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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参考指导 
 

功能 按下… 备注 

布防 
   

如果“一键布防”功能取消，在布防时需要输

入用户密码。 
缺省主密码： 1234. 

立即布防  
按下此键直至“立即布防 
吗？”出现再按下  

立即布防操作将在部分和周边布防后取消进入

延时，安装员可以开启这个功能。 

撤防 [用户密码] 在发生报警时输入用户密码同时将停止警铃鸣

叫。  

紧急报警 
 +      

紧急火警 +   

医疗求助 +   

同时按下这些按键并保持直至激发产生报警 

 

菜单模式 然后 输入[用户密码] 

使用菜单导航键 ( / )直至需要的菜单出现，

然后按下确认键  3. 也可以选择，使用

输入快捷代码（如 21 为旁路防区）.  

检查故障原因 
使用此键翻阅系统故

障列表 
按下  将停止系统的任何故障提示声。 

打开智能家电开

关  然后  [智能家电序号]

关闭智能家电开

关  然后  [智能家电序号]

输入两位智能家电序号  
(如： 03).  

服务电话 按住此按键直到“服

务电话拨号中”显

示。 

这个服务号码由安装人员编程输入  

整体提示音 
然后   

使用菜单导航键 ( / )选择是否打开按下确认

键。. 

录制语音信息 
然后   

放语音信息 
然后   

在录制过程中，主机显示“信息等待”

（ “Message Waiting” ），结束时信息将被自动回

放 

语音信息中心对于 infinite _prime 主机为一个可选

功能， 

或 或 

电话控制命令 
功能 按…  功能 按… 

双向语音   取消警号鸣叫  

全部布防   延长通话  

撤防   断开通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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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介绍及概述 
此用户手册将为您介绍所有关于 infinite-prime 主机安防系统所有需要了解的内容，同

时对于所有的用户功能提供逐步的介绍. 同时这些说明也可以从安装人员的介绍得知，为

了更好的了解和使用此系统，我们强烈推荐认真阅读此手册。请使用完后保存此手册。 
infinite prime 系统为了适应各种范围使用提供相当多的功能。此手册涵盖这些功能的

所有介绍，但是仍有一些对于你使用的系统不相关的内容，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者想了解
更多的功能请直接咨询安装人员或者安装公司技术人员。 

1.1:安防系统组成部分  

Infinite 无线安防系统是由系统管理主机、各种无线探测器及其他周边模块组成。以下内容

介绍各种组件的功能。 

系统管理主机： 
系统管理主机是系统的大脑，它可以与系统其他任何周

边模块进行通讯，比如：当无线探测器探测到人员移动

后，发射报警信号到控制主机，控制主机接到信号，立

即在液晶显示屏显示报警内容，且启动警号，同时还启

动通讯模块,把报警信号通过通讯媒介远距离传输到报警

中心及用户本人。 

 

探测器： 
探测器可以感应到意外情况的发生，比如门磁开关可以探测到从门或

窗户的非法闯入，红外探测器可以探测人体的移动，烟感探测器可以

感应火灾发生等。 
探测器感应到意外情况发生后，把报警信息传输到控制主机，由报警

主机自动处理警情。 
 

 

无线键按钮： 
无线按钮是可以随身携带的，用于操作系统管理主机的无线发射器，

不同的无线按钮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比如可以对系统管理主机布防

或撤防，发送紧急报警信号，对家用电器进行控制。 

 

键盘： 
键盘可以与系统管理主机直接通讯，可以对系统管理主机进行各种操

作，比如用户离开保护区时通过键盘进行布防，可以查看事件记录，

工程人员通过键盘对系统管理主机进行各种功能编程。 
 

 

警号： 
警号是用于当警情发生时，通过鸣叫通知主人，还可以吓跑非法闯入

者，系统管理主机已经集成了内部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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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统监控 

当系统发生警情时，系统管理主机立即发送信息到监控键盘的液晶显示屏上，同时启

动通讯器把警情内容发送到报警服务中心，这使报警服务中心可以及时地采取相应的措

施。报警信号可以通过有线电话网发送到有线电话接警中心，或通过 GSM 无线网发送到

接警中心，系统工作示意图如下： 

 

探测器探测到.               主机发出警报.          
警情发生，监控报警中心得知

    
切记没有哪个安防系统可以预防紧急情况的发生。此系统仅能够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提示
您，它不能代替必要的安全设施以及人生和财产保险。 

1.3: 家居自动控制 

系统管理主机如果连接电器控制模块（备选模块），可以利用键盘或无线四键按钮控

制 16 种家用电器或灯光，还可以编程定时控制动作时间，自动定时开关电器，也可以根

据系统状态来自动开关电器。 

1.4:自身监控 

系统除了可以向报警中心传输报警报告之外，此系统也可以在事件发生时发送信息给您和

他人。这个信息是以电话语音信息方式发送给您，如果您的系统支持 GSM 通讯，您可以

收到系统状态的短信息报告，如果在发生警情时，无论您在世界何处均可以被及时地提

示。  

短信息控制 
使用手机，您可以使用智能家居的功能发送短信息命令给需要控制的设备，当主机接收到

控制命令时给于接收确认信息。 

1.5:电话控制 

infinite prime 主机提供通过电话机的电话控制的功能，此控制功能可以提供遥控布防/撤
防，警号取消，通过内置麦克和扬声器实现双向对讲监听。  
双向对讲监听功能可以使您在报警发生时直接连通您家，以及在您外出时简单地检查系统
状态。. 

1.6: 语音信息提示 
语音信息提示是一项可选的功能选项，如果在编程中开启后，主机将会发出简短的信息语

音提示系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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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用户使用界面  
有几种方法可以操作系统，除了面板的键盘，系统还可以通过外置键盘和遥控器来操作。  
此章将主要对你操作系统的每个设备进行介绍，重要的是在您阅读此章节之前务必熟悉您

所有的设备，此章节将详细介绍如何系统操作。 

2.1: 前面板键盘 

前面板键盘是用户的主要界面，通过它您可以操作主机的所有功能。 

 

系统 
状态 
灯

LCD 
显示屏 

布防键 

菜单  
导航键 

字母 
数字 
键盘

智能家居 
控制键 

布防键 
三个布防按键可选择: 全部（Full）, 分区（Part） 周边（Perimeter）布防。你可以按

下三个键中任意一个键对系统布防， “一键布防”为可选择功能（缺省此功能为开启状

态），可以由安装员编程开启。如果此功能关闭，除了按下布防键外仍需要输入用户密码

验证操作的合法性。. 

