话 1，编程如下：

输入密码（默认出厂为 123456）+#，进入编程；18+01+0+*+用户号码+#

注：“*”号表示等待 1 秒，每多按一个“*”表示等待时间增加一秒，按“#”键结束并保存。

3、电话挂机

主机报警，拨打用户电话后，用户接听后主机的挂机方式有以下三种：

1）、用户接听电话时间大于 12s 后挂机，不会继续拨打用户电话；

2）、用户接听电话时间小于 12s 挂机，会继续拨打用户电话，拨打次数按设定的电话拨号次数；

3）、对主机撤防时，不会继续拨打用户电话；

四、开通短信布撤防提醒功能

在指令 31 编程项设置短信号码 1 上报属性，开通属性 2（防区报警+布撤防发短信）功能时，

每当主机进行布防，报警和撤防动作，主机都会将该信息发送到相应的手机上，手机短信显示内

容如下：布防信息：XX 布防；撤防信息：XX 撤防；报警信息：XX 防区报警。

附：如果仅需要开通报警后给第一个手机号码发送报警短信，布撤防和其它信息不发短信，必须

进行如下设置，31+01+1，这样主机给第一个手机号码只发防区报警发短信。

五、LoRa 扩展模块

LoRa 频率 433MHZ；

空旷地方通讯距离 2 公里；

最大接入 40 个防区；

双向可靠通讯，设备欠压/无线强度监测；

六、串口接打印机

1、主机具有实时打印功能。可以打印的信息有：报警、故障、操作、设备正常在线等信息。默

认打印防区报警和布防撤防操作，打印带有时间记录。

2、主机通过 232 串口线接到公司专用的打印机上，目前型号为 DYJ-WH。

3、如果打印的测试时间间隔不为 0，那么打印机会在整点按照指定的时间间隔打印一次，表示

系统运行正常。

打印格式：防区 2 报警 13 日 11 时 50 分 21 秒 ---打印的内容，包括设备/防区的名称和信息+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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