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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安装 LightSYS 在金属机箱内

（RP432BM/RP432BM1）请参见包装盒内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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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5A 后备电池可以安装在塑料机箱 RP432B 或金属机箱 RP432BM 内。 

4A 后备电池只能安装在金属机箱 RP432BM1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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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金属机箱内安装 GSM 模块，请参阅

包装盒附带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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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感谢您选购瑞斯可集团 LightSYS2 有线无线混合型报警系统。系统支持智能手机 App 客户端应用、

灵活的通讯方式、以及有线/双向无线/总线探测器连接。此快速入门指南将介绍使用 LCD 键盘安装

和编程 LightSYS 的主要步骤。 

这个简单的安装步骤指南涵盖了所有常见的 LightSYS 编程问题（基于出厂默认设置），以便整个系

统正常运行。更多的说明和功能请参考 LightSYS2 完全安装手册。 

安装及接线 

安装位置 

在安装 LightSYS 之前,首先查看住宅地形以便于选择合适的安装主机位置以此达到最佳的覆盖范

围和通讯，便于安装扩展模块和更多附件设备. 安装位置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在所有发射器中间位置安装. 

 靠近 

o 不间断 AC 交流电源插座.   

o 正常运行的 (电话/互联网) 接口. 

 保持与干扰源的距离, 比如: 

o 直接热源 

o 电子干扰例如 电脑, 电视机等等. 

o 大型金属物体, 屏蔽天线.  

 便于听到警铃的位置 

 干燥的安装位置 

注意: 

如主机电源不使用 AC / DC 电源转换器供电，而直接连接到一个电源系统上，请参考 LightSYS 安装和编

程手册附录 A - 布线部分，关于额外的接线距离和接地的位置。 

I. 安装主机机箱 

RISCO 的 LightSYS 放置在一个塑料箱体内 ，包括前/后板，并且安装所有的内部组件都有一

个塑料卡扣固定，后盖支架安装在墙上, 如下所示: 

 安装 LightSYS 到墙面: 

1. 拆开分离装置，可通过机箱背面板标示的四个墙面安装孔位置固定.  

2. 准备连接主电源, 或者通过: 

A. 根据电源和通讯线路进线的位置，移除预冲孔使电缆和电线通过左边或右边的预冲孔

引入到机箱内。  

3. 拆除底板, 用标准的插座或者自选的接线端子引入电源和通讯线路。钻安装孔，插入螺丝固

定，使主机机箱固定在墙上. 

4. 连接通讯网线，用专用卡钩固定 AC 电源线和网线(如果电源是通过主机接线端 供应

而不是通过变压器).   

注意: 将所有的模块、扩展卡和配件都完全安装好后再给主板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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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系统的配置要求，插入附加的附件并用机箱内的卡扣固定，如下所示 : 

A. 电源供应  

B. 主板 

C. (可选, 不提供) 12V, ≤ 7Ah 可充电后备电池 

D. (可选, 不提供) 后盖防拆 

E. (可选, 不提供)扩展卡: 

I. 语音模块 

II. 防区扩展模块 

II. 主板接线 

 

1. 总线连接  

主板左端的第 2 组四个接线端是 BUS 扩展接线端，支持连接键盘和扩展模块。用彩色编码线连接

接线端至接线端，如下： 

AUX RED （红）: +12V 电源连接 BUS 接线端 

COM BLK（黑）: 0V 公共端连接 BUS 接线端 

BUS YEL  （黄）: 黄色 DATA （数据）连接 BUS 接线端 

BUS GRN （绿）: 绿色 DATA （数据）连接 BUS 接线端 

注意:  

 并联接线系统支持从任何一个点顺着配线并行连接. 

 BUS 最长容许运行线路为 300 米(1000 英尺). 

 在总线通信问题的情况下，连接两个 120Ω电阻在每个数据总线端子一端。另一个在绿色和

黄色数据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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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总线连接扩展模块 

设置总线配件 ID 编号 

注意： 

1. 支持平行布线。 

2. 允许总线最大距离 300 米。 

3. 总线通讯有问题的情况下，在数据总线终端，黄色和绿色线之间连接两个 2.2K 电阻。 

4. 当连接电源模块时，红色线（+12V）不要连接到主机上。   

5. 使用长距离线缆连接时，请按照安装手册所述使用。. 

对于大多数设备，拨码开关必须设置地址，以确定其 ID 地址编号。设备被分成’’单元'。每个通过

DIP 开关设置地址码识别的设备。在系统通电前，通过拨码开关设置每个模块的地址码，设置地

址码如下图所示: 

 

ID 
DIP 拨码开关  

ID 
DIP 拨码开关 

1 2 3 4 5  1 2 3 4 5 

01 OFF OFF OFF OFF OFF  17 OFF OFF OFF OFF ON 

02 ON OFF OFF OFF OFF  18 ON OFF OFF OFF ON 

03 OFF ON OFF OFF OFF  19 OFF ON OFF OFF ON 

04 ON ON OFF OFF OFF  20 ON ON OFF OFF ON 

05 OFF OFF ON OFF OFF  21 OFF OFF ON OFF ON 

06 ON OFF ON OFF OFF  22 ON OFF ON OFF ON 

07 OFF ON ON OFF OFF  23 OFF ON ON OFF ON 

08 ON ON ON OFF OFF  24 ON ON ON OFF ON 

09 OFF OFF OFF ON OFF  25 OFF OFF OFF ON ON 

10 ON OFF OFF ON OFF  26 ON OFF OFF ON ON 

11 OFF ON OFF ON OFF  27 OFF ON OFF ON ON 

12 ON ON OFF ON OFF  28 ON ON OFF ON ON 

13 OFF OFF ON ON OFF  29 OFF OFF ON ON ON 

14 ON OFF ON ON OFF  30 ON OFF ON ON ON 

15 OFF ON ON ON OFF  31 OFF ON ON ON ON 

16 ON ON ON ON OFF  32 ON ON ON ON ON 

注意: 

 大部分设备有四个拨码开关，而总线探测器有五个拨码开关。 

 ID 范围 9–32 适用于总线探测器. 

 主机最多支持 32 个总线探测器. 每个探测器有一个唯一的 ID 编号 

 如果设备的拨码开关更改，请将设备断线重启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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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被分成很多‘单元’，每个‘单元’通过拨码开关设置连续的可识别 ID 地址，在每个类别中

第一个模块被定义为 ID= 1.如果在任何设备上更改了拨码开关,需要将设备断电重启复位. 

每个单元类别需要指定唯一的 ID 编号: 

 键盘 

 防区扩展 (主机板上 8 路 可编程防区可扩充最多 32 路有线,无线 ,总线防区) 

 输出(主机板上 4 路通用输出 (1 个 继电器, 3 个固态继电器) 可扩充到最多 14 (包含支持 8

个 X-10 家电输出模块))  

 电源供应模块(最多支持 4 个 3A 电源供应模块) 

 总线防区 

 无线防区扩展 
 

例如: 每个防区扩展模块 (有线防区扩展或无线防区扩展)需要设置连续的数字比如 1,2,3,4 等等… 
 

ID1 (第一个扩展模块)  = 拨码开关 ‘1 off, 2 off, 3 off, 4 off’  = [↓↓↓↓] 

ID2 (第二个扩展模块)  = 拨码开关 ‘1 on, 2 off, 3 off, 4 off’  = [↑↓↓↓] 

ID3 (第三个扩展模块)  = 拨码开关 ‘1 off, 2 on, 3 off, 4 off’  = [↓↑↓↓] 

ID4 (第四个扩展模块)  = 拨码开关 ‘1 on, 2 on, 3 off, 4 off’  = [↑↑↓↓] 
 

在 ‘防区扩展模块’ 1 上的第一个防区为防区 09 

在‘防区扩展模块’ 1 的最后一个防区 将会是 ZONE 16. 

 在‘防区扩展模块’ 2 上的第一个防区将会跟随 ‘防区扩展模块’ 1 的最后一个防区. 

注意: 

1. 在无线防区扩展电路板上,有 2 列拨码开关,一列是 Zone ID 编号,另外一列是无线 KEYFOB ID

编号,无线 keyfob ID 号码可以指定为 1,2,3,4 

2. 主板最大支持负载为 1.4 Amp. 如果超过负载需要安装另外的电源供应模块 (1.5 或 3 Amp). 

3. 在 3 AMP 电源供应模块, 有两个可编程的通用输出. 这些可编程输出属于‘输出’单元. 在 3 

AMP 电源供应电路板上有两个拨码开关,一个是电源供应 ID 地址，另一个是输出 ID 地址. 

2. 设置防区输入连接 

 

下面的图示说明各种可能的防区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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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建议使用终端电阻连接到主机上的接线防区，避免出现防区短路. (提供 16 个终端电阻). 

对于防区带有防拆开关,可以使用双终端电阻来节省主板的接线端.  

For UL 安装只能使用 UL 列表中的终端电阻, Risco P/N KTRESUL. 

For UL 安装只能使用列表中的线缆连接探测器和更多配件. 

连接到主机,防区扩展模块或总线输入 

主机设备扩展数量 

 总计 

有线/总线扩展 3 

总线防区 32 

无线扩展模块 2 

总线防区扩展模块 4 

输出扩展 4 

键盘 4 

1.5A 或 3A 电源 4 

总线警号（Prosound/Lumin8） 4 

 

注意:  

TEOL （三终端电阻）用于通过 4.7 KΩ +6.8 KΩ + 12 KΩ 终端电阻以此区分防区的报警，防拆，

防遮挡常闭防区. 