系统状态提示 
布防状态亮，撤防状态灭，报警后闪烁 

系统状态提示提供重要的系统信

息，如：布防，撤防，报警，电

源故障。 
电源连接时亮，电源断开灭，如果闪烁代表主
电源（交流）故障或者备用电源故障，或者探
测器或者遥控设备电池电压低. 

系统故障提示 
如果主机探测出有系统故障发生，主机将在液晶屏显示“系统故障”，确认具体故障原

因，使用导航键  翻屏显示故障列表，如果主机编程设置故障时主机发出提示音，在翻

屏查看故障列表时消声，如果故障条件恢复正常时，故障信息也从故障列表中消失。  

服务电话按钮  

 
服务电话按钮能够方便提供您与报警中心连通以及及时的与操作员通

话。 
按下服务电话按钮并保持几秒激发拨叫服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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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 开关键（On/Off ） 
按下智能家居开关键，然后输入（01-16）智能电器序号，此时可以控

制家内相应的家电和灯。 
  

同时按下这两个按键瞬间激发 SOS 紧急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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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LCD 液晶键盘 

除了主机前面板的键盘之外，系统还可以连接一个或多个 LCD 液晶键盘，LCD 液晶键盘

的按键排布与前面板健盘非常相似，绝大部分的功能相同。 

 

2.3:遥控器 

Infinite 主机支持两种类型的遥控器（EL-2611 和 EL-2614），遥控器各按键功能如下

图： 

     

开 关 

医疗紧急 

LCD 
显示屏 

菜单  
导航键 

系统 
状态灯  

2.4:无线键盘 

系统支持多达 4 个无线键盘。你能使用此键盘作为布防点，以及操作基本的智能家居控

制，同时也可以通过它激发紧急报警。  
 

周边布防 
或者电器控制 

分区布防  
或者电器控制

全部布防 撤防

菜单导航 
（取消/确认） 

数字字母键盘 

布防 
按键 



 

电器控制 
打开键  

电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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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键盘 
这个数字键盘允许您输入密码来布防和撤防。 

布防键 
三个布防按键可用：全部（Full）, 分区（Part） 周边（Perimeter）布防。你可以按下三

个键中任意一个键对系统布防， “一键布防”为可选择功能（缺省此功能为开启状态），

可以由安装员编程开启。如果此功能关闭，除了按下布防键外仍需要输入用户密码验证操

作的合法性。 
瞬间按下全部和周边布防按钮激发一个紧急报警。 

智能家居开关键 
按一下智能家居控制按键的其中一个，然后输入智能家电的序号此时

可以控制家内相应的家电和灯。 

取消按钮 
取消按钮可以清除错误按键。 
例如：当你输入密码过程中出错，输入了错误数字，在系统判断此代码不正确之前，系统

等待输入所有的四位数字，按下取消按键，此时键盘将取消前面输入的数字，使你可以从

新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 

电池状态灯 
每次按键时，电池的状态灯亮起，当电池需要更换时，红色低电压红灯将亮起。 

 
 

数字键盘 布防按键 

取消

电器控制 
关闭键 



第三章:布防和撤防 
布防被定义为激活系统，当系统处于布防状态时，主机将监控由探测器防护的防区，

一旦一个探测器探测到入侵，系统产生一个报警。 
但有些探测器是不论系统布防与否，都应处于 24 小时激活状态，比如：烟感探测

器、紧急按钮等。 
 

3.1: 布防系统 

系统管理主机有三种布防方式，即全部布防，分区布防，周边布防。这些模式使你可

以在不同的环境下布防你的系统。 
  

 

全部布防 
全部布防激活整个系统，这种布防方式用于你打算要离开家时使用，

离开条件为家中无人。 

 

分区布防 
这个允许你对整个屋的部分空间布防，而此时在不同部分区域有人

呆。 

 

周边布防 
周边布防使你能够激活周边防区（窗户和门），而您可以在保护的区

域内自由活动。 

在布防系统之前，检查所有的门和窗是否安全闭合到位，以便于使系统处于准备布防状

态。。. 
当你使用键盘对系统布防，如果“一键布防”布防选项在编程中处于关闭状态，你必须输
入用户密码。  

使用前面板或者无线键盘布防  

使用前面板或者无线键盘去布防: 
• 按下三个布防按钮的其中一个，此时退出延时开始倒计数，在退出延时结束后，

系统处于布防状态。 

使用 LCD 键盘布防  
 

使用 LCD 键盘对系统全部布防： 
• 按下全部布防按钮（FULL） 退出延时开始倒计数，退出延时结束后，系统处于

布防状态。 

使用 LCD 键盘对系统“分区布防”和“周边布防”： 
1. 按下键盘得分区布防按钮（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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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菜单导航键 ( / ) 选择需要的布防方式（可选择 PART 和 Perimeter，分区

