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SCO震动探测器 
简易安装说明书 

高安全性 24小时全天候防护 
瑞斯可集团高安全性震动探测器是 24/7 全天候防护最佳选择，适用于金库、保

险箱、ATM机，钢筋混凝土墙壁和保险库、钢铁铠装柜、自动售售货和门的防护

基于 RISCO集团的先进技术，可监控到防护面的震动和温度，检测所有已知类型

的攻击方式，如重锤、钻孔、爆炸、液压工具和热力工具。 
 
RISCO震动探测器安装简便‐既可以通过总线方式连接到 RISCO防盗报警系统，实

现独特的远程参数设置及诊断功能‐也可以通过常规继电器模式安装，且探测器

带有内置终端电阻。 
 
 

• 压电传感器数字处理与模式识别技术 
• 温度传感器检测极冷和极热温度攻击 
• 探测范围可达(16’) 5米的工作半径 
• 具有标准的抗钻防护外壳 
• 远程调整灵敏度输入端口，能在 ATM 或自动售卖机进行配给时降低灵敏

度 
• 墙壁和外壳防拆保护 
• 继电器或瑞思可总线模式安装 
• 瑞思可总线模式可显著降低布线，安装设备和人工成本，同时又具备远程

服务的优点。 



 

Terminal Blocks 

 



 

终端接线说明 
+12V (红) 电源 (+) 输入电压 
-12V (黑)  电源 (-) 输入电压 
YEL  用于连接RISCO 总线型主机的BUS端口(只适用于总线连接) 
GRN  用于连接RISCO 总线型主机的BUS端口(只适用于总线连接) 
NO 报警继电器常开, 24VDC.0.1A 
C   报警继电器公共端 
NC 报警继电器常闭端, 24VDC.0.1A 
TAMPER N.C. 防拆端口, 24VDC.0.1A 
SENS 远程灵敏度控制(作为低振动灵敏度探测，比如ATM机在取现过程中产生的震动). 
A.OUT 信号输出: 连接万用表连接A.OUT 和-12V两端, 查看信噪和信号电压水平 
(条形指示灯显示).在震动情况下，电压值为0V,会增大麦克风的震动探测.如果测量的电压值没有

保持稳定（在震动情况下），而且会继续增加，这代表环境信噪水平高，应降低探测器灵敏度. 
TEST 短接TEST和GND接线端启动远程测试功能(参考拨码开关设置8和9). 
（不适用于总线模式.) 



 
LED指示灯功能显示 

LED灯开启      颜色       灵敏度       功能描述 

LD1             红                     温度感应探测报警 

LD2             红                     震动报警探测：条形指示灯 

LD3             黄                     (LD8-2)显示震动信号强度 

LD4-8           绿 

LD9             绿                      电源开启 

注意： 

在测试模式下，各LED指示灯的显示定义不同，详情参考：探测器测试模式。 

 



 

 
 

 

 

 



 
拨码开关设置 

通过图上的设置SW1、SW2、SW3的拨码开关到OFF、ON，灵敏度由低到高。 

SW4-用于测试信号和极端的信号（包含爆炸和铁锤探测等） 

ON：开启 

*OFF-关闭 

SW5   SW6 

用于调整累计时间，结合SW1-3，两者结合建立一个阀值，SW5-6建立累计的报

警信号值，当超过阀值，会触发报警事件。 

SW5   SW6 

*OFF   *OFF(持续时间 秒)  

ON      OFF 10秒（例如：自动售卖机） 

OFF     ON 

OFF     OFF(80秒)（例如：银行保险库） 

SW7  用于设置继电器模式或者是总线模式功能（确认J2的位置） 

ON：BUS总线模式  *OFF：继电器 

SW8   用于开启本地和远程测试功能 

ON：本地，在电源开启后每24小时内部自检信号测试自检一次，测试失败LEDs

会常亮直到下一个自检开始。 

OFF：远程测试，短接TEXT和GND两者的接线端，激活测试功能。如果测试通过

，报警继电器会打开3秒钟。 

SW9 外部测试仪（参看13页） 

ON：开启外部测试仪 

*OFF：关闭（内部测试） 

SW10 用于开启温度传感器功能（温度报警阀值+85度以上） 



ON：开启 

*OFF:关闭 

SW11 用于开启LED灯 

ON：开启 *OFF：关闭 

SW12  不使用 

*为出厂默认 

 