 

END OF LINE ZONE
(N.O CONTACT)

zone com

ALARM

2.2 K

DETECTOR

NORMALLY  OPEN ZONE
CONFIGURATION

ALARM

zone com

DETECTOR

NORMALLY  CLOSED
ZONE CONFIGURATION

ALARM

zone com

DETECTOR

END OF LINE ZONE
(N.C CONTACT)

2.2
 K

zone com

ALARM
DETECTOR

DOUBLE END OF LINE
ZONE CONFIGURATION

com

2.2 K

ALARM TAMPER

zone

2.2 K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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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辅助设备接线 (探测器) 

连接总线探测器 

LightSYS 主机可连接多达 32 个可寻址的总线探测器，探测器可以连接到总线主线也可以连接到总

线防区扩展模块（BZE）.  

详细的安装说明，请参阅每个总线探测器附带的安装说明书。 

连接总线探测器到 LightSYS 总线 

1. 使用探测器 DIP 拨码开关设置探测器的地址（1-32） 

注意： 

WatchOUT、WatchIN、LuNAR、BWare、Seismic 等探测器，先通过拨

码开关定义探测器操作模式。 
 

2. 将探测器接线端子 AUX(红色)，COM（黑色），BUS（黄色）和 BUS（绿色）连接

到 LightSYS 主机总线。 

注意：  

为了使系统稳定运行，从总线探测器到 LightSYS 主机线缆长度不宜超过

300 米。 

使用总线防区扩展连接总线探测器： 

1、 使用 DIP 拨码开关（SW1 1-3）设置总线防区扩展模块的地址（1-3） 

2、   将总线防区扩展模块拨码开关 SW2-3 拨到 ON 位置。 

3、将总线防区扩展模块的总线接线端子连接到 LightSYS 主机总线。 

4、 使用探测器的 DIP 拨码开关设置探测器地址（1-32） 

注意： 

总线防区扩展模块 ID 地址不能相同。 

5、 将探测器总线连接到总线防区扩展模块的设备端（见下图） 

注意：  

为了系统稳定运行，线缆长度不要超过规定长度： 

从 LightSYS 主板到总线防区扩展模块之间 300 米； 

从总线防区扩展模块到最后一个总线探测器 3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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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BLK

BUS

YEL GRN

AUX 

RED

BLK
TO PANEL

RED YEL GRN BLK
TO DEVICE

RED YEL GRN

BLK
TO PANEL

RED YEL GRN BLK
TO DEVICE

RED YEL GRN

LightSYS

BUS Zone Expander

BUS Zone Expander

Max of 32 Bus detectors in LightSYS

...Up to 4 Bus Zone Expanders

...Up to 300m 

(1000 ft)

...Up to 300m 

(1000 ft)

 

将辅助电源 AUX (+) COM (-)接线端连接至红外探测器, 玻璃破碎探测器(4-芯总线类型),烟感探测

器, 音频转换, 光电设备/或任何一种需要 12V 直流电供应的设备. 

AUX 接线端的总电流不能超过 600mA. 

注意:  

如果全部输出超负载并关机 (超过 600mA), 在辅助输出端重新连接任何负载前，必须从输出端断

开所有负载至少 10 秒钟. 

4. 内部警号和警号防拆接线 

 

Bell/LS 接线终端提供电源给室内警号.当连接一个室内警号设备时, 注意电源正负极性. 

正确放置 BELL/LS 拨码开关 SW1 是非常重要的。内部警号的输出类型依靠拨码开关的变化.  

此终端最大负荷为 900mA 。 

注意:  

 为避免警号回路故障, 如果不连接室内警号, 在它的位置使用一个 2.2K 电阻构成回路. 

 扬声器不能在 UL 安装使用. 

               UL 安装请使用 UL 列表中的警号,比如: 室外警号: Honeywell AB12.,       

              室内警号:     Honeywell 747 或 Honeywell Wave 2.  

 UL985 安装火警时间模式应该被定义为 YES (快捷键 ???). 

使用 2.2K电阻连接警号防拆到 BELL TMP 和 COM 主机接线端.  

重要提示:  

如不用 TMP BELL 接线端, 请牢记用 2.2K电阻 (电阻颜色:红,红,红) 连接到 TMP 和 COM 端构成

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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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激活通用输出接线端 

UO1 通用输出口有三个接线端 C, N.C. 和 N.O.作为分线式安装

激活外部警号，能够根据接线端极性进行配置，以提供一个正极

电压，负极电压或者干触点. 

 

 

通用输出 (UO) 2, 3 和 4 支持一系列需要电源供应的设备激活， 无论是: 时间依赖性, 外部输入, 或

设备传感器.  你都可以编程定义设备的激活状态. 

III. 拨码开关设置 

ON

1 2 3 4

Factory 
Default

 

拨码开关 1 Bell(警号):  

 ON(开): 当外部警号连接到 LightSYS 时使用。 

 OFF(关) (默认): 外部警号设备未连接到 LightSYS. 

拨码开关 2 (默认):  

ON(开):复位安装员,子安装系统和主安装员密码恢复到默认出厂值，断开所有电

源,然后重新启动,注意:密码长度不能改变 

OFF(关) (默认): 密码维持之前的设定值. 

拨码开关 3 (可选择):   

拨码开关 4 (未来使用): 允许旁路主板后盖防拆 

ON（开）: 旁路防拆生效. 在编程过程中设置如果主机没有后盖防拆连接 (参见 PLUG2, 如下) 

OFF（关）: (默认): 旁路防拆失效. 

IV. 插入连接器 

PLUG1 主板连接 (KP…..)   

PLUG2 主板后盖防拆连接 (作为将来使用)   

PLUG3 电话 RJ11 连接器利用 2-对 (4-线) 接线         

PLUG4    LightSYS 系统通过语音模块提供本地语音信息提示,并能通过按键式电话机 (DTMF) 作为系

统的键盘使用进行远程控制.通过此连接器,模块发送语音音频信号到 LightSYS 主机，主机通过电话线

发送到跟随电话号码进行远程通讯. 这种连接对于模块的正常运行时必须的. 下图显示了语音模块的主

要组成部分:                                                                                                                                               

PLUG5     RS 232 为配置软件通讯和第三方集成的通讯端口连接 

PLUG6     连接 RISCO 电源供应 AC 到 DC 变压器接口. 

PLUG7     连接备用电池接口(不提供) 备用电源,  12 v/ 7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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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配置通讯模块(可选择) 

GSM 

1. 如果启用模块，插入专用 SIM 卡,输入 PIN 码后开启.  

2. 装上天线,并将其嵌入房间合适的墙面上 

3. 移除天线预冲孔的盖子(图表 5),并将天线固定在合适的位置.  

IP 

如果 Lightsys 需要安装 IP/Modem 模块,则连接网线以便 IP 能够正常通信,根据网线的

位置, 路线并插入网线通过主板预留口 (如图. 3).  

 

GSM 通讯模块 

GSM 模块通过蜂窝网络于 LightSYS 主机提供语音和数据通讯。 

1.   LightSYS 主机断电。 

2.   将 GSM 模块连接到 LightSYS 主板。 

3.   插入专用的 SIM 卡，如果需要，可以将其放入手机启用或停用 PIN 码。 

4.   将天线板插入机箱右侧插槽   

5.   LightSYS 主机上电，绿色 LED 灯闪烁 30 秒，表示网络信号强度，常亮。 

6.   GSM 模块手动设置，在主编程菜单选择快捷键［7-1-2-10］选择 GSM 并按 键确

认。 

注意： 

GPRS 通讯设置,I 建立 APN 和电子邮件要根据网络提供商的详细说明（快捷编程键 5122） 

 

网络通讯模块 

IP 网络通讯模块为 LightSYS 提供 TCP/IP 数据通讯。 

1.     LightSYS 主机断电。 

2.     将 IP 模块插在 LightSYS 主板上。 

3.     连接 LAN 电缆，为了确保 IP 通讯，请确认电缆连接到网络。 

4.     LightSYS 主机上电，参照 IP 段编程。 

5.     手动设置 IP 模块，从主编程菜单选择［7 1 2 1 1］，选择 IPC，并按 确认。  

注意： 

IP 通讯设置为动态 IP，参见快速编程（51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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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LightSYS 编程 

主机通电后输入安装员密码 

 进入安装员编程菜单: 

1. 打开屏幕: , 按 键后显示如下: 

PARTITION 1 
--:-- ... .. ...  

2. 继续按一次  键后显示如下: 

INSERT CODE: 

3. 输入安装员密码 (默认: 1111) ，按  显示如下： 

HH:MM     DD/MM/YY 
00:14     25/10/10 

4. 输入正确的时间和日期，按 确认后显示如下: 

Engineer Menu: 
Programming 

5. 按 显示安装员菜单: 

Engineer Menu: 
1)System   

注意: 

 如果授权的安装员系统定义为 YES, 则 Grand Master 代码需要授权安装员进入到编程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 Grand Master 需要在安装员密码通过 Grand Master 菜单后输入 

 快捷键菜单选项只显示系统确认的模块。对于没有识别的模块，菜单选项数字显示列表将

会是非连续的.  

6. 如果需要使用 Master/Manager 主用户密码 , 按    (默认主用户密码). 

7. 被提示输入 Installer Code.   (默认安装员密码) 

8. 现在位于 Installer Programming 模式. 移动到 "确认连接设备"选项如下所示. 

快捷键显示 () ，也可以通过菜单导航进入.  

注意:  

如果需要，你可以按以下步骤恢复主板的出厂默认值: 

1. 断开连接主板的所有电源. 

2. 将拨码开关 2 拨到 ON 位置. 