和周边布防）. 
3. 按下确认键（对号键），退出延时开始倒计数，在延时结束后，系统处于布防状

态。 



使用遥控按钮布防  

使用遥控按钮布防系统： 
• 按下遥控按钮的相关键(见 2.3: 遥控器); 退出延时开始倒计数，在延时结束后，

系统处于布防状态。 

强制布防 
强制布防使系统能够在系统没有准备好时布防系统，例如装有门磁开关的门处于打开状

态，此防区处于开路状态，你可以使用强制布防方式布防系统，但一定要在退出延时期间

内将门关好，使所有防区闭合。如果在退出延时结束后仍有防区开路，则开路防区立即激

活报警。 

.
强制布防功能只有在编程中开启才可使用，强制布防也可以对于某些特定的防区开放或者
对于整个系统开放 

立即布防 
立即布防此功能允许你在分区和周边布防后取消进入延时，为了获得此功能，安装员必须

在编程中开启。   

立即布防系统. 
1. 检查系统是否已准备好布防.  
2. 在键盘上按下分区和周边布防按，如果一键布防功能关闭需输入用户密码才可布

防。. 
3. 在键盘上按下 并保持直至“” Instant Arming, OK? 出现 
4. Press 确认键 3; 目前布防阶段的延时将取消。  

监控布防 
监控布防功能是在布防操作之前监控入侵探测器的是否正常工作而设置的可选功

能。 
如果监控布防的功能在编程中开启后，如果在规定的监控时间内，主机没有收到此

探测器的信号的话，在此种情况下，包含此探测器的所有布防方法都无法操作。 
在此种情况下，按下向下的导航键，检查是由哪个探测器引起 “系统未准备好”

（system not ready） 
为了能够达到布防条件，激活此探测器，如果激活此探测器无法奏效，说明可能探

测器出了问题，在此探测器维修好之前，可以通过旁路此防区来达到布防条件。----见
7.2 防区旁路/恢复旁路。. 

3.2:撤防系统 

当你输入延时防区，进入延时开始倒计数，你必须在进

入延时内对系统撤防，防止系统产生警报。 

使用键盘对系统撤防: 
• 输入你的用户密码. 

使用遥控器对系统撤防: 
• 按下撤防按钮，见 2.3: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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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布防状态显示 

撤防 
11：22：02 

系统布防状态仅在前面板的液晶屏显示，下表为各

种布防状态在液晶屏上的显示。 

 

显示… 意思… 
已撤防    （DISARMED） 系统目前处于撤防状态. 
已 全 部 布 防    （ FULL 
ARMED） 
已分区布防（PART ARMED）

已 周 边 布 防

（PERIMETER ARMED） 

系统已处于显示的布防状态 

全 部 布 防 进 行 中

（FULL ARMING） 
分 区 布 防 进 行 中

（PART ARMING） 
周 边 布 防 进 行 中

（PERIMETER ARMING） 

系统正在执行布防操作（显示退出延时倒计数）； 

快 速 分 区 布 防

（PART ARMED INST） 
快 速 周 边 布 防

（PERIM ARMED INST） 

用户使用快速布防的方式激活布防操作，系统已处于显示的布

防状态； 

快 速 周 边 布 防 进 行 中

（PART ARMING INST） 
快 速 周 边 布 防 进 行 中

（PERI ARMING INST） 

用户使用快速布防的方式激活布防操作，系统正执行布防操

作； 

 
系统编程可以设定液晶屏总显示布防状态，也可以在布防/撤防后仅在前两分钟显示布防状
态  

3.4: 布防提示音 Arming Tones 

全布布防进行中 
7 秒 

当系统布防或者撤防操作，在进入/退出延时期间，

主机会发出相应的提示音。声音的鸣叫方式可以通

过相应的选项设定而获得。 
布防声音可以由内部警号或者无线外置警号发出。 

3.5:通过手机短信息遥控布防/撤防 

你可以通过手机发送短信息命令给主机无线 GSM 通讯模块，来执行系统布防/撤防。 
每个短信息命令应该包含如下内容元素： 
输入短信息命令，格式如下：: 

（1） 短信息名称 ( 多 43 个英文字符) 
（2） # (名称与命令之间的分割符) 
（3） 用户密码 (4 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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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命令 (120=撤防, 121=全部布防, 122=分区布防, 123=周边布防, 124=全部布

防 +周边布防, 125=部分布防 +周边布防，200 = 主机布防状态) 

【由于主机短信息回复文本为英文，部分英文对照见说明书附录】 

下面为使用短信息命令遥控撤防命令举例： 

短信息名称 用户主密码 命令 

D i s a r m # 1 2 3 4 1 2 0
 

短信息名称是可选项，可长可短，但是短信息命令必须使用“#”作为可接受命令的起始字
符  

 

布防状态回复 
当主机接收到查询布防状态请求命令的信息，系统将返回一个状态信息给发送者，这

个状态信息包含：系统状态，用户名称，或者用于布防/撤防设备名称。 

下面例子为一条回复信息，表示系统目前已全部布防，是由一个叫 Mark 的用户操作的。  

F U L L  A R M E D - M A R K

3.6: 使用电话机远程遥控布防/撤防 
使用电话控制性能特征，你可以通过电话进行全部布防和撤防，要得到更多有关电话控制

的信息，请参阅第六章：电话控制。 



第四章：紧急报警 
在发生紧急报警时，使你能够发送一个信息到监控服务中心，有多种类型的紧急报警类

型，同时也有几种方式实现触发紧急报警。. 

4.1: 键盘报警 

从前面板触发 SOS 紧急报警： 
• 同时按下两个智能家居按键。 

使用外置的液晶 LCD 键盘激活 SOS 紧急

报警： 
• 同时按下确认键“√”和“х”

键。 

通过前面板键盘和 LCD 键盘激活火灾紧

急报警：  
• 同时按下“1”和“3”并保持。 

通过前面板键盘和 LCD 键盘激活医疗求

助紧急报警：  
• 同时按下“1”和“3”并保持。 

4.2:遥控器紧急报警 

 
通过 EL-2614 四键按钮触发紧急报

警如右图：  
• 同时按下按钮的下面两个键. 
    

