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 能 生 活
GSM/4G+Wi-Fi

智能无线安防报警系统

用户使用手册

RFIDOK



产品特色

1.GSM/4G+WiFi双网通讯报警器。

2.2.4英寸TFT LCD 显示屏，菜单操作、使用简便。

3.报警器最多支持100个无线探测器、10个遥控器，和10个RFID卡，同时支持3个
   有线防区，支持NO/NC报警。

4.支持11国语言。

5.支持使用报警器键盘、遥控器、RFID卡、手机APP等多种方式控制主机布撤防。

6.支持门未关提醒、配件低压提醒（需要配置特殊的门磁和传感器）。

7.支持5组电话报警号码，5组短信报警号码。

8.支持使用主机拨打电话。

9.内置扬声器，同时支持外接报警喇叭（内置433发射器，可配置无线声光报警
   喇叭）。

10.报警时长可调（默认3分钟）。

11.支持延时布防和延时报警设置。

12.支持20s录音、布撤防语音提示。

13.具有记录查询功能（报警记录，布撤防记录）。

14.内置高容量电池，断电不断防。



产品介绍

       本报警器是一款高性能的利用GSM/4G+Wi-Fi双通讯网络传输报警信息
的智能安全技术防范产品，2.4寸TFT彩色显示屏，菜单操作，语音提示，11
国语言可选，先进的全无线方式连接无线传感器。用户通过键盘、遥控器、
射频卡或APP控制主机布撤防，当发生非法侵入时，主机启动现场声光报警，
并通过发送短信和拨打用户预设的电话通知用户。

扬声器
用于语音提示
和现场警报

显示屏
显示主机工作状态、菜单

防拆开关
内置防拆装置，当主机被从安装
支架上拆除后触发防拆报警

后备电池开关
拨向位置ON打开
内置后备电池

警号接口
连接有线警号

主电源插口(Micro USB)
在此插入主电源适配器

标准SIM卡槽
在此插入标准SIM卡

键盘
输入密码，布防、撤防、在家布防、
拨打电话、菜单操作、参数设置等等

射频卡感应区
靠近此处刷卡进行布
防、撤防操作

对讲咪头
用于监听和通话

SOS

RFIDOK

ON BAT

S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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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界面顶部状态条 主界面布防状态图标

主界面底部状态区

显示

“请离开现场”
倒计时进度条

“请撤防”
倒计时进度条

“请触发配件”
倒计时进度条

警情

退出
延时

进入
延时

学习
配件

报警

用户布防后需在倒计时结束前离开现场。倒计
                                                      时结束后，将会进入布防警戒状态。

          用户进入布防现场后需在倒计时结束前撤防。
   如未撤防，倒计时结束后将会触发报警。

              用户在倒计时结束前触发配件。

                                  显示当前警情类型、配件名称及所在防区号。
多个警情则轮流显示。

状态 说明

空闲时显示时间和日期。

图标 状态

SIM卡未插或插错

网络场强指示，1~5格显示当前场强大小，
全灰表示无网络

白色表示设备已经连上Wi-Fi

右下角显示圆点表示设备已经通过Wi-Fi
网络连上云端

正在发送短信

正在拨打电话

键盘处于上锁状态，上锁前5秒为倒计时
显示

主电源供电

后备电池供电，0~3格显示当前剩余电量，
红色表示缺电

图标 状态

布防状态

在家布防状态

撤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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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菜单

系统设置

延时设置

退出延时 设置退出延时值，单位：秒，范围：0~299。
默认为40秒。

设置进入延时值，单位：秒，范围：0~299。
默认为30秒。

设置报警时警号鸣响持续时间值，单位：分，
范围：0~59。默认为3分钟。

进入延时

警号鸣响时间

功能设置

布撤防提示音

报警提示音 设置报警时警号是否鸣响

布撤防短信

键盘锁 设置键盘是否自动上锁

设置键盘是否一直打开背光键盘背光

按键音效 设置操作键盘时是否伴有音效

设置退出/进入延时时是否伴有警告音

设置布防后门窗未关是否发警告通知

延时音效

门窗未关警示

设置布撤防时是否短信通知用户

设置功能开关

设置布撤防是否有提示音

作用图标

Polski

Italiano

简体中文 中文

语言设置

人声提示

密码设置

系统密码

用户密码

设置布撤防时是否伴有人声提示

设置四位系统密码；用于键盘解锁。默认为8888。

设置四位用户密码；用于键盘解锁，APP账号注
册，短信设置参数。默认为1234。

设置主机显示、语音提示和报警短信的语言。

英语

俄语

西班牙语

波兰语

意大利语

法语

葡萄牙语

德语

希腊语

罗马尼亚语

参数初始化初始化

号码管理

报警电话号码 设置5组报警电话号码及拨号总开关

设置接警电话

English

Españo

РУССКИЙ

Français

Português

Deutsch

Ελληνικά

Român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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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号对码

