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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互联，服务落地
IoE，�Service�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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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1383-2017《�� 报警运营服务规范》

GA�38-2021《�� 银⾏安全防范要求》

GA�1551.3-2019《�� ⽯油⽯化系统治安反恐防范要求》

GB/T��29315-2012�《�� 中⼩学、幼⼉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GB/T��31458-2015《�� 医院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GA��1511-2018�《��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1468-2018�《�� 寄递企业安全防范要求》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学幼⼉园安全⻛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

GB��12663-2019《�� ⼊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控制指⽰设备》

GB��50394-2019《�� ⼊侵报警系统⼯程设计规范》��

GB��50348-2018《�� 安全防范⼯程技术标准》�

GB/T��28181-2016《��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

深圳市华际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创⽴于1993年，1996年进⼊安
防⾏业，历经近30年，服务的安防运营中⼼客⼾已超500家，是打造
合规运营中⼼、并肩协作其⻓远发展的专业服务型销售企业。

华际安全不仅⻓期致⼒于提供整体解决⽅案，还通过建⽴客⼾
体验中⼼、体验场景模式，加强内外培训等模式与安防运营服务中
⼼⼀同成⻓，为新⼀代的运营服务商注⼊新能量，深耕⾏业细分领
域，共同探寻未来发展。

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在北京、上海、⼴州，武汉，杭州，成都，新
疆等地区设有分公司及办事处。

中国报警服务业联盟理事单位

中国报警服务业⼗佳供应商

第⼀届⼴东省保安协会会员单位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关于华际 About�HUAJI
⾏业背景 Industry�Background

中国安防业⼗四五发展规划（2021-2025）

近年来国家颁布的相关标准规范：

平安建设 智慧社区 智慧应急 智慧环保 智慧⾦融 智慧医疗 智慧校园 智慧物流 平安乡村 数字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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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云物联安防运营服务

前端⽤⼾

BS分中⼼①

BS分中⼼②

BS分中⼼ N

⾦融

警云综合管理

⼤数据应⽤

（多种组合、⾃由搭配）

⽹络报警接收机 接警处警

校园

医院

商铺

更多

多功能报警 ⼀键报警 全警视频

⼀键报警对讲 全警视频

⼀键报警对讲 LoRa⽆线视频报警

多功能⽹关 全警视频⼀键报警

声光

⽹络报警 ⽹关 驱逐

IoT
NB�⽆线
⻓距离
传输

其他物联产品

IP/4G/PSTN

中⼼私有云

中⼼私有云�N

NB电信云

丛⽂NB云

API

WEB�配置 APP�配置

中⼼私有云�2

其他⽹络

视频监控 红点复核 对讲监听

远程控制 电⼦地图 移动运营 数据服务

警云PC端 CS/BS接警 电⼦地图

110指挥中⼼ 综治信息 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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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多种业务场景

具备报警数据采集、视频监控联⽹、语⾳对讲喊话、远程控制输出等功能，满⾜各⾏业技防系统对安全信息的采集传输要求

满⾜国家标准及⾏业规范

灵活的部署⽅式

便捷的运⾏维护

平台建设满⾜GA1383、GB/T28181、GB/T36546、GA/T�669等标准要求

多种⽹络通讯，异地快速部署，C/S、B/S架构，⽀持独⽴模式、混合组⽹模式、集群等⽅式部署

统⼀指挥管理，通过策略配置，实现各⼦系统的联动与集中管理，⽀持与第三⽅平台进⾏对接

警云物联运营中⼼�N

警云物联运营中⼼�2

⾏业服务

⽆缝对接

雪亮⼯程

⾦融安防服务

校园安防服务

医院安防服务

商铺安防服务

更多...

危化安防服务

城市安全服务

警云物联运营中⼼



LoRa紧急按钮、⻔磁、红外等

⽆线

⾏业解决⽅案�⾦融 基于�GA38-2021⾏业解决⽅案�⾦融

银⾏营业场所安防

基于�GA38-2021

⾃助银⾏安防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声波/烟雾/警号

⽹络报警

多功能报警主机
外接多路防区，可扩展

外接输出与对讲

营业厅⼊侵与紧急报警要求：玻破、双鉴、⻔磁、烟感等

有线、⽆线���传输

多⾳警号

报警对讲

报警视频复核

报警视频⼀体机
外接多路⽹络视频

多路防区、对讲

有线、⽆线���传输

LoRa紧急按钮、⻔磁、红外等

⽆线

全警视频

银亭、ATM

监控、复核、对讲、监听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多功能报警主机�+�震动、位移等

全警视频
监控、复核、对讲、监听

报警对讲

有线、⽆线���传输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全警视频��外接�玻破、吸顶红外、⽔浸、烟感

全警视频（⾃带对讲、喊话）�
外接�位移、震动

多⾳警号

有线、⽆线���传输

有线、⽆线���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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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强探测



⾏业解决⽅案�⾦融 基于�GA38-2021⾏业解决⽅案�⾦融 基于�GA38-2021

银⾏业务库安防 设备间、数据中⼼安防

本地、异地守库室

多功能报警主机�+�⻔磁、红外、紧急按钮全警视频
监控、复核、对讲、监听

报警对讲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本地守库室

报警对讲

全警视频

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反控

异地守库室

报警对讲

全警视频

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反控

有线、⽆线���传输

有线、⽆线���传输

全警视频
监控、复核、对讲、监听

报警对讲

有线、⽆线���传输

银⾏联⽹监控中⼼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接处警中⼼

多功能报警主机�+�⻔磁、红外、紧急按钮

银⾏联⽹监控中⼼

有线、⽆线���传输

银⾏内⽹

银⾏内⽹

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反控

银⾏内⽹

全警视频报警对讲

有线、⽆线���传输

接处警中⼼

可管理多个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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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络视频