医疗紧急求助 
我们可以使用单键的医疗求救按钮（EL-2611）激活医

疗求救，此时主机会发一条信息到接警中心报道医疗求

助。 

此按钮为防水设计，可挂在病人的脖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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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无线键盘紧急报警 

通过无线键盘 EL-2620 激活紧急报警：  
• 同时按下全部布防按钮和周边布防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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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家居自动控制 

家居自动控制是一个可选功能，选用这个功能需要添加一个扩展模块，家居自动控制功能

可以控制 16 路的家电包括家中的灯和电器，这部分我们探讨作为智能家居的灯和电器应

用（每个智能电器单元简称为 HA 单元）。 
HA 单元可以由键盘，遥控器，以及编程参数设定系统状态变化激活控制，例如：一个 HA 
可以编程设定为系统布防后激活打开或者由一个特定的防区触发而激活，此外 还有随机控

制特性，在系统布防后，随机的开关室内的灯，使入侵者误认为主人在家的活动。 
定时控制表，使你能够对每个 HA 单元定时开关，这个特征可以在主菜单中找到，具体菜

单操作方法参阅第七章：高级系统操作。  

5.1: 键盘控制 

键盘上的两个开灯键和关灯键可以发送开关命令给 HA 单元，一个 HA 单元如何相应开的

命令由安装人员编程设定。  
HA 单元可以编程为收到打开命令后，在收到关命令之前，HA 一直处于开的状态；也可以

定义为收到打开命令时 HA 自动开一段时间，打开时间长短可以编程设定。 

使用键盘打开 HA 单元： 
1. 按一下开灯按键； 
2. 输入两位 HA 的序号 (01-16); 此时所选择的 HA 开关打开。 

使用键盘关闭 HA 单元： 
1. 按一下关灯按键； 
2. 输入两位 HA 的序号 (01-16); 此时所选择的 HA 开关关闭。 

5.2: 遥控器控制 

你可以使用 4 键按钮（2614）分别控制两个独立的 HA 单元，这个功能必须由安装人员编

程设定，更多信息参阅 2.3：遥控器。. 

5.3: 短信息控制 

如果你的系统支持无线 GSM 通讯，你可以通过使用手机短信息命令来远程控制 HA 单

元。短信息命令格式模板如下：  

每个短信息命令包含如下内容： 

① 短信息名称 ( 多 43 个英文字符) 

② # (名称与命令之间的分割符) 

③  用户密码 (4 位数) 

④  开/关命令 ( 0= 关闭  ， 1=  打开) 

⑤  输入 HA 单元序号（01-16） 

【由于主机短信息回复文本为英文，部分英文对照见说明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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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例子为：打开一个由 HA 08 控制的水壶的短信息命令格式： 

短信息名称① ② 用户密码③ 打
开
④

单元号
⑤ 

B o i l e r  O n # 1 2 3 4 1 0 8
 

短信息名称是可选项，可长可短，但是短信息命令必须使用“#”作为可接受命令的起始字
符  

短信息确认信息格式 
当系统执行完一个短信息命令，如果安装员定义需要回复，一个确认信息将回发到你的手机

上，回复信息包含：HA 单元名称，以及所发送的命令；下面的例子为主机收到前部分举例

的短信息命令后的回复信息。 

B o i l e r - O N

5.4:定时控制表 

每个 HA 电器可以编程定时开/定时关的时间时刻，使电器自动定时控制。另外可以定义在

一周内执行操作日期。 

 

1、定时开/关时间设置 

 

编程电器开时间： 

  （1）从主菜单上选择 HA 定时表（菜单 8） 

  （2）选择需要控制的 HA 电器序号 

  （3）在子菜单上选择 打开时间 [子菜单 1] 

  （4）输入时间（HH：MM） 

  （5）设置完时间后按√键执行 

编程电器关时间： 

  （1）从主菜单上选择 HA 定时表（菜单 8） 

  （2）选择需要控制的 HA 电器序号 

  （3）在子菜单上选择 关闭时间 [子菜单 2] 

  （4）输入时间（HH：MM） 

  （5）设置完时间后按√键执行 

 

2、每周定时开/关设置 

  （1）从主菜单上选择 HA 定时表（菜单 8） 

  （2）选择需要控制的 HA 电器序号 

  （3）在子菜单上选择 定时表 (子菜单 3) 

  （4）用 1-7 键选择或取消星期 

     按… 选择/取消… 按… 选择/取消… 

1（周日） Sunday 5（周四） Thursday 

2（周一） Monday 6（周五） Friday 

3（周二） Tuesday 7（周六） Saturday 

4（周三） 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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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置完时间后按√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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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电话控制 
Infinite prime 主机提供了通过电话机进入的一些电话控制特征功能，这些功能包含：双向

语音对讲监听，遥控布防/撤防，以及取消警号鸣叫。 

双向对讲监听 
你可以使用双向语音对讲监听功能，在报警后检查家里情况，或者成为一种与家人联系的

通讯方式。例如：你可以打电话给不方便接听电话的家中老人，使用双向语音对讲监听功

能，控制主机会自动摘机，同时通过主机面板的内置监听麦克和扬声器实现通讯。 

6.1: 拨号给自己家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拨号给家里，与家人联系，操作你的主机系统，以及在您不在家时检查

家里是否安全，这个特征功能既可以通过普通电话通讯实现，也可以通过手机通讯实现。 

使用电话机拨叫家里固定电话 
当您家安防系统与其它通讯设备，如：电话机，自动应答机，以及传真机等，共享一条电

话线时，对于报警主机判断为何种电话，如何应答相关电话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达到如上

所述性能，infinite prime 主机使用了双拨号方法来解决。  

打电话给报警主机使用双拨号方法： 
1. 拨叫报警主机电话号码 
2. 震铃两三次后挂机 
3. 等待 5 秒钟后再次拨报警主机电话号码，震铃两次后报警主机立刻摘机并发出两

声音频提示音。 

打电话给无线 GSM 通讯模块 
 

如果您的系统支持GSM通讯，GSM无线通讯模块拥有其独立的电话号码，所以不需要两

次拨号。用户和报警中心可一次直接拨入监听对讲。 

拨号流程 Call Procedure 
为了防止非授权用户企图拨号到您的控制主机，您必须在拨号到您家主机时使用一个用户

密码-----见 7.3：用户密码，密码 29。 

拨号到自己家： 
 

1. 拨号到家中控制主机电话，或者使用双拨号或者使用直接拨叫（参阅上面所

述），当主机摘机后，将有两声短音响起； 
2. 在 15 秒内，使用拨号的电话机输入电话控制密码 (密码 29)  

