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risco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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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到瑞思可云服务器（如果启用云服务器） 

注册瑞思可云服务器，允许监视和控制您的 LightSYS2 系统。 

1 . 登陆 www.riscocloud.com 进行注册。 

2 . 输入您的姓名。 

3 .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作为登录名（第一次激活） 

4 . 定义和确认密码（至少 6 个字符，并至少包含 1 个数字）。 

5 输入 15 位主机 ID 序列号，它标记在主面板的标签上或由安装人员提供（也可以在键盘菜单里查

看，如下所述），将注册表格填写完整，并点击 注册。 

6 . 登陆注册电子邮件，打开收到的消息完成注册。 

登陆瑞思可云 

1 . 登陆 www.riscocloud.com. 

2 . 输入您的姓名和密码 (与注册时输入的相同)。 

3 . 输入 PIN 码 (LightSYS 主机用户密码)。 

4 . 点击 进入。 

iRISCO- 瑞思可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现在，用户可以享受从任何地方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iRISCO 轻易的控制您们的 LightSYS 系统。 

从苹果 App Store 或 Android 游戏商店下载 iRISCO 应用程序（搜索 iRISCO） 

 

从键盘上查看主机序列号  

1.  按 键，进入用户菜单；  

2.  输入主用户密码 (默认值：1234)，按 键确认；  

3.  按翻页键到菜单“查看”，按 键确认； 

4.  按翻页键到菜单“服务信息”，按 键确认； 

5.  按翻页键到菜单“主机号”，按 键确认。屏幕显示15位主机序列号。  

 

 

 

 

 

 

 

 

 

 

 

http://www.risco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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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 
液晶显示键盘（432KP） 

完全（离开）布防 用户密码 >  

留守（部分）布防 用户密码 >  

系统撤防停止报警音 用户密码>  

分区用户密码布防 
用户密码 >  > 分区编号 >  

分区留守布防 
用户密码 >  >分区编号>  

分区撤防 用户密码>  >分区编号>  

胁迫撤防 胁迫密码 >  

紧急报警 同时按  键至少 2 秒钟 

火警 同时按  键至少 2 秒钟 

医疗救护 同时按  键至少 2 秒钟 

旁路防区 用户密码 >  [防区编号] 

激活输出  [用户密码]  [激活]  [输出编号] 

定义跟随电话 >[用户密码]  [跟随电话]  [定义]  

查看故障  [用户密码]  [查看]  [故障]  

查看防区状态  [用户密码]  [查看]  [防区状态]  

查看分区状态 用户密码 >  

查看事件记录  [用户密码]  [事件记录]  

键盘门铃音 开/关 
 [用户密码]  [激活]  [键盘声音]  [定义] 

编辑用户密码  [用户密码]  [密码/感应卡]  [定义] 

防区测试 (步行测试)  [用户密码]  [维护]  [步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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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超薄键盘 

操作 快速 安全模式 1 

完全布防 
  > 密码 

分区完全布防 
选择分区 

  [1/2/3]>        

选择分区[1/2/3] 

>  >密码 

全部撤防 
>  >密码 或感应卡（唤醒后） 

留守布防-系统                           >密码 

留守布防-分区 
选择分区               选择分区 

[1/2/3]>          [1/2/3]>  >密码 

分区撤防           选择分区 1/2/3/4，按 后输入密码 

紧急报警 
同时按 +  2 秒钟 

火警 
同时按 +  2 秒钟 

医疗救护                              同时按 +  2 秒钟  

状态查看 

按 键 2 秒钟，查看 LED 显示系统

状态（见下面的指示） 

按 键 2 秒钟，然后输入

密码查看 LED 显示系统状态

（见下面指示） 

输出控制 
按 1/2/3 键 2 秒钟 

 按 1/2/3 键 2 秒钟，然后输入

密码 

唤醒键盘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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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遥控器 

操作 快速 安全模式 

完全布防                 >密码 

分区布防   >密码 

全部撤防  
  >密码 

系统状态 按 键 2 秒钟  按 键 2 秒输入密码 

输出控制 A/B/C 按  2 秒钟 
按 2 秒钟 

输入密码 

紧急报警                            同时按住 2 秒钟 

清除操作 
              

注意： 

*取消进入延时的留守布防，按住 保持 2 秒钟 
1. 阅读安装手册，关于密码定义操作 

2. 可以使用感应卡，代替用户密码 

3. 取消进入延时的留守布防，按住 2 秒钟 

4. 使用光传感器打开/关闭键盘背光，以节省电池。 

5. 由安装人员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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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 
 

完全布防—系统 
 

完全布防—分区   >  

完全布防—分组 

（如果支持）   >    

留守布防—系统 
  

留守布防—分区   >  

系统撤防                              >密码  

分区撤防                            >  

防区旁路 

（开/关切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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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应用程序 
 