2.连接主机电源. 等待几秒钟直到键盘显示 “To Install Press * ”. 

3. 按 * 并输入默认的安装员密码,根据主机类型，系统会自动进入自动配件设置程序. 

4. 将拨码关开关 2 拨回到 OFF 位置 . 

5. 移动到 "确认连接设备"章节，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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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导航菜单: 
 

当使用导航键操作 LightSYS 菜单, 按键操作如下图所示: 

本手册介绍了 LIghtSYS 系统如何使用 432KP 键盘进行编程，下表描述了在编程过程中键盘按

键的用途。  

 

键盘上的数字键用于快捷键,一连串的数字作为捷径来进行菜单选

项的编程. 

用快捷键编程系统: 

1. 进入 installer 菜单 (如下所示) 选择相关的主菜单选项. 

2. 选择一连串的快捷键查找相关的参数并按  . 

数字键同样可以用来输入数字密码来布防，撤防系统,或者激活特

殊的功能. 

 
在当前的选项选择退出或在菜单中返回到上一个菜单. 

 中止功能, 确认数据存储和进入下一级菜单。 

 或  用于在菜单列表中滚动选择. 

 在菜单选项转换. 

 
用于增加或减少选择屏幕数值.  

如果不知道处于编程菜单的位置, 重复按  返回到主界面菜单  

请参考 24 页的完全安装编程菜单图 

输入文本描述(标签): 

按键 数据序列 

1 1 , ‘ ? ! “ - ( ) @ / : _ + &  # 

2 a b c 2 A B C 

3 d e f 3 D E F 

4 g h i 4 G H I 

5 j k l 5 J K L 

6 m n o 6 M N O 

7 p q r s 7 P Q R S 

8 t u v 8 T U V 

9 w x y z 9 W X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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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菜单概念 

LightSYS 编程菜单是一个动态菜单，自行调整系统硬件设备。例如，为了看到关于无线防区或

者遥控器的菜单选项，首先必须添加一个无线扩展到系统中。 

访问安装人员编程菜单 

1.    第一次上电 

1.      从主板断开所有电源。 

2.      将 SW1-2(Default)设置为 ON 

3.      根据使用设置未使用的防拆开关 SW1 3，4 到旁路模式，防止防拆报警。 

4.      连接电源到主机，LightSYS 主机-键盘进入初始化状态。 

5.      按下 键。  

6.      选择语言，通过菜单滚动选项，然后按 键确认。 

注意： 

在正常模式下按  +9 也可以更改语言。 

7.      输入安装码，（默认：1111）然后按 键。 

8.      更改时间和日期，然后按 键确认。. 

9.      系统会进入附件自动设置选项。 

10.    移动到部分“确定连接的设备”，如下所述。 

2.    进入安装人员编程模式 

1.      从主画面按 键 

2.      输入安装码，（默认：1111）然后按 键。 

3.      选择［1］编程，按 键。 

4.      你现在安装程序的编程模式下，转向“识别所连接的设备”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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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并测试连接设备(包括总线探测器) 

Automatic 自动扫描 (快捷键 = ) 

 自动扫描主板上的总线并安装: 

注意:  

通过默认值, 当输入 Installer mode，默认的拨码开关 2 在 ON 位置 ,系统将会立即进行 Auto 

Settings 自动设置.如果键盘已经显示 BUS SCANNING, 退出选项 2 如下所示. 

1. 输入编程快捷键  然后显示如下:  

Bus Device: 
1) Automatic    

2. 按  开始进行 BUS SCANNING (在 Automatic 菜单) 将会识别总线上的所有设备.  

3. 核实连接所有的设备在键盘上是否显示.如果设备没有显示, 确保已经设置了拨码开关的 ID

编号. 

4. 按 确认已经存在的设备显示,通过配置屏幕的显示进入到下一个设备的创建. 

5. 重复步骤 3 和 4 直到所有设备已经确认存在并且所有参数已经配置. 

总线测试 (快捷键 = ) 

总线测试会发送多种测试指令到连接到系统的每个设备，以确保系统通讯的正常. 

按   进行自动 BUS TEST（总线测试）每个设备并用数值显示，通讯数值会显示 99% 或

更高. 

注意:  

如果显示测试数值低,检查设备连接并重新进行总线测试. 
 

SYSTEM 系统配置 

 > Timers（定义时间） (进入/退出时间等)  
用于定义时间菜单包含指定行为的持续时间参数 (大部分为报警及延时时间). 

 > Controls （系统控制） 
用于开启/关闭控制菜单—basic, advanced, communication, certification-compliance-specific 

and device — 系统选项. 

 > Labels （系统标记） 
系统标记菜单使你能够通过 LCD 键盘修改显示的系统和分区的识别标记(这个菜单适用于全系

统的所有标签定义). 

 > Sounds （警号） 
使用警号菜单设置警号参数和音量，事件配置完成后系统将生成设置. 

 > Settings （系统设置） 
 使用设置菜单配置(通常开始/关闭) 多种系统设置. 

 > Automatic Clock （自动时钟） 
 使用设置菜单配置(通常开始/关闭) 多种系统设置. 

 > Service Information （服务信息） 
使用服务信息菜单定义编辑报警公司名称和电话号码. 

 > Firmware Update （固件下载） 
 使用 Firmware Update 菜单定义下载文件位置及启动下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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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无线接收器 

每个无线设备都需用通过“allocation" ("enrolling")选项写入到系统接收器. 执行分配无线设备, 可以通

过键盘或者配置软件,通过每个设备发送射频信号,或者输入每个设备的唯一的系列号到系统. 

 通过代码分配无线接收器:   

1. 从安装员菜单,选择  Install >  Bus Device > Manual >  

05) WL Expander.  

显示如下: 

ID=1 TYPE=WM 

2. 使用转换键, 选择无线接收器的编号和类型. 

校准无线设备 

为了通讯成功, 信号强度应该高于信噪水平测量值在 calibration 校准菜单. 

 校准无线设备: 

1. 从安装员菜单 Installer menu, 选择: Install >WL Device > RX Calibration >  

如果有两个无线接收器需要校准, 显示如下:  

 

1) ID:1  TYP:WM 

2. 使用转换键, 选择无线接收器的编号和类型. 

显示如下: 

THOLD=13  WM:1 

RE-CALIBRATE? N 

3. 使用转换键, 选择 Y. 

显示如下: 

THOLD=13 WM:1 

NEW THOLD=27 

该值显示的是最后一次测量值. 

4. 设置一个新的阀值水平(任选) 按  确认. 

说明:  

以上显示的与 RISCO 无线设备使用相同频率的环境“噪音强度”，无线接收器

可以“监测”并校准测量出来数值。这种“噪音”可能是另一个 RISCO 无线系

统或在同一频率下工作的附近其他设备所产生的。对于不相关的信号 LightSYS

无线接收器可以过滤掉。 

阈值（通过以上步骤设置）为无线接收器接收到无线设备最低的信号强度，使得

无线信号更稳定可靠。这个“阀值”设定在环境“噪音”值基础上加十（推

荐），接收器忽略不需要的低于“阀值”的信号。 

有了这个“阀值”设置，LightSYS 接收器将只接收附近信号强度接近或大于

“阀值”自己的无线设备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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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无线设备 

 通过射频分配一个无线设备到无线接收器: 

无线防区： 

LightSYS 主机 32 个防区每一个都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无线防区。 

步骤 1：分配一个无线扩展 

1.     从安装程序菜单中，选择 7 12 0 5（安装，总线设备，手动，无线扩展） 

2.     设置接收器的地址（1 或者 2），使用 设置 WM 类型，并按 确认。 

3.      如果接收器安装在 LightSYS 机箱选择旁路机箱防拆，按 移动到第 2 步。 

步骤 2 ：校准接收器 

为实现成功的通讯，信号强度应高于噪声阈值电平，这个过程称为校准计量。 

1.       从安装菜单，选择 7 2 1（安装，无线设备，校准） 

2.      选择无线扩展设备，并按 。 

3.      使用 键，选择［Y］（是）“重新校准”无线扩展，并按 键确认。 

说明： 

上述的校准测量为 RISCO 无线设备相同频率的干扰值。此干扰信号为使用系统频率 

的附近设备发出的。这些未知信号将不被 LightSYS 的无线模块所接收。 

RISCO 无线设备发出的无线信号，必须大于此阀值。这样接收器才能有效地监听到

无线信号。 
 

步骤 3：分配无线防区 

每个无线设备必须识别系统接收器，被称为“注册”。每个设备可以通过发射 RF 信号，或者系统

中输入无线设备的唯一序列代码执行注册。可以本地使用键盘或从远程通过配置软件实现注册。

以下步骤描述了使用键盘及 RF 信号注册设备。 

1.      从安装菜单选择 7 2 2 1（安装，无线设备，分配，通过 RF） 

2.      使用数字键，输入所需要的防区号码，并按 键 

3.      无线接收机在学习模式下，从无线设备发送一个写入消息如下所述。 

无线设备 发送写消息 

探测器/通讯/警笛 按住防拆开关 3 秒 

烟雾探测器 插入电池，10 秒内自动发送写入消息 

气体，一氧化碳探测器 按住测试按钮 3 秒 

遥控器（见 18 页） 双向：按住（ 和 )至少 7 秒钟 

单向：按住（)至少 7 秒钟 

双向超薄键盘 同时按住（ 和 )至少 7 秒钟以上 

4.       重复步骤 2 和 3，直到所有已需的无线防区注册完毕。 

5.      继续进入无线防区属性部分（见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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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安装员菜单,选择 : Install > WL Device >  Allocation >  

     By RF.  