报警联动插座

插座

读码器

有线防区

智能配置

解除绑定

MAC/IP

录音

录音及回放

放音

删除

录音及回放

播放当前存储的录音

删除当前存储的录音

发送无线对码信号给外置无线警号完成配对

发送无线对码信号给无线报警联动插座完成配对

和无线插座配对

从无线遥控器或探测器发射的无线信号中读出其
序列号。通过此工具，可以通过配件序列号查看
所学的无线配件是否正确

控制主机通过智能配置模式进入Wi-Fi网络配置
状态（需手机APP配合）

解除主机和云端的连接

控制主机通过热点配置模式进入Wi-Fi网络配置
状态（需手机APP配合）

报警短信号码

记录查询

报警记录

布防记录

配件

遥控器

查询报警历史记录

查询布撤防历史记录

学习（配对）、删除、编辑配件

学习、删除、全部删除遥控器

设置5组报警短信号码及短信总开关 录音时长

时钟

定时布防

定时撤防

时区和同步

设置时间

Wi-Fi同步

2G/4G同步

版本

探测器

射频卡

新增

删除/编辑

删除所有

删除单个遥控器或射频卡
编辑或删除单个探测器

删除所有遥控器、探测器或射频卡

学习新的遥控器、探测器或射频卡

学习、编辑、删除、全部删除探测器

学习、删除、全部删除射频卡

设置录音时长，范围：1~20秒

设置每天定时布防时间

设置每天定时撤防时间

保留

设置主界面显示的日期和时间

设置显示时间是否与手机APP同步

设置显示时间是否与2G/4G网络同步

显示通讯模块固件和IMEI号、网络场强、主机
固件、主机序列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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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主机安装地点选择

有线防区接线

门磁探测器

红外探测器安装与调试

安装注意事项

不要将感应器安装在户外，车库内或玻璃上。
不能安装在正对着太阳光、靠近热源或潮湿的地方，应面对墙或地板，而不要
正对窗户及窗帘等。
感应器不具备穿过玻璃感应人体的能力。
尽量避免靠近金属物体。

最远20mm

       按上图所示在门窗上安装，磁铁和感应器的中心对齐。门窗关好时，磁铁
和感应器之间的缝隙不能超过20mm。

安装高度和位置选择
使用前将感应器侧面电池开关拨向位置ON打开电源。
安装高度离地面2~2.2米左右，应尽量安装在室内的
角落以获得最大的探测范围。同时感应器探测光束应
与室内人行走的路线呈一定的角度（与人行走方向成
90度角的探测效果最好）。

      主机背面接线槽内具有3个线尾电阻有线防区，支持开路、短路报警，防
区响应时间为300毫秒。防区使用10K的线尾电阻，防区回路电阻加上线尾电
阻最大不能超过11000欧姆。

       当探测器触点输出为常闭时（NC）时，线尾电阻在回路末端串联在触点
一端。
       当探测器触点输出为常开时（NO）时，线尾电阻在回路末端并联在触点
两端。

接线如下图：

      主机尽量安装在出入口附近，远离金属物或具有高频干扰的家用电器，同
时避开钢筋混凝土墙体和防火门等屏蔽物。确保安装处的手机网络信号良好。

注意：线尾电阻必须接在整个防区回路的最末端，否则防区开路时系统可能不会响应。

NO

NC

  Z2      GND

10K
EOLR

NO

NC

  Z3      GND

10K
EOLR

NO

NC

  Z1      GND

10K
EO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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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如左图所示，用两颗螺丝将底座固定在墙上。
将支架插入感应器背面的固定槽内，然后把
万向球压入底座球窝中完成安装，并将感应
器调节到最佳角度。 

探测器正面 安装电池时向上推出电池盖，
把4节AA号干电池分正负极放入电池槽中，
并向下合上电池盖即可。

打开电源开关：拨到ON（开）位

探测光束侧视图和俯视图 

首次使用 

插入SIM卡 

按图示方向（缺口向里，芯片接触面向下）在SIM卡插槽处插入标准SIM大卡，
听到嘀嗒一声，表示插入正常。 

当你的主机正常注册到网络后，主界面顶部状态条上     应显示白色；否则请确
认SIM卡是否插入正常，SIM卡是否能正常使用，主机安装环境处的手机网络信
号是否正常 。