布防/撤防 

完全布防                    全部分区或分区*>完全布防 

完全布防-分组 

（如果支持） 

[组代码] > 完全布防  

或 分区 x > [组代码] 

留守布防                全部分区或分区*>留守布防 

撤防                                            全部分区或分区*>密码>撤防 

设置 

系统用户和密码                                 编辑、删除和添加新用户 

Web 界面的用户名和密码                     编辑用户信息和访问凭据 

更改密码                             输入新/旧/确认密码>设置新的密码 

防区快速旁路                              选择防区**>旁路>更新 

更改外观                                         选择颜色方案 

警报/添加新的联系人             输入姓名，电子邮件地址/手机号#。 

                                                         选择显示语言，关联分区， 

                                                                  布防/撤防，设置电子邮件和短信 

时区                                              设置系统时区 

历史记录 

查看、导出活动记录 

家电自动控制 

输出                      切换 开/关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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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电源 

亮 
系统(AC)电源运行正常，备用电

池状态良好。系统无故障。 

灭 无电源供应。 

慢闪 系统处于编程状态。 

快闪 系统故障。 

 
准备就绪 

亮 系统准备就绪,允许布防。 

灭 系统未准备就绪，不能布防。 

慢闪 
进/出延时防区处于打开状态，系

统准备布防。 

 
布防 

亮 
系统处于布防状态（完全布防或留

守布防)。 

熄灭 系统处于撤防状态。 

慢闪 系统处于退出延时状态。 

快闪 发生报警。 

 

 

 

 

 

 
留守布防/ 旁路 

亮 
系统处于留守布防或防区旁路状

态。 

灭 无防区旁路。 

 
防拆 

 

亮 
键盘/防区模块/其它模块防拆报

警。 

灭 所有防拆处于正常状态。 

 
火警 

亮 发生火警。 

灭 火警防区处于正常状态。 

闪烁 火警防区回路故障。 

感应卡 仅触摸屏键盘 

闪烁: 表示键盘上有感应读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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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迷你键盘 
 LED 指示灯 

颜色 说明 状态 

蓝色 闪烁 与主板通讯 

红色 亮 

慢闪 

快闪 

系统完全或留守布防 

退出延时 

报警 

绿色 闪烁 撤防时系统故障 

绿色/红色 切换 等待输入密码 

双向遥控器 

操作  （发送指令） （接收状态） 

完全布防 绿色 红色 

留守布防 绿色 橙色 

撤防 绿色 绿色 

报警 绿色 LED 灯闪烁 

*如果发送命令时，指示灯变为橙色，则表示电池电量低   

LED 指示灯(红色) 

布防 / 报警 与  指示灯相同功能。 

设置 / 更改用户密码 

拥有高级主管权限级别的用户可以更改所有的用户密码，但是不能查看用户密

码的数字。具有其他权限级别的用户仅可以更改自己的密码，系统必须在撤防

状态下，设置更改用户密码。 

设置/更改用户密码: 

1. 按 ，输入用户密码后按 ； 

2. 用翻页键,翻到 密码/感应卡 选项后按 ； 

3. 翻到 定义 选项后按 ； 

4. 选择用户编号按 ； 

5. 选择 密码 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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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入 编辑密码 选项. 按 ； 

注意: 

在 LightSYS 系统中, 用户编号是从 00 to 15. (00=高级主管权限) 

7. 输入新密码后按 ，然后再重新输入一次新密码； 

如果成功，会听到一声确认音；如果失败，会听到三声快速的错误提示 音； 

8. 重复以上步骤，设置/更改其它用户密码，直到全部完成。 

旁路防区： 

1. 按 ，输入用户密码后按 ； 

2. 用翻页键翻到 激活 选项后按 ； 

3. 选择  旁路 选项按 ； 

4. 选择   防区   选项按 ； 

5. 如果想在仅下次系统布防时旁路防区，请选择 仅一次。如果想永久性旁路

防区时，请选择 永久； 

6. 用翻页键查看防区编号列表，按  选择需要旁路的防区； 

7. 确定后按 。 

增加一个新的感应卡 

1. 按 ，输入用户密码后按 ； 

2. 用翻页键, 翻到 密码/感应卡 选项后，按 ； 

3. 翻到 定义 选项按 ； 

4. 选择想要分配感应卡的用户编号，按 。每个感应卡只能分配给一个用

户使用； 

5. 翻到 感应卡 选项后按 ； 

注意: 

显示(****)，表示一个用户已经分配了感应卡。 



                                                                                                    

 LightSYS2用户快速操作指南 11 

6. 翻到 (重新)写入感应卡 选项，按 ； 

在 10 秒钟内, 将感应卡靠近键盘按键前（4 厘米距离以内）。键盘自动读

取感应卡并存入系统存储器。 

一旦感应卡被成功读取，会听到一声确认长音，并显示确认信息。 

如果此感应卡已存储在系统存储器中，则会显示下列信息： 

用户感应卡已存在。 

注意: 

