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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新型主流LTE Cat 1通讯模块（4G网络），专为M2M和IoT应用而设计

• RF无线通讯、免布线

• 主机面板自带SOS求助按键，报警接通后实现双向对讲

• 实现联网报警信息上传和平台下发控制

• 内置报警喇叭，可选配专用的外置警笛

• 最多可学习99路无线防区

• 短信方式远程设置和控制

• 可预设5组短信和5组报警电话号码

• 具有外出布防、在家布防、撤防各种智能状态模式

• 支持市电上电/掉电提示，支持主机低电压提示

• 支持门磁、红外等配件低电压提示

• 具有普通、延时布防、延时报警等防区属性编程功能

•   内置可充锂电池，临时断电不断防

产品特点
Cat 1报警主机，中国移动通讯4G网络专用，取代GSM报警系统的主要技术应

用方案。

本主机可通过搭配普通433MHz人体活动探测器、门窗探测器、遥控器等设备构

建智能安防系统，通过简单的安装和设置，即可实现全方位的防盗报警功能。然

后通过联网报警平台、电话终端实现实时报警或警情推送。

产品介绍



电源指示灯(POWER)
信号指示灯(SIGNAL)
状态指示灯(STATUS)
对码指示灯(CODE)

可支持的报警方式：
①内置喇叭
②外接有线警笛
③无线喇叭

紧急求助（SOS）报警指示灯（ALARM）

认识产品 一

电源开关 电源

有线警笛接口

设置键SIM卡接口

MIC

安装孔位内置喇叭

RF

LED指示灯说明：

功能

ALARM报警指示灯
快速闪烁 报警提示

触发过报警（撤防后可消除）

CAT 1寻网（未连接）

系统撤防

系统布防

在家布防

配件对码状态

非对码状态

外接电源适配器供电

内置电池供电

CAT 1信号正常并连上平台

CAT 1信号正常但是没有连上平台

呼吸灯

呼吸灯

呼吸灯

呼吸灯

常亮

常亮

常亮

常亮

常灭

常灭

亮500毫秒灭500毫秒

SIGNAL信号指示灯

STATUS状态指示灯

CODE对码指示灯

POWER电源指示灯

状态 说明



功能键：主机报警、报警时解除警报
主机报警：短按一下，主机SOS报警；
解除警报：报警时，长按5秒，可解除警报；

配件对码：短按一下，主机听到“滴”一声同时对码指示灯(CODE)常亮，进入对码模
               式；接收到配件发码后，对码成功会响“滴”一声,重复对码响“滴滴”两声;
                再短按1下，可退出对状态同时对码指示灯(CODE)常灭。
     备注：60秒内无操作自动退出对码状态，且自动保存已配对的码。最多可配对99
             路无线防区，对满后可通过发短信方式删除任意的防区配件。
恢复出厂：长按10秒，主机“滴滴滴”响2声后松开按键，主机进入恢复出厂设置。复
              位成功后全部指示灯亮灭一下。

使用前准备：
先安装好主机的SIM卡（中国移动），再接上外接电源适配器（5V-2A）

主机开机和参数设置：
拨动电源开关拨到ON,听到“嘀”1声同时LED灯全亮2秒钟，主机开机成功。
观察指示灯是否正常（详见LED指示灯说明），然后听到“嘀嘀”2声，SIM卡工作正
常。

短信指令设置：
本主机支持短信系统参数设置，设置默认密码“123456”。

设置指令列表如下：

设备使用 二

按键说明：

设置键： 指令序号 设置项目
短信指令格式
默认密码:123456

123456#10*六位新密码#

123456#20*AA*
电话号码#

123456#20*AA*#

123456#21*AA*
电话号码#

123456#21*AA*#

123456#75*1#

123456#52*1#

123456#54*AA*BB*CC#

123456#11*A#

修改控制密码

接警电话设置

接警电话删除

短信电话设置

短信电话删除

警号提示音

短信回复开关

延 时 布 防 、 延
时 报 警 、 响 铃
时间

设置语言

主机操作撤防密码、短信控制指令密
码，6位固定长密码  默认(123456)

