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K109DT/RK109DTX 
微波/红外双鉴入侵探测器 

安装说明书 

 

 
 

 

1.产品介绍 

RK109DTX（微波/被动红外/防下潜型）及 RK109DT（微波

/被动红外型）是微处理器控制的双技术入侵探测器。红外与

微波技术相结合，互相补充以确保 可靠的探测效果并防止

误报。 
实际运动识别运算法则的出现，使得 RK109DT(X)系列产品

优于其它的双鉴探测器。这种先进的运动分析法使得

RK109DT(X)能够将人体的实际运动因素与其它经常导致误

报的干扰因素区分开来。 
RK109DT(X)的另一独特优点在于其微波运动模拟电路,它
可以模拟人体在微波区域移动产生的效果。这种模拟程序定

期运行以供自检，监督并确保微波探测的正常工作。 
此外，还运用短时间热脉冲定期对热电传感器及其电路进行

检测。如果它们不能

正常工作，会触发出

错报警。 
为了弥补前透镜的探

测范围，RK109DT(X)
还在正面机盖的底部

安装了一个向下的透

镜。此透镜用于防止

从探测器的下面非法

接触探测器。

 
 
2.技术参数 
一般参数 
输入电压：9-16 VDC 
工作电流：12 VDC 时大

约为 26 mA 
屏蔽继电器

（RK109DT(X)）：约 60 
秒 
 
红外部分 
透镜数据：34 光束，900视

角  
大覆盖面积：9 x 9 m 

(30 x 30 ft) 
垂直调整：+2 至-12，具有垂直调整标尺 
传感器：双源低噪音热电传感器 
触发指示：绿色 LED 灯闪烁长达 5 秒 
灵敏度调节：可选择，1 或 2 个动作 
 
微波部分 
发 射 器：DRO-稳定型微波传送带 
频    率：2.45 GHz 
探测范围：可在 25%至 100%（3 m - 9 m）之间调整 

触发指示：绿色 LED 灯亮，时间长达 5 秒 
报警器，防拆及出错数据 
报警指示：如果 2 种探测都被触发，红色 LED 灯亮 2-3 秒 
继电器触点：常闭，额定值：0.1 A/30 VDC；18Ω电阻与触

点串联 
报警持续时间：2-3 秒（红色 LED 灯亮且输出继电器触点断

开） 
防拆开关触点：常闭，50 mA/30 VDC 
出错输出：常开集电极， 大 100 mA 
出错/屏蔽指示：红绿灯交替闪烁，且出错输出被拉向低档位 
 
物理性能 
尺寸： 104 x 60 x 35 mm  
重量： 86 g  
 
安装 
直接安装：装于平面或墙角（无需支架）， 高 2.4 m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100C至 500C 
贮存温度：-200C至 600C 
RFI 保护：大于 30 V/m (20 MHz 至 1000 MHz) 

 
 
3.安装方式 
3.1 总体原则 
在选择安装位置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微波辐射可以穿透玻璃和非金属的墙壁。务必要调整微波量

使之不会超出房间限制，否则隔壁房间或墙壁外面的物体移

动，都会触发微波的探测。 
 覆盖区域内的大型金属反射物体会影响微波探测的覆盖

范围。 
 尽管 RK109DT(X) 有超强的防误报性能，仍建议避免将

其安装在气流强的室内或高压电线的附近。 
 如果在同一房间内或同一扇墙壁的两边安装 2 个

RK109DT(X)探测器，它们不可相向放置，且之间应相

距至少 2 m 。 

 为了能在高温条件下达到 佳工作性能，将探测器瞄准

保护区域中 凉的地方。 
 务必将探测器安装在牢固稳定的平面上，且其高度能形

成对保护区域的 佳覆盖。在一定的高度上，增大垂直

角度会增大覆盖范围。 
 不要将 RK109DT(X)安 装在由于环境干扰连续不停地

或断断续续地报警的地方。 
 对 RK109DT(X) 用户的特别建议： 好将探测器装在不

常走近其 1 m 范围之内的地方。 
3.2 直接安装 
利用安装孔将探测器直接安装在墙壁上或墙角上。 
A. 松开并拆除底座下面的螺钉（参看图 3），再将盖子拿开。 