 一旦感应卡被写入，它将适用于此系统中所有的（感应）键盘。 

 此感应卡据有与同一用户编号指定的用户密码的相同权限。 

布防 /撤防 

使用无线遥控器 

通过无线遥控器可以布防系统 (如果配备了无线扩展模块)。如需了解全部操

作信息，请参阅无线遥控器附带的使用说明书。 

完全布防           按键。 

撤防                   按 键。所有分配到此遥控器的分区都将撤防。 

留守布防           按  键或第4个按键 (如定义) 

分区布防           按 键 或第4个按键 (如定义) 

用SMS短信功能通过GSM模块远程控制系统 

SMS 功能基本规则: 

SMS 指令能够从任何移动手机或从 SMS 网站发送。 

命令字符无特殊要求(他们支持包含大小写或混合字母等)。 

命令字符间的分隔符未要求，有/无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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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S 指令列表:  

操作 命令行 （英国）命令行 

用户密码布防所有分区 [用户密码] A  [用户密码] S  

用户密码撤防所有分

区 
[用户密码] D  [用户密码] US  

分区布防 [用户密码] A [分区编

号] 

[用户密码] S [分区编号] 

分区撤防 [用户密码] D [分区

编号] 

[用户密码] US [分区编

号] 

旁路防区 [用户密码] B [防区编

号] 

[用户密码] OM [防区编

号] 

取消旁路防区 [用户密码] UB [防区

编号] 

[用户密码] UNOM [防

区编号] 

激活输出 [用户密码] UOON 

[输出编号] 

[用户密码] POON [PO

编号 

解除输出 [用户密码] UOOFF 

[输出编号] 

[用户密码] POOFF [PO

编号] 

更改跟随电话号码 [用户密码] 

FMPHONE  

[跟随电话编号] 

NEW [新跟随电话号

码] 

[用户密码] FMPHONE 

[跟随电话编号] NEW 

[新跟随电话号码] 

获取系统状态 [用户密码] ST [用户密码] ST 

获取最近报警记录 [用户密码] AL [用户密码] AL 

获取SIM信用级别 (预

付费卡) 

[用户密码] CR [用户密码]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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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用户密码：1234  

注意： 

1.指令代码不区分大小写（可以同时包含大小写字母或混合使用） 

2.指令字符之间分隔不是必需的，虽然是公认的。 

3.默认的主用户密码是 1234 

4．在发送的指令末尾添加 RP，可以收到 LightSYS 主机的回复短信，表示系统

已经成功执行命令。  

例如：发送指令：1234RP，系统布防并收到确认回复短信。 

通过手机远程布防/撤防 

如果 LightSYS 已经配备了语音模块，可以使用远程按键式电话机呼叫主机或接

收系统呼叫，交互式语音菜单指导你进行远程系统布防/撤防操作或系统控制。 

接到电话: 

1. 接听电话； 

2. 说“你好” 或按 [#]； 

你将听到一段事件通告信息； 

3. 从确认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确认菜单 

确认 [1] 

确认并停止呼叫 [2] [用户密码] [#] 

进入操作菜单(如定义) [3] [用户密码] [#] 

监听 (如定义) [6] [1] 

通话 (如定义) [6] [2] 

重复事件信息 [#] 

重复确认菜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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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系统: 
1. 拨打连接系统的住宅电话号码； 

 如果该住宅的电话机正在使用： 

使该线路响铃一次, 挂断并重播。 

 如果该住宅的电话机未使用： 

等待系统接通，你将听到一个连续的拨号音 。 . 

2. 在拨号音时间内输入两位远程访问代码； 

3. 输入你的用户密码后按 [#]确认； 

4.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你需要的选项。 

操作菜单: 

布防所有分区 [1] [1] 

按分区布防 [1] [9] [分区编号] 

撤防所有分区 [2] [2] 

按分区撤防 [2] [9] [分区编号] 

旁路防区 [3] [防区编号] [#] [9] 

激活输出 [4] [输出编号] 

更改跟随电话号码 [5] [跟随电话编号] [#] [2] [新跟随电话号码] [#] [1] 

监听 [6] [1] 

通话 [6] [2] 

播放家庭留言 [7] [1] 

录制家庭留言 [7] [2] 

退出系统 [0]                   重复操作菜单 [#] 

设置/更改系统时间和日期 

1. 按 ，输入主用户密码后按 ； 

2. 用翻页键, 翻到 时钟 选项后按 ； 

3. 屏幕会显示 时间和日期 选项。按 ； 

4. 输入正确的 24 小时格式的时间和日期。用   键移动光标到相应选

项，用 /  键切换“月份”选项； 

5. 按 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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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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