如果有两个无线接收器需要注册, 显示如下:  

Choose Receiver 

2) ID:2  TYP:WM 

2. 使用转换键, 选择无线接收器的编号和类型, 按 . 

3. 选择  Zone,  Keyfob, or  Keypad, respectively. 

显示如下: 

W BUTTON ALLOCAT: 

BUTT#=04 (-:--) 

4. 按 OK, 显示如下, 例如: 

B=04 (RE) WRITE 

135 SEC PASSED 

无线接收器在写入模式.  

5. 从无线设备发送一个写入信息，如下表所示： 

 

无线设备 发送写入信息 

探测器/门磁 按压防拆开关持续三秒钟 

单向无线键盘 
按  键两次 

单向无线遥控器 按 键至少两秒钟 

烟感探测器 插入电池.再 10 秒钟之内会自动发送一个写入信息 

燃气, 一氧化碳探测器 按压测试键持续三秒钟 

 

显示如下, 例如: 

KF04: 04807269376 

无线设备已经成功分配到主机. 

6. 继续进入无线设备选项 (详细操作说明请参考 LightSYS 安装和编程手册). 

注意: 

更改遥控器操作键功能选项如下所示. 

 

输入密码进入菜单后分配无线设备到无线接收器: 

1. 在主安装员菜单, 选择 7) Install > 2) WL Device > 

2) Allocation > 1) By Code 

如果有 2 个无线设备需要注册,显示如下:  

Choose Receiver 

2) ID: 2 TYP: WM 

2. 使用转换键, 选择无线接收器的 ID 编号和类型, 按 OK 结束. 

3. 选择 1) Zone, 2) Keyfob, 或 3) Keypad, respectively. 

4. 手动输入设备的编号和代码 – 更详细操作说明请参考 LightSYS 安装和编程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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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 防区有线 & 无线 (属性) 

 

下面的粗体标题是‘主菜单’选项 。 

按  键可以切换到不同菜单选项.  

反复按  键，可以返回到‘主菜单’选项. 

. 
 

1. 用上翻页/下翻页键, 选择 [ONE BY ONE] 按 . 

2. 使用数字键, 输入想要设置的防区号按 . 
 

PARTITIONS（分区） 

3. 用数字键,选择或取消相关防区指定到分区子系统，按 . 
 

GROUP SETS（组设置） 

4. 用[A], [B], [C] 或[D],键, 选择需要的组按 结束. 
 

ZONE TYPE（防区类型） 

5. 用上翻页/下翻页键, 选择需要的防区类型后按 结束. 
 

ZONE SOUND（防区声音） 

6. 使用 /  键, 选择需要的防区声音选项后按 结束. 

注意:  

此选项用来确定防区的声音状态‘静音’, ’启动铃声’, ‘启动蜂鸣器’, ‘启动铃声和蜂鸣器’, ‘启动键

盘声作为门铃声’等等… 当门是打开的/发生报警状态. ‘Buzzer’ 指的是声音从键盘发出. 
 

ZONE TERMINATION（防区终端） (只适用在主板接线防区) 

7. 用 /  键, 选择想要的防区终端类型按 结束. 
 

ZONE RESPONSE（防区回路响应时间） 

8. 用 /  键,选择想要的防区响应时间按 结束. 
 

 

ZONE LABELS（防区标签） (防区描述文本) 

快捷键 = [2][1] [2] [1] 
 

 

9. 用 / 键, 选择 [LABEL] 按 结束. 

10. 使用数字键, 输入想要的防区号按 结束. 

11. 使用下面的键列表清单,输入想要的文本描述防区按 . (查看第 10 页设置防区文本描

述.) 

12. 重复步骤 10、11 编辑其他防区描述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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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总线探测器 

下面的章节描述的是将总线探测器添加到 LightSYS 主机. 总线探测器能够编程添加到主机或通过

总线防区扩展模块添加.  

编程总线探测器到主机 

步骤 1: 添加总线探测器到主机 

快捷键 = [7][1][2][9]: 

Note:  

如果已经执行了 Automatic 自动设置程序，直接选择第 2 项:指派总线探测器到防区并设置基本

参数. 

 
1. 从主安装员菜单按 [7][1][2][9]进入总线防区类型. 

2. 使用 /  键，选择总线探测器编号 与总线探测器拨码开关同样的设置(01-32) 

注意:  

当键盘显示 "(0:yy) Type: None". 在 0:yy 中, 数字 0 代表总线探测器指派到主机而不是总线

防区扩展模块. yy 代表总线探测器编号 (最多 支持 32 个) 通过总线探测器拨码开关设置. 

3. 用 /  键移动到防区类型选项. 用  键选择探测器类型. 

4. 重复步骤 2 和 3 设置其他总线探测器. 

注意:  

如果需要可以添加虚拟防区到主机 .虚拟防区同样是有效的.主机支持最多 32 个总线防区而不需

要添加总线防区扩展模块.当增加总线防区扩展时刻添加虚拟防区扩展模块选择防区类型 

VBZ08 或 VBZ16 (快捷键 [7][1][2]). 

步骤 2: 指派总线探测器到防区并设置基本参数 

每个总线探测器需要指派到防区.总线防区可以通过虚拟防区或总线防区扩展模块指派到主机上,

但不能指派到无线防区或位于总线防区扩展模块上的防区.  

1. 从主安装员菜单按 [2] 进入 Zones 菜单. 

2. 用 /  键, 选择 [ONE BY ONE] 按 . 吧  

3. 用数字键, 输入想要设置的防区并按 结束.  

注意:  

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防区编号，但不能定义无线防区扩展或总线防区扩展. 

4. 按 进入 Partitions（分区）选项. 

5. 定义 分区, 组, 防区类型和防区声音. 

6. 在防区终端类型选择 bus Zone 按 结束. 如下显示: 

 

Z:001    LINK TO:

(0:yy)  TYPE:NONE

Z:001    LINK TO:

(0:yy)  TYPE:NONE
 

7. 选择总线防区编号 (通过 yy 指派) 指派到可编程防区.当选择防区后防区类型会自动添加. 

8. 按  . 定义防区标签按 确认. 

9. 重复步骤 3-8 设置其他的总线防区. 

Step 3: 编程设置总线探测器的参数 

1. 从主安装员菜单选择 [2] Zones > [0] Miscellaneous > [3] BUS Zone Parameters. 

2. 选择总线防区被指派到防区的编号按 .  

3. 配置相关的总线探测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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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线防区扩展模块上编程总线探测器 

Step 1: 添加总线防区扩展模块到主机  

快捷键 = [7][1][2]: 

注意: 

如果已经执行自动安装设置选项：直接选择第 2 项指派总线探测器到防区并进行基本参数设置. 

1. 在主安装员菜单按 [7][1][2] ，进入总线防区扩展模块菜单选项. 

2. 用 /  键， 选择总线防区扩展模块编号. 

3. 用 /  键选择类型. 用  选择类型 (BZE08, BZE16, BZE24 或 BZE32 防区

扩展模块) 确定已设置了扩展模块上的拨码开关按 .  

4. 用  键, 选择连接到总线防区扩展模块上的每一个总线探测器类型. 

注意:  

键盘显示 "(x:yy) Type: None" .在 x:yy 中, x 代表总线防区扩展模块编号， yy 代表连接到

总线扩展模块上的总线探测器 ID 编号，ID 编号通过探测器的拨码开关进行设置.  

5. 按  移动到下一个总线探测器. 
 

Step 2: 指派总线探测器到防区并设置基本参数 

1. 在主安装员菜单 [2] 进入 Zones 菜单选项. 

2. 用 /  键, 选择 [ONE BY ONE] 按 . 显示如下:  

 

ZONE ONE BY ONE:

ZONE=001 (X:YY)

ZONE ONE BY ONE:

ZONE=001 (X:YY)
 

3. 使用数字键,选择需要指派的总线防区到防区编号 (x:yy). (x 代表总线防区扩展模块 ID 编号, 

yy 代表总线探测器 ID 编号，探测器编号通过探测器的拨码开关进行设置). 

按  进入 Partitions 选项. 

4. 定义 分区, 组, 防区类型和防区声音. 

5. 在终端类型选择总线防区后按 . 

6. 用  . 定义一个标签，并按  确认. 

7. 重复步骤 3-7 设置所有需要设置的总线探测器. 
 

Step 3: 设置总线探测器的参数 

1. 在主安装菜单选择[2] Zones > [0] Miscellaneous > [3] BUS Zone Parameters. 

2. 选择需要指派的总线防区到防区号码后按 .  

3. 为相关总线探测器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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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 iWISE 总线探测器的输入类型 

 iWISE 总线探测器需要添加防区输入类型到主机. 

1. 添加 iWISE 总线探测器到主机参考编程总线探测器章节的说明  

2. 在主安装员菜单按[2]进入 Zones 选项. 

3. 用 /  键, 选择 [ONE BY ONE] 按 . 

4. 用数字键, 选择需要编程的防区按 .  

注意:  

你可以选择任何防区号码但不能定义为无线防区扩展或总线防区扩展. 

5. 按  进入 Partitions 选项. 

6. 定义 分区,组,防区类型 和防区声音. 

7. 在终端选项中选择一个选项: 总线防区输入常闭,总线防区输入终端电阻,总线防区输入双终

端电阻,总线防区输入常开,总线防区输入三终端电阻.按 .  

8. 按 . 选择总线防区的防区输入类型.当选择防区后防区类型会自动下载到总线防区. 

9. 按 . 定义回路响应时间. 

10. 按 , 指派一个标签后按 . 

