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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身在何地，
DSC让您与家的距离更近。

拥有DSC，轻松体验智能交互服务
DSC旗下多款精选安防产品现已兼容由交互服务领域专家提供的领
先解决方案。
您可以通过使用DSC交互服务合作伙伴Telguard*和Alarm.com提供
的各种智能家居控制和监控功能，将安防系统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体验更可靠、更灵活、更卓越的产品和服务。
关于现有产品功能和组合的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安防专家或
访问www.dsc.com。

选择DSC，实现无限交互可能

*在加拿大，Telular品牌负责提供和销售Telguard产品和服务。

目录
产品目录2016 | 17

混合解决方案

3

POWERSERIES NEO  .  .  .  .  .  .  .  .  .  .  .  . 4
产品全景图 .  .  .  .  .  .  .  .  .  .  .  .  .  .  .  .  5
主机 .  .  .  .  .  .  .  .  .  .  .  .  .  .  .  .  .  .  .  . 6
主机对比表 .  .  .  .  .  .  .  .  .  .  .  .  .  .  .  .  7
键盘 .  .  .  .  .  .  .  .  .  .  .  .  .  .  .  .  .  .  .  . 8
模块 .  .  .  .  .  .  .  .  .  .  .  .  .  .  .  .  .  .  . 10
通讯设备 .  .  .  .  .  .  .  .  .  .  .  .  .  .  .  .  . 11
PowerG - 防盗报警  .  .  .  .  .  .  .  .  .  .  . 12
PowerG - 安全防护  .  .  .  .  .  .  .  .  .  .  . 15
PowerG - 警号 & 中继器  .  .  .  .  .  .  .  . 18
POWERSERIES  .  .  .  .  .  .  .  .  .  .  .  .  .  . 19
产品全景图 .  .  .  .  .  .  .  .  .  .  .  .  .  .  .  . 19
主机 .  .  .  .  .  .  .  .  .  .  .  .  .  .  .  .  .  .  . 20
键盘 .  .  .  .  .  .  .  .  .  .  .  .  .  .  .  .  .  .  . 22
模块 .  .  .  .  .  .  .  .  .  .  .  .  .  .  .  .  .  .  . 26
通讯设备 .  .  .  .  .  .  .  .  .  .  .  .  .  .  .  .  . 29
MAXSYS  .  .  .  .  .  .  .  .  .  .  .  .  .  .  .  .  .  30
主机 & 键盘  .  .  .  .  .  .  .  .  .  .  .  .  .  .  . 30
模块 .  .  .  .  .  .  .  .  .  .  .  .  .  .  .  .  .  .  . 31
接收器 & 发送器  .  .  .  .  .  .  .  .  .  .  .  .  . 32
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33

无线解决方案

34

产品全景图 .  .  .  .  .  .  .  .  .  .  .  .  .  .  .  . 35
主机 .  .  .  .  .  .  .  .  .  .  .  .  .  .  .  .  .  .  . 36
键盘 .  .  .  .  .  .  .  .  .  .  .  .  .  .  .  .  .  .  . 37
通讯设备 .  .  .  .  .  .  .  .  .  .  .  .  .  .  .  .  . 38
传感器 & 附件 .  .  .  .  .  .  .  .  .  .  .  .  .  .  . 40
防盗报警 .  .  .  .  .  .  .  .  .  .  .  .  .  .  .  .  . 40
布防设备 .  .  .  .  .  .  .  .  .  .  .  .  .  .  .  .  . 42
安全防护 .  .  .  .  .  .  .  .  .  .  .  .  .  .  .  .  . 43
警号 .  .  .  .  .  .  .  .  .  .  .  .  .  .  .  .  .  .  . 44
接收器 & 中继器  .  .  .  .  .  .  .  .  .  .  .  .  . 45

通用通讯器解决方案

47

发送器  .  .  .  .  .  .  .  .  .  .  .  .  .  .  .  .  .  . 48

有线解决方案

51

防盗报警 .  .  .  .  .  .  .  .  .  .  .  .  .  .  .  .  . 52
防盗报警 & 附件  .  .  .  .  .  .  .  .  .  .  .  .  . 58
安全防护 .  .  .  .  .  .  .  .  .  .  .  .  .  .  .  .  . 59
中继器和模块  .  .  .  .  .  .  .  .  .  .  .  .  .  . 60
可寻址设备 .  .  .  .  .  .  .  .  .  .  .  .  .  .  .  . 61

报警中心解决方案

63

Sur-Gard接警机 .  .  .  .  .  .  .  .  .  .  .  .  . 64

软件解决方案 & 服务

66

软件 .  .  .  .  .  .  .  .  .  .  .  .  .  .  .  .  .  .  . 67
服务与支持 .  .  .  .  .  .  .  .  .  .  .  .  .  .  .  . 69

索引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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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您的视野

PowerSeries Neo应用了行业领先的PowerG双向无线通讯技
术，并开创性地融合了可靠的混合及无线技术，可为您提供
多种安装选择。
具有超高安全性的、灵活的PowerG无线设备和外围设备能适
应最严苛的安装环境 - 安装简易，节省时间。经销商节省成本
的同时，获得住宅和商业安装多种可扩展性选择。

欢迎订购全新定义的安防产品。

混合解决方案

入侵探测器

PowerSeries Neo 产品全景图

安防

PGx934P
内置摄像头的
PowerG无线被动红
外移动探测器

PGx944
内置摄像头的
室外被动红外
移动探测器

PGx924
PowerG无线幕
帘式被动红外
移动探测器

PGx984P
PowerG无线双鉴
( 被动红外&微波)
移动探测器

PGx974P
PowerG无线镜
面光学被动红
外移动探测器

安全传感器

安全
PGx926
PowerG无线
烟雾探测器

PGx916
PowerG无线烟雾和
温感探测器

PGx913
PowerG无线一氧
化碳探测器（仅限
美国）

PGx905
PowerG无线温度
探测器

PGx985
PowerG无线
水淹探测器

键盘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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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
HS2LCDWFx / HS2LCDWFPx / HS2LCDWFPVx
全字符LCD PowerG双向无线键盘，可选配
感应读卡和语音提示功能

HS2LCD/ HS2LCDP
全字符LCD键盘，感应卡
挂件版本可选

HS2ICN/ HS2ICNP
图标有线键盘，感应卡
挂件版本可选

警号、中继器和收发器

警号、中继器和
Siren
收发器
PGx901
PowerG无线室内警号

PGx911
PowerG无线室外警号

PGx920
PowerG无线中继器

HSM2HOSTx
PowerG主收发器模块

模块

模块

HSM2300
电源
模块

HSM2204
大电流
输出模块

注意：此产品全景图部分产品型号的“x”在亚太区为4。

HSM2208
小电流
输出模块

HSM2955
双向
音频模块

HSM2108
8个有线防区
扩展模块

PGx975
PowerG无线门/
窗磁，白色和棕
色可选

PGx945
带辅助输入的PowerG
无线门/窗磁，白色和棕
色可选

PGx904P
PowerG无线被动红
外移动探测器，带/
不带防宠物功能

PGx935
PowerG无线
震动探测器

PGx922
PowerG无线玻
璃破碎探测器

布防设备&紧急按键

远程控制

PGx938
PowerG无线
紧急按键

PGx949
PowerG无线
双键式遥控器

PGx939
PowerG无线
4键式遥控器

PGx929
PowerG无线
4键式遥控器

MPT
迷你感应挂件

PowerSeries Neo 产品全景图

PGx994
PowerG无线室
外被动红外移
动探测器

HS2LCDRFx/ HS2LCDRFPx
全字符LCD键盘，内置PowerG收发
器，感应读卡版本可选

HS2ICNRFx/ HS2ICNRFPx
图标有线键盘，内置PowerG收发
器，感应读卡版本可选

HS2TCHP
7英寸有线触摸屏键盘，
支持感应卡

通讯器&发送器

通讯器

3G8080/ 3G8080(I)
兼容

CD8080/ CD8080(I)
兼容

的HSPA蜂窝网
络报警通讯器

的CDMA蜂窝网
络报警通讯器

3G2080/ 3G2080(R)
HSPA蜂窝网络
报警通讯器

TL2803G/ TL2803G(R)
互联网和HSPA双通
道报警通讯器

软件支持

支持

WebSA系统管理
员软件

TL280/ TL280(R)
互联网
报警通讯器

PCL-422
通讯器远程
安装模块

控制主机

远程系统管理软件RSM

注意：此产品全景图部分产品型号的“x”在亚太区为4。

DLS 5下载
软件

HS2016/ HS2032/ HS2064/ HS2128
6~128防区控制主机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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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2016 6到16防区
•• 6个板载防区
•• 可扩展至16个无线和有线防区
•• 2个PGM输出：可扩展至22个 (HSM2204,    
HSM2208)
•• 模板编程

•• 支持多达8个受监测的键盘（带键盘防区）
•• 2个分区
•• 500条事件缓冲器
•• 48个用户代码

PowerSeries Neo 主机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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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2016-4 8到32防区
•• 8个板载防区
•• 防区可扩展为16个有线和32个无线防区
•• 4个PGM输出：可扩展至24个 (HSM2204,
HSM2208)

•• 模板编程
•• 支持多达8个受监测的键盘（带键盘防区）
•• 8个分区
•• 500条事件缓冲器
•• 48个用户代码

适用于非洲

HS2032 8到32防区
•• 8个板载防区
•• 可扩展至32个无线和有线防区
•• 2个PGM输出：可扩展至38个 (HSM2204,
HSM2208)
•• 模板编程

•• 支持多达8个受监测的键盘（带键盘防区）
•• 4个分区
•• 500条事件缓冲器
•• 72个用户代码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HS2064 8到64防区
•• 8个板载防区
•• 防区可扩展为64个无线或有线防区
•• 4个PGM输出：可扩展至80个 (HSM2204,
HSM2208)
•• 模板编程

•• 支持多达8个受监测的键盘（带键盘防区）
•• 8个分区
•• 500条事件缓冲器
•• 500个用户代码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HS2128 8到128防区
•• 8个板载防区
•• 防区可扩展为128个无线或有线防区
•• 4个PGM输出：可扩展至148个 (HSM2204,
HSM2208)
•• 模板编程

•• 支持多达16个受监测的键盘（带键盘防
区）
•• 8个分区
•• 1000条事件缓冲器
•• 1000个用户代码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认证列表和无线频率因地区而异，请登陆www.dsc.com查找完整的认证列表信息和销售情况。

HS2016

HS2016-4

HS2032

HS2064

HS2128

板载防区数量

6

8

8

8

8

支持的防区总数

16

32

32

64

128

键盘防区扩展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有线防区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无线防区扩展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有线键盘数量

8

8

8

8

16

无线键盘数量

8

8

8

8

16

无线接收器数量

1

1

1

1

1

无线中继器数量

4

4

8

8

8

板载PGM输出

2

4

2

4

4

板载小电流PGM输出数量

1

1

1

1

1

板载大电流PGM输出数量

1

3

1

3

3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可扩展大电流PGM输出数量

4

4

4

12

16

可扩展小电流PGM输出数量

16

16

32

64

128

47 + 主代码

47 + 主代码

71+ 主代码

499+ 主代码

999+ 主代码

2

8

4

8

8

主机事件缓冲器

500

500

500

500

1000

电话线监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警号监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警铃输出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SIA CP-01防误报功能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短信命令和控制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上传/下载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PC Link直连下载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DLS SA终端用户下载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互联网报警通讯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需要
HSM2955(R)

需要
HSM2955(R)

需要
HSM2955(R)

需要
HSM2955(R)

需要
HSM2955(R)

蜂窝网络报警通讯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备用电池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PGM扩展

访问代码数量
分区数量

音频报警复核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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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解决方案

功能

PowerSeries Neo 主机 对比 表

PowerSeries Neo 功能对比表

PowerSeries Neo 键 盘

HS2LCDWFx 全字符LCD显示PowerG双向无线键盘
HS2LCDWFPx 支持感应卡
HS2LCDWFPVx 支持感应卡和语音提示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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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16字符显示屏
•• 直观的时钟编程
•• 多种门警铃设定
•• 蓝色显示屏
•• 白色背光按键
•• 可显示室外温度
•• 语音提示（*仅限于HS2LCDWFPVx ）
•• 安装员编程

•• 支持多种语言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火灾、医疗求助和紧急按键
•• 具有英语功能键
•• 防拆开关
•• 通过MPT微型感应挂件实现接近感应识别
功能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HS2LCDWF4，

HS2LCDWFP4，HS2LCDWFPV4。

MPT 迷你感应卡挂件
Chicklets 是便于系统布防和撤防的小型感应挂件。
对于多用户使用和不记得布防和撤防密码的临时用户来说，这是理想的解决方案。
•• 8种不同颜色
•• 钥匙圈挂绳
•• 便于系统布防和撤防

