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阳能智能红外声光报警器

产品简介

使用安装说明书

户外应用综述

    本探测器虽然性能卓越，但是，在安装时如果能避免以下因素，会使得产品更

加稳定。

    在探测区域内的较高的杂草和灌木会在风中摇摆，也有可能引发误报。特别是对

    使用水平探测扇区的探测器而言。　　 

杂草

    突降的暴雨会很快的使热的柏油路面和其他地表面冷却下来。虽然所有探测器都

    会探到空中的雨，但是具有下视角的探测器还能探到地上的水，受到的干扰影响

    比终端在墙上的探测器（防宠物型和水平探测器）要大。暴雨过后不久，一切物

    体表面温度都接近水的温度，探测灵敏度因而降低。人（甚至汽车）被水浇淋过

    后能供探测器探测到的温差也会变得很小。

雨

    昆虫爬进探测器就会引发误报，而在透镜的外面的昆虫不可能引发误报。若有昆

    虫侵扰的问题存在，则要重新安置探测器或使用杀虫剂。同时在安装产品时，应

    在穿孔处严格采用密封配件或者在外围四周打玻璃胶。

昆虫

在探测范围内，有移动的汽车，有可能引起探测器的误报警。

汽车

    探测器会对在它的探测区内的温差变化有所反应！如果目标温度与先前存在的背景

    温度接近，则温差就模糊， 温差变化几乎就没有，探测器的灵敏度降低也就会产

    生漏报。

温差不足

    在户外工作时，透镜比室内更容易变脏，如果不定期检查，探测器的灵敏度会变

    得很低，甚至探测不到入侵的人体。

透镜变脏

    探测器的安装如果易受振动的影响，探测器则很容易误报。这就是当一些大型车

    辆经过时，临近街的某些探头容易误报的原因。

安装点不稳定

R

SVG-40PLUS

电池规格:      3.6V  AAA  NI-MH 聚合物高能充电电池

消耗电流:      待机-220uA    报警-180mA

外接输入：                                 9-16VDC ＞200mA(室内使用时)

自检时间：     50s

安装高度:      1.8m-2.4m

报警时间:      2s

报警输出:      EV1527/PT2262(可选)

输出频率：        315MHz/433MHz(可选)

报警灯光：         高亮度红、蓝 LED

语音输出：     90dB（30cm处） 

自我保护：     外壳防拆

 RFI/EMI:      0.1-500MHz/3V/m

抗白光:         >100000LUX

低电压报警:    2.9V

温度补偿:        数字方式温度补偿

使用温度:      -10℃/+55℃

使用湿度:                95%(RH)

灵敏度:         2级可调

检测速度:      0.2m/s to 3.5m/s

发射距离：     大于200米（空旷地）

外观尺寸:       210mm*80mm*190mm

防火保护:       ABS工程塑料

探测范围:      12m*12m  110°（标准透镜）

               12m*12m  110° (防宠物透镜)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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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款高性能的带太阳能充电的户外数字被

动红外现场声光提醒器。能够有效抗太阳光、防

水、防尘、防虫、防风和其他户外干扰因素。该

产品应用如下先进技术：采用高速微处理器对入

侵的红外信号直接分析，采用双极性检测，自动

数字温度补偿，单双边缘宠物运算，基于直接对

数字信号灵敏度调节，多重红外通道杂光信号滤

除，太阳能持续充电和供电，音频和高亮度闪灯

同时报警提醒技术等等。总之， 使用稳定、性能

先进、IP-65防水的的整体结构设计，可以应用

于商铺、别墅、油站、森林防火、高压电杆、公园、

仓库、码头等一切需要现场语音和强光警示的地方。



合适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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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太高，有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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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装高度

推荐安装高度为1.8米-2.4米。

高度太低，距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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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方向运
动的人体，可能
探测距离会缩短