REKELEAD ELECTRONICS LTD., (REV2.0/2008)        1 



B. 在底座上钻出适当的安装孔及走线孔。 
注：要在墙壁平面上安装，需利用底座中间的 2 个延长

孔。要在墙角安装，则利用底座斜边上的 2 个对角孔（参

看图 3）。 
 

 
 
C. 按照段落 3.1 中的总体原则选择安装位置。 
D. 暂时将印刷电路板从底座上拆下，小心不要弄丢紧固螺

钉。 
E. 用底座作为模板作钻孔标记。 
F. 钻好安装孔，再嵌入胶塞。 
G. 将线穿过钻出的走线孔，再用 2 个螺钉将底座安装到位。 
H. 用 RTV 密封好底座上所有的开口，以防昆虫进入到探测

器内。 
I. 重新装上 PC 板，将利用垂直调节螺钉将其紧固好。 
3.3 接线 
按以下顺序将线接到接线端子上（参看图 4）： 
 

 
 
TAMP端子 （防拆开关） 
连接至：控制主机的一个 24 小时常闭防区。 
说明：当盖子拆开后，防拆开关触点打开。 
NC端子 （报警继电器） 
连接至：控制主机的一个常闭防盗防区 
说明：当探测器触发或断电时，输出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断开。 
TRB端子 （故障输出） 
连接至： 24 小时的防区，与一个终端电阻串联（参看图 4）。 
说明：当探测器的微波或红外探测不能正常工作时，TRB 端

子的常开连接会被接地，引起报警系统故障防区的触发。 
可选项：可以在 TRB 输出端连接一个蜂鸣器或继电器（

大 100 mA）。 
12 V 正(+)和负(-) 端子 
连接至：9 到 16 伏的直流电源上，保证极性正确连接。 
说明：建议在所有的其它连接完成并重新检查后，才接通电

源。将报警控制主机的交流电源断开，并确保当只有备用电

池作为唯一的电源时，供给探测器的电压超过 9 V。 
注意：需使用 RTV 密封底座的孔，防止昆虫进入探测器内。 
3.5 启用过程 
将(+)及(-)端子与电源连接后，RK109DT(X) 开始长达 60 秒

的预热过程，这时红色与绿色指示灯交替闪烁。 
注意！ 如果 60 秒后指示灯的交替闪烁仍不停止，则自检电

路已检测到失效，或是使用的 RK109DT(X)探测器被屏蔽（参

看段落 3.6）。 
3.6 出现屏蔽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将屏蔽材料贴到透镜上或将屏蔽物体靠近透镜，屏蔽约

60 秒后会产生出错报警： 
 红色和绿色 LED 灯会交替闪烁； 
 TRB 输出会被接地直到重新设置探测器（参看段落 5.6

的程序）。
 
 
4.指示灯与选择开关 
4.1 LED 指示灯 
2 个 LED 灯用来指示各种报警及出错信息，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LED 灯的状态说明 
LED 灯的状态 
绿灯 红灯 

 
说   明 

灭 灭 未检测到动作 
亮 灭 行走测试时微波检测到动作 

闪烁 灭 行走测试时被动红外检测到动作 
灭 亮 报警：微波与红外同时检测到动作 

闪烁 闪烁 自检电路检测到出错或屏蔽，或 
初始预热程序（供电 60 秒后停止） 

 
 
 
 

注意： 
1. 在行走测试中，第 1 个亮的应是绿灯。它稳定地亮着（微

波检测时）或闪烁（被动红外检测时），这取决于哪一个

探测先检测到动作。随后另一探测检测到动作之后，则

绿灯灭而红灯亮（报警）。 
2. 如果在预热期之后红绿灯仍继续闪烁，则探测器不能正常

工作或被屏蔽，需立即更换。 
4.2 模式选择开关 
模式选择的 DIP 开关安装在探测器的印刷电路板上（图 3）。
它控制（图 5）所描述的 4 项功能，详细内容参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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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式选择开关的功能 
* 将 SW-2 和 SW-3 设为关并不会禁用出错指示（闪烁/
闪烁）