•• 符合国际标准
•• 与选定的控制主机和键盘兼容
•• 可挂在钥匙圈上，便于使用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HS2ICN ICON（图标）有线键盘
HS2ICNP 支持感应卡
HS2ICNRFx 内置PowerG收发器
HS2ICNRFPx 内置PowerG收发器和感应读卡器
•• 支持多达128个有线或无线防区
•• 富于现代感的纤细型横向键盘
•• 白色背光按键
•• 蓝色LCD显示屏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输入/输出接线端

•• 火灾、医疗求助和紧急按键
•• 可调节的背光和键盘蜂鸣器
•• 具有英语功能键
•• 通过MPT微型感应挂件实现接近感应识别
功能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内置收发器的型号为HS2ICNRF4,

HS2ICNRFP4。

认证列表和无线频率因地区而异，请登陆www.dsc.com查找完整的认证列表信息和销售情况。

HS2LCD 全字符可编程LCD有线安全键盘
HS2LCDP 全字符LCD有线键盘，支持感应卡
HS2LCDRFx 全字符LCD有线键盘，内置PowerG收发器
HS2LCDRFPx 全字符LCD有线键盘，内置PowerG收发器，支持感应卡
•• 可显示室外温度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直观的时钟编程
•• 输入/输出接线端
•• 火灾、医疗求助和紧急按键
•• 可调节的背光和键盘蜂鸣器
•• 壁装及前盖双防拆
•• 具有英语功能键

PowerSeries Neo 键 盘

•• 支持6种语言
•• 全局分区状态
•• 支持多达128个有线或无线防区
•• 32个全可编程字符
•• 菜单式用户编程
•• 富于现代感的纤细型横向键盘
•• 白色背光按键
•• 蓝色LCD显示屏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内置收发器的型号为HS2LCDRF4,

HS2LCDRFP4。

HS2TCHP 7英寸有线触摸屏键盘，支持感应卡
防、故障和交流电源）
•• 交互式菜单
•• I/O接线端
•• 使用SD卡图形用户界面进行本地固件升级
•• 支持感应卡（使用MPT感应挂件）
•• 支持多国语言
•• 黑白两色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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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解决方案

•• 灵敏、7英寸（177.8mm）高清全彩触摸屏
•• 直观用户菜单界面
•• 可自定义主页面
•• 使用集成SD卡槽，内置更新便捷的数字
相框
•• 使用QWERTY键盘简化编程的标签
•• 简洁、低调的黑白外壳，与室内装饰百搭
•• 快速查看LED状态指示器（准备就绪、设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owerSeries Neo键盘功能

无线
LCD

内置收发器选项

有线
LCD

图标

触摸屏

•

•

•

•

•

感应卡选项

•

语音提示

•

支持8个分区

•

•

•

•

前后双防拆

•

•

•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

•

•

3个独立紧急按键

•

•

•

•

多种门铃音设定

•

•

•

•

板载I/O

•

•

•

•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HSM2HOSTx PowerG 主机收发器模块
•• 支持多达128个无线防区和32个遥控器 –
视每款主机的具体情况而定
•• 支持DSC PowerG设备

•• 兼容PowerG中继器，可扩大传输范围
•• 全面监测所有无线探测器，以保证通讯的
完好性

PowerSeries Neo 模 块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HSM2HOST4。

HSM2300 电源模块
•• 全面监测交流电源掉电、电池电量低和辅
助电源失灵

•• 电压为12 VDC时，最高额定电流达1 A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HSM2204 大电流输出模块
•• 全面监测交流电源掉电、电池电量低和辅
助电源失灵
•• 4个可编程大电流电压输出

•• 第1个输出可用作受监测的警铃输出
•• 电压为12 VDC时，最高额定电流达1 A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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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解决方案

HSM2208 输出模块
•• 提供8个小电流 (50 mA) 可编程输出

•• 辅助电源电流高达125 mA（PTC保护型）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HSM2108 有线防区扩展器
•• 增加8个有线防区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HSM2955 双向音频模块
•• 可录制最多15分钟的报警事件之前的声音
•• 支持双向音频VOX和一按通验证
•• 劫持报警时静音/监听功能（仅在报警发生
时启用）

•• 基于PSTN或蜂窝网络的双向音频
•• 支持小型PC5961E和大型PC5964E音频
工作站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CL-422 通讯器远程安装模块
•• PC-LINK连接可延伸至50英尺（15米），
以便将通讯器安装到远离主机的单独机
箱里
•• 如果使用额外的电源，距离最长可扩展至

1000英尺（300米）
•• 兼容3G2080、TL2803G和TL280报警通
讯器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认证列表和无线频率因地区而异，请登陆www.dsc.com查找完整的认证列表信息和销售情况。

•• 4款集成通讯器型号：3G8080；
3G8080I*；CD8080**；CD8080I*/**
•• 2种集成蜂窝网络技术：HSPA(3G)；
CDMA**
•• 天线延伸包可选：GS-15ANTQ、GS25ANTQ、GS-50ANTQ

•• 信号强度和故障显示
•• PC-Link连接
•• 与HS2016/ HS2032/HS2064/ HS2128控
制主机兼容
•• 兼容Sur-Gard System I -IP/II/III/IV/5监控
中心接警机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支持图像传感器
** 适用于美国

3G2080(R) 蜂窝网络报警通讯器
•• 备用和首选HSPA无线报警通讯
•• 通过HSPA支持主机远程上传/下载
•• 通过HSPA监测心跳
•• 通过HSPA进行128位AES加密
•• 完全事件报告
•• SIA和Contact ID通讯协议
•• 通过C24通讯进行远程激活和编程（仅限

于北美）
•• 信号强度和故障显示
•• 支持通过HSPA进行视频验证
•• 通过PCL-422通讯器远程安装模块可以将
通讯器安装在单独的机箱里
•• 通过短信发送指令和控制
•• R型号支持RS232串口集成

PowerSeries Neo 通讯设备

3G8080(I) / CD8080(I) PowerSeries Neo HSPA / CDMA 蜂窝网络报
警通讯器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TL2803G(R) 互联网和HSPA双通道报警通讯器
•• 完全冗余的互联网和HSPA双通道报警通讯
•• 集成呼叫路由选择
•• 通过互联网和HSPA支持主机远程上传/
下载
•• 通过互联网和HSPA监测心跳
•• 通过互联网和HSPA进行128位AES加密
•• 完全事件报告
•• SIA和Contact ID通讯协议
•• 通过C24通讯进行远程激活和编程（仅限

于北美）
•• 需要激活蜂窝网络账户，以使用IP功能
•• 信号强度和故障显示
•• 支持蜂窝网络或因特网视频验证
•• 通过PCL-422通讯器远程安装模块可以将
通讯器安装在单独的机箱里
•• 通过短信发送指令和控制
•• R型号支持RS232串口集成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TL280(R) 互联网报警通讯器
•• 通过互联网支持主机远程上传/下载
•• 通过DLS 5或键盘进行编程
•• 通过互联网监测心跳
•• 128位AES加密
•• 完全事件报告
•• SIA和Contact ID通讯协议

•• 支持因特网视频验证
•• 通过PCL-422通讯器远程安装模块可以将
通讯器安装在单独的机箱里
•• R型号支持RS232串口集成
•• 登陆www.dsc.com查看完整的集成选项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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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eries Neo Power G - 防盗报警

PGx975 PowerG无线门/窗磁
•• 超薄外形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全面监测
•• 内含双面胶带
•• 传输范围大，减少中继器的使用
•• 方便安装和移除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五年）
•• 尺寸：62 x 25.4 x 7.7毫米（2.45 x 1 x 0.3
英寸）
•• 白、棕两色可选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75。

PGx945 PowerG无线门/窗磁（带辅助输入）
•• 可选辅助输入NO、NC或EOL监测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前盖与后面板防拆
•• 适用于防盗门、窗及其他开口
•• 用户自定义辅助输入NC或EOL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8年）
•• 尺寸：81 x 32 x 25毫米 (3.19 x 1.25 x 英
寸)
•• 白色或棕色塑料外壳可选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45。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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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x904P 无线红外移动探测器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49英尺（15米）远、90°夹角覆盖范围
•• True Motion Recognition™“真正移动识
别”技术，可区分入侵者的移动和任何其
他导致误报的干扰
•• 可防止重达85磅（38公斤）的宠物造成

误报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6年）
•• 传输范围大，减少中继器的使用
•• 尺寸：94.5 x 63.5 x 53毫米（3.7 x 63.5 x
2.06英寸)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04P。

认证列表和无线频率因地区而异，请登陆www.dsc.com查找完整的认证列表信息和销售情况。

•• 日夜视频报警验证
•• 通过蜂窝网络或以太网从受监控单位传输
全彩色、高分辨率图像
•• CMOS摄像机，带红外灯照明
•• 通过控制主机自动设置亮度和对比度

•• 前盖与后面板防拆
•• 可防止重达85磅（38公斤）的宠物造成
误报
•• 尺寸：125 x 63 x 60毫米(4.9 x 2.5 x 2.4
英寸)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34P。

PGx924 PowerG无线幕帘式被动红外移动探测器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门窗防护的理想选择
•• 可选幕帘覆盖范围6、12和18英尺（2、4
和6米）

•• 前盖与后面板防拆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7年）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24。

PowerSeries Neo Power G - 防盗报警

PGx934P PowerG无线红外移动探测器，内置摄像头

PGx984P PowerG无线双鉴（被动红外和微波）移动探测器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防破坏设计
•• 采用红外和K波段微波频率双鉴，以防误报
•• 防伪装模式，以防止探测器被蓄意规避

•• 尺寸：125 x 63 x 60毫米(4.9 x 2.5 x 2.4
英寸)
•• 将前所未有的、主动防遮挡 (AM) 保护技
术同时用于被动红外和微波传感器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84P。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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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eries Neo Power G - 防盗报警

PGx974P PowerG无线光学反射红外移动探测器
•• 覆盖范围 – 50英尺（15米）远，90°夹角
•• 光学反射提供了极高的探测灵敏度和抗误
报能力
•• 防破坏设计（精巧，凹陷和坚固的插槽窗
口）

•• 便于安装 - 无纵向调整需要
•• 前盖与后面板防拆
•• 主动防遮挡 (AM) 保护技术
•• 尺寸：115 x 60 x 48毫米 (4.5 x 2.3 x 1.9
英寸)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74P。

PGx994 PowerG无线室外红外移动探测器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最小化误报，同时确保有效探测出真正
威胁
•• 八面四元红外传感器技术
•• 防破坏设计

•• 黑晶光学反射，具有出色的防误报能力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3年）
•• 前所未有的、全面的防遮挡保护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94。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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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摄像头的PGx944无线室外红外移动探测器
•• 创新的八面四元红外传感器技术，以减少
误报
•• 视觉验证与图像采集
•• 摄像头范围与红外覆盖范围完全贴合 - 不
会漏掉防护区域
•• 坚固的外壳和已获专利的防遮挡保护

•• 市场领先的黑晶光学反射
•• 内置RF链路状态LED指示灯
•• 通过键盘配置和测试进行远程维护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3年）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44。

PGx922 PowerG无线玻璃破碎探测器
•• 玻璃板、钢化玻璃、层压玻璃和夹丝玻璃
破碎探测
•• 探测覆盖范围远至20英尺（6米）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声波模式识别技术，提供360°全覆盖
•• 可见的低电池电量指示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22。

认证列表和无线频率因地区而异，请登陆www.dsc.com查找完整的认证列表信息和销售情况。

•• 通过加大、易于使用的按键激活
•• 集成LED显示信号传输和确认
•• 防水设计
•• 多功能夹子和颈带
•• 紧急按键2秒延迟，以防误报

•• 全面监测
•• 尺寸：53 x 33 x 11毫米 (2.1 x 1.3 x 0.43
英寸)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7
年）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38。

PGx949 PowerG双键式无线紧急按键
•• 通过加大、易于使用的按键激活
•• 集成LED显示信号传输和确认
•• 内置蜂鸣器声音提示
•• 防水设计
•• 多功能夹子和颈带
•• 紧急按键2秒延迟，以防误报

•• 安全机制防止误紧急呼叫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7年）
•• 提供皮带夹、钥匙链、挂链
•• 尺寸：53 x 33 x 11毫米 (2.1 x 1.3 x 0.43
英寸）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49。

PowerSeries Neo Power G - 安 全防护

PGx938 PowerG无线紧急按键

PGx939 PowerG 4键式遥控器
•• 4个可编程功能键
•• 具有视觉和声音提示，便于确定所需的

操作
•• 紧急按键设有3秒延迟，以防误报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39。

PGx929 PowerG 4键式遥控器
•• 4个可编程功能键
•• 具有视觉和声音提示，便于确定所需的
操作
•• 紧急按键设有3秒延迟，以防误报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7年）
•• 尺寸：60 x 34.5 x 12.5毫米 (2.3 x 1.3 x
0.5英寸)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29。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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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eries Neo Power G - 安 全防护