11. 重复步骤 3-10 编辑其他 iWISE 防区输入类型. 

iWISE 总线探测器注意事项: 

iWISE 总线探测器有可添加的输入类型.输入类型的参数和其他有线防区一样, 这个输入端需要

连接到系统中的一个防区. 更多的信息参考产品的安装说明. 

编程: 拨号器 (通过电话线拨号) 

下面的粗体标题是‘主菜单’选项 。 

按  键可以切换到不同菜单选项.  

反复按  键，可以返回到‘主菜单’选项. 
 

拨号器 – 电话号码(报警中心电话号码和通讯格式) 

快捷键 = [5][1] 
 

1. 用 /  键, 选择[LINK-UP]按 . 

2. 用 /  键, 选择[MS LINK-UP] 按 . 

3. 用 /  键, 选择[MS 1 LINK-UP] 按 . 

4. 用 /  键, 选择[PSTN/VOICE] 按 . 

注意:  

假设电话线路正常通讯到报警中心. 

5. 使用数字键, 输入第一个报警中心电话号码按 . 

6. 用 /  键, 选择 [MS 2 LINK-UP] 按 . 

7. 用 /  键, 选择 [PSTN/VOICE] 按 . 

注意:  

假设电话线路正常通讯到报警中心. 

8. 使用数字键, 输入第二个报警中心电话号码后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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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号器 – 账号 (报警中心账号/编号) 

快捷键 = [5][2] 
 

 

1. 用 / 键, 选择 [ACCOUNTS] 按 . 

2. 用 /  键, 选择相关分区按 . 

3. 用 /  键, 选择 [FOR ACR 1] 按 . 

4. 使用数字键, 输入 Partition 1 / MS 1 的站点代码/编号按 . 

5. 使用  键, 选择 ‘Y’ 或 ‘N’ 适用于所有分区 的站点代码/编号按 . 

注意:  

如果每个分区需要不同的站点代码/编号，重复步骤 3-5 选择相关分区. 
 

拨号器 – 通讯格式 (发送到报警中心的传输协议) 

快捷键 = [5][3] 
 
 

1. 用 /  键, 选择[COMM FORMAT] 按 . 

2. 用 / 键, 选择 [FOR MS 1] 按 . 

3. 使用数字键, 输入传输格式代码后按 . 

注意:  

0420 为 Contact/Point ID 格式 – 0700 为 SIA 格式 

4. 用 /  键, 选择 [FOR MS 2] 后按 . 

5. 使用数字键, 输入传输格式代码后按 . 

注意:  

0420 为 Contact/Point ID 格式 – 0700 为 SIA 格式 

 

拨号器 – 控制 (Yes/No 选项) 

快捷键 = [5][5] 
 

1. 用 /  键, 选择[CONTROL] 按 . 

2. 用 /  键, 选择 [MS ENABLE]. 

3. 用  键,把 ‘N’ (No) 更改为 ‘Y’ (Yes) 后按 . 

4. 用 / 键, 选择[UD ENABLE]. 

5. 用  键, 把 ‘N’ (No) 更改为 ‘Y’ (Yes) 后按 . 

6. 用 /  键, 选择 [FM ENABLE]. 

7. 用  键, 把 ‘N’ (No) 更改 ‘Y’ (Yes) 后按 . 

拨号器 – 自动分配代码(报警中心报告代码) 

快捷键 = [5][2][3] 
 

1. 用 /  键, 选择[Comm Format] 按 . 

2. 用 /  键, 选择 [CONTACT ID] 或[SIA] 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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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所有防区编程完成后，‘AutoCodes’自动分配代码功能允许执行.  

 

当执行自动分配代码功能, LightSYS 系统会快速查看所有防区参数并自动填充正确的报警中心

代码完成相关防区编程.  

随后防区参数的改变都需要重新执行一次自动分配代码. 
 

拨号器 – 跟随电话号码(用于定义事件报告到跟随电话, 短信或电子邮件) 

快捷键= [5][7][4] 
 

1. 用 /  键, 选择跟随电话号码按 . 

2. 根据下面的参数类型定义每一个电话号码: 

 类型: 配置消息的格式发送到跟随电话号码，在一个事件发生后. 

 分区: 由于确定的事件在指定分区发生，指定分区将开始跟随电话报告. 

 事件和事件恢复: 指定事件将会激活分区中跟随电话号码. 
 

编程: 编程通用输出 

下面的粗体标题是‘主菜单’选项 。 

按  键可以切换到不同菜单选项.  

反复按  键，可以返回到‘主菜单’选项. 

编程通用输出 – 定义 (举例) 

快捷键 = [3][1] 

 

1. 使用数字键, 输入 ‘UO’ (通用输出)编号按 . 

注意:  

通用输出 1-4 在 LightSYS 主板上.  

2. 使用 /  键, 选择通用输出联动的类型然后按 . 

3. 使用 /  键, 选择通用输出联动的系统事件按 . 

4. 使用数字键, 选择想要激活输出的分区， 按 . 

5. 使用 /  键, 选择 Switching Mode 此输出将跟随，按 . 

6. 使用  键, 选择 Partition(s)当通用输出激活后按 . 

7. 使用  键, 选择取消分区状态 当此输出无效时按 . 

8. 使用第 10 页的文字描述表, 输入想要定义的通用输出文字描述按 . 

9. 重复步骤 1-9 变成所有需要设置的通用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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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电话 

现在你已经为 LightSYS 与 MS 通讯做了设置，您可以讲事件通知发送到跟随电话，，系统可以

定义多达 16 个跟随电话。 

1.      从主安装编程菜单：5）通讯菜单＞4）跟随电话 

2.      定义每组 FM， 

或 

1.     从瑞思可云登陆（P20），点击：设置＜警戒＞新添加 

2.     输入收件人名称，选择提示语言，如下： 

• 报告类型（语音（仅主板），短信，电子邮件） 

• 分区：指定的分区，跟随报告发生在指定分区的某些事件 

• 要发送的事件，按类别（可能包括报警，布防/撤防，故障，GSM，环境，杂项） 

• 发送事件恢复 

• 用户通过可通过电话或者云远程连接系统，执行操作。 

连接 LightSYS2 到云 

LightSYS2 can be configured to be constantly connected to a server, enabling user Smartphone 

applications. 当连接到服务器，服务器处理系统之间的所有通讯，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用户之间

能够通过网络进行监测和控制。下表介绍了 LightSYS2 的通讯和云连接，安装通讯模块。 

应用选项及连接有效性  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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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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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模块 

是 –  –  是 是 是 – 是  GPRS 仅 GPRS 

是 是 –  是 是  是 – 是  GPRS GPRS + PSTN  

是 –  –  是  Y  是 – 是  GPRS GPRS + IP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P GPRS + IP  

是 –  –  –  是 是 是 是  IP 仅 IP 

是 是 –  –  是 是 是 是  IP IP + PS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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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云通信：  

从安装程序菜单: 1) 系统> 2) 控制> 3) 通讯> 4)启用云 [Y] 

或 

在配置软件界面： 点击 系统 > 通讯控制 >启用云复选框 

要建立 IP 网络连接到服务器使用的 IP 地址或 GSM/GPRS 模块： 

从安装程序菜单中选择：5) 通讯 > 5) 云 

或 

选择或指定云网点： 

1) IP Address: 服务器的 IP 地址（riscocloud.com 或您的服务器） 

2) IP Port: 服务器的端口设置为 33000. 

3)Password — 访问服务器需要提供商提供的密码（如果需要的话）。此密码必须和云服务

器定义的密码相同。如果要进行注册，默认不更改。 

4) Channel: LIghtSYS 通讯模块选择仅 IP 或者仅 GSM。如果选择 GSM，APN 名称必须输

入在 GSM/GPRS 菜单。 

注意：  

在云连接模式下，设置将应用到所有的通讯通道（包括报警中心、跟随电话）。

如果云连接通讯丢失/中断，主机将自动转到备用通讯模式。 
 

［连接配置软件］配置软件的设置 

在连接设置:设置连接节点﹥云，指定： 

1.  IP 地址：（如上述） 

2. 端口：（设置为 34000） 

3. CPID:（系统主机 ID） 

用户定义和系统操作 

1. 指导用户定义实际用户代码，建议用户更改默认的 

2. 指导用户定义和编辑跟随目的地。 

3. 对于云模式连接，用智能手机从苹果 APP store 或者 Android 游戏商店下载 iRISCO 应用

程序。确保 LightSYS 和 App 之间建立连接。 

4. 指导用户从键盘、遥控器、智能手机云应用进行以下操作： 

 （全部）布防                        留守（在家）布防             撤防    

 胁迫撤防                   发送紧急事件                      检查系统状态 

 检查系统状态                          应用输出操作 

 使用语音菜单进行远程操作                   使用短信进行远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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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s（密码） (更改安装员密码) 

重复按 [*]返回到‘Main Menu’菜单. 

快捷键 = [4] 
 

1. 使用 /  键, 选择[CODES] 按 . 

2. 使用 /  键, 选择 [INSTALLER] 按 . 

3. 输入新的安装员密码按 . 

4. 重新输入新的安装员密码按  确认. 

系统后备电池 

1. 安装 12V 可充电电池固定在 LightSYS 主机箱内. 
 

退出编程模式 

1. 多次按 [*] 返回到 ‘Main Menu’菜单. 

2. 按 [0]  退出并保存设置. 

注意:  

如果 ‘防拆’ 或 ‘系统故障’ 存在，该系统将不允许从安装员模式退出. 

检查恢复防拆/系统故障情况，然后再尝试退出安装员模式 

 
该系统已编程完毕，可以正常使用. 