最不敏感

最敏感

关于安装角度

探测器对入侵角度存在机理上的差异。

门

窗

不合理的安装位置

门

窗

最佳安装位置

关于安装位置

探测器对窗户入侵

   方向不敏感

探测器对门和窗户

 入侵方向都敏感

 远离强干扰 远离高压 移动的汽车可

 能导致误报

X X AD HUGGERRO X

不要直接面对

  冷气/暖气

安装在稳固的地方 须安装在阳光能

照射充电的地方

X X X

Detector

虽然探测器的性能很强大，但是，在安装过程中，尽量避免以下的不良安装方式，

可以使得探测器获得更佳、更稳定的探测使用性能！

安装总则

安装指南

-高亮度闪灯、更具阻吓效果

-语音提醒功能，可为客户定制不同语音

-可选择的检测灵敏度

-带太阳能充电技术

-IP-65耐高温橡胶防水结构

-防宠物25公斤

-自动数字温度补偿

-抗强白光和太阳光

-18段的菲涅尔透镜

-全密封式的光学零件

-水平调整:180° 垂直调整:30°

-自动数字脉冲信号处理

功能说明

墙壁安装

1

为了探测范围 最优化，应将探测器安

装在2.1米高。不管怎样，探测器最高可安

装到4米。确保没有干扰源在探测器附近

工作，并保证探测器有一个宽阔视野。先

把塑胶塞子打进安装墙上（或其他安装

位置）用三颗螺丝把产品固定好。

覆盖

卸下前盖，逆时针松开底部螺丝，打开盖

子后拨动电源开关即可使产品工作。然

后，按图示方式盖上盖子，锁紧螺丝就

可以了。（参考右图详细步骤）

1、用十字螺丝刀

   打开底部螺丝

电源开关

2、先从底部开

   始拆卸外壳

3、打开电源开关 4、先把底部对位好后

   再用力按压外壳上

   部就可以合紧外壳



环境调整

探测角度调整太阳能电池照射角度调整

  根据不同的纬度地区和安装环境情况，

探测器可以通过调整太阳能板角度，以

获得最佳的照射强度。

  可以根据安装环

  境要求作180°水

  平调整

  可以根据安装

  环境要求作30°

  倾仰调整
太阳能电池可以135°水平调整

零部件介绍外部12V电压供电连接

防水喇叭

红外透镜

电池盖（含电池）

接收天线

发射天线

撤防指示灯（绿）

被动红外传感单元
防拆开关

电源开关

  电池输入

（注意极性）

闪灯控制开关

脉冲设置插针

外部供电输入端子

震荡电阻设置

数据设置

  喇叭输出

  高亮度闪灯输出

  选择键

  确认键

布防指示灯（红）

                  9-16VDC  输入

                 12VDC        
- +  

遥控器布撤防

遥控器的    是布防键，    键是撤防键，   键为紧急报警，    是无效的空按键。

按下相应按键可以对无线套装进行操作和控制。

布防：按下    键，报警器发出“系统已布防”的语音后，系统进入布防状态，本探测器

（包括与本探测器联动的设备）所有防区都处于警戒状态，只要被触发都会产生声和

光的报警。（红色布防灯会时不时闪亮，以表示产品布防中）

撤防：按下     键，报警器发出“系统已撤防”的语音后，系统进入撤防状态，本

探测器（包括与本探测器联动的设备）所有防区都处于撤防状态，系统只接收紧急

防区发出的报警信号。（绿色撤防灯会时不时的闪亮，以表示产品在撤防中。）

警急报警:当有突发意外发生时,按下    紧急报警键,系统立即发生报警, 此时要按

下撤防键才能取消报警.

自检和语音选择

使用时，请按操作指示打开前盖，先按住SELECT(选择）键，然后再将电源开关拨

到“ON”位置，此时系统会自动播报语音，松开左手并依次按下SELECT键，直到选择

到您所需要的语音，然后再按下ENTER键，探测器会播放一次选中的语音。然后红

绿灯将交替闪烁，系统自动进入自检状态，LED闪烁40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安装设置

探测器灵敏度脉冲设置

信号处理说明：本探测器采用了数字信号

直接分析处理技术，数字处理芯片会对传

感器检测回来的信号进行频率、幅度、极

性等进行分析，配合数据库里面的常见宠

物数据进行对比，最后作出比较真实的人

体入侵的分析和判断。所以，在这里，脉

冲设置，只是一个大概的参考指标，在数

字信号处理中，不一定代表着几个脉冲。

1 2 3 4 5 6

   快速检测到目标

良好的防误报方式

当跳线处于OFF模式时，就算探测器报警，高亮度红、蓝LED也不会

点亮，此作用可以达到省电目的。（不推荐使用，除非特殊场合下。）

报警灯控制
     ON（LED打开）

当跳线处于高灵敏模式时，探测器处

于高灵敏度，基本上检测到两个入侵

脉冲就可以报警高灵敏度

  LED 灵敏度

当跳线处于低灵敏度模式时，探测器处

于低灵敏度，要检测到三个以上的入侵

脉冲才可以报警低灵敏度

  LED 灵敏度

如果把产品安装在照射不到太阳光的地

方或者阳光供应不足的位置时，可以外

接直流电源作为探测器电力辅助。按照

图示，用外部12V直流电源供应器给探

测器供电并且充电。把电源线从探测器

底部穿入接线后在进线口打上玻璃胶，

做好防水、防虫措施。然后连接到线路

板相应的端子上。（注意极性）。

请注意：请一定根据下面指示进行穿线，

请一定不要在探头顶部开孔穿线，否则

会破坏产品防水结构并引起误报及探头

失效。利用外部直流电源供应器对探测

器进行供电时，电压必须控制在9-16V

之间，过高或过低的电压将会损坏探测

器或者不能启动，切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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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有时即使是最先进的探测器也可能被破坏，或可能发出错误警报，那可能是由于