PGx935 PowerG无线震动探测器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优异的防背景抖动性能
•• 可调节的冲击/震动阈值
•• 前盖与后面板防拆
•• 可选的磁簧开关触点
•• 早期探测强烈攻击或轻微震动

•• 保护窗、门、墙和屋顶，防止强行进入
•• 采用独特的7段震动仪和按键，安装快速
简便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5
年），启用所有传感器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35。

PGx926 PowerG无线烟雾探测器
•• 光电烟雾探测器
•• 提供烟雾、防拆和设备低电池电量的警报
信号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全面监测

•• 维护和电池状况指示
•• 内置85db警报蜂鸣器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8年）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26。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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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x916 PowerG无线烟雾和温感探测器
•• 内置温感的光电烟雾探测器
•• 提供烟雾、防拆和设备低电池电量的警报
信号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全面监测

•• 维护和电池状况指示
•• 内置85db警报蜂鸣器
•• 经过最严苛的国际标准认证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8年）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16。

认证列表和无线频率因地区而异，请登陆www.dsc.com查找完整的认证列表信息和销售情况。

•• 一氧化碳危险的早期预警
•• 对一氧化碳探测的视觉和声音提示
•• 内置95db警报蜂鸣器和大型报警频闪
LED
•• 可见的低电池电量指示
•• 经过欧洲（LPCB UK, EN 50291）和美

国（UL 2075）关于产品安全性最严苛
的国际标准认证
•• 包括自动测试和手动测试按键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
为4年）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13。

PGx905 PowerG无线温度探测器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可编程温度预警和报警阈值
•• 可选探针以监控冰箱、冰柜和室外温度
•• 前盖与后面板防拆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7年）
•• 尺寸：81 x 32 x 25毫米 (3.19 x 1.25 x 1
英寸)
•• PGTEMP-PROBE外部温度探针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05。

PowerSeries Neo Power G - 安 全防护

PGx913 PowerG无线一氧化碳探测器

PGx985 PowerG无线水淹探测器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全面监测
•• 6英尺（2米）连线的水位探针
•• 可见的低电池电量指示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8年）
•• 尺寸：81 x 32 x 25毫米 (3.19 x 1.25 x 1
英寸)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85。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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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eries Neo Power G - 警号和中继器

PGx901 PowerG无线室内警号
•• 设备上显示可见的链路质量指示
•• 110db警号，带闪灯
•• 防盗和火灾的不同音频警报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8年）
•• 尺寸：161 x 161 x 50毫米 (6.44 x 6.44 x
1.75英寸)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01。

PGx911 PowerG无线室内警号
•• 110db警号输出
•• 闪灯功能，提供视觉指示
•• 时尚设计和坚固的全天候外壳 (IP55)
•• 全面监测
•• 超长的电池寿命（常规应用时使用寿命为
8年）

•• 适用于防盗、火灾、燃气泄露、水淹情况
的不同音频警报
•• 大块空白区域可粘贴客户自定义标识
•• 尺寸：295 x 186 x 63毫米 (11.63 x 7.31
x 2.5英寸)
•• 是否可用琥珀色闪灯因国家而异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11。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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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x920 PowerG无线中继器
•• 扩展了整体无线传输范围
•• 配备电源故障、活动和设备性能诊断LED
指示灯
•• 外形紧凑，易于安装
•• 前盖与后面板防拆

•• 可更换BATT1.3-4.8V电池
•• 建议配备48h备用电池（可充电）
•• 尺寸：161 x 161 x 50毫米(6.44 x 6.445 x
1.74英寸)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亚太区适用型号为PG4920。

认证列表和无线频率因地区而异，请登陆www.dsc.com查找完整的认证列表信息和销售情况。

入侵探测器

BV-500
360°有线吸
顶式被动红外
移动探测器

AMB-500
可寻址吸顶式被
动红外探测器

AMB-300
可寻址被动
红外探测器

LC-100-PI
有线防宠
物被动红
外探测器

BV-300
有线被
动红外
探测器

LC-151/171
有线防宠物室
外双鉴移动探
测器

AMB-600
可寻址防宠物被动红
外探测器

SS-102
有线震
动探测
器

BV-600
有线双元被动红
外防宠物移动探
测器

EV-DW4917
无线暗埋式
门/窗发送器

LC-103-PIMSK &
LC-104-PIMW
有线防宠物双鉴移动
探测器

AMP-700/AMP-701
AMP-702/AMP-704
可寻址触点模块

安全传感器

安全

EV-DW4975
无线隐形
门磁

DNA表

AC-100/AC-500
有线玻璃破碎
探测器

EV-DW4927SS
内置门/窗磁的无线
震动传感器

WS4965
三防区无线
门/窗磁

PowerSeries

安防

WS4945
无线门/窗磁

WLS912L-433
无线玻璃破
碎探测器

控制主机

WS4926
无线光电烟
雾探测器

WS4916
带温感的无
线光电烟雾
探测器

WS4913
无线一
氧化碳
探测器

WS4985
无线水
淹探测
器

FSA-210/410
有线光电烟
雾探测器

FSB-210
可寻址光电
烟雾探测器

PC1864
8-64防区
控制主机

PC1832
8-32防区
控制主机

PC1616
6-16防区
控制主机

键盘，布防设备&紧急按键
System

Away
Arm

Disarmed
Ready to Arm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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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ubles

Global Arm

Stay Armed

Partition Status

Outputs

Zone Status

Photos

Away Arm

Emergency

Options
Settings

遥控

PK5500
64防区全字符
LCD键盘

WS4949
无线双键
式遥控器

WS4959
无线5键式
遥控器

PK5501
64防区
图标LCD
键盘

WT4989
无线双向
遥控器

PK5508
8防区
LED键盘

WS4938
单键式无线个
人紧急按键

PK5516
16防区
LED键盘

PTK5507W
触摸屏键盘

WS4939
无线4键式
遥控器

PTK5507S
触摸屏键盘

RFK5500
64防区全字符LCD键
盘，内置32防区无线
接收器

WT5500-WT5500P
双向无线键盘

RFK5564
64防区全字符键盘，
内置无线接收器

WTK5504/WTK5504P
无线触摸屏布防站

RFK5501
64防区图标LCD键
盘，内置32防区无线
接收器

中继器、接收器、模块和通讯器

通讯

WS4920
无线中
继器

PC5200/PC5204
电源模块

RF5132-433
无线接
收器

PC5208
可编程输出
模块

PC5320
多路无线接
收器模块

PC5601
状态模块

TR5164-433
双向无线收
发器

3G2060R
HSPA蜂窝网络
报警通讯器

PC5108
8防区有线扩
展器

TL260R
互联网报警
通讯器

PC5100
可寻址防区
扩展器

IT-230
RS-422
接口模块

TL2603GR
互联网& HSPA双通
道报警通讯器

IT-100
集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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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解决方案

WLS914-433
无线被动红
外探测器

WS4904P
无线防宠
物被动红
外探测器

PC1616 PowerSeries控制主机
•• 6个板载防区
•• 可扩展至16个有线防区
•• 可扩展至32个无线防区
•• 2个PGM输出口：可扩展到14个
(PC5204、PC5208)
•• 支持多达8个受监测的键盘
•• 连接TR5164-433收发器时支持无线键盘

•• 模板编程
•• 2个分区
•• 500条事件缓冲器
•• 48个用户密码
•• CP-01认证
•• 兼容DSC领先的交互式服务

PowerSeries

主机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20

PC1832 PowerSeries控制主机
•• 8个板载防区
•• 可扩展至32个有线防区
•• 可扩展至32个无线防区
•• 2个PGM输出口：可扩展到14个
(PC5204、PC5208)
•• 支持多达8个受监测的键盘
•• 模板编程

•• 4个分区
•• 500条事件缓冲器
•• 72个用户密码
•• CP-01认证
•• 连接TR5164-433收发器时支持无线键盘
•• 兼容DSC领先的交互式服务

混合解决方案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C1864 PowerSerie控制主机
•• 8个板载防区
•• 可扩展至64个有线防区
•• 可扩展至64个无线防区
•• 4个PGM输出口：可扩展到14个
(PC5204、PC5208)
•• 模板编程
•• 支持多达8个受监测的键盘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8个分区
•• 500条事件缓冲器
•• 95个用户密码
•• CP-01认证
•• 连接TR5164-433收发器时支持无线键盘
•• 兼容DSC领先的交互式服务

PC1832

PC1864

板载防区数

6

8

8

支持的防区总数

32

32

64

键盘防区扩展

支持

支持

支持

有线防区扩展

支持

支持

支持

16 (1 x PC5108)

32 (3 x PC5108)

64 (7 x PC5108)

无线防区扩展

有线防区

支持

支持

支持 （64个无线防区）

可寻址防区扩展

支持

支持

支持 （32个可寻址防区）

8

8

8

4 (PC5320)

4 (PC5320)

4 (PC5320)

PGM 1 = 50 mA
PGM 2 = 300 mA

PGM 1 = 50 mA
PGM 2 = 300 mA

PGM 1, 3, 4 = 50 mA
PGM 2 = 300 mA

板载小电流PGM输出数量

1

1

3

板载大电流PGM输出数量

1

1

1

8 x 50 mA (PC5208)
4 x 500 mA (PC5204)

8 x 50 mA (PC5208)
4 x 500 mA (PC5204)

8 x 50 mA (PC5208)
4 x 500 mA (PC5204)

可扩展小电流PGM输出数量

8

8

8

可扩展大电流PGM输出数量

4

4

4

47+ 主代码

71+ 主代码

94+ 主代码

2

4

8

事件缓冲器容量

500

500

500

电话线监测

支持

支持

支持

警号监测

支持

支持

支持

警铃输出

12 V / 700 mA (连续)

12 V / 700 mA (连续)

12 V / 700 mA (连续)

键盘数量
无线接收器数量
板载PGM输出

PGM扩展

访问代码数量
分区数量

SIA CP-01防误报功能

支持

支持

支持

事件触发个人寻呼机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上传/下载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PC Link直连下载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v 4.1及以上版本）

支持 （v 4.1及以上版本）

支持 （v 4.1及以上版本）

支持DLS SA终端用户下载
互联网报警通讯

支持

支持

支持

音频报警复核

支持

支持

支持

蜂窝网络报警通讯

支持

支持

支持

4 Ah / 7 Ah / 14 Ahr

4 Ah / 7 Ah / 14 Ahr

4 Ah / 7 Ah / 14 Ahr

支持 （4.6版）

支持（4.6版）

支持 （4.6版）

蓄电池要求
交互服务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PowerSeries

PC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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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解决方案

功能

主机

控制主机概览 | PowerSeries主机功能

PowerSeries

键盘

PK5500 PowerSeries 64防区全字符LCD键盘
RFK5500 内置无线接收器
RFK5564 内置无线接收器
•• 支持13种语言
•• 全局分区状态
•• 32个全可编程字符
•• 富于现代感的纤细型横向键盘
•• 加大的键盘按键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直观的时钟编程*
•• 输入/输出端可加以编程，使其作为防区输
入、输出和低温传感器运行
•• 3个单键式紧急按键
•• 每个防区可设定多种门铃音
•• 可调节的背光和键盘蜂鸣器
•• 走线槽

•• 壁装及前盖双防拆
•• 易于安装的固定铰链
•• 表面或单口盒式底座安装
•• 交流电状态图标
•• V1.3配合v4.6主机可以实现便捷的无线设
备注册功能和预编程标签库（支持英语、
法语和西班牙语）
•• RFK5500 和新的RFK5500-868包含了所
有相同的功能，支持32个无线防区和16个
遥控器
•• RFK5564包含了所有相同的功能，支持64
个无线防区和16个遥控器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以上功能仅适用于新的PowerSeries控制主机(PC1616, PC1832 和 PC1864)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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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5501 PowerSeries 64防区图标LCD键盘
RFK5501 内置无线接收器
•• 富于现代感的纤细型横向键盘
•• 加大的键盘按键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输入/输出端可加以编程，使其作为防区输
入、输出和低温传感器运行
•• 3个单键式紧急按键
•• 每个防区可设定多种门铃音
•• 可调节的背光和键盘蜂鸣器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走线槽
•• 壁装及前盖双防拆
•• 易于安装的固定铰链
•• 表面或单口盒式底座安装
•• 交流电状态图标
•• 具有英语功能键
•• RFK5501包含了所有相同的功能，支持32
个无线防区和16个遥控器

PK5508 PowerSeries8防区LED键盘
RFK5508 内置无线接收器
•• 富于现代感的纤细型横向键盘
•• 加大的键盘按键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输入/输出端可加以编程，使其作为防区输
入、输出和低温传感器运行
•• 3个单键式紧急按键
•• 可调节的背光和键盘蜂鸣器
•• 走线槽