关于更多的说明和功能描述, 请参考 LightSYS 安装手册 (5IN1383).  

更多的用户功能,请参考 LightSYS 用户手册. 

允许连接设备的最大数量和运行负载: 

目录 # 描述 # 总计 KΩ 

    

 输出 (扩展模块) 14  

 有线键盘 4  

 无线键盘 2  

 电源供应 1  

 警号 4  

 远程控制（跟随电话）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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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员编程菜单图 

[1]  系统    

   [11]  时间    

 [1101]  退出/进入延时 1 [1106] 无线模块时间 [1111] 最后退出声音 

 [1102]  退出/进入延时 2 [1107] 交流断电延时 [1112]  蜂鸣器留守布防 

 [1103]  警铃时间 [1108] 守卫延时 [1113]  状态显示时间 

 [1104]  警铃延时 

[1105] 辅助开关电源的

中断 

 [1109]  重复次数  

[1110]  重拨等待 

[1114]  服务时间 

[1115]  提醒时间 

   [12] 系统控制 [121] 基本 [122] 高级  

 [12101]  快速布防 [12201]火警双校验 [12214]  IMQ 安装员 

       [12102]  快速 UO [12202]模块故障报警 [12215]  拒绝来电 

 [12103] 允许旁路 [12203]主用户权限 [12216] 自动布防时屏蔽

键盘 

 [12104] 快速旁路 [12204] 区域 [12217]  蜂鸣器延时 

 [12105]  错误密码故障 [12205]  全部跟随  [12218]  扬声器=蜂鸣器 

 [12106]  警铃提示音 [12206]  夏时/冬时令 [12219]  扬声器确认 

 [12107] 三分钟旁路 [12207]  24 小时旁路 [12220]  警号确认 

 [12108] 有声紧急报警 [12208]  技术人员防拆 [12221]  扬声器超时 

 [12109]  蜂鸣器->警铃 [12209] 技术人员复位 [12222] 防拆报告 

 [12110]   [12210]  工程师防拆 [12223]  交流电故障 

 [12111] 留守布防退出

提示音 

[12211]  电池低压布防 [12224]  闪光灯提示布

防 

 [12112]钥匙开关强制布

防 

[12212]  警号 30/10 [12225]  留守布防最后

防区 

 [12113]  布防提前提示 [12213]  火警声音模式 [12226]  留守布防闪光

灯提示 

 [123] 通讯 [124] EN 50131 [125] DD243 

 [1231]  报警中心开启 [1241]  安装员权限 [1251]  旁路 退出/进入 

 [1232]  跟随电话开启 [1242] 忽略故障 [1252]  进入取消 

 [1233]  上传/下载开启 [1243]  恢复报警 [1253]  不允许路线防区 

  [1244]  事件记录 [1254] 安装员复位确认 

 [126] CP-01 [1245] 恢复故障 [1255]  按键开关锁 

 [1261]  退出复位 [1246]  退出报警 [1256]  进入撤防 

 [1262]  自动留守布防 [1247]  进入延时报警 [127] 设备 

  [1248]  20 分钟信号 [1271] 防遮挡=防拆 

  [1249]  无线信号减弱 [1272] 防邻近=防拆 

     [13]  名称    

 [131] 系统 [132-5]  分区 1–4  

     [14]  声音    

 [141]  防拆声音 [142]  扬声器音量 [143]  无线设备丢失声音 

 [1411] 撤防期间 [1421]  故障 [1431]  故障 

 [1412] 布防期间 [1422]  铃声  

  [1423]  退出/进入  

  [1424]  报警  

    

    

     [15]设置    

 [151]  恢复默认值 [154]  自定义 [155]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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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清除无线设备 [1541]  OEN [1551]  文本 

 [153]  标准 [1542]  OIT [1552]  语言 

     [16]自动时钟    

 [161]  服务 [1611]  NTP [1612]  白天 

 [162] 主机 [163]  端口 [164]  时间防区 

     [17]  服务信息    

 [171]  名字 [172]  电话  

     [18]固件下载    

 [181]  服务 [182]  服务电话号码 [183]  文件路径 

 [184]  下载文件   

 
[2]  防区    

   [21] 参数 [211]  一个接一个 [211Z] 标签 [211Z]  分区 

  [211Z]  组 [211Z]  类型 

 [211zz00]  未使用 [211zz10]  内部+联动 [211zz20] 进入联动+留守 

 [211zz01]  退出/进入 1 [211zz11]  UO 触发 [211zz21]按键开关延时 

 [211zz02]  退出/进入 2 [211zz12]  白天防区 [211zz22]按键开关锁延时 

 [211zz03]  退出(开路)/

进入 

[211zz13]  24 小时 [211zz23]  防拆 

 [211zz04] 进入联动 [211zz14]  火警 [211zz24]  退出(开路)/进入 

 [211zz05] 即时 [211zz15]  紧急报警 [211zz25] 退出(开路) /进入 

2 

 [211zz06] 内部+退出/

进入 1 

[211zz16]  特殊按钮 [211zz26] 技术 

 [211zz07]  内部+退出/

进入 2 

[211zz17]脉冲式按键

开关 

[211zz27]  水患 

 [211zz08]内部+退出(

开路)/进入 

[211zz18]退出中止 [211zz28]  燃气 

 [211zz09]内部+进入联

动 

[211zz19]按键开关锁 [211zz29]  一氧化碳 

 [212]  种类 [2121]  标记 [2122]  分区 / 组 

  [2123]  类型 [2124]  声音 

 [2125]  终端   

 [2125Z01]  常闭 [2125Z04]  常开 [212507] 总线防区输入终端

电阻 

 [2125Z02]  终端电阻 [2125Z05] 总线防区 [212508] 总线防区输入双终

端电阻 

 [2125Z03]  双终端电阻 [2125Z06] 总线防区输

入常闭 

[212509] 总线防区输入常开 

 [2126] 回路响应   

 [2126Z01]  正常 [2126Z05]  0.5 小时 [2126Z09]  2.5 小时 

 [2126Z02]  慢速 [2126Z06]  1.0 小时 [2126Z10]  3.0 小时 

 [2126Z03]  快速 [2126Z07]  1.5 小时 [2126Z11]  3.5 小时 

 [2126Z04]  最快速 [2126Z08]  2.0 小时 [2126Z12]  4.0 小时 

 [2127]  高级   

 [21271Z]强制布防 [21272Z]脉冲计数 [21273Z]中止报警 

 [213]  电阻 [21304]  10K; 10K [21309]  1K; 1K 

 [21300]  定制 [21305]  3.74K; 6.98K [21310]  3K; 3K 

 [21301]  2.2K; 2.2K [21306]  2.7K; 2.7K [21311]  5.6K; 5.6K 

 [21302]  4.7K; 6.8K [21307]  4.7K; 4.7K [21312]  2.2K; 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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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3]  6.8K; 2.2k [21308]  3.3K; 4.7K [21313]  2.2K; 4.7K 

   [22]  测试 [221]  防区自检 [2211]  时间 [2212Z]  防区 

 [222Z]  渗透测试   

   [23]  交叉防区    

   [24]  报警确认 [241]确认分区 [242]  确认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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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用输出    

  [30]  无    

  [31] 系统    

  [3104]  故障联动 [3108]  电池测试 

 [3101]  警铃联动 [3105]  低电压联动 [3109]  精灵入室行窃 

 [3102]  没有电话线 [3106]  交流掉电联动 [3110]  日程安排程序 

 [3103]  通讯故障 [3107]  传感器测试 [3111] AUX 开关 

  [32] 分区    

 [3201]  准备联动 [3209]  门铃联动 [3217]  警铃联动 

 [3202]  报警联动 [3210]  退出/进入联动 [3218]  警铃 Stay 停止 

 [3203]  布防联动 [3211]  火警故障联动 [3219]  防区旁路 

 [3204]  入室行窃联动 [3212]  白天防区联动 [3220]  自动布防报警 

 [3205]  火警联动 [3213]  一般故障联动 [3221]  防区丢失报警 

 [3206]  紧急联动 [3214] 布防联动 [3222]  警号触发 

 [3207]特殊紧急情况联

动 

[3215]  防拆联动 [3223]  闪光灯触发 

 [3208]  蜂鸣器联动 [3216]  撤防联动 [3224]  布防失败 

   [3225]  确认报警 

  [33]  防区    

 [331]  防区联动 [333]  布防联动 [334]  撤防联动 

 [332]  报警联动   

  [34] 用户密码    

 [341]  脉冲 N/C [343] 脉冲 N/O [344]  锁定 N/O 

 [342]  锁定 N/C   
 

[4] 密码维护    

  [41]  用户 [411]  分区 [412]  权限水平  

  [42]  高级主管密码    

  [43]  安装密码    

  [44]  次安装密码    

  [45]  密码长度    

    
[5]  通讯    

  [51]  方式     

 [511]  电话线 [512]  上传/下载电话号

码 

 

 [[5111] 计时器 [51111]电话线丢失延时 [51112]等待拨号音 

 [5112]  控制 [51121]电话断线报警 [51122]  应答机忽略 

 [5113]  参数   

 [51131]  拨号方式 [511311]  DTMF [511312]  脉冲, 20BPS 

   [511313]脉冲,10BPS 

  [51132]应答铃声次数 [51133]  区域代码 

   [51134]  PBX 前缀 [51135]  呼叫等待 

 [512]  GSM   

 [5121]  计时器 [51211]  GSM 丢失  

 [51212] GSM 网络丢失 [51213] SIM 卡期满 [日

期] 