移动探测示意图
步行检测探测器的探测范围和探
测距离，直到覆盖整个区域。

ON                  BAT

菲涅尔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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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接警电话 

设置接警电话 

设置退出延时

设置进入延时

录音管理

配对遥控器

主机布防后，为了避免用户离开现场经过布防区域时引起报警而设置的延时时间，
也称布防延时。布防后，主机开始“嘀嗒”倒计时，请在倒计时结束前离开现场。
退出延时值设置范围0~299秒，出厂默认为40秒

用户回来后经过布防区域触发探测器后，主机不会立刻报警，提供一段时间给用户
将主机撤防，超时不能撤防主机才会报警，也称报警延时。触发进入延时后，主机
开始“嘟嘟嘟”倒计时，请在倒计时结束前将系统撤防。进入延时值设置范围
0~255秒，出厂默认为30秒。

您可以在本机录音1~20秒，当有警情发生时，主机会拨打预设的电话，并播放本段
录音。

↓ 选择“主菜单---录音---录音及回放”。
↓ 主机显示“任务忙，请稍后”的对话框，当变为“录音中”时，开始录音倒计时。
↓ 用户对着主机说录音内容，录音内容应言简意赅，如“这里是xxx家，住宅遭非法
   入侵，请协助”。
↓ 录音结束后，主机显示“正在播放录音”并自动回放。
↓ 回放结束后，按√保存录音。
选择“主菜单---录音---放音”：播放已保存的录音。
选择“主菜单---录音---删除”：删除已保存的录音。

本主机最大可配对10个遥控器

↓  选择“主菜单---配件---遥控器---新增”。
↓  为待配对的遥控器分配一个唯一的编号（0~9）后确认。
↓  主机显示“请触发配件”，并进入20秒等待遥控器发射倒计时。
↓  按遥控器任意键发射无线信号给主机。
↓  主机显示“学习成功”，遥控器配对成功。

选择“主菜单---配件---遥控器---删除”：选择待删的遥控器，按√删除相应编号的
遥控器。
选择“主菜单---配件---遥控器---删除所有”：主机显示已配对的遥控器总数，
按√删除所 有的遥控器

↓ 选择“主菜单---系统设置---延时设置---进入延时”。
↓ 输入进入延时值（按退格）。
↓ 按√保存设置。

↓ 选择“主菜单---系统设置---延时设置---退出延时”。
↓ 输入退出延时值（按退格）。
↓ 按√保存设置。

最多可设置5组报警电话号码及拨号总开关，当发生报警时，主机会拨打这些电
话号码。
最多可设置5组报警短信号码及短信总开关，当发生报警时，主机会向这些号码
发送报警短信。 

点击键盘“OK”键进入主菜单，按▼键下翻，按▲ 键上翻，光标移到准备设置
的栏目后，点击“OK”进入。

以设置报警电话号码为例： 
↓ 选择“主菜单---号码管理---报警电话号码”，进入报警电话号码的设置界面。
↓ 按▼▲选择号码拨号优先级序号，再按        ，输入和编辑电话号码（最长18位），
   按退格，按√确认。
↓ 重复上一步，可设置多个报警电话号码。
↓ 按▼▲选择   ，按        选择打开拨号总开关。
↓ 按√保存设置。

当发生警情时，报警主机会主动拨打预设的几组电话（设置时电话开关必须打开），
用户接听后，主机先播放当前警情类型，如果有预设录音则播放录音，然后语音提
示“布防请按1，撤防请按2，监听请按3，对讲请按4”。用户如果发现是误报，
可直接按2将系统撤防，终止报警流程。用户也可按3将现场警号关闭，以便更清晰
的监听现场。如无需监听，直接挂断电话即可。
如果用户没有接听或者拨号失败，则主机会按顺序拨打所有预设电话两轮，直到用
户接听为止。选择“主菜单---号码管理---报警短信号码”设置报警短信号码，设置
方法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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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射频卡

配对无线警号

配对报警联动插座

↓    按住无线警号的设置键，听到响两声后立刻松开，警号指示灯快速闪烁表示进
      入对码状态。
↓    选择“主菜单---配件---警号对码”，发送无线信号给警号。
↓    警号发出长提示音后表示对码成功。