 
 
5.调整与测试 
5.1 调整垂直度 
红外探测的垂直调整标尺位于印刷电路板的左下边缘（参看

图 3）。板中间的螺钉可以快速方便地在+20至-120之间调整探

测器。所有的RK109DT(X)探测器在出厂时都被预调至-50。 
下表 3给出了各种不同安装高度与覆盖范围组合的建议垂直

度调整值。 
A. 利用表 3 找出你所需覆盖的 佳角度。例如，如果要求

覆盖范围为 9 m (30 ft)，而探测器安装在距地板 1.8 m (6 
ft)的高度，则将垂直角设为-60。 

表 3. 垂直度调整 
安装高度 覆 盖 范 围 

ft ⇒ 7 10 13 17 20 23 26 30 40
⇓ m 2 3 4 5 6 7 8 9 12
3 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 1.2 -80 -60 -50 -40 -30 -20 -20 -20 -10

5 1.5 － -120 -90 -70 -60 -50 -50 -40 -30

6 1.8 － － － -110 -90 -80 -70 -60 -50

7 2 － － － － -120 -100 -90 -80 -60

8 2.5 － － － － － － -110 -100 -70

 
B. 松开垂直调节螺钉，将印刷电路板沿垂直槽滑动直至指

针在垂直标尺上显示所要求的角度。然后拧紧调节螺钉。 
注意：由于调节螺钉也将印刷电路板紧固在底座上，所

以更换印刷电路板时需重复进行垂直调整。 
5.2 设置脉冲计数器 
如果想将被动红外探测设为误报 大保护，将 DIP 开关 
1(SW-1)调到开档位．这时，需要有 2 个连续动作才能触发