直流电源故障/连接不当，恶意屏蔽镜头，捣坏光学系统，当环境温度接近人体时

或某个组成零件意外，灵敏度会下降，等原因造成的故障，因此建议每个月检查探

测器和整个报警系统，以确保他们正常工作。 报警系统不应该被视为保险的替代

品。即使由一个报警系统保护着，家庭及业主或租房者应该十分谨慎，并继续投生

命及财产商业保险。

合上产品前盖用遥控器布防后，在探测器面前做检查

PIR性能的横向运动，LED闪亮和有语音提示发出就表

示报警。通过步行测试，可避免PIR的死角检测。 PIR在

横向于探测器运动时能获得最灵敏的探测！(在探测区域，

反复进行步行测试，以更准确的调整探测器的探测区域)。

步行测试

警示语音

如果产品外壳被强行打开或者被破坏者从安装墙壁上拆下、

撞击等破坏方式，产品会发出“呜-呜”的警笛声和闪光灯

闪动（没有被关闭的情况下），用于提示和警告。

可选择的语音总共有如下16段,同时,公司还可以为有特殊语音需求的客户进行语音

定制(起订量500套)

1.进入林区,禁止吸烟                        

2.进入油站,严禁烟火        7.高空危险,禁止靠近       12.果树已喷药,禁止采摘        

3.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8.内有恶犬,禁止靠近      13.呜呜呜,呜呜呜(警笛声)      

4.仓库重地,禁止吸烟         9.私人住所,非请勿进       14.请勿践踏草地    

5.高压危险,禁止靠近    10.军事重地,禁止进入   15.此处严禁倒垃圾  

                                                          16.欢迎光临

6.水深危险,注意安全 11.进入工地,注意安全

请知悉：套装内的声光报警系统在出厂时已经完成了对码，接通电源后，可直接对其进行操作。

可供选择的版本和型号

型号                语音            遥控器布撤防     其他无线探头联动   联动报警主机

SVG-40    单语音（定制）

SVG-40Plus  16种语音可选

SVG-40S    单语音（定制）

SVG-40Plus-R 16种语音可选

SVG-40SR    单语音（定制） √

× × ×
×
×

√ √
√
√
√

√ √
√
√

本系统报警器,可以用无线发射的方式把报警信号传输到其他报警主机上(或无线

警号)以供联网报警使用。产品报警协议有PT2262格式和EV1527格式，报警频率有

315MHz和433MHz可选。

二、跟报警主机联动（可选）

联动

该系统是个极为智能又灵活的系统，既可以作为独立的设备使用，也可以联动其它

无线设备同时使用。它可以最多同时联动4个无线设备，包括无线红外，无线门磁，

无线烟感和气感，紧急按钮等，极大程度上满足了广大用户的需求！

为方便客户区分是室内还是室外报警，系统联动无线探测器时，可以区分室内探测器

和室外探测器，如果是室内探测器报警，系统会发出呜呜呜的声音，如果是系统主机

报警或联动的室外探测器报警，系统则会发出客户自己选择的声音！

一、跟外部探测器联动

数据脚设置
可以通过数据脚"DATA SET",获得合适的

编码数据，以供主机识别：D1 \ D 2 \ D 3 \ D 4

震荡电阻设置
符合其他的报警主机参数可以达到通过

调节编码芯片的振荡电阻来实现。请参

阅如右图所示，我们有3种模式：4.7M、

3.3M、1.5M (PT2262格式下)

震荡电阻设置

数据脚设置

L

H

3.3M

4.7M

1.5M

D1 D2 D3 D4

H=高电平
L=低电平

遥控器和无线设备对码

套装内的声光报警系统在出厂时已经完成了对码，接通电源后，可直接进行布撤防操作。

遥控器对码
如需增加遥控器，在报警器开机并且在撤防状态下连按6下SELECT键，报警器的红

色指示灯点亮，按下遥控器的布（或撤）防键，报警红色指示灯收到信号后熄灭并发

出“对码成功!”的语音，表示该遥控器已储存到报警系统，系统自动退出对码状态，对

码成功。

无线探头对码
如需增加无线探头，在报警器开机并且在撤防状态下连按3下SELECT键，报警器的红

色指示灯点亮，触发无线探头，报警红色指示灯收到信号后熄灭并发出“对码成功!”

的语音，表示该无线探头已储存到报警系统，系统自动退出对码状态，对码成功！

注意：

1.探测器进入对码模式后，会保持10秒的扫描时间，超过10秒后，灯自动熄灭，退出对码模式！

2.报警系统最多可以对8个无线设备：4个遥控器+4个无线探头/门磁/烟感等！如果内部已经写

入了8个遥控器和探测器，就无法再添加新的无线设备。此时，如果进入写码模式，又有合适

的对码信号输入时，红色LED会闪动两次，并提示“对码已满，请删除!”（如需更改探测器请

参照以上无线设备删除和对码。）。

无线设备删除
如需清除对码，请长按SELECT键6秒，以上报警器发出“删除成功!”的语音后，则

系统内所有编码已经清除，松开设置键即退出清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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