↓    选择“主菜单---配件---报警联动插座”。
↓    操作待对码的无线报警联动插座进入对码状态（具体方法参见插座的使用说明书）
↓    按       发送“开”无线对码信号给插座；
      按      发送“关”无线对码信号给插座
↓    无线插座闪灯提示对码成功，并操作插座退出对码状态
    （具体方法参见插座的使用说明书）。
↓    点击      和     检测是否能控制插座开或关，以检验插座和主机是否对码成功。

配对无线探测器
本主机最大可配对100个无线探测器。
↓    选择“主菜单---配件---探测器新增”。
↓    按▼▲选择    ，按          选择待配对探测器的设备名称。
↓    按▼▲选择    ，按          选择待配对探测器的防区类型。

正常：布防或在家布防后有效，无进入延时，触发后立刻报警，建议一些非出入口
的外围传感器使用该模式。
24小时：任何时刻触发该探测器，都会报警，建议紧急、烟雾、燃气、一氧化碳、
漏水等探测器使用该模式。

延时：触发后进入延时，延时结束前未撤防触发报警，建议主出入口的门磁使用该
模式。
在家：在家布防下无效，建议内部红外探测器使用该模式。
24小时无声：同24小时，但触发时无声。
门铃：用作门铃，任何时候按门铃，主机提示“叮咚”声。

↓    按▼▲选择     再按        ，为待配对的探测器输入唯一的编号（0~99），按
      退格，按√确认。
↓    按√确认，主机显示“请触发配件”，并进入20秒等待无线探测器发射倒计时。
↓    按配件上的学习按钮或触发配件发射无线信号到主机。
↓    主机显示“学习成功”，探测器配对成功。

选择“主菜单---配件---探测器---编辑”：按▼▲选择待编辑/删除的探测器，
按         可进入设置相应编号探测器的设备名称和防区类型的窗口；按√删除相应
编号的探测器。
选择“主菜单---配件---探测器---删除所有”：主机显示已配对的探测器总数，
按√删除所有的探测器。

本主机最大可配对10个射频卡。
↓     选择“主菜单---配件---射频卡---新增”。
↓     为待配对的射频卡分配一个唯一的编号（0~9）后确认。
↓     主机显示“请触发配件”，并进入20秒等待射频卡刷卡倒计时。
↓     将射频卡靠近主机显示屏上右方的刷卡感应区。
↓     主机显示“学习成功”，射频卡配对成功。

选择“主菜单---配件---射频卡---删除”：选择待删的射频卡，按√删除相应编号
的射频卡。

选择“主菜单---配件---射频卡---删除所有”：主机显示已配对的射频卡总数，
按√删除所有的射频卡。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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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APP

日常操作

在APP Store或各大安卓应用市场搜索“智能生活”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下载手机应用APP。

Wi-Fi配网及APP使用请参见附页“APP快速使用指南”。

外出布防
此模式适用于无人在家时，任何探测器触发都将触发报警。请在退出
延时结束前离开现场。

在家布防 
此模式适用于有人在家时，普通防区探测器正常工作，而在家防区探
测器不工作。

撤防
报警系统处于撤防状态，仅24小时防区探测器工作。

如何布防和撤防

射频卡

    在撤防模式下，刷卡外出布防。
    在布防模式下，刷卡撤防。

按      键外出布防。
按      键在家布防。
按      键撤防。
按      键紧急求救。

按      键外出布防。
按      键在家布防。
按      键撤防。

按      图标外出布防。
按      图标在家布防。
按      图标撤防。
按      图标紧急求救。

RFIDOK

RFIDOK

遥控器

主机键盘

手机APP

电话功能
拨打电话：      +电话号码+OK。
在下述任一状态下，通话操作将被禁止：手机网络异常、布防状态、通话报警中。

如果键盘已锁，请输入用户密码将键盘解锁。
（默认用户密码为1234）

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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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其它特性 技术参数

恢复到出厂状态

后备电池
在后备电池供电下，主机最大可持续工作时间为8小时。当剩余供电时间低于半
小时后，会向用户推送“后备电池缺电！”短信。后备电池充满需8~12小时。

主电源故障/恢复
主电源发生故障后，向用户推送“主电源故障！”短信。
主电源恢复正常后，向用户推送“主电源恢复！”短信。

防拆报警
主机壁挂支架和主机分离后，现场警号鸣响，向用户推送“防撬报警！”短信。

选择“主菜单---系统设置---初始化”，主机重新启动后表示初始化成功。初始
化后，所有已经设置的参数将恢复出厂状态，并清除所有已经配对的遥控器、
无线探测器、射频卡。此项功能用户慎用，一般在用户忘记了操作密码，主机
工作异常，主机参数被设置紊乱或配对了未知的无线探测器、遥控器和射频卡
后使用。