红外探测。 
要尽快检测到动作，将开关 SW-1 调到关档位．这时，只需

1 个动作就能触发红外探测。 
5.3 红外行走测试 
A. 旋转微波量控制至 小档位。 
B. 将 DIP 开关 SW-3 调到开档位（启用绿色行走测试指示

灯）。 
C. 将前盖安装到位。 
D. 步行穿过覆盖区域的预期远端的探测区域。每次检测到

移动动作时，绿色 LED 灯应闪烁长达 5 秒。 
注：如果绿色 LED 灯，持续地亮而非闪烁，则是微波探

测检测到动作。 
E. 如果被动红外探测在其覆盖区域的远端不能检测到动作

时，拆开前盖后再重新调整垂直标尺，再装回前盖并重

新测试。 
5.4 微波探测行走测试 
A. 拆开前盖。 
B. 将微波量控制调到 小档位，DIP 开关 SW-3 调到开档

位（启用绿色行走测试 LED 灯）。 
C. 走入覆盖区域的远端。每次检测到移动动作时，绿色

LED 灯会稳定地亮，时间长达 5 秒。 
D. 如果在其覆盖区域的远端不能检测到动作，将微波量控

制向 大端稍微调一点再重新测试，直至在覆盖区域的

远端可以可靠地检测到动作。 
注意：微波探测的检测范围，决不可超出其所需覆盖

区域的远端。 
E. 从不同角度行走穿过覆盖区域，检查移动动作是否每次

都可被检测到。 
注：如果红外探测触发干扰测试，可以在传感器前面插入一

片小纸板，使红外探测失效。 
5.5 报警行走测试 
A. 将 DIP 开关 SW-2 及 SW-3 调到开档位（红色及绿色 LED

灯都被启用）。 
B. 将探测器的前盖安装到位。 
C. 向着探测器的不同方向，不同距离行走穿越探测器的覆

盖区域，检查在整个覆盖区域是否能正常地检测到移动

动作（红灯会亮 2-3 秒）。 
D. 测试完成后，拆开盖子并将 DIP 开关 SW-2 及 SW-3 调

到关档位，以防入侵者追踪覆盖范围。 
E. 重新装上前盖并用底部的螺钉紧固在底座上。 

注意！要保证探测器的正常工作，1 年至少要检查 2 次

数值及覆盖区域。此外，建议应在覆盖区域的远端进行

一次行走测试以确保每次装备报警系统之前都有报警讯

号。 
5.6 出错后的重新设置（RK109DT(X)AM） 
出错报警后，按以下顺序进行： 

 查找透镜上的屏蔽材料或透镜前的屏蔽物体，如果发现，

将它们移除。 
 通过行走测试重新设置探测器 － 多次穿过远端的覆盖

区域使之报警。 
如果一切恢复正常，红色和绿色 LED 灯应会停止闪烁，且

TRB 输出也应恢复电路断开状态（即从接地转为断开）。 
注：如果行走测试不能使出错报警停止，重新检查屏蔽。一

旦排除了屏蔽因素，则出错可能是由于被动红外或微波电路

失效引起。更换探测器即可解决此问题。
 
 
 
 

开关 状态 功能 预设 
SW-1 关 

开 
1 个动作触发红外探测 
2 个动作触发红外探测 

开 

SW-2 关 
开 

禁用报警行走测试 
启用报警行走测试 

开 

SW-3 关 
开 

禁用微波/红外行走测试 
启用微波/红外行走测试 

开 

SW-4 关 
开 

报警时输出继电器开启 
报警及检测到出错时输出继电器开启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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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别提示 
尽管探测器的可靠程度很高，但它不对入侵保护提供 100%
的保证。因为即使是 尖端的探测器，有时也会由于以下的

原因，产生失效： 
A. 由于供给探测器的直流电源不正确或不恰当地连接，导

致探测器不能正常工作。 
B. 探测仅限于在安装者所调节的探测范围所覆盖的区域内

进行。 
C. 被动红外探测并不对保护区域提供整个空间的覆盖，它

只能探测保护区域内温差的敏感波动。 
D. 被动红外探测不能探测到发生在关闭的门，墙壁，玻璃

屏障，窗户和百叶窗之后的动作。 
E. 将透镜罩住或在透镜上喷洒涂料，会降低被动式红外探

测的探测性能。机械改装也会影响光感系统。 
F. 控测区域的环境温度接近 320-400C 的范围时，被动红

外探测的探测性能也会下降。 
G. 微波探测的探测范围会受到金属物体或涂膜绝缘体的影

响。 
H. 即使是 可靠的电子设备，包括本探测器，也会由于不

可预知的元件失效而出错。 
 
上述的是不能探测入侵的 普通的原因，但并不是全部的原

因。因此，建议每周对探测器及整个报警系统进行一次检查，

以保证其正常工作。 
报警系统不能被看作保险的代替品。家庭及财产持有人或租

用人应对保障他们的生命及财产非常谨慎，即使在受到报警

系统的保护下。 
 
此设备符合 FCC 条例的第 15 部分及加拿大工业与科学的

RSS-210。其使用应遵合以下 2 个条件：(1) 此设施不会引

起有害的影响，(2)此设施必须接受任何受到的干扰，包括

可能会引起非预期工作的干扰。

 
 
 
 
 

 
注意： 

本手册不能作为法律文件，对用户、操作员、或

安装人员对手册内容的误解、误操作和系统故障运转

而导致任何损失和法律责任，我公司恕不承担。为了

防止各种侵权行为，本公司郑重声明，本手册的版权

归本公司所有，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

之前，不得以任何方式拷贝、复制、或传输本书的部

分或是全部内容。 

本公司保留对本手册的修改权，修改前不再另行通知

使用本产品的用户。 

虽然本产品是一种先进的防盗系统，但它将不能对用

户因失窃、火灾和其它等突发性事件造成的损失负责。任

何防盗系统，无论是工业用或民用，都会出错。尽管产品

经多年调试、改进,仍有以下局限性：人为或是电子等破

坏系统，通过故障等将会影响系统的工作。我公司将不能

保证系统不被破坏，用户不被伤害,财产不受损失,火灾不

会发生。防盗系统的正确安装与使用，只能减少失窃、抢

劫、火灾等突发性事件的发生，但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我公司建议每三个月让安装技术人员对本产品进行

检查，而您 好每周都对系统进行检查。 

REKELEAD ELECTRONICS LTD., (REV2.0/2008)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