•• 壁装及前盖双防拆
•• 易于安装的固定铰链
•• 表面或单口盒式底座安装
•• 交流电状态图标
•• RFK5508包含了所有相同的功能，支持32
个无线防区和16个遥控器
•• 每个防区可设定多种门铃音

PowerSeries

键盘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K5516 PowerSeries 16防区LED键盘
RFK5516 内置无线接收器
•• 走线槽
•• 壁装及前盖双防拆
•• 易于安装的固定铰链
•• 表面或单口盒式底座安装
•• 交流电状态图标
•• RFK5516包含了所有相同的功能，支持32
个无线防区和16个遥控器

23

混合解决方案

•• 富于现代感的纤细型横向键盘
•• 加大的键盘按键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输入/输出端可加以编程，使其作为防区输
入、输出和低温传感器运行
•• 3个单键式紧急按键
•• 每个防区可设定多种门铃音
•• 可调节的背光和键盘蜂鸣器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TK5507 PowerSeries 触摸屏键盘
•• 7英寸全彩显示
•• 富于现代感的设计（800x480分辨率）
•• 直观的LED显示安防系统状态
•• 相框功能
•• 时钟功能
•• 输出控制
•• 直观的用户界面
•• 可定制的主屏幕壁纸

•• 菜单式用户编程
•• 安装员编程
•• 虚拟键盘
•• 不包含数据卡
•• 兼容PC1864、PC1832、P C1616控制
主机
•• 支持13种语言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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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ubles

Global Arm

Stay Armed

Partition Status

Outputs

Options
Settings

Zone Status

Photos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Away Arm

Emergency

WT5500 双向无线键盘

PowerSeries

键盘

•• 2行16字符显示屏
•• 直观的时钟编程
•• 多种门铃音设定
•• 环境亮度感应
•• 显示屏及按键背光
•• 室外温度显示
•• 墙面或桌面安装*
•• PT4感应挂件布防/撤防（仅限WT5500P）
•• 安装员编程
•• 支持多种语言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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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3个单键式紧急按键
•• 防拆开关
•• 电池寿命1年（正常使用)
•• 兼容IMPASSA和 PowerSeries（通过
TR5164-433）
•• 睡眠模式下支持布防状态可见
•• 蓝色LCD显示屏
•• 支持Alarm.com消息功能
•• 可选433 MHz或868 MHz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WT5500D或WT5500DMK

WTK5504 双向无线触摸屏布防站
•• 4.3英寸全彩显示
•• 交流变压器
•• 可充电电池
•• 24小时备用电池支持用户编程和各种功能
•• 夜光睡眠模式
•• 感应式布防/撤防（仅限于WTK5504P）
•• 声音门铃/语音提示
•• 墙面或桌面安装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支持多种语言
•• 电池寿命3-5年
•• 防拆开关
•• 兼容IMPASSA和PowerSeries（通过
TR5164）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3个应急按键
•• 支持Alarm.com消息功能

PK5501*

PK5516*

PK5508*

显示类型

LCD/全字符

LCD/固定字符

LED

LED

防区支持

64

64

16

8

分区支持

8

8

8

8

功能键数量

5

5

5

5

专用功能键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专用FAP键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双FAP按键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大

大

大

大

交流电状态LED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集成式低温传感器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防区输入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PGM输出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双线尾电阻防区监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直观的时钟编程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背光调节控制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蜂鸣器调节控制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每个防区可设定多种门铃音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外框颜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软/硬透镜

硬

硬

硬

硬

横向

横向

横向

横向

RFK5500/RFK5564

RFK5501

RFK5516

RFK5508

断电后保留蜂鸣器/背光调节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按键尺寸

硬件

外形
*集成RF 接收器型号
“免扶持”安装铰链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走线槽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单口盒式底座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双口盒式底座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外壳防拆（支持双防拆）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 RFK版本配有内置无线接收器，并支持32个或64个无线防区和16个遥控器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PowerSeries

PK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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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解决方案

一般功能

键盘

键盘概览 | PowerSeries键盘功能

PC5320 多路无线接收器模块
•• 支持900/433 MHz多种频率的接收器
•• 兼容PC1616, PC1832和PC1864
PowerSeries 控制主机

•• 可用于将多达4个无线接收器连接到
PowerSeries，扩展其覆盖范围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owerSeries

模块

PC5100 PowerSeries可寻址防区扩展器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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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可连接32个可寻址探测器 (AML)
•• 探测器可采用星型、T型配线和菊花链布线
•• 简便的探测器注册过程

•• 与PC1616、PC1832和PC1864控制主机
兼容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C5108 PowerSeries 8个有线防区扩展器
•• 增加8个有线防区
•• 提供125mA辅助电源（PTC保护型）

•• 与PC1616、PC1832和PC1864控制主机
兼容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C5200 & PC5204 PowerSeries电源模块
•• 全面监测交流电源掉电、电池电量低和辅
助电源失灵
•• PC5204增加4个大电流电压输出：1号输出
口的额定电流为1A，电压为12VDC，可用
作监测警铃输出口
•• 与所有PowerSeries控制主机兼容

•• 一个系统支持一个PC5204和最多4个
PC5200模块
•• 电压为12 VDC时，最高额定电流达1 A
•• 与PC1404、PC1616、PC1832和PC1864
控制主机兼容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C5208 PowerSeries可编程输出模块
•• 提供8个小电流 (50 mA) PGM电压输出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与PC1616、PC1832和PC1864控制主机
兼容

PC5400 打印机接口模块
•• 与PC1616、PC1832和PC1864控制主机
兼容

•• 可用于支持串行打印机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3色LED一目了然地提供保安系统状态
•• 标准单口底座安装
•• 与住宅装修相辅相成的时尚外壳
•• 彩色编码的线束包括在内

•• 只支持1个分区
•• 与所有PowerSeries控制主机的KEYBUS
兼容

模块

PC5601 PowerSeries状态模块

PC5950 通用双向音频复核模块
•• 通用安装，使用PGM和/或警铃干接点输
出，可与所有控制主机兼容
•• 劫持报警时静音/监听功能（仅在报警发生
时启用）
•• 支持用户主动拨入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IT-230 RS-422 接口模块
•• 兼容v4.5及以上版本的PowerSeries主机
•• 4芯键盘总线连接，含PC-LINK连接头

•• 兼容由DSC提供的领先互动解决方案

适用于北美地区

IT-100 PowerSeries集成接口模块
•• 双向RS-232接口
•• 支持实时防区状态
•• 全可编程
•• 4芯键盘总线连接
•• 虚拟键盘模式

27

混合解决方案

•• 支持双向音频VOX和一按通验证
•• 支持4个麦克风和2个扬声器
•• 直接连接KEYBUS键盘总线时，可通过系
统键盘或远程运用DLS5软件进行编程
•• 与PC1616、PC1832和PC1864控制主机的
KEYBUS兼容

PowerSeries

适用于北美、拉美和亚太地区

•• 支持多种集成驱动器
•• 与PC1616/PC1832/PC1864 PowerSeries
控制主机兼容
•• 通过DSC Escort模块实现恒温控制功能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PC5962 拼接式音频终端
•• 内置扬声器和麦克风
•• 时尚外观
•• 与PK/RFK系列键盘无缝贴合

•• 专为双向音频复核设计
•• 4线连接
•• 与PC5950模块兼容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owerSeries

模块

PC5964E 大型扬声器终端
•• 内置扬声器和麦克风
•• 时尚外观
•• 专为双向音频复核设计
•• 警铃跟随功能（代替场地内扬声器）（仅

限于PC5950）
•• 4线连接
•• 表面或单口盒式底座安装
•• 与PC5950和HSM2955模块兼容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C5961E 独立音频终端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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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置扬声器和麦克风
•• 时尚外观
•• 专为双向音频复核设计

•• 4线连接
•• 表面或单口盒式底座安装
•• 与PC5950和HSM2955模块兼容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RF5132-433 I RF5132-868 PowerSeries无线接收器
•• 支持32个无线防区，16个遥控器
•• 全面监测所有无线探测器，以保证通讯的
完好性

•• RF5132-433与PC585、PC1616、
PC1832和PC1864控制主机兼容
•• 433 MHz和868 MHz两种可选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TR5164-433 PowerSeries双向无线收发器
•• 支持双向和单向无线设备
•• 支持4个无线WT5500键盘
•• 支持16个遥控器（可随意混合单向和双向
遥控器）
适用于北美、拉美和亚太地区

•• 支持PC1864上60个无线防区
•• 单向遥控器支持8个分区
•• 兼容v 4.6及以上版本的PC1616、PC1832
和PC1864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TL2603GR 互联网和HSPA双通道报警通讯器
•• 适用于PC1864/1832/1616控制主机（v
4.1及以上版本）
•• 完全冗余的互联网和HSPA双通道报警通讯
•• 集成呼叫路由选择
•• 通过互联网和HSPA支持主机远程上传/
下载
•• 通过互联网和HSPA监测心跳
•• 通过互联网和HSPA进行128位AES加密
•• 完全事件报告
•• SIA通讯协议
•• 兼容Sur-Gard System I-IP/II/III/IV/5监控

中心接警机
•• UL标准及加密线路安全
•• 符合ULC被动或主动安全标准
•• 需要激活蜂窝网络账户，以使用IP功能
•• 天线延伸包可选：GS-15ANTQ、GS25ANTQ、GS-50ANTQ
•• 信号强度和故障显示
•• Contact ID通讯协议（在PowerSeries固件
v4.5和通讯器v1.1或更高版本条件下）
•• PC-Link连接
•• 兼容由DSC提供的领先互动解决方案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TL260R 互联网报警通讯器
•• 兼容PC1864/PC1832/PC1616控制主机
（v4.1及以上版本）
•• 通过互联网使用DLS5对主机远程上传/下
载
•• 通过DLS 5或键盘进行编程
•• 通过互联网监测心跳
•• 128位AES加密

•• 完全事件格式
•• SIA通讯协议
•• Contact ID通讯协议（在PowerSeries固件
4.5版本和通讯器v1.1或更高版本条件下）
•• 兼容由DSC提供的领先互动解决方案
•• 兼容Sur-Gard System I-IP/II/III/IV/5监控
中心接警机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PowerSeries

•• UL标准及加密线路安全
•• 符合ULC被动或主动安全标准
•• 天线延伸包可选：GS-15ANTQ、GS25ANTQ、GS-50ANTQ
•• 信号强度和故障显示
•• Contact ID通讯协议（在PowerSeries固
件v4.5版本和通讯器v1.1或更高版本条件
下）
•• PC-Link连接
•• 兼容由DSC提供的领先互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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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解决方案

•• 适用于PC1864/1832/1616主机（v 4.1及
以上版本）
•• 备份及主通道HSPA报警通讯
•• 通过HSPA支持主机远程上传/下载
•• 通过HSPA监测心跳
•• 通过HSPA进行128位AES加密
•• 完全事件报告
•• SIA通讯协议
•• 兼容Sur-Gard System I-IP/II/III/IV/5监控
中心接警机

通讯设备

3G2060R 无线报警通讯器

PC4020 MAXSYS控制主机
•• 16个板载防区
•• 使用有线、无线模块与可寻址防区，可扩
展至128个防区
•• 支持多达16个有线键盘
•• 支持8个分区
•• 可扩展至64个无线防区
•• 1,500个用户代码（4或6位）

•• 3,000条事件缓冲器
•• 9个账户和3个电话号码
•• 内置电话线和警铃监测
•• 自动SIA和Contact ID格式
•• 支持GSM和T-Link™报警通讯
•• 通过DLS 2002软件实现完整的上传/下载
•• 支持COMBUS总线扩展

MAXSYS

主机和键 盘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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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Kit MAXSYS门禁控制套件
这一价廉物美的套装是完美的门禁控制启动套件，它包含所有必要设备：
控制主机、门禁控制模块、读卡器与感应卡。如果您需要，还可以简便的
为该系统进行扩展。
包括:
•• 1个PC4020控制机
•• 1个PC4820双读卡器门禁控制模块
•• 1个P225W26 ioProx读卡器
•• 10个P40KEY ioProx双编码感应卡

混合解决方案

适用于北美、拉美和亚太地区

LCD4501 MAXSYS可编字符LCD键盘
•• 最多可接16个键盘
•• 大屏幕，背光，2行，32个字符显示
•• 多种语言显示防区状态、系统状态、故障
条件、事件缓存、系统指令、日期和时间
•• 待机、布防和故障LED指示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4个键盘激活报警：紧急、辅助、火警和
胁迫
•• 背光强化

PC4204/PC4204CX MAXSYS电源/继电器输出/ Combus中继器模块
•• 可连接多达16个模块
•• 提供4个可编程输出（额定电流2A，电压
30VDC）

•• 全面监测交流电源掉电、电池电量低和辅
助电源失灵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每个系统可连接多达9个PC4216模块

MAXSYS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C4401 MAXSYS数据接口模块
•• 可连接多达4个模块
•• 可作为双向RS-232接口、PC-Link隔离器
或打印机模块使用