[51214] 报警中心轮询  

 [5122]  GPRS [51221]  APN 颜色 [51222]  APN 用户姓名 

  [51223] APN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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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3]  Email [51231]  Mail 主机 [51232]  SMTP 端口 

 [51233]  Email 地址 [51234]  SMTP 使用 [51235]  SMTP 密码 

 [5124]  控制 [51241]  访问者 ID [51242]  关闭 GSM 

 [5125]  参数 [51251]  PIN 密码 [51252]  SIM 号码 

  [51253] SMS 中心电话 [51254] GSM 网络灵敏度 

 [5126] SIM 卡预付费 [51261]  授权由 [51262] 电话发送 

  [51263] 电话接收 [51264]  短信息 

 [513]  IP   

 [5131]  IP 配置 [51311] 自动获取 IP [513111]  动态 IP 

 [5132]  Email  [513112]  静态 IP 

 [51321]  Mail 主机 [51322] SMTP 端口 [51323]  Email 地址 

 [51324]SMTP[用户]名字 [51325]SMTP 密码  

 [5133]  主机名称   

 [5134]报警中心轮询 [51341]  第一个 [51342]  第二个 

   [51343]  备用 

 [5135]  控制 [51351]  关闭 IPC  

 [52] 报警中心 [521]  报告类型   

 [521MS1]  语音 [521MS11]  PSTN/GSM [521MS12]  GSM/PSTN 

  [521MS13]  只使用
PSTN 

[521MS14]  只使用 GSM 

 [521MS2]  IP [521MS21] IP/GPRS [521MS22] GPRS/IP 

  [521MS23]  只使用 IP [521MS24]  只使用 GPRS  

 [521MS3]  短信   

 [522P MS]  账号   

 [523] 通讯格式 [5231]  Contact ID [5232]  SIA 

 [524]  控制 [5241]  呼叫保存 [5242]  显示 Kissoff 

  [5243]显示握手信号 [5244]  声音提示 Kissoff 

 [525]  参数 [5251]  MS 重拨  

 [5252]  报警恢复 [52521]警号超时 [52522]  跟随防区 

   [52523]  处于撤防状态 

 [526]  MS 计时器 [5261] 周期测试 [5262]  中止报警 

  [5263]  取消延时 [5264]  监听 

 [5265]  确认 [52651] 确认开始 [52652]确认时间窗口 

 [527]  报告分离   

 [5271]  MS 布防/撤防 [52711]  不拨打 [52712]  拨打第一个 

 [52713]  拨打第二个 [52714]  拨打第三个 [52715]  拨打所有 

 [52716]  拨打第一个，第

二个备份 

[52717] 拨打第一个，第

二、三个备份 

[52718] 拨打第一个，第三

个备份，呼叫第二个 

 [5272]  MS 紧急 [52721]  不拨打 [52722]  拨打第一个 

 [52723]  拨打第二个 [52724]  拨打第三个 [52725]  拨打所有 

 [52726]  拨打第一个，第

二个备份 

[52727] 拨打第一个，第

二、三个备份 

 

 [5273]  MS 非紧急 [52731]  不拨打 [52732]  拨打第一个 

 [52733]  拨打第二个 [52734]  拨打第三个 [52735]  拨打所有 

 [52736]  拨打第一个，第

二个备份 

[52737] 拨打第一个，第

二、三个备份 

[52738] 拨打第一个，第三

个备份，呼叫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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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39] 拨打第二个，第三

个备份，呼叫第一个 

 [528]  报告码   

 [5281]  编辑密码   

 [52811]  报警 [528111]  紧急报警 [528112]  火警 

 [528113]  医疗救助 [528114]  胁迫 [528115]  确认报警 

 [528116]  机箱防拆 [528117]  警号防拆 [528118]  最近关闭 

 [52812]  主故障 [5281201]  低电池 [5281202]  警铃 

 [5281203]电话故障 [5281204]  交流电丢失 [5281205]  辅助 

 [5281206]  未设时钟 [5281207]  总线故障 [528108  错误代码 

 [5281209]  GSM 故障 [5281210]IP 网络故障  

 [52813] 布防/撤防 [528131]  用户 [528132]  自动 

 [528133]  远程 [528134]  强制布防 [528135]  全速布防 

 [528136]  按键开关 [528137]自动布防失败  

 [52814]  防区   

 [528141]  通过防区 [528141Z1] 报警 [528141Z2]  故障 

 [528141Z3]  旁路 [528141Z4]  防拆 [528141Z6]  确认报警 

 [52815]  附件 [528151]      键盘 [5281511]  防拆 

 [52816]  混合项 [5281601]进入编程 [5281602]  退出编程 

 [5281603]MS 周期测试 [5281604]  回呼 [5281605]系统复位 

 [5281606]  中止报警 [5281607]  监听 [281608]  报警中心轮询 

 [5281609]  取消报告 [5281610]  步行测试 [5281611]  退出错误 

 [5282]  删除所有   

 [53]配置软件 [531]  Security [5311]  进入密码 [5312]  远程 ID 

   [5313]  MS 锁 

 [532]  回拨 [5321] 回拨开启 [5322] 回拨电话 

 [534] IP 网关 [5341]  IP 地址 [5342]  IP 端口 

 [54] 跟随电话 [541]  定义跟随电话   

 [5411]  报告类型   

 [54111]  语音 [541111]  PSTN/GSM [541111]  GSM/PSTN 

  [541113]  只使用
PSTN 

[541114]  只使用 GSM  

 [54112]  IP [541121]  IP/GPRS [541122]  GPRS/IP 

  [541123]  只使用 IP  [541124]  只使用 GPRS  

 [54113]  短信 [541131]  PSTN/GSM [541131]  GSM/PSTN 

  [541133]  只使用
PSTN  

[541134]  只使用 GSM 

 [5412]  分区   

 [5413]  事件 [541301]  入侵 [541302]  火警 

 [541303]  紧急求助 [541304]  紧急 [541305]  防拆 

 [541306]  远程编程 [541307]  交流电关闭 [541308]  胁迫 

 [541309]  布防 [541310]  撤防 [541311]  [防区]旁路 

 [541312]  无线丢失 [541313]  无线电池电

压低 

[541314]  警铃故障 

 [541315]  错误代码 [541316]  电池电压低 [541317]  无线干扰 

 [541318]  总线故障 [541319]  报警中心 [541320]  电话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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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321] GSM 电池电压

低 

[541322]GSM 故障 [541323] 警笛电池电压低 

   [541324]  SIM 卡失效 

 [5414]  恢复事件 [541401]  入侵 [541402]  防拆 

 [541403]  交流电关闭 [541404]无线信号丢失 [541405]  无线设备电池

电压低 

 [541406]  警铃故障 [541407]  低电池 [541408]  无线干扰 

 [541409]  总线故障 [541410]电话故障 [541411]  GSM 电池电压

低 

  [541412]GSM 故障 [541413]  警号电池电压

低 

 [5415]  远程控制   

 [542]  控制 [5421]撤防停止跟随电话  

 [543]  参数 [5431]跟随电话重试 [5432]语音 [M]重复 
 

  [6]  音频    

[61]信息结构    

 [62]  播放/录音 [621]  公共信息 [6211]  播放 [6212]  录音 

 [622]  分区信息 [6221]  播放 [6222]  录音 

 [623]  防区信息 [6231]  播放 [6232]  录音 

 [624]  输出信息 [6241]  播放 [6242]  录音 

 [63]  信息发布    
 

[7]  安装    

 [71]  总线设备    

 [711]  自动   

 [712]  手册 [71201]  键盘 [71202] 防区 

 [71203]  通用输出 [71204]  电源供应 [71205] 无线扩展模块 

 [71206] 感应式读卡器 [71207]  语音模块 [71208] 声音 

 [71209]  总线防区 [71210]  GSM [71211] IP 

   [71212] 调制解调器 

 [713]  测试 [7131]  总线测试 [7132]   总线扫描 

 [72]  无线设备   [7133]   测试 

 [721] 发射校准   

 [722]  分配   

 [7221]  通过射频 [72211]  防区 [72212]  遥控器 

 [723] 删除  [7221]  键盘 
  

[8]  设备    

 [81]  键盘    

[82]  遥控器    

 [83]  声音 [831]  参数   

 [831]  警号    

 [83101]  标签   

 [83102]  闪光灯 [831021]  控制 [831022]  闪烁 

 [83103]  警笛 LED  [831023]  布防提示音 

 [83104]电池下载测试   

 [83105]感应响应级别   

 [83106]  声音   

 [83107]  灯光 [831071]  类型 [831072]  亮度 

 [83108]  电源供应 [831081]  SAB [831082]  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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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09]  警号电流 [831091] 低 [831092]  标准 

 [83110]  报警声音   

 [832]  灯光开启时间 [8321] 灯光启动 [8322]  灯光停止 
 

 

 