在听到两声短声前不要输入用户密码，在两声短音前的任何数字输入主机都将忽略不计。 

3. 一声短音响起，提示系统已经准备好开始接收电话机命令。 

下面为可用命令： 

• 按一下 “2” 实现双向对讲监听（TWA） 



o 如果 TWA 模式为“单工”（单工为在一时刻为单向通讯，见：

6.5：单工模式）， 语音信道为监听模式（麦克处于激活状态/ 扬
声器静音），切换到喊话模式时，在电话机上按一下“1”，如果

想切换回监听模式，在电话机上按“0”。. 
• 按一下 “3” 对系统执行全部布防； 
• 按一下 “6” 对系统执行撤防； 
• 按一下 “9”  取消警笛； 

命令 “3” (全部布防), “6” (撤防) 以及 “9” (取消警笛) 可以在双向对讲监听整个过程任何时刻

均可操作。.   

4. 双向对讲监听时间是在编程菜单里设置，当离对讲监听时间结束还有 10 秒钟

时，报警主机发出两声短促音频提示音，提醒用户时间快要结束。如需延长时

间，则按下“7”键，这个命令使时间重置。  
5. 监听对讲时间结束前如果想挂机，则在电话机上按“*”键，接着按“#”键 

取消警笛鸣叫 
在双向对讲监听期间，报警主机警号自动停止鸣叫，当结束对讲监听后，警号又恢复鸣叫

（如果警号鸣叫时间没有结束）。如果对讲监听结束后，企图取消警号再次激活鸣叫，则

在电话机上按“9”键。. 

6.2: 服务电话 

服务呼叫功能是方便用户可以直接与监控中心建立语音通讯。（使用此功能 

首先安装员应该在通讯编程菜单里输入服务呼叫电话号码。） 

建立一个服务电话： 
• 激活服务呼叫的方法是在报警主机上按下服务呼叫按键几秒钟。 

如果主机使用单工模式，此电话将以监听模式接通—见 6.5：单工模式. 

6.3: 报警后监听对讲 

在发生盗警，火警，紧急医疗求救报警时，报警主机能够首先报道事件，完后抓住电话线

不挂机，此时允许监控服务来校验报警或者在紧急报警时提供帮助。 

6.4: 双向对讲监听 Follow-Me 方式 

在一个报警发生时，主机会拨叫您的电话，以便于您可以核实家人和家是否安全。 

当报警主机拨号给您，当您接起电话时听到两声音频提示音，按电话机上任何一键，接听

此电话。 

如果按一下 “9”接听电话， 在您接听电话时，控制主机同时取消警笛。 

如果使用单工模式，电话连接处于监听模式----见单工模式。 

6.5: 单工模式 

您的系统很可能在双向对讲监听功能方面编程设定为单工模式，所谓单工模式是当一方喊

话方式时另一方为接听方式，类似于“对讲机”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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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单工模式，电话连接处于监听模式，在监听模式下，控制主机的麦克打开工作，

我们可以听到现场声音，如果想切换到喊话模式，在电话机上按下 “1” 。  
如果在喊话模式下，麦克将被关闭，扬声器被开启，此时我们可以喊话给电话另一端，如

果您想切换回监听模式，在电话机上按下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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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高级系统操作 
除了在前面章节介绍的基本功能之外，您可以通过菜单进入操作一些辅助功能，此章介绍

这些功能以及菜单导航操作。 

菜单导航 
使用主机前面板的 LCD 键盘，您可以使用导航键( / )引导，通过按下“√”“х”按键

做简单的是/否判断。 
可用的菜单选项内容依赖于您使用的进入密码，一些菜单项只有主密码进入才可以操作，

还有一些特定的菜单项，如编程功能，不是为用户准备的，而只有安装员才可以进入。 
下面举例介绍查看事件记录的流程（只有使用主密码才可以进入）.  

1. 按一下“√”进入菜单模式； 
2. 输入主密码，此时主菜单项第一项菜单将显示“1. 停止通讯”； 
3. 反复按下  直到“6. 事件记录”出现； 
4. 按一下“√”进入事件记录菜单，此时“1. 查看记录”菜单将显示； 
5. 按一下“√”选择显示事件内容。 

如果你不想选择显示项按一下“х”，按下“х”将使你的操作退到上一层菜单。  

菜单模式在 后一次敲击键 2 分钟之后，菜单模式自动终结推出。 

整个这个章节，我们力图涵盖系统的所有功能，这些功能正如菜单显示的内容使用相同的

结构和命令方式，上面的流程包含详细的菜单导航介绍，然而在接下来的章节内容为了简

化程序，我们在下面使用简化介绍。 

简化使用词汇… 代表意义… 
从旁路菜单，选择取消所有

旁路…. 
按下“√”键然后输入用户密码，进入主菜单，使用箭头键翻屏

到“旁路防区”菜单项，按下“√”键，导航翻屏到取消所有的

旁路，然后按下“√”键。 
选择… 使用箭头键翻屏到相应选项，然后按下“√”键；.  
[61] 这是从主菜单模式下，进入特定菜单项的快捷方式，这个例子

中，这是进入查看记录的快捷方式。这些快捷方式将会在流程中

显示，作为菜单导航进入的辅助方式。  

7.1:停止通讯  
停止通讯功能使您免除在误触发报警情况下，主机向报警中心传输信息。 

操作停止通讯： 
• 从主菜单下，选择“停止通讯” [1]，此时所有即将要向报警中心传输的事件被

强制取消。 

7.2: 防区旁路/取消旁路 

当一个防区被旁路时，此防区的探测器将被系统忽略，此探测器即使正常触发不会触发系

统报警。 

操作旁路和取消旁路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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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旁路菜单下，选择旁路/取消旁路. [21]. 
2. 使用箭头键，翻屏到您需要旁路或取消旁路的防区； 
3. 按下“√”改变旁路状态； 
4. 按下“х”; 屏幕显示“是否保存改变”； 
5. 按下“√”确认改变的旁路状态。 