•• 支持实时防区状态
•• 全可编程
•• 4芯COMBUS总线连接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C4820 MAXSYS双读卡器门禁控制模块
•• 可连接多达16个模块
•• 多读卡器技术
•• 2个可监测电锁输出：每个输出250 mA
•• 每个模块支持2个门禁控制，系统支持32
个门禁控制

•• 99个日期时间表
•• 4个假日组别
•• 通过门禁控制可布防./撤防分区
•• 包括PC4053米褐色机箱
•• 提供64种访问级别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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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解决方案

•• 提供16个编程输出（额定电流50 mA，电
压12VDC）

模块

PC4216 MAXSYS 16路低电流输出模块

RF4164-433 MAXSYS无线接收器
•• 支持64个无线防区，16个遥控器
•• 每个系统最多8个接收器

•• 监测无线探测器，以确保通讯顺畅

PC4108A & PC4116 MAXSYS 8/16有线防区扩展器
•• PC4108A可增加8个有线防区
•• PC4116可增加16个有线防区

•• 提供250 mA辅助输出（PTC保护）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MAXSYS

接收器 & 发 送器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PC4632 & PC4664 MAXSYS 32/64点模拟屏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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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形箱背板，利于灵活安置LED
•• 预打印的布点显示透明胶片

•• 2张空白透明胶片用于自定义图形打印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TL250 互联网报警通讯器
•• 兼容PowerSeries（v3.24及更高版本）和
MAXSYS（v3.31及更高版本）控制主机
•• 通过本地LAN/WAN网络或互联网工作
•• 128位AES加密（经NIST认证）
•• 支持DHCP（动态IP地址）
•• 低网络宽带要求
•• 兼容10/100BaseT网络
•• 支持同时向两个接警IP地址发送事件报告
•• 轮询和硬件替代保护
•• 实时在线IP通讯
•• 可通过网络实现软件更新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4个板载可编程输入和2个可编程电压输
出，可作为独立模块使用
•• 可通过系统键盘、PK5500 LCD键盘或
T-Link管理软件编程
•• 使用DLS软件可通过互联网下载到控制
主机
•• 兼容Sur-Gard System I-IP/II/ III/IV/5监控
中心接警机
•• UL标准及加密线路安全
•• 符合ULC被动或主动安全A1-A4级别标准

T-REX 出门请求探测器
MAXSYS支持被动红外“出门请求”探测器，该探测器具备专利
X-Y定位™和DSP（数字信号处理）功能
如需订购或希望获得Kantech产品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www.
kantech.com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读卡器
MAXSYS支持各种26位韦根读卡器：Polaris™、ioProx™、
Shadowprox™、HID和Kantech XSF技术。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附件

如需订购或希望获得Kantech产品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www.
kantech.com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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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的认证列表。

无线解决方案

入侵探测器

安防

防宠物探测器
可防止重达60磅（27
公斤）的宠物造成误报
WS4904P

防宠物探测器
可防止重达85磅（38
公斤）的宠物造成误
报WLS914-433

隐形门/窗磁
EV-DW4975

门/窗磁
WS4945

玻璃破碎探测器
WLS912L-433

暗埋式门/窗发送器
EV-DW4917

产品全景图

三防区门/窗磁
WS4965

震动传感器
EV-DW4927

安全传感器

安全
带温感功能的烟雾
探测器
WS4916

一氧化碳探测器
WS4913

水淹探测器
WS4985

键盘、布防设备&紧急按键

远程控制
双向无线触摸屏
布防站
WTK5504

无线键盘
WT5500

5键式遥
控器
WT4989

警号&中继器

4键式遥
控器
WS4939

2键式遥
控器
WS4949

5键式12信道
遥控器
WS4959

单键式个人
紧急按键
WS4938

控制主机

警号&中
继器
双向无线室内
警号

双向无线室
外警号

无线中
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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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解决方案

烟雾探测器
WS4926

7英寸“一体
化”触摸屏
主机
SCW9067

IMPASSA双向无
线安防系统
SCW9055/9057

PowerSeries独
立式无线警报
系统
SCW9045/9047

SCW9067 7英寸“一体化”触摸屏主机
•• 分辨率为800x480的7英寸触摸屏
•• 内置应用程序，如Contact info和Photo
Frame
•• 内置摄像头，可以在撤防和警报事件中拍
摄照片
•• 兼容DSC 433 Mhz单向无线设备
•• 集成Wi-Fi和蜂窝网络的双通道连接
•• 可内置Z-Wave、蓝牙、图像传感器和蜂

窝网络模块，与智能家居设备协同工作
•• 通过iOS和Android的APP提供Alarm.com
交互式服务
•• 通过Wi-Fi进行软件更新或通过SD卡手动
更新
•• 支持59个无线防区和242个用户代码
•• 蜂窝网络双向语音功能
•• 内置警号

适用于北美地区

主机

SCW9055/9057 IMPASSA独立式无线安防系统

无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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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64个无线防区和16个无线遥控器（不
占用防区槽）
•• 可选配HSPA (3G) 蜂窝网络、互联网或双
通道通讯器
•• 可读取蜂窝网络信号强度，以优化安装
位置
•• 通过电话线路和蜂窝网络支持双向音频
VOX和一按通报警通讯*
•• 双向语音仅限于IMPASSA 9057独立式无
线安防系统
•• 支持4个键盘
•• 支持4个警号
•• 16个无线遥控器
•• 通过蜂窝网络/互联网进行远程固件升级

•• 简单的无线设备注册过程
•• 模板编程
•• 32个全可编程字符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单独的FAP键
•• 17个用户访问代码
•• 500条事件缓冲器
•• 减少误报功能 (CP-01)
•• 加大的键盘按键
•• 室外温度显示
•• 标签库
•• 兼容DSC的领先互动解决方案，仅限于
DSC SCW9057型号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双向语音仅限于SCW9057

SCW9045/9047 PowerSeries独立式无线警报系统
•• 设计美观
•• 支持双向音频VOX和一按通报警通讯*
•• 支持32个无线防区和16个无线遥控器（不
占用防区槽）
•• 32个全可编程字符
•• 加大的键盘按键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直观的时钟编程
•• 输入/输出端口可编程为防区输入或输出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双向语音仅限于SCW9047

•• 单独的FAP键
•• 快速无线注册
•• 2个PGM输出
•• 模板编程
•• 17个用户代码
•• 128条事件缓冲器
•• 1个分区
•• 433 MHz和868 MHz可供选择
•• 减少误报功能

WTK5504 双向无线触摸屏布防站
•• 4.3英寸全彩色显示
•• 交流变压器
•• 可充电电池
•• 24小时备用电池支持用户编程和各种功能
•• 夜光睡眠模式
•• 感应式布防/撤防（仅限WTk5504p）
•• 门铃音/语音提示
•• 墙面或桌面安装

•• 支持多种语言
•• 电池寿命3-5年
•• 防拆开关
•• 兼容IMPASS、ALEXOR和PowerSeries主
机（通过TR5164）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3个应急按键
•• 支持Alarm.com信息传送

适用于北美、拉美和亚太地区

•• 5个可编程功能键
•• 3个单键式紧急按键
•• 防拆开关
•• 电池寿命1年（正常使用)
•• 兼容IMPASSA和PowerSeries主机（通过
TR5164-433）
•• 睡眠模式下支持布防状态可见
•• 蓝色LCD显示屏
•• 支持Alarm.com信息传送
•• 433 MHz和868 MHz可供选择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WT5500D或WT5500DMK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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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解决方案

•• 2行16全字符显示屏
•• 直观的时钟编程
•• 多种门铃音设定
•• 环境亮度感应
•• 显示屏及按键背光
•• 室外温度显示
•• 墙面或桌面安装*
•• PT4感应挂件布防/撤防（仅限WT5500P）
•• 安装员编程
•• 支持多种语言

键盘

WT5500 双向无线键盘

3G2055 HSPA蜂窝网络报警通讯器
•• 兼容IMPASSA无线主机
•• 备份及主通道HSPA报警通讯
•• 支持通过蜂窝网络实现主机远程上传下载
•• 通过蜂窝网络监测心跳
•• 通过蜂窝网络实现128位AES加密
•• SIA和Contact ID通讯协议
•• 通过IMPASSA显示信号强度和故障
•• 完全事件报告

•• 兼容Sur-Gard System I-IP/II/III/IV/5监控
中心接警机
•• 通过短信发送指令和控制
•• 蜂窝网络实现双向语音通讯（需要
IMPASSA v1.1固件支持）
•• 天线延伸包可选：GS-8ANTP、GS15ANTQ、GS-25ANTQ、GS-50ANTQ
•• 兼容DSC的领先互动解决方案

通讯设备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无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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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8055(I) / CD8055(I) - IMPASSA HSPA / CDMA蜂窝网络报警通讯器
•• 兼容IMPASSA v1.3+
•• 4个集成通讯器型号：3G8055；
3G8055I*；CD8055**；CD8055I*/**
•• 2种集成蜂窝网络技术：HSPA (3G)；
CDMA（仅限美国）
•• 可读取蜂窝网络信号强度，以优化安装位置
•• 支持Z-Wave自动化设备
适用于北美、拉美和亚太地区
*需支持图像传感器
**仅适用于美国
***仅限 (I) 型号

•• 简单的无线设备注册过程
•• 通过虚拟防区支持图像传感器***
•• 支持Alarm.com AirFX
•• 通过蜂窝网络实现远程固件升级
•• 允许兼容的Web操作
•• 内置天线

TL255 互联网报警通讯器
•• 兼容IMPASSA控制主机
•• 利用DLS 5软件，通过互联网实现主机远
程上传下载
•• 通过DLS 5或键盘进行编程
•• 通过互联网监测心跳
•• 128位AES加密

•• 完全事件格式
•• SIA和Contact ID通讯协议
•• 兼容DSC领先的交互式解决方案
•• 兼容Sur-Gard System统I-IP/II/III/IV/5监
控中心接警机

适用于北美地区

•• 兼容IMPASSA无线主机
•• 全冗余网络和HSPA双通道报警通讯
•• 集成呼叫路由选择
•• 支持通过蜂窝网络和互联网实现主机远程
上传和下载
•• 通过蜂窝网络和互联网监测心跳
•• 通过蜂窝网络和互联网实现128位AES加密
•• 完全事件报告
•• SIA和Contact ID通讯协议

•• 通过IMPASSA显示信号强度和故障
•• 兼容Sur-Gard System I-IP/II/III/IV/5监控
中心接警机
•• 需要激活蜂窝网络账户，以使用IP功能
•• 通过短信发送指令和控制
•• 蜂窝网络双向语音通讯
•• 天线延伸包可选：GS-8ANTP、GS15ANTQ、GS-25ANTQ、GS-50ANTQ
•• 兼容DSC领先的交互式解决方案

通讯设备

TL2553G 互联网和HSPA双通道报警通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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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解决方案

适用于北美地区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WS4945* | WS8945 无线门/窗磁
•• 内置磁簧开关
•• 外部常闭触点输入
•• 内附1个锂电池

•• 可靠的433 MHz和868 MHz技术
•• 提供褐色外壳
•• 前盖与后面板防拆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传感器&附件 防盗报警

* WS4945N常开版本可选

无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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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DW4975 隐形门磁
•• 内置磁簧开关
•• 超薄外形
•• 内附长效锂电池

•• 5/8英寸 (16 mm) 磁隙
•• 可靠的433 MHz和868 MHz技术
•• 内含双面胶带

适用于北美、拉美和亚太地区

EV-DW4917 无线暗埋式门/窗发送器
•• 小型、紧凑化设计
•• 内附长效锂电池
•• 灵活的安装选项（螺丝安装或压合）
•• 可靠的433 MHz技术

•• 强劲的稀土磁铁
•• 发射信号质量高，带法兰/无法兰的棕/白
色安全帽

适用于北美、拉美和亚太地区

WS4965 三防区无线门/窗磁
•• 3个独立防区（每个防区都有独立的序列
号）
•• 1个磁簧组合防区
•• 倾斜开关模式，适合升降门
•• 2个外部常闭触点输入
•• 内附长效锂电池
适用于北美、拉美和亚太地区

•• 1/2英寸（13毫米）最大磁隙
•• 电池低电量LED指示
•• 外壳防拆
•• 可靠的433 MHz技术
•• 含背板

WS4904 | WS8904 无线被动红外探测器
WS4904P 无线防宠物被动红外探测器
•• 基于Bravo® 3D有线移动探测技术
•• 频繁触发关闭
•• WS4904P可防止重达60磅（27公斤）的宠

物造成误报
•• 内附1个锂电池
•• 可靠的433MHz和868 MHz技术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WLS914-433 无线防宠物被动红外探测器
•• 基于Bravo® 6有线移动探测技术
•• 频繁触发关闭
•• 可防止重达85 lb（39公斤）的宠物造成