总线模式 

拨码开关      备注（SW7  ON） 

SW1-4      总线地址 

SW5-12      不适用 

 
 

跳线选择 

S.A（Stand Alon/BUS） J12 

继电器模式/总线模式 

J12：报警内置终端电阻 

J13：防拆内置终端电阻 

 

 

 

 

 



 

 
探测器测试 

瑞思可建议您在安装探测器后，执行自检测试功能。测试能够通过自动模式（

本地或远程）或者每24小时自动测试。 

1. 远程自检（手动测试） 

确认并更改拨码开关SW8到OFF. 

短接TEST和GND的接线端. 

所有指示灯将会打开并显示测试指令 

 

LED                       故障 

1 外部电源供应错误 

2 内部电压错误 

3 存储记忆错误 

4 震动探测器错误 

5 温度传感器错误 

6-9                      无应用 



所有的指示灯在成功测试后关闭，除了电源指示灯(LED9)并且报警继电器开路

3秒，如果有故障发生,相应的LED灯将会显示。 

2．本地自检（自动测试） 

确定拨码开关SW8为ON。 

RK66S探测器在设备加电后每24小时运行本地或自动自检功能。测试过程和结果演示，参

见上面远程自检功能。 

 

 
图4:EOL终端电阻的接线方法和跳线选择 

 

技术规格 
探测范围 可达5米的半径距离 

调整震动灵敏度 通过拨码开关8级可选 

调整震动信号持续时间 通过拨码开关4级可选 

探测范围及灵敏度 

爆破&铁锤模式探测 通过拨码开关选择 

震动发生器 外部或内部测试发生器 

灵敏度显示 条形指示灯 

自检显示 电源，低电压，记录存储，压电传感器，温度探测器 

RISCO总线 通过RISCO报警系统键盘或PC远程软件进行远程参数设置及诊断 

安装及维修工具 

EOL终端电阻 内置，跳线选择 

工作电压 9-16V 直流 电源供应 

电流消耗 典型20毫安@12V 直流 

报警触点 24V DC，0.1A  C型转换继电器 

防拆触点 24V DC，0.1A 

输出 

报警触点等待时间 2.5秒 



模拟信号输出端 信号分析和校准 

远程测试输入端   

降低灵敏度输入端   

输入 

RISCO总线 RS485 

工作温度 -40
0
C—+70

0
C 

储存温度 -50
0
C—+70

0
C 

外壳防水等级 IP43 

冲击等级 IK08 

环境状况 

RFI射频干扰 符合EN50130-4 

尺寸 102×27.5×80.2毫米 外壳 

重量 220g 

 

 
External Test Generator外部测试器 

• Installed on the protected surface below the detector housing (without 

touching the 

detector安装在探测器下方用于防护物体表面（无需碰触探测器） 

• Activated via the “test input” on the detector, causing vibration of 

the protected 

surface通过探测器“测试输入端”激活此功能，测试防护物体表面的震动强度 

• Used periodically to verify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detector 

用于定期测试探测器的工作性能 

• Can be used during installation to calibrate sensitivity 

用于安装时校准灵敏度 

 

Mounting Plate安装底板 



• Used to ensure proper physical contact of the detector to concrete or 

non-uniform metal surfaces 

用于确保探测器安装在混泥土或者非均匀金属表面时的正常物理接触 

• Can also be welded to metal surfaces that cannot be drilled 

用于焊接到防钻的金属表面 

 

订购信息 

P/N 描述 

RK66S000000A RISCO震动探测器，附送安装底板&测试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