操作取消所有防区的旁路状态: 
1. 从旁路防区菜单下，选择取消所有防区旁路 [22]. 
2. 按下“√”所有防区取消旁路状态。 

所有的已旁路防区将在系统撤防后自动取消旁路状态，防火防区不能被旁路。 

7.3: 用户密码 

Infinite 支持多种用户密码，每个密码由 4 位数字组成，多数系统功能需要您输入有效的用

户密码才可设定。  
用户能执行什么样的操作是由用户密码的授权级别有关，密码的授权级别是预先定义的。 
 
Code 1: 主密码 
主密码拥有 高权限，在以主密码进入的情况下，你可以编辑修改其他所有用户密码。此

外主密码被授权进入下列菜单项：事件记录（  Event Log） , 服务菜单（  Service 
menu），家居自动化时间安排表编程。 

缺省的主码为 1234.，安装完系统后立即修改此密码 
 
Codes 2-19: 受控制用户码 
使用此用户可布撤防，系统管理主机会送布防/撤防事件的信息到报警中心。 
 
Codes 20-25: 非受控用户码 
使用非受控用户码布防/撤防时，不会向中心传布防/撤防事件的信息，只有在发生报警后

用此密码撤防，此时系统管理主机才会送一个撤防信息到报警中心 
 
Codes 26-27: 受限用户密码 
一个用户密码只有一天的有效期，从编程授权完成后计时 24 小时后此用户密码自动失

效。 
 
Code 28:防劫持用户密码 
此紧急事件用户码是为用户被强制操作系统时使用的用户密码，此用户码授权通过所选的

操作，但同时系统管理主机将送一个紧急事件报警信息到报警中心。 
 
Code 29:电话控制密码 

电话控制密码是为了用户通过电话机的语音命令（DTMF）执行一系列远程操作而设

计的，使用此密码，可以通过电话对主机遥控布防/撤防，取消警笛，建立双向对讲监听通

讯操作。这个密码只能作为特殊功能进入密码，不能当作用于进入其他系统功能的密码使

用，例如：不能用此密码来对系统撤防。    
编辑一个用户密码 

1. 从主菜单中选择 “用户密码”[4]. 



2. 选择想要编辑的密码;  
3. 从密码编辑的下一层菜单中选择 “编辑密码”; 显示四位数密码，同时光标在第

一位上闪. 
4. 编辑这个密码. 
5. 按√，新的密码将存储在记忆体中。 

如果输入的新密码与现存的密码相同，系统管理主机将发出一个错误的提示声音，同时新
的密码也不会被接收 

 0000 不能作为有效的用户密码，这个值通常用于删除一个用户密码。 
 

删除用户密码 
1. 从主菜单中选择 “用户密码” [4].. 
2. 选择想要删除的密码 
3. 从密码菜单下一层菜单中选择 编辑密码; 显示四位数密码，同时光标在第一位上

闪 
4. 输入 0000. 
5. 按√，密码将被删除. 

主码不能被删除. 

 

用户密码名称 
使用数字字母键盘，用户密码可以定

义为一串不超过 16 位字母的名称，

输入用户的名字或者用户称谓来区分

是谁的密码。 

在名称编辑中，使用此键在当前字符前输入一
个空格 r.  

使用此键删除当前字符  

输入字符，反复按下一个按键直至相应的字符出现，例如：按下 6MNO 可以输入字符 M, N, 
O, 以及 6。 你可以使用“1”键和“0”键输入其它符号，输入一个字符结束后，光标自

动移到下一个字符位闪动。 

编辑用户密码名称： 
1. 从主菜单中选择 “用户密码” [4]. 

2. 选择想要编辑的密码； 

3. 从密码菜单下一层菜单中选择 密码名称;  

4. 用键盘输入用户名称. 

5. 按√，结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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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跟随电话（ Follow Me） 
跟随电话（Follow Me）功能用于提示用户有特殊的事件发生，这个提示可能是一条短信

息发给您的手机，此外控制主机在发生报警时拨号给您，以便您可以通过双向对讲监听核

实家人和家是否安全。 

 SMS Follow Me –短信息传输特性需要主机、GSM 模块支持，只有编程菜单打开此项功能
您可以进入 FOLLOW ME 菜单项。 

编辑一个跟随电话 Follow Me 号码： 
1. 从主菜单中，选择 Follow Me [5]. 
2. 输入一个 Follow me 通讯的电话号码，如果使用 SMS Follow Me（手机短信息格

式）特征, 此时必须输入一个可以接收短信息的手机号码。. 
3. 按下“√”结束编辑。  

7.5: 事件记录 
事件记录存储您的安防系统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当事件记录存满时，系统会自动删除 早

的记录，并被新的记录代替。 

查看事件记录： 
1. 从事件记录菜单中，选择查看记录 [61]; 近

的事件记录将显示； 
按下此键显示记录的时间
和日期，缺省在液晶屏的
第二行显示.  

 

2. 使用箭头键翻屏查看事件； 
3. 当查看完后，按下“х”键退出事件记录. 

每条事件记录显示如下信息：  

 发生的事件  – 发生事件的主要描述 

 

 防区名称– 事件发生对应的防区. 
 时间/日期印记 – 事件发生时的时间. 
 报告详情 – 一个单字符标示出事件是

否传输到报警中心，这个选项可能是： 
R：报道已发送  ,；F：  报告失败； 
N： 不报告。   

 缺省名称 – 这里指防区的序号 
 
 

上面的举例表示为：在 2003 年 11 月 14 厨房（zone 4）发生火警，事件成功地报告到报

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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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服务菜单 
服务菜单包含各样功能使您可以有效地测试系统，您可以通过主密码进入服务菜单。  

设置时间和日期 
设置时间: 

1. 从服务菜单中选择 “事件/日期”,  选择“设置时间”[711]. 
2. 输入现在时间 24 小时制 
3. 按√时间被修改. 

设置日期: 
1. 从服务菜单中选择“事件/日期”,  选择“设置日期”[712]. 
2. 输入现在的日期  ：天/月/年（ DD/MM/YY 格式）. 
3. 按√日期被修改 

 
时间和日期的格式由安装员编程定义，如果您需要设置为 12 小时制格式，使用  键触发 AM
和 PM. 