误报
•• 内附4个“AA”电池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传感器&附件 防盗报警

* WS4904P提供了具有较高抗RF噪声干扰能力的增强型区域无线通讯功能

WLS912L-433 无线玻璃破碎探测器
•• 基于Acuity® 玻璃破碎探测器技术
•• 内附2个锂电池

•• 防拆激活测试模式：应使用玻璃破碎模拟
器 (AFT-100) 进行测试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EV-DW4927SS 无线震动传感器，带内置门/窗磁
•• 电子机械震动传感器
•• 灵敏度可调
•• 预报警

•• 内置磁簧门磁
•• 用户可更换锂电池

适用于北美、拉美和亚太地区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无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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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4989 I WT8989 双向遥控器
•• 背光图标显示
•• 内置蜂鸣器用于声音反馈
•• 按键触觉反馈
•• 4个单键式功能键，可编程6种功能
•• 状态指示按键
•• 无线按键锁

•• 报警激活指示
•• 防水设计
•• 多功能跨带夹
•• 电池寿命3年（正常使用)
•• 兼容IMPASSA和PowerSeries（通过
TR5164-433）

传感器&附件 布防设备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无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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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4938 单键式紧急按键
•• 大号激活按键易于使用
•• 集成LED显示信号传输
•• 内附颈部挎带与多功能跨带夹
•• 可靠的433 MHz技术

•• 防水设计
•• 紧急按键2秒延迟，以防误报
•• 内附长效锂电池
•• 全面监测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WS4949 双键式无线遥控器
•• 2个按键，3种功能设定
•• 2个大号按键激活，且防划痕
•• 紧急按键设有3秒延迟，以防误报
•• 集成LED显示信号传输

•• 可靠的433 MHz技术
•• 内附长效锂电池
•• 防水设计

适用于北美、拉美和亚太地区

WS4939 | WS8939 4键式遥控器
•• 耐用防划痕按键
•• 4个可编程功能键
•• 内附长效锂电池
•• 紧急按键设有3秒延迟，以防误报

•• 内附多功能跨带夹
•• 可靠的433 MHz技术
•• 含备用的按键橡胶垫
•• 防水设计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WS4959 5键式遥控器
•• 12个可编程功能键
•• 集成3色LED灯，显示信号传输和安全模式
•• 4个耐用防划痕按键和1个中央切换按键
•• 内附多功能跨带夹
适用于北美、拉美和亚太地区

•• 可靠的433 MHz技术
•• 紧急按键设有3秒延迟，以防误报
•• 内附长效锂电池
•• 防水设计

•• 红色 - 警报
•• 黄色 - 故障
•• 绿色 - 电源
•• 琥珀色 - 预热
•• 寿命终结 (EOL) 指示器（5年）
•• 低电量监测
•• 兼容Alexor, Impassa和PowerSeries v4.5
及更高版本
•• 可靠的433 MHz和868 MHz技术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WS4916 | WS8916 带温感的无线光电烟雾探测器
•• 自动漂移补偿
•• 内置固定温感和温升率探测的传感器
•• 内置85db喇叭
•• 本地测试按键
•• 隐蔽的外观设计
•• 高/低灵敏度报告

•• 低电池电量指示
•• 易于保养的可拆卸烟雾格
•• 以手持式测试仪 (FSD-100) 进行非接触式
灵敏度读数
•• 内附长效锂电池
•• 可靠的433 MHz和868 MHz技术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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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4926 无线光电烟雾探测器
•• 自动漂移补偿
•• 内置85dB喇叭
•• 本地测试按键
•• 隐蔽的外观设计
•• 高/低灵敏度报告
•• 易于保养的可拆卸烟雾格

•• 以手持式测试仪 (FSD-100) 进行非接触式
灵敏度读数
•• 内附长效锂电池
•• 针对住宅应用场合的UL/ULC认证
•• 低电池电量指示

适用于北美地区

WS4985 | WS8985 无线水淹探测器
•• 基于WS4945无线门/窗磁
•• 通过（1.8米）6英尺线缆连接一个水位
探针
•• 完全监测
•• 内置磁簧开关

•• 外部常闭触点输入
•• 内附1个锂电池
•• 前盖与后面板防拆
•• 终端电阻
•• 电池寿命4年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无线解决方案

•• 纤巧的设计
•• 在10英尺（3米）位置上可达85dB警报声
•• 故障监测
•• 低灵敏度监测
•• 电化学感应技术
•• 传送RF状态、低电量和防拆
•• 静默功能
•• 墙装防拆
•• 电池寿命4-5年
•• 板载LED指示

传感器&附件 安 全防护

WS4913 | WS8913 无线一氧化碳探测器

WT4901 | WT8901 双向无线室内警号
•• 警号输出 - 85dB
•• 警号声音类型分为报警、门铃、进出延时
和故障
•• 传送RF状态，低电量和防拆

•• 前后防拆探测
•• 电池寿命1年（正常使用)
•• 兼容IMPASSA 433 MHz
•• 板载测试按键

传感器&附件 警号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无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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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4911 | WT8911 双向无线室外警号
•• 警号输出 - 100dB
•• 警号声音类型分为报警和喇叭
•• 闪灯功能，提供视觉指示
•• 为WT5500无线键盘提供温度显示
•• 传送RF状态，低电量和防拆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大块空白区域可印制企业Logo
•• 前后防拆探测，IP34防护等级
•• 电池寿命2-3年（正常使用)
•• 兼容IMPASSA 433 MHz
•• 远程测试功能

RXL2-433 双信道无线接收器

适用于北美、拉美和亚太地区

WS4920 | WS8920 无线中继器
•• 大大拓展了DSC单向无线设备的覆盖范围
•• 兼容IMPASSA
•• 兼容包括PowerSeries SCW 9045/9047、
PowerSeries和MAXSYS在内的现有安防系
统及之前版本
•• WS4920可考虑噪声和干扰因素以确定最
佳安装位置

•• DSC单向无线设备可快速注册
•• 配备交流电源、电池和射频干扰状态LED
指示灯
•• 每个主机/接收器最多可支持4台中继器
•• WS4920最多可支持164个无线设备
•• 墙装和外壳防拆保护
•• 设计美观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传感器&附件 接收器和中继器

•• 无序列号编程
•• 内附120 VAC插入式变压器
•• 可靠的433 MHz技术
•• 兼容WS4949、WS4939、WS4959和
WS4969遥控器

45

无线解决方案

•• 带2个板载“C”型继电器输出
•• 每个输出最多支持6个无线按键
•• 4个可编程继电器输出选项（瞬时、定时、
锁存和持续）
•• 独立安防系统

PowerSeries Neo携手Alarm.com，
共同打造终极智能安防解决方案。

DSC易于安装的混合型可扩展安防解决方案与Alarm.com的智能业务解决方案相结合，将商业安全提升到
全新的水平。通过视频监控、自动化及电源管理等功能，您可以随时了解和控制您的业务。
欢迎订购全新定义的安防产品。
www.dsc.com
© 2016 泰科安防设备

一体化设备 不间断连接

7英寸触摸屏，内置摄像头，
兼容DSC 433 Mhz单向无线设备

敬请访问www.dsc.com

© 2016 泰科安防设备

通用通讯器解决方案

3G4000 通用蜂窝网络报警通讯器
•• 兼容采用Contact ID格式进行通讯的控制
主机
•• 采用HSPA(3G) 网络实现与Sur-Gard
System I-IP/II/III/IV/5接警机之间的高速、
可靠和低成本通讯
•• 通过网站或C24通讯提供的手机接口，进
行激活和初始化
•• 直接通过您的手机查看通讯器状态，方便
进行现场或远程故障排查
•• 用于主机布防/撤防的短信指令和控制
•• 2个板载输出
•• 2个板载输入

•• 完全事件报告
•• 两种独特的故障显示模式
•• 选择先进的运营商，以确保蜂窝网络连接
稳定可靠
•• 对主机通讯的尝试进行监测，以确定备用
蜂窝网络通讯是否必要
•• 根据所拨号码，将蜂窝网络信号直接传送
到多个接警机
•• 可用天线拓展套件：GS-8ANTP、GS15ANTQ、GS-25ANTQ、GS-50ANTQ
•• SIM卡（内置）

发 送器

适用于北美地区

通用通讯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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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4005 通用蜂窝网络通讯器
•• 2G和3G版本
•• 单机和套装版本
•• EN50136认证
•• 集成天线
•• 通过DLS进行远程编程
•• 与CMS直接进行通讯

•• 6个可编程终端（输入/输出）
•• CiD转语音以及CiD转短信功能
•• USB端口方便本地编程；
•• 可选外部天线连接器
•• 可选锂离子电池，可持续6小时不断电运行

适用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3G4010CF 通用无线商用火灾报警通讯器
•• 采用HSPA(3G) 网络实现与IP接警机之间
高速、可靠和低成本通讯
•• 如果3G服务不可用，将自动切换至2G
(EDGE/GPRS) 网络
•• 兼容采用Contact ID或SIA（300波特率）
格式进行通讯的控制主机
•• 完全事件报告
•• 4个板载输入，带NC、NO或SEOL监测
•• 4个板载输出（集电极开路）
适用于北美地区

•• 通过网络用户或C24通讯提供的手机接
口，进行激活和初始化
•• 直接通过您的移动手机查看通讯器状态，
方便进行现场或远程故障排查
•• 兼容Sur-Gard® System I-IP/II/III/IV/5监
控中心接警机
•• 内置UL认证电源、变压器和容量为7Ah的
可充电电池

TL300 通用互联网报警通讯器
•• 兼容大部分采用Contact ID格式的控制主
机
•• 实时在线IP通讯
•• 通过本地LAN/WAN网络或互联网工作
•• 128位AES加密（经NIST核准）
•• 支持DHCP（动态IP地址）
•• 低网络宽带要求
•• 兼容10/100BaseT网络
•• 支持同时向两个接警IP地址发送事件报告
•• UL标准及加密线路安全

•• 支持直流12-24V电压（v1.5及更高版本）
•• 4个板载可编程防区输入和2个可编程电压
输出，可作为独立模块使用
•• 可通过PK5500 L CD键盘和T-Link管理软
件进行编程
•• 可通过网络实现软件更新
•• 兼容Sur-Gard System I-IP/II/III/IV/5监控
中心接警机
•• 轮询和硬件替代保护

•• 商用火灾互联网通讯器
•• 适用于独立的商用防火灾应用场合
•• 兼容NFPA72版本：2002、2007、2013
•• 内置电源
•• 兼容大部分使用Contact ID格式的控制主
机
•• 128位AES加密（经NIST核准）
•• 支持DHCP（动态IP地址）
•• 低网络宽带要求
•• 支持同时向两个接警IP地址发送事件报告
•• UL标准及加密线路安全

•• 4个板载可编程防区输入和2个可编程电压
输出，可作为独立模块使用
•• 可通过PK5500 L CD键盘和T-Link管理软
件进行编程
•• 可通过网络实现软件更新
•• 兼容Sur-Gard System I-IP/II/III/IV/5监控
中心接警机
•• 符合ULC被动或主动安全标准
•• 符合ULC主动安全A1-A4级别标准
•• 轮询和硬件替代保护

适用于北美地区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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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讯解决方案

TL300CF 套件

发 送器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您可在网络上
查找到最有价值的工具
dsc.com 网站

强大的技术资源库 • 用户手册和安装手册 • 软件
产品说明 • 图片 • 应用说明
营销资料 • 解决方案 • 认证
登陆dsc.com，您可在线查看完整的电子版DSC产品信息。

有线解决方案

Bravo® 6 双元防宠物被动红外 移动探测器
•• 数字信号分析，确保在整个覆盖范围内持
续探测
•• 数字温度补偿可在恶劣温度下提供更优良
的捕捉性能
•• 具备已获专利的多级信号处理 (MLSP) 技
术，可在广泛温度范围内准确探测人体红

外线能量
•• 可防止重达85磅（39公斤）的宠物造成
误报
•• 可选的安装支架：DM-W（墙壁安装支
架）或DM-C（吸顶安装支架）

防盗报警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有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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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描述

BV-600

“A”型报警触点

BV-601

“A”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BV-602

“C”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Bravo® 5 360°吸顶式被动红外移动探测器
•• 数字温度补偿可在恶劣温度下提供更优良
的捕捉性能
•• 具备已获专利的多级信号处理 (MLSP) 技
术，可在广泛温度范围内准确探测人体红
外线能量
•• 灵敏度调节可以将探测器设定为正常或延

迟环境
•• 高级静态或瞬时保护
•• 出色的抗白光干扰
•• 出色的抗射频干扰
•• 数字信号分析，确保在整个覆盖范围内持
续探测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仅被动红外探测
型号