AA：01-05表示共5组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表示电话号码(输入位数
为1-20位)

删除报警接警号码
AA：01-03表示共3组接警号码

AA：01-03表示共3组短信号码
电话号码：表示电话号码(输入位数
为1-20位)
删除报警短信号码
AA：01-03表示共3组短信号码

75*1#打开报警声
75*0#关闭报警声

52*1打开短信回复功能
52*0关闭短信回复功能

AA:离家布防延时时间(00-99)(秒)
BB:延时报警时间(00-99)(秒)
CC:报警时长(00-06)(分)

A：0表示中文(默认)，1表示英语

说明：
设置类的短信回复设置成功
查询类的回复查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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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设置：
手机微信关注“夜狼家店视频联网报警”公众号点击“主机控制”可选择“布防”、
“撤防”（操作如下图）

进入“夜狼家店视频联网报警”公众号。扫码关注进入设置。 

点击“系统功能” 点击“我的设置 ”

主机的CIMI码查询 123456#65#

123456#1#

123456#2#

123456#70*1*AAAA#

123456#66#

123456#67#

123456#68*A#

123456#31*AAAAAA#

123456#99*AAA*BB*C-
CC*DDD#

123456#98*AAAA#

123456#62*AA*B#

123456#63#

123456#64#

123456#68*A#

123456#3#

系统布防

系统撤防

设置RF的发码地址

CAT 1信号查询

上掉电短信提
示开关

设置用户编号

设置平台IP 

设 置 平 台 端 口

子设备防区设定

初始化配件信息

获取设备中配
件的数量

设置外接电源
短信通知开关

在家布防

主机版本查询

AAAA:表示RF的发射地址

A:1打开短信提示 0:关闭短信提示

AAAAAA:用户编号

设置平台IP:AAA*BB*CCC*DDD(默认
:120.25.214.235)修改后重启设备 
设置平台端口号AAAA(默认:2011)
修改后重启设备
AA:00-99子设备编号
B:0 在家布防时不报警
  1 在家布防时报警
  2 任何时候都报警

初始化配件信息记录

获取设备数量

A:1 打开 0关闭

11

12

10

14

15

13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扫  码  关  注



填入账号和密码并开始认证 点击“主机用户”—》“切换用户” 选择自己当前的用户ID



点击“主机控制”—》“主机远程布防”或“主机远程撤防”对主机进行布撤防 专业平台（需申请账号）
登录“夜狼云视频联网报警中心”电脑PC端 查看设备的布撤防和报警信息（操作如
下图）
PC端填写操作员代码和操作员密码



布防/撤防方式：遥控器布防/撤防，微信布防/撤防，平台布防/撤防，短信布防/撤
防。

正常使用：

供电电源适配器                        电压DC5V，电流输出2A

静态电流                                 <100mA

最大报警电流                           <400mA

无线标准                                 433.92MHz±0.5MHz

RF距离                                   70米（空旷）

可配置无线设备容量                   99个

外置警笛声强                           110dB(1m处)

工作环境                                 温度0℃~+40℃  相对湿度≤90%  无凝露

产品尺寸                                 118*118*23.8mm

报警方式：
面板SOS按键报警，遥控器报警,布防后配件触发报警。
报警主机一旦报警，发出报警声同时发送报警短信，并拨打预设电话进行报警（如
果没有预设报警电话号码不进行电话报警，没有报警短信号码不进行短信报警）。
1.报警打通电话无人接听，主机会自动转拨下一组电话（总共循环拨打所有预设电
话号码各三次）。
2.报警打通电话有人接听后主机关闭报警声进入对讲状态。

消警方式：
面板SOS按键长按消警，遥控撤防消警，公众号点击“主机远程撤防”进行消警，
短信撤防命令进行消警。
报警主机打通报警电话进行对讲后挂断电话会自动取消循环报警。

短信通知：
主机报警发送短信告警通知、设备低电短信通知、设备上电掉电短信通知(需要开启
通知功能)。

主要技术参数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