信息中心 
信息中心用于主机录制存储一条语音信息，方便其他用户之后回放，当一条信息录音结束

后，在回放之前屏幕显示“信息等待”（Message Waiting） 

回放信息录音记录: 
• 从服务菜单中，选择信息，选择放信息[7021]. 

录制一条信息： 
1. 从服务菜单中，选择信息，选择录制信息[7022]； 
2. 按下“√”开始录制信息；. 
3. 录制你的信息，这条信息可以录制 20 秒； 
4. 按下“√”停止录音，信息自动回放后屏幕显示“OK?”； 
5. 按下“√”保存你的录音。 

删除一条录音信息 
1. 从服务菜单中，选择信息，删除信息 [7023];  屏幕显示“OK?”； 
2. 按下“√”，录音信息被删除。 

录音和放音选项也能够通过不需要输入密码的快捷方式开启； 

从待机模式界面进入录音选项：按下  然后按下“х” 键；. 

从待机模式界面进入放音选项：按下 “ ”然后按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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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号测试 
测试外部无线警号： 

• 从服务菜单中，选择无线警号测试 [703]; 无线警号临时响起； 
测试内置警号： 

• 从服务菜单中，选择警号测试 [704]; 内置警号临时响起； 

接口设备测试 
接口设备测试使你能够检查：扬声器，LED 灯 LCD 液晶界面是否功能正常能够。 
测试系统接口设备: 

• 从服务菜单选择接口测试 [705]; 扬声器中发出一串连续的短音，所有 LED 灯闪

烁，所有连接的 LCD 键盘被测试。 

步行测试 
步行测试模式使您能够在不触发报警的情况下测试所有的已注册探测器。  

初始化步行测试模式： 
1. 从服务菜单中，选择步行测试 [706]; 已注册的探测器列表将不断滚屏显示； 
2. 触发每个探测器，如果系统成功地接收到来自探测器的信号，此探测器的信息将

从探测器列表信息中消失。 
3. 当所有探测器信息从列表中全部消失时，屏幕显示“步行测试结束”。 

发射器 
发射器菜单提供两个便利系统工具：发射器列表，发射器信号测试； 

发射器列表由所有已注册的发射器组成，显示 近状态报告.  

浏览发射器列表： 
1. 从服务菜单 中选择“发射器”，再选择“发射器列表”[7071]第一个发射器在列

表中显示 

 

2. 使用箭头键滚动浏览发射器列表. 
3. 结束浏览后，按×退出列表. 

 
 
 
发射器列表显示每个发射器信息如下： 

• ①   发射器的名称. 
• ②   近的接收器接收此发射器发出信号的强度（数字 1-9 显示，强度 5 以下表

明探测器安装位置不佳） 
• ③   一个简要的提示 近接收发射器的状态—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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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意义… 
OK 发射器功能正常 
TA 被拆  
BT 电池电压低 
OS 发射器不同相 
NA 发射器没有被激活 

通知您的安装公司  

通过按下 键显示发射器的缺省名称 



 

第二个便利系统工具，发射器测试使你能够准确分辨发射器，在发射器模式下，每

次发射器信息收到后，主机发出提示音，激活的发射器状态将在液晶屏上显示。 

执行发射器测试功能: 
1. 从服务菜单中，选择发射器，再选择发射器测试[ 7072]  
2. 激活（注册）一个发射器;发射器的序号和类型将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 

信号强度量化值将显示，同时由内部警号产生一系列语音声音提示信号

强度。  
Signal Strength    信号强度值 Number of Tones     语音提示声数量 
0~2 一声 
3~5 两声 
6~8 三声 
8~9 四声 

注意:在发射器测试（TX Test）中,当收到一个信号 ，语音提示也随着信号不同的强度提示

相应数量提示声 
 
    3. 当您测试结束后，按下“х”退出发射器测试模式。 
 

语音音量调节 
调整麦克和扬声器音量： 

1. 建立双向对讲监听联接； 
2. 从服务菜单，选择语音音量[708]；. 
3. 依照下表说明调节；. 

按下… 调节… 
1 增强麦克灵敏度 
4 降低麦克灵敏度 
3 提高扬声器音量 
6 降低扬声器音量 

4. 按下“√”，新设置将被保存； 

GSM 信号强度 
您可以使用系统的接收信号强度指示表（RSSI）测试 GSM 信号强度。  

查阅 GSM 信号强度读数： 
读数… 意义… 

8 到 9 接收信号良好 
5 到 7 接收信号可用 
低于 5 接收信号不可用 

• 从服务菜单中，选择 GSM 信号

强度 [709]; 网络信号强度将显

示。 

显示主机版本 
显示系统软件和硬件版本： 

• 从服务菜单，选择版本 [710]; 软件版本 (SW) 和硬件版本(HW) 将在液晶屏上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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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提示音 
 

每个探测器可以由安装员编程定义为触发时发出提示音，这个特征只有系统处于撤防时才

激活，例如：系统编程定义大门防区每次开门/关门均发出一声提示音（类似于门铃），整

体提示音选项，使您可以打开和关闭此功能。 
 

开启/关闭整体提示声： 

1.从服务菜单中，选择“整体提示音” [712]” 

2.选择开启（enable）或关闭（disable） 

3.当希望的设置显示后，按下“√”确认。 
 

整体提示声能够不通过输入密码快捷设置此功能：在待机模式下通过按下“ ”
然后按“ ”键进入“整体提示音”选项。  

 



附录 A: 菜单结构图  

2. 旁路防区 (Sensor bypass)

1. 停止通讯（Stop com）

1.开启  (on )

4.  用户密码

用户 XX （非）受控 密码 

X. 智能家居＃X (HA Units X )

2.取消所有旁路 (Unbypass All)

1.旁路/取消旁路 (Bypass/unbyp)

7.服务选项  (Service)

6.事件记录 (Event Log)