描述

BV-500

“A”型报警触点

BV-501

“A”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BV-502

“C”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被动红外和玻璃破碎探测
型号

描述

BV500GB

“A”型报警触点（移动探测），“C”型报警触点（玻璃破碎探测）

BV501GB

“A”型报警触点（移动探测），“C”型报警触点（玻璃破碎探测）&防拆开关

BV502GB

“C”型报警触点（移动探测），“C”型报警触点（玻璃破碎探测）&防拆开关

BV-201 Bravo®201被动红外移动探测器
•• Bravo 201移动探测器具备已获专利的多级
信号处理 (MLSP) 技术，可确保准确探测
•• 可在广泛温度范围内准确探测人体红外线
能量

•• 高温条件下亦可确保出色的捕获性能
•• 高级静态或瞬时保护
•• 灵敏度调节可以将探测器设定为正常或延
迟环境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描述

BV-201

“A”型报警触点

BV-L1

标准透镜

BV-L2

走廊式透镜

BV-L3

幕帘式透镜

BV-L4

防宠物透镜

防盗报警

型号

•• “A”型报警触点或“C”型报警触点&防
拆开关
•• 数字信号分析
•• 可防止重达55磅（25公斤）的宠物造成
误报
•• 四元线性成像技术能够准确分析人体尺
寸，并将人体与背景和宠物加以区分
•• 先进的基于ASIC（智能交换技术）的电
子系统

•• 紧凑型设计，方便家庭安装
•• 可调整的可变脉冲计数
•• 被动红外灵敏度调节
•• 安装高度免校准
•• 每个包装(LC-100-PI-6PK)中含6个探测
器
•• LC-L1ST支架需另行订购
•• 走廊式透镜需另行订购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型号

描述

LC-100-PI-6PK

“A”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LC-120-PI

“C”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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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线解决方案

LC-100-PI & LC-120-PI 被动红外探测器，带防宠物功能

LC-101 配有摄像机的防宠物被动红外探测器
•• “A”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 数字信号分析
•• 可防止重达25公斤（55磅）的宠物造成
误报
•• 四元线性成像技术能够准确分析人体尺
寸，并将人体与背景和宠物加以区分

•• 先进的基于ASIC的电子系统
•• 大范围工作电压
•• 高可靠性、无故障运行
•• 无论是否配有旋转支架（另售），安装都
很简便

适用于欧非地区

描述

LC-101CAMCLPAL

彩色PAL

防盗报警

型号

有线解决方案

54

LC-102-PIGBSS 防宠物被动红外和玻璃破碎探测器
•• “A”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 数字信号分析
•• 流线型设计
•• 出色的抗白光干扰
•• 可防止重达25公斤（55磅）的宠物造成
误报
•• 四元线性成像技术能够准确分析人体尺

寸，并将人体与背景和宠物加以区分
•• 被动红外和玻璃破碎灵敏度单独可调
•• ABS塑料外壳提供震动和冲击保护
•• 2个独立的继电器输出，分别对应红外和玻
璃破碎警报信号
•• 先进的基于ASIC的电子系统
•• LC-L1ST支架需另行订购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型号

描述

LC-102-PIGBSS

数字式被动红外和玻璃破碎探测器，带防宠物功能

LC-103-PIMSK, LC-104-PIMW & LC-124-PIMW 双鉴移动探测器，
带防宠物功能
•• 防遮挡功能 (LC-103-PIMSK)
•• “A”型或“C”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 数字信号分析
•• 可防止重达55磅（25公斤）的宠物造成
误报
•• 四元线性成像技术能够准确分析人体尺
寸，并将人体与背景和宠物加以区分

•• 基于多普勒概念的微波探测
•• 独特的微波移动探测模块，带有微带贴片
天线
•• 先进的基于ASIC的电子系统，安装高度免
校准，红外线/微波灵敏度调整
•• 无论是否配有LC-L1ST旋转支架（另
售），安装都很简便

型号

描述

LC-103-PIMSK-W

“A”型10.525 GHz警报触点&防拆开关

LC-104-PIMW-W

“A”型10.525 GHz警报触点&防拆开关

LC-124-PIMW-W

“C”型10.525 GHz警报触点&防拆开关

防盗报警

适用于北美和亚太地区

LC-105-DGB 玻璃破碎探测器
•• “A”型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 数字信号分析
•• 可探测到所有类型有框玻璃破碎的声音
•• 相频探测传感器

•• 声音传感器单独可调
•• 吸顶或墙壁安装
•• 流线型设计
•• ABS塑料外壳提供震动和冲击保护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型号

描述

LC-105-DGB

数字式玻璃破碎探测器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有 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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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151 双鉴室外移动探测器（单被动红外和微波），带可调节的防宠
物功能
•• 频率：10.525 GHz
•• 基于多普勒概念的微波探测
•• 同时提供N.O.和N.C.输出
•• 安装高度可在6～8英尺之间自行调整（1.8
米至2.4米）
•• 无需防宠物透镜即可防止重达33磅（15
公斤）的宠物造成误报，当采用专门的
LC-F1-15X防宠物透镜时，可防止重达80
磅（36公斤）的宠物造成误报
•• 被动红外灵敏度调节
•• 微波强度可调节
•• 温度补偿功能

•• 微控制器信号处理
•• 前盖与后面板防拆
•• 独有的防水和密封型塑料设计
•• 探测范围：最高可达49英尺（15米）
•• 可探测入侵者是步行或奔跑
•• 免维护
•• 防高频和电磁干扰 (RFI/EMI)
•• 防护：太阳直射，高达30米/秒的风、雨
雪、小动物、移除顶盖和安装支架
•• 防雨和防尘等级：IP65
•• LC-B1-15X墙装支架需另行订购

防盗报警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型号

描述

LC-151

“C”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有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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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171 双鉴室外移动探测器（双被动红外和微波），带防宠物功能
•• 频率：24.125 GHz
•• 基于多普勒概念的微波探测
•• 同时提供N.O.和N.C.输出
•• 可防止重达77磅（35公斤）的宠物造成
误报
•• 16级红外灵敏度和3组微波灵敏度可调
•• 温度补偿功能
•• 微控制器信号处理
•• 前盖与后面板防拆

•• 步行测试和入侵探测时具有声音提示
•• 独有的防水和密封型塑料外壳设计
•• 探测范围：12米（39英尺）
•• 可探测入侵者是步行或奔跑
•• 免维护
•• 防高频和电磁干扰 (RFI/EMI)
•• 防护：太阳直射，高达30米/秒的风、雨
雪、小动物、移除顶盖和安装支架
•• 防雨和防尘等级：IP65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型号

描述

LC-171

“C”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Acuity® 玻璃破碎探测器
•• 全向麦克风
•• 先进的基于微波处理技术的玻璃破碎传
感器
•• 高级静态或瞬时保护
•• SMD结构抗射频干扰
•• 白色噪声排除机制
•• 用于玻璃破碎感应器的安装员测试模式（

需要AFT-100模拟器）
•• 用于玻璃破碎感应器的报警储存（LED锁
存）
•• MOV瞬时/静态保护
•• 跳线开关选择灵敏度区间
•• 墙壁安装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型号

描述

AC-100

“A”型报警触点

AC-101

“A”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AC-102

“C”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吸顶安装
型号

描述

AC-500

“A”型报警触点

AC-501

“A”型报警触点&防拆开关

防盗报警

墙壁安装

有 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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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50AU 玻璃破碎探测器
•• 简洁、现代化的设计，与装饰百搭
•• 先进的信号甄别功能，可准确识别碎裂
玻璃
•• 可以屏蔽背景噪音
•• 灵敏度调节电位器

•• 防震设计，防止机械冲击造成的误报
•• MOV静态/防雷保护
•• 贴片 (SMD) 架构和整体接地屏蔽，具有较
高的抗射频干扰能力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AFT-100 玻璃破碎模拟器
AFT-100玻璃破碎模拟器提供最准确可靠的探测器安装位置指示。不要在所推荐的最大
范围以外安装探测器（即使玻璃破碎模拟器报告有额外范围）。房间音响的变化可能会
缩小探测范围。

防盗报警&附件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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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102 震动探测器
•• 独特的双色LED可显示细微或强力撞击
•• 防拆保护
•• 防潮型电路
•• 灵敏度可调

有线解决方案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 有效防止低频误报和无线电干扰
•• 兼容所有控制主机
•• SS-102可同时监测微小的震动（脉冲计数
功能）和强力撞击

FSA-210/410 有线光电烟雾探测器
•• 自动漂移补偿
•• 内置双温感探测器（可选）
•• 内置85dB喇叭（可选）
•• 易于保养的可拆卸烟雾格
•• 用PRM-2W/4W极性反转模块可以互相
连接

•• 以手持式测试仪 (FSD-100) 进行非接触式
灵敏度读数
•• 隐蔽的外观设计
•• 本地测试按键
•• RM-2终端电源监测继电器（仅限4线探测
器）可选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型号

描述

FSA-210(x)*

2线制光电烟雾探测器

FSA-210(x)T*

配有温感探测器2线制光电烟雾探测器

FSA-210(x)ST*

配有警号和温感探测器的2线制光电烟雾探测器

FSA-210(x)RT*

配有辅助继电器和温感探测器的2线制光电烟雾探测器

FSA-410
型号

描述

FSA-410(x)*

4线制光电烟雾探测器

FSA-410(x)T*

配有温感探测器4线制光电烟雾探测器

FSA-410(x)RT*

配有辅助继电器和温感探测器的4线制光电烟雾探测器

FSA-410(x)S*

配有警号的4线制光电烟雾探测器

FSA-410(x)ST*

配有警号和温感探测器的4线制光电烟雾探测器

FSA-410(x)
RST*

配有警号、辅助继电器和温感探测器的4线制光电烟雾探测器

并非任何地区都提供所有型号

FSB-210 系列可寻址光电烟雾探测器
FSB-210B （不含温感器）
FSB-210BT （内置温感器） - 温感探测温升率（此功能无UL认证）
灵敏度读数
•• 自诊断功能

不适用于加拿大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有 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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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x) =‘A’加拿大型号（ULC认证）| (x) =‘B’美国型号（UL认证）| ‘C’加拿大型号（EU
认证）。

•• 自动漂移补偿
•• 易于保养的可拆卸烟雾格
•• 以手持式测试仪 (FSD-100) 进行非接触式

安 全防护

FSA-210

AML-770B 回路隔离模块
•• 可将同一电缆线路上的防盗探测器与火灾探测器相隔离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中继器 &模 块

AMX-400 回路延伸器/隔离模块
•• 可用于延伸并给AML回路再供电，形成更
长的AML回路
•• 需要12 VDC电源供电

•• 出现问题时将隔绝电缆线路
•• 提供额外的170 mA电流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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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解决方案

可寻址触点模块
型号

描述

AMP-700

内置磁簧开关的门/窗磁

AMP-701

带常闭回路外部触点输入的门/窗磁

AMP-702

常开回路的火警触点模块，带末端电阻EOL监测输入

AMP-704

常闭回路的4防区门/窗磁，单或双末端电阻EOL监测输入

AMA-100 可寻址玻璃破碎探测器
•• 基于Acuity®有线玻璃破碎探测器
•• 可探测所有类型的玻璃破碎：平板、压
模、防弹以及强化玻璃

•• 可使用玻璃破碎模拟器 (AFT-100) 进行
测试
•• 内置防拆开关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AMB-300 可寻址被动红外探测器
•• 内置防拆开关
•• 基于Bravo® 3有线移动探测技术

可寻址

•• 专利MLSP技术（多级信号处理）
•• 可更换透镜：标准透镜、幕帘式透镜、防
宠物透镜和走廊式透镜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AMB-500 可寻址吸顶安装被动红外探测器
•• 基于Bravo® 5有线移动探测技术
•• 内置防拆开关

•• 覆盖直径基于安装高度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AMB-600 可寻址防宠物被动红外探测器
•• 基于Bravo® 6有线移动探测技术
•• 已获专利的多级信号处理 (MLSP) 技术
•• 可防止重达85磅（39公斤）的宠物造成

误报
•• 内置防拆开关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有 线解决方案

61

Sur-Gard System 5
支持视频验证功能
功能强大且机身更加紧凑的虚拟接警机。

减少
误报

基于Sur-Gard架构，SG-System 5支持警报验证
解决方案，以显著减少误报相关费用。
更加紧凑的外形便于空间管理，同时最大限度提高了业
界每个单位U型机架的账户密度。
内部冗余电源和自动切换功能保证所有外围设备与输出
端口连接的可持续性。

业界领先的可靠性和无与伦比的性能，尽在
System 5紧凑型接警机。

关于该产品的更多信息，敬请致电
+86 400 6858 226或登陆访问www.sur-gard.com

报警中心解决方案

SG-SYSTEM I/SG-SYSTEM I-IP 双电话线接警机（可选IP接警功能）

Sur- Gard接警机

•• 多通讯格式接警机
•• 集成式预设的接警机线卡测试表
•• 支持多达63个预编程列表，每个列表支持8
种握手信号格式
•• 每个单独POTS通道上均配备500条事件
缓冲器
•• 专利注册的ANI和DNIS接收、自动握手信
号选择 (AHS)、来电显示和虚拟架构
•• 连续监测电脑与接警机的连接
•• 1个并口、1个串口、1个USB口、1个TCP/
P打印机端口
•• 1个串口、1个TCP/IP接警机端口