遥控器和双向超薄键盘 

系统可以设置每个遥控器和键盘执行不同的操作和控制不同应用输出，系统最多支持 8 个遥控

器和四个双向键盘。在参数编程菜单下选择不同类型的远程控制，单向或者双向，可以为每个

用户分配一个单独的遥控器。 

步骤 1：分配无线遥控器和键盘— 无线防区部分所描述的设备分配和校准（第 14 页） 

遥控器参数和控制 

步骤 2：设置遥控器参数 

1. 从安装菜单中选择 8）设备﹥2）遥控器﹥1）参数 

2. 选择遥控器的用户，并按 键 

3. 使用箭头键滚动选择菜单选项，按 选择菜单选项 

单向 4 键遥控器： 

 按钮 1 功能：（），通常是布防 

 按钮 2 功能：（）通常是撤防 

 按钮 3 功能：（紧急报警或控制输出按钮）通常是求助用 

 按钮 4 功能：通常是留守布防 

双向 8 键遥控器： 

参数设置： 

 名称----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分配分区（多数情况下默认为 1） 

 PIN 码：系统高安全模式下为每个遥控器设置 PIN 码。 

 屏蔽：允许每个用户/每个分区遥控器粒度授权。 

 UO1/2/3 通常求助使用。 

步骤 3：设置遥控器控制 

1. 从安装菜单选择 8）设备﹥2）遥控器﹥2）控制 

2. 选择用户遥控器，并按  

 使用  键在 Y/N 之间切换到启用。 

 立即报警：全部布防后没有退出延时 

 留守即时：留守（在家）布防没有退出延时 

 使用 8 键遥控器远程控制密码撤防 

注意： 

遥控器作为一个用户，定义名称和分区。  

双向超薄键盘参数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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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设置超薄键盘参数 

从安装菜单中选择 8）设备﹥1）键盘﹥1）参数 

1. 选择超薄键盘所属用户按 键 

2. 使用箭头键滚动菜单，按 选择菜单选项。 

 名称---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名称（见第 11 页） 

 分配分区（在多数情况下默认为 1） 

 屏蔽-允许每个用户/每个分区遥控器粒度授权 

 序列号---显示键盘序列号 

步骤 3：设置超薄键盘控制 

1. 从安装菜单选择 8）设备﹥1）键盘﹥2）控制 

2. 选择用户所属键盘按  

使用 Y/N 切换启用。  

 紧急键---键盘紧急按键 

 多视图---显示所有隐蔽分区 

 退出声音---留守布防退出发出蜂鸣声 

 功能键---编程指令序列 

 UO 控制---控制装置操作一个实用输出 

 RF 唤醒---射频发射机从睡眠中唤醒。 
 

用户定义和系统操作 

1. 指导用户定义用户代码。建议用户更改默认的高级主管密码。帮助用户注册接近标签。 

2. 指导用户定义和编辑跟随设置。 

3. 对于云模式连接，用智能手机从苹果 APP store 或者 Android 游戏商店下载 iRISCO 应用

程序。确保 LightSYS 和 App 之间建立连接 

4. 指导用户从键盘，遥控器，智能手机或云应用进行以下操作： 

 全部布防   留守（在家）布防            撤防   

 胁迫撤防     发送紧急事件             检查系统状态 

 检查系统状态       操作一个应用输出 

 使用语音菜单进行远程操作                 使用短信进行远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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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主板 

输入电源: 14.4VDC 1.5A 通过外部 2 级列表 AC/DC 变压器) 

AC/DC 适配器 100-240V 50/60Hz 14.4V—1.5A or 4A 后备电

源 

电流消耗: 60 mA, 典型/ 70 mA,最大 

注意: 

1. US 安装, 用直流变压器 220VAC, 转换到 14.4VDC 1.5A. 

2. 主组件的电流消耗不包括辅助电源和电池充电. 

可充电式后备电池: 12 V 至多 7 安培/小时, 典型 

1.5A 电源: 12 V，最大 7 安时 (AH), 典型 

4A 电源: 12 V，最大 17 安时 (AH), 典型 

电源输出: 辅助电源: 12 V DC @ 600 mA, 最大 (在所有 AUX 接线端) 

Bell/LS (外部): 12 V DC @ 900 mA, 最大(UL 安装 300mA 最

大) 

辅助电源:  

1.5A 电源: 总电流 800mA;辅助最大 = 500mA;总线最大 

(AUX RED) = 800mA 

4A 电源: 总电流 1500mA;辅助最大 = 500mA;总线最大 

(AUX RED) = 1000mA 

警号(外置): 12 VDC @ 500 mA, 最大 

可编程通用输出电压: UO1: 继电器 (可编程输出) (24V, 3 Amps) 

UO2-U04: 固态继电器 100 mA 

主机箱尺寸 RP432B 聚碳酸酯 (1.5A PS): 290 x 254 x 97 mm   

RP432BM 金属, 小型 (1.5A PS): 264 x 299 x 80 mm  

RP432BM1 金属, 大型 (4A or 1.5A PS): 420  x 379 x 95 mm   

8 LED 键盘 (不在 UL 列表) 

电流消耗: 13.8VDC +/-10%; 75 mA 最大 

16 LED 键盘 (不在 UL 列表) 

电流消耗: 13.8VDC +/-10%; 75 mA 最大 

LCD 键盘 

电流消耗: 13.8VDC +/-10%; 100 mA 最大 

感应式 LCD 键盘 

电流消耗: 13.8VDC +/-10%; 250 mA 最大 

触摸屏键盘 

电流消耗: 13.8VDC +/-10%; 30 mA 典型 / 180 mA 最大 

感应式触摸屏键盘 

电流消耗: 13.8VDC +/-10%; 30 mA, 典型 / 280 mA 最大 

8 防区扩展模块 

电流消耗: 13.8VDC +/-10%; 25 mA, 典型/ 30 mA,最大 

16 防区扩展模块 

电流消耗: 13.8VDC +/-10%; 27 mA, 典型 / 45 mA,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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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防区扩展模块 

电流消耗: 13.8VDC +/-10%; 20 mA, 典型 

8,16 防区无线扩展模块 (不在 UL 列表) 

电流消耗 13.8VDC +/-10%; 40 mA 最大 

频率: 868.6-868.7 MHz (EU 窄带工作) 或 433.92 MHz 

4 路继电器可编程输出模块 

电流消耗: 13.8VDC +/-10%; 25 mA 典型 / 160 mA 最大 

触点:  4 型 C (SPDT) 继电器. 

触点额定:  5 A / 24V DC 

8 路晶体管可编程输出模块 

电流消耗: 13.8VDC +/-10%; 25 mA 典型 / 40 mA 最大 

触点: 开路集电极, 启动下降, 70 mA 最大 

1.5A 电源供应扩展模块 (不在 UL 列表) 

输入电压: 16.5 VAC @ 40 VA (通过变压器) 

电流消耗: 180 mA 最大 

可充电式后备电池: 12 V 最大到 17 Amp-小时 (AH), 典型 

电源供应: 辅助电源: 12 V DC @最大到 1.5A* 

Bell/LS (外部) 声音输出:12 Volts DC @ 900 mA, 最大 

*:  总电流 Bell+Aux=1.5A 

保险丝:  F1: 电池电源 3.0 A 

F2: 辅助电源 2.0 A 

F3: 警号/扬声器 电源 1.0 A 

3A 电源供应扩展模块 

输入电压: 16.5VAC @ 50VA (通过 230VAC / 16.5VAC/50Hz 变压器) 

可充电式后备电池: 12V 最大到 21 Amp-小时 (AH) 

电源输出: 辅助电源: 3A @13VDC 

警号/扬声器 (外部)声音输出: 1.7A @13VDC 

过载保护: 自动电压保护 

电路板通用输出: 2 继电器, 12VDC @ 3A 最大 干触点继电器 

事件日志扩展模块 

电流消耗: 13.8VDC +/-10%; 30 mA, 最大 

打印模块 (不在 UL 列表) 

电流消耗: 13.8VDC +/-10%; 10 mA, 最大 

X-10 家电模块 (不在 UL 列表) 

电流消耗: 13.8VDC +/-10%; 30 mA 最大 

门禁控制模块(不在 UL 列表) 

电流消耗: 13.8VDC +/-10%; 100 mA 最大 

输入电压: 13.8V DC + 10% 

读卡器消耗: 5V / 150 mA 最大 

继电器: 24V DC / 1 A 最大 

感应式读卡器 (不在 UL 列表) 

电流消耗: 13.8VDC +/-10%; 70 mA, 典型 / 180 mA 最大 



mailto:1.7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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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斯可集团的有限担保 
 

瑞斯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分支机构（“销售商”）保证其产品在原材料和做工方面

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自生产日期开始的 24 个月内无任何缺陷。由于卖方未安装或连接本

产品，以及产品可能被用于连接非卖方生产的产品，卖方不能保证使用该产品的安全系统

的性能。卖方在这种担保下的责任和义务被明确的局限于在交付日期之后的合理时间之内

对满足规范的任何产品按照卖方的选择进行维修和更换。卖方没有任何其它明确或隐含的

担保，也没有任何关于商品和任何特别用途方面的适宜性担保。 

 

卖方决不为因违反这个或任何其它明确的或隐含的、或是基于其它无论什么责任的担保而

引发的后果或随之带来的损害负责。 

 

卖方在此担保之下的义务不包括任何运输费用、安装费用，不对直接或间接的损害或延迟

负任何责任。 

 

卖方并未声称产品会做出让步或回避；产品将会避免个人伤害或是由于入室盗窃、抢劫、

火灾或其它方面引起的财产损失；产品将会在所有情况下提供足够的警告或防护。买方需

要清楚知道，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合理安装和维护警报仅仅是降低了入室盗窃、抢劫或

火警的风险。但并不是保证或承诺这些事情不会发生或者最终不会发生个人伤害或财产损

失。 

 

因此，卖方将不对任何在产品没有给出警告的基础上发生的个人伤害、财产损害或损失负

任何责任。但是，如果卖方对有限担保之下所发生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负有责任，不管是直

接的或间接的，也不管原因和缘由，卖方的最大责任不会超出产品的购买价格，这将是卖

方的全部和最高的赔偿。卖方的任何雇员或代表都没有被授权以各种方式更改该担保或是

同意其它的任何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