5.用户跟随号码 (Follow me)

4.用户密码  (codes)

3.智能家居（Home Automation）

2.关闭  (off )

1.修改密码 （edit code ）

2. 名称（description）

1.查看记录 (View Log )

2.清除记录 (clear Log )

1.设置时间/日期(Set time/date)

7.发射器 (Transmitters) 

6.步行测试 (Walk Test) 

5.接口测试（interface  Test）

4.警号测试 （siren Test）

3. 无线警号测试（WL.siren test）

8.智能家居定时表(HA Schedules) 

9.编程  ( programming )

智能家居＃X（HA Unit (1-16)）

10.主机版本号 （Version ）

9.GSM信号测试（GSM Signal） 

8.对讲音量调节（Audio volume ）

2. 关闭时间 （Off time） 

1.打开时间 （On time ）

3. 计划表      （Schedule ）

图例 :

需要安装员密码才可操作

需要主密码才可操作

1.设置时间 (Set time )

2.设置日期 (Set date）

1.发射器清单（TX List）

2.发射器测试 （TX Test）

11. 允许遥控编程（Enable Prog） 

11. 整体提示音（Global Chime） 

2. 语音信息  （messages）

2. 录制语音信息（record message）

1. 播放语音信息（play message）

3. 删除语音信息（delet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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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专业词汇 
 

24hr Zone 
24 小时防区 

 探测器无论在布防或者撤防状态下，总处于激活状态 

A 
Armed 
已布防 

 安防系统处于激活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一旦触发探测器，立即触发

一个警报。 

Arming Keys 
布防按键 

 主机前面板健盘含三个布防按键，通过它可以激活系统布防操作 

B 
Bypassed Zone 

旁路防区 
 此防区探测器将被系统忽略，当系统布防后，触发被旁路的防区不会

触发报警。 

C 
Cancel Key 

取消键 
 无线键盘的一个按键，用于用户输入密码延迟时间过长，或者输入了

错误命令，此时可以按下此键取消原来操作。. 

Chime 
提示音 

 此功能为，特定的探测器被触发时提供有声提示。 

Code  用户密码 
Controlled Code 

受控制密码 
 一种用户密码，当用此密码布防/撤防时，系统同时也会通知报警中

心。 

D 
Delay 
延时 

 指进入/退出延时，在这时间内允许用户布防/撤防，而不触发报警。  

Descriptor 
名称描述 

 客户给用户密码，防区，遥控器，键盘等设备起的标识名。  

Disarmed 
已撤防 

 系统关闭状态，在撤防期间，只有定义为 24 小防区的探测器，紧急按

钮，紧急医疗求助，防火，气体，水灾，环境等探测器，这些类型的

防区才可以触发报警。  
Duress Code 

挟持密码 
 一种用户密码，在用户被胁迫时，用户可以输入此密码撤防，使用此

密码撤防是主机同时会送一个无声报警信息给中心。示意用户被挟

持。  

E 
Entry Delay 
---进入延时 

 见延时解释 

Event Log 
—事件记录 

 在系统中记录发生的事件表 

Exit Delay 
退出延时 

 

 见延时解释 

F 
Follow Me  在系统发生事件时，用户可以从手机得到信息提示的一种主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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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d Arming 
强制布防 

 系统未准备好，如有防区开路，如入户门开路等，此时对系统布防，

如果退出延时结束后，防区仍未准备好（如开路），将引发系统报

警。  
   

Full Arming 
全部布防进行中 

 一种布防模式，当防区全部腾空时---既家中无人时，激活整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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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lobal Chime 

整体提示音 
 控制整个系统的提示音的一个功能选项  

H 
HA Units 

家居自动控制单元 
 智能家居单元，可以由智能家居功能控制的家中灯或者应用电器。  

Home Automation 
家居自控 

 可选功能，这个功能允许用户通过控制箱控制灯和应用电器。 

I 
Instant Arm 

立即布防 
 用于分区布防和周边布防期间取消退出延时的布防方法。 

K 
Keyfob---遥控器  手持无线发射器，用于遥控系统。 

L 
Limited Code 

受限制密码 
 一种用户密码，编程后开始， 24 小时后自动失效。 

M 
Master Code 

主密码 
 允许部分编程的唯一的用户密码，当然有些功能主密码同样无法进

入。 

Medical 
Emergency 

医疗紧急 

 一种报警类型，提示中心用户需要医疗救助。 

Message Center 
信息中心 

 一种可选功能，用于用户录制录音以及方便其他用户回放收听。 

N 
Non-Controlled 

Code 
非受控密码 

 一种用户密码，布/撤防时不会传输信息给中心，只有系统报警后撤防

才传输报告。 

O 
One-Key Arming 

一键布防 
 不需要用户密码可以对系统布防。 

P 
Panic Alarm 

紧急报警 
 用户激发一个紧急事件报警通知报警中心。 

Part Arming 
分区布防进行中 

 一种布防方式，正在进行分区布防，主要用于家内分区域布防。 

Perimeter Arming 
周边布防进行中 

 一种布防方式，正在进行周边布防，设计用于激活周边门或者窗的探

测器保护室内，主人可以在屋内自由活动。. 

R 
Ready 
准备好 

 所有的防区已关闭，系统可以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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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cheduling 
定时表 

 一个智能家居功能，可以根据预定义时间表自动执行开关操作 

SMS Command 
短信息命令 

 用于控制主机的一种特殊格式的短信息。 

SMS Confirmation 
短信息确认 

 一条短信息，用于反馈短信息命令是否可以被主机执行 

T 
Telecontrol 

电话控制 
 一个提供远程遥控功能，通过电话机（手机，座机）遥控布防/撤防，

取消警号，对讲监听等。 

Tones---语音  由主机的内置警号或者外置警号发出短声 
TWA  双向对讲监听的缩写 

U 
Unbypass  
取消旁路 

 对已旁路的防区恢复到原始状态 

W 
Walk Test 
步行测试 

 一种模式，对探测器测试但不触发报警 

Z 
Zone—防区  安防系统中一个被保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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