主机
供电：Micro USB 5V/2000mA
后备电池：3.7V/500mAh锂电池
功耗：<55mA
无线频率：ASK433.92MHz 
GSM：850/900/1800/1900MHz
工作温度：-10~+55℃

遥控器
供电：CR2032纽扣电池
功耗：<1uA
无线频率：ASK433.92MHz
发射功率：10dBm
工作温度：-10~+55℃

射频卡
芯片：4100/4200
无线频率：125KHz 
读卡距离：＜2cm

人体移动感应器
供电：1.5V AA四节电池
功耗：<20uA
探测角度：<12m/110°
无线频率：ASK433.92MHz 
发射功率：10dBm
工作温度：-10~+55℃

门窗感应器
供电：CR2032纽扣电池
功耗：≤3uA
感应距离：≤20mm
无线频率：ASK433.92MHz
发射功率：10dBm
工作温度：-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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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快速操作指南

智能生活

扫描上方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
“智能生活”下载安装免费APP

用户登录
1)打开“智能生活”APP, 选择“使用已有账户登录”。
2)新用户首次使用，请点击“创建新账户”并登录。

1)智能配网模式
    登录成功后点击主页面“添加设备”或右上角“+”来添加设备，手动添加
    栏选择“安防传感”类目，点击“报警器”。
    打开报警主机，点击“OK”→Wi-Fi设置→智能配置，此时主机LED指示灯
    快闪，页面呈现正在配置Wi-Fi倒计时。
    返回APP添加设备页面点击“确认指示灯在快闪”。
    连入本地Wi-Fi（仅支持2.4G网络），输入密码，选择“确认”，设备开始
    与Wi-Fi网络连接。
    设备添加成功后，点击    命名你的设备，点击“完成”。

2)兼容配网模式
      当智能连接模式不可行时，请选用“兼容模式”连接。
      APP添加设备页面点击右上角“兼容模式”。
      打开报警主机，点击“√”→Wi-Fi设置→热点配置，此时主机LED指示灯慢
    闪，页面呈现正在配置Wi-Fi倒计时。
      返回APP点击“确认指示灯在慢闪”。
      连入本地Wi-Fi（仅支持2.4G网络），输入密码，选择“确认”，页面呈现
    将手机Wi-Fi连接到设备热点，点击“去连接”。

      手机Wi-Fi设置栏选择热点Wi-Fi “SmartLife-xxx”, 返回APP，设备开始与
     Wi-Fi网络连接。设备添加成功后，点击命名你的设备，点击“完成”

      分享设备
     与家人分享主机设备后，家人可与你同步远程控制主机，并接收APP消息推送。
   （共享者需下载“智能生活”APP）
             在APP主页“所有设备栏”选择你想要分享的主机设备。
             点击右上角     编辑按钮。
             点击“共享设备”→“添加共享”，输入共享者的账号，点击“完成”。
         共享者APP收到设备分享推送消息，设备栏查找被分享的设备。

      设置接警电话与短信
      主机最多可设置5组接警号码与5组接警短信，每组号码均可独立设置其拨号开关
      和短信开关。
      ↓  选中设备，点击“设置→报警电话号码→添加电话号码→保存”。
      ↓  点击“设置→报警短信号码→添加电话号码→保存”。
      ↓  点击“报警电话”右边按钮是否打开拨号功能。
      ↓  点击“报警短信”右边按钮是否打开短信功能。
      注：所有电话号码最长18位数字。

      添加配件
     点击“配件→添加”，然后按照下面的提示来触发你的配件（配件添加成功后，会
     自动识别配件类型，分类到对应的每一列）。

     本机最大可配对100个无线探测器，10个遥控器，10个射频卡。

添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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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配件类型

退出/进入延时
点击“设置→退出延时/进入延时”修改延时时长。
注: 出厂默认延时为40秒，进入延时为30秒。

定时布撤防
点击“设置-定时”可设置多个定时项用于在设定的时间点对报警主机进行自动布
撤防。

布/撤防
点击      键外出布防。
点击      键在家布防。
点击      键撤防。
点击      键紧急求救

无线传感器

无线警号

遥控器

射频卡

按下手动报警按钮或者分离磁条与
磁铁（至少分离25mm）

按下红外配对按钮或者人体移动触
发报警

按住无线警号的设置键，听到响两声
后立刻松开

按下遥控器任意按钮

将射频卡靠近主机显示屏上右方的刷
卡感应区

在主机页面“请触发配件”倒计时结束前完成以下操作

RFIDOK

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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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折叠方式（此页非打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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