报警中心解决方案

64

•• 1个USB、1个TCP/IP Console连接端口
•• 稳定的RAM用于编程和事件记录
•• 支持512个IP通讯器 (SG-SYS1512IP)
•• SG-SII-RMK标准19英寸机架安装
•• 128位AES加密 (IP)
•• 带背光的菜单驱动式，两行40字符LCD显
示，能在手动模式下提供指示说明
•• 手动模式下，有4个按钮可用于警报信号的
手动编程和确认
•• 兼容110/220VAC 50Hz/60Hz 通用电源
•• 机载闪存和DSP便于将来软件更新升级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SG-SYSTEM II 单线IP接警机
•• 物有所值的远程监控解决方案适用于小型
应用
•• 支持多达1,536个IP通讯帐号，其中512个
受监测（所有DSC通讯器）
•• SG-SII-RMK标准19英寸机架安装
•• 提供TCP/IP、USB或串口连接接警软件
•• 128位AES加密
•• 通过本地LAN/WAN网络或互联网工作
•• 轮询和硬件替代保护
•• 兼容10/100BaseT网络

•• 可通过SG-System Console软件进行完
全编程
•• 带背光的菜单式驱动，两行40字符LCD显
示，能在手动模式下提供指示说明
•• 手动模式下，有4个按钮可用于警报信号的
手动编程和确认
•• 兼容110/220VAC 50Hz/60Hz通用电源
•• 机载闪存和DSP便于将来软件更新升级
•• 额外的1,536个IP通讯器账号可通过IP许可
证升级获得 (SG-SYS21536IP)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SG-SII-RMK 机架安装套件
•• 可装于任意标准19英寸机架的SG-SYSTEM I-IP或SG-SYSTEM-II机架安装套件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SG-SYSTEM III 虚拟技术接警机
•• 每套System III接警机支持多达24条线卡
（SG-DRL3IP，SG-DRL3STD或SGDRL3-2L）
•• 完全“热插拔”模块
•• 可通过SG-System Console软件进行完
全编程

•• 消除固定线搜寻组
•• 集成式预设的接警机线卡测试表
•• 屏蔽不需要的通讯
•• 闪存便于软件更新升级
•• 通过TCP/IP或RS-232连接接警软件

SG-System 5 IP 接警机
•• 4U高度（双机热备System III的一半高度）
•• CPM集成冗余：接警软件输出、电源和
LCD触摸屏接口
•• 最高可支持24张IP线卡

•• 最多可支持294912个IP帐号
•• 用于视频验证的接警软件集成
•• 可以通过SG-Systems Console软件（需
要许可证）查看视频验证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Sur- Gard接警机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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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事件存储缓冲器/卡
•• 128位AES加密
•• 防黑客设计
•• 兼容所有DSC的IP报警通讯器（蜂窝或以
太网）和授权设备

•• 512个视频验证IP帐号
•• 512个受监测的IP帐号
•• 3072个不受监测的IP帐号
•• 额外IP帐号可通过许可证密钥添加（最高
可添加8192个帐号）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终极可靠的世界级服务协议项目
作为中央接警设备的世界领先品牌，Sur-Gard致力于将Sur-Gard打造成首选的接警设
备品牌，确保全球客户始终保持较高的满意度。System III /IV以及System 5提供完整的
服务协议项目，该项目可提供的专享服务包括：
•• 30天免费租借接警机项目
•• 减少未来硬件总采购成本的5%
•• 7天24小时全天候的技术支持
•• 参加月度Sur-Gard在线研讨会
•• 先进硬件更换计划
•• 无限制的固件升级服务
这种独特的方式充分彰显了Sur-Gard确保目前报警中心所有组件均可靠的承诺。
请致电+86 400 6858 226联系DSC客户服务中心，以咨询关于Sur-Gard服务协议项目
的更多独家优惠。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报警中心解决方案

SG-DRL5-IP 线卡

软件解决方案&服务

DLS 5 下载软件
DLS 5是一款面向未来的新型软件！新型DLS 5下载软件充分考虑了对未来技术的兼容
性，提供了人性化的界面。它基于微软强大的.NET Framework4.0，使用超轻型SQLite
数据库，且安装极为快捷。如果用户尚未安装以上组件，DLS 5安装程序会自动安装必
要的软件程序包。
注：SQLite是一个轻量级的数据库，不需要安装任何数据库引擎。

产品特性：
•• 无论是DSC的PowerSeries V4.1，还是最新发布的产品，均能获得支持
•• 与C24通讯紧密集成，以实现蜂窝连接
•• 可以以“工作组”模式运行，帮助大型机构集中管理数据库
•• 优化通讯工作流程，支持预定通讯、无人值守通讯和完整的通讯队列
•• 具有记录保存功能，其便捷性可满足客户的所有业务需求
支持数据库：
• SQLite
系统最低要求：
•• 兼容1GHz奔腾III处理器；1GB RAM； 2GB的磁盘空间

软件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WebSA – 系统管理员软件
作为安防行业最灵活的混合型防盗报警系统的完美补充，DSC发布了革命性的软件 –
WebSA系统管理员软件。该软件赋予管理员前所未有的能力，能够高水平地管理、监
测和控制其安防系统的用户功能。另外，WebSA系统管理员软件具备人性化的直观界
面，并且界面内嵌实时操作面板。
系统最低要求：
•• 兼容1GHz奔腾III处理器；1GB RAM；2GB的磁盘空间
•• 请登陆www.dsc.com以获得操作系统支持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软件 解决方案&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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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系统管理 (RSM)

RSM

PowerSeries Neo的远程系统管理(Routine System Management) 是开创性的远程检查工
具。该工具利用全面的诊断数据，通过大幅减少安防系统诊断和维护的上门服务次数来
降低运营成本。如有需要，仅需简单高效的工作流程即可取代实地考察，该流程包括如
下步骤：自动连接、数据收集、问题评估和解决方案、远程系统管理（RSM）等。
产品特性：
•• 自动RSM检查
•• 报告生成
•• 可以设置RSM检查频率间隔
•• RSM报告历史记录
•• RSM报告结果为“通过”或“需要维修”状态
•• 可以生成“通过”或者“未通过”RSM报告
•• 可以为系统诊断值设置新的基线
•• 硬件诊断
•• 无线设备网络诊断
•• 用于浏览物理行为的虚拟监测键盘模式
实时键盘：

软件

•• RSM操作员权限
•• 可以将RSM报告导出为XML或PDF文件格式
适用于北美、拉美、欧非和亚太地区

软件 解决方案&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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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8年起，C24通讯就已经对北美地区防盗报警产品经销商的蜂窝网络设备
（DSC品牌报警通讯器）进行激活和管理。这些装置通过移动界面或通过C24 通讯
门户网站进行激活。
这些安全接口可以实现帐户激活、编辑和撤销，设备状态和程序恢复，或对通讯选
项进行修改。
关于C24通讯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www.connect24.com

DSC了解各地的安防经销商需要的不仅仅是优质的产品，他们理应获得出色的服务。
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向致力于对资源的投入，以确保在客户需要的时候能够提供帮
助。

DSC客户服务中心

DSC Marketplace.com是您订购产品手册、市场资料和其它推广资料的首选方法。
获取这项服务，请登录www.dscmarketplace.com并注册，您的账号会在48小时内
激活。您可以浏览缩略图或下载PDF确认订货。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dscmarketplace.com。

www.dsc.com
DSC网站是一个直观、易于浏览的网站，为安防专业人士提供渠道获取大量的具体产品信息。有密码保护的区域专为安
防经销商设立，提供DSC产品的最新消息、市场活动及产品发布、最新技术支持资料与诊断工具、以及有用的行业协会
链接。所有PDF格式的销售手册与产品规格表、终端用户手册、安装与工程师手册、以及完整的DSC产品手册都可在网
站下载。请访问www.dsc.com了解更多。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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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解决方案& 服务

DSC marketplace.com

服务&支持

DSC拥有专业的技术支持与销售团队，随时准备为安防专业人士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和
详细的产品知识。客户服务中心提供多语种专业服务，可联络到DSC所有部门。
如需询价、了解产品信息或联系离您最近的DSC当地经销商，请致电+86 400 6858
226（免费），或发送邮件至tycosp-apac@tycoint.com。
如需技术支持请致电+86 400 6711 528或发电子邮件至apac.support@tycoint.com 。

产品名称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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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2055
3G2060R
3G2080(R)
3G4000
3G4005
3G4010CF
3G8055(I) / CD8055(I)
3G8080(I) / CD8080(I)
Acuity®
AFT-100
AMA-100
AMB-300
AMB-500
AMB-600
AML-770B
AMX-400
世界级服务协议项目
Bravo® 5
Bravo® 6
BV-201
C24通讯
DG-50AU
DLS 5
EV-DW4917
EV-DW4927SS
EV-DW4975
FSA-210
FSA-210/410
FSA-410
FSB-210BT
FSB-210B
FSB-210
HS2ICN
HS2ICNP
HS2ICNRFPx
HS2ICNRFx
HS2LCD
HS2LCDP
HS2LCDRFPx
HS2LCDRFx
HS2LCDWFPVx
HS2LCDWFPx
HS2LCDWFx
HS2TCHP
HS2016-4
HS2016
HS2032
注意：索引部分产品型号中的“x”在亚太区为4。

页码#
38
29
11
48
48
48
38
11
57
58
61
61
61
61
60
60
65
52
52
53
68
57
67
40
41
40
59
59
59
59
59
59
8
8
8
8
9
9
9
9
8
8
8
9
6
6
6

产品名称
HS2064
HS2128
HSM2HOSTx
HSM2108
HSM2204
HSM2208
HSM2300
HSM2955
IT-100
IT-230 RS-422
LC-100-PI & LC-120-PI
LC-101
LC-102-PIGBSS
LC-103-PIMSK, LC-104-PIMW & LC-124PIMW
LC-105-DGB
LC-151
LC-171
LCD4501
MaxKit
迷你感应挂件（MPT）
PC1616
PC1832
PC1864
PC4020
PC4108A & PC4116
PC4204/PC4204CX
PC4216
PC4401
PC4632 & PC4664
PC4820
PC5100
PC5108
PC5200 & PC5204
PC5208
PC5320
PC5400
PC5601
PC5950
PC5961E
PC5962
PC5964E
PCL-422
PGx901
PGx904P
PGx905
PGx911

页码#
6
6
10
10
10
10
10
10
27
27
53
54
54
55
55
56
56
30
30
8
20
20
20
30
32
31
31
31
32
31
26
26
26
26
26
27
27
27
28
28
28
10
18
12
17
18

页码#

PGx913
PGx916
PGx920
PGx922
PGx924
PGx926
PGx929
PGx934P
PGx935
PGx938
PGx939
PGx944
PGx945
PGx949
PGx974P
PGx975
PGx984P
PGx985
PGx994
PK5500
PK5501
PK5508
PK5516
PowerSeries Neo功能对比表
PTK5507
读卡器
RF4164-433
RF5132-433 I RF5132-868
RFK5500
RFK5501
RFK5508
RFK5516
RFK5564
远程系统管理 (RSM)
RXL2-433
SCW9045/9047
SCW9055/9057
SCW9067
SG-DRL5-IP
SG-SII-RMK
SG-System 5
SG-SYSTEM III
SG-SYSTEM II
SG-SYSTEM I/SG-SYSTEM I-IP
SS-102
TL250
TL255

17
16
18
14
13
16
15
13
16
15
15
14
12
15
14
12
13
17
14
22
22
23
23
7
23
33
32
28
22
22
23
23
22
68
45
36
36
36
65
64
65
65
64
64
58
32
39

产品名称

页码#

TL260R
TL280(R)
TL300CF
TL300
TL2553G
TL2603GR
TL2803G(R)
TR5164-433
T-REX
WebSA – 系统管理员软件
WLS912L-433
WLS914-433
WS4904P
WS4904 | WS8904
WS4913 | WS8913
WS4916 | WS8916
WS4920 | WS8920
WS4926
WS4938
WS4939 | WS8939
WS4945* | WS8945
WS4949
WS4959
WS4965
WS4985 | WS8985
WT4901 | WT8901
WT4911 | WT8911
WT4989 I WT8989
WT5500
WTK5504

29
11
49
49
39
29
11
28
33
67
41
41
41
41
43
43
45
43
42
42
40
42
42
40
43
44
44
42
24, 37
24, 37

注意：索引部分产品型号中的“x”在亚太区为4。

某些型号的产品只在部分国家供应。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或参阅www.dsc.com查看最新认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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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产品和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实际产品可能与照片有所不同。并非所有产品
均具有所有特点，具体供货情况因地区而异；请联系您所在区域的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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