校⻔⼝

外接警号

⼀键报警对讲⼀体机

⻔卫室

⾏业解决⽅案�校园

校园⼀键报警、对讲

也可拓展到消防岗位

⾏业解决⽅案�商铺、快递⽹点

⾏业解决⽅案�家庭 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切⼊家庭、店铺市场

⻔卫室

CN6802-PSTN
电话接警 110平台

PSTN

被播报的⽤⼾信息
可以通过⽂字⽅式⾃定义

全警视频

商铺、⽹点内

外接红外、报警按钮

外接警号

满⾜中⼩学幼⼉园⼀键报警联⽹技术规范

110电话接警⽅式

⼀键报警对讲⼀体机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有线、⽆线���传输

⻔卫室

外接红外，离岗检测

全警视频
监控、复核、对讲、监听

外接警号

监控、复核、对讲、监听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有线、⽆线���传输

⽤⼾⾃主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有线、⽆线���传输

全警视频

家内、店铺内

监控、复核、对讲、监听

外接报警按钮、⻔磁

店铺可加装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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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解决⽅案�加油/⽓站

⾏业解决⽅案�充电站

⾏业解决⽅案�反恐⼀键报警 适⽤于更多反恐场景

⾏业解决⽅案�铁塔/基站

满⾜�GA�1551.3-2019

外接警号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报警视频复核

报警视频⼀体机
外接多路⽹络视频

多路防区

全警视频
监控、复核、对讲、监听

周界探测

⼀键报警对讲

有线、⽆线���传输

外接⽹络视频

⼀键报警对讲⼀体机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有线、⽆线���传输

全警视频
监控、复核、对讲、监听

外接防区、警号

全警视频

外接红外、报警按钮

外接警号

监控、复核、对讲、监听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有线、⽆线���传输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有线、⽆线���传输

外接警号

报警视频复核

多功能⽹关
外接多路⽹络视频

多路防区、对讲

报警对讲

外接多路⽕焰摄像机

外接烟雾、震动

灭⽕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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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驱离⽣物弹



⾏业解决⽅案�医院 ⽆线LoRa应⽤，满⾜GB/T�31458-2015 ⾏业解决⽅案�物联⽹公共安全 ⽆线NB物联应⽤

⾏业解决⽅案�公共安全 疫情隔离，⽆线LoRa应⽤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有线、⽆线���传输

⼀键报警对讲⼀体机

导诊台

报警视频复核

报警视频⼀体机
外接多路⽹络视频

多路防区、对讲
LoRa紧急按钮

外接⽹络视频

有线、⽆线���传输

外接警号

外接烟感、⻔磁

⽆线应⽤

紧急按钮、烟感、燃⽓、红外、⻔磁等...

NB电信云平台

丛⽂运营服务云
API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全警视频

监控、复核、对讲、监听

有线、⽆线���传输

报警主机 移动运营监控视频复核对讲接警处警运营
有线、⽆线���传输

连接多个⽆线������������������⻔磁
全警摄像

监控、复核、对讲、监听

13 / 14

⽆线



警云物联平台 警云综合管理服务器

BS/CS架构接警平台

B/S版分中⼼，快速部署运营分中⼼，数据汇总，⾼效运营

警情秒级推送，快速查看⽤⼾、防区等，判断警情

远程控制，联动输出多样性，威慑犯罪份⼦

中⼼收到警情同时，半秒弹出报警视频、图⽚复核

精准定位案件时间点，⾃动回放、快速查询

视频监控、复核等留存证据，作为公安机关核警依据

联动监控半秒弹屏，智能红点，图⽚视频双复核

只需紧急⼀键按钮，即可⻢上进⾏⾳视频对讲或远程喊话

⾼清晰双向对讲，⽀持本地语⾳回放

交互式语⾳播报，可⾃定义

远程可视对讲、交互式语⾳通话

丰富的统计分析图表组件、Web组态图、地图展⽰

⽆缝对接海量实时数据，提供多⻆度、全⽅位数据分析报告

为中⼼发展提供有⼒⽀撑

数据分析，可视化⼤数据集成展⽰

发⽣报警时APP⾃动弹出报警视频

APP快速接收处理，实现移动巡检、移动出警

警云APP进⾏远程控制、远程监控等

警云APP，移动监控、对讲，远程操作

警云综合集成管理服务器

集主控、流媒体、存储、联动及⾳频对讲等功能

警云互联，整合前端设备，移动APP、软件等资源共享

CN8002 / CN8003

警云⼩型综合集成管理服务器

迅速搭建平台，满⾜中⼩型报警视频复核管理要求

集主控、流媒体、存储、联动及⾳频对讲等功能

CN8004

警云微信公众服务器

信息推送、设备管理查询、⼀键报警、反控布撤防、信息发布

配合丛⽂报警中⼼平台使⽤

CN8020

警云⼤数据应⽤服务器

⼤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和⼤数据预警监测系统

⽤⼾数量统计、预警系统、在线地图、实时信息及物联视频模块

CN8050

报警接收机

⽀持3000个⽹络模块同时接⼊，可以存储10万条事件记录

多主机兼容，可与第三⽅报警平台连接

CN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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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81⽹关服务器

国标28181平台对接服务器（实现作为下级平台）

可对接5000个设备，20000个通道国标对接

CN8031



防区输⼊�/�输出扩展板

输⼊扩展板：�配合丛⽂报警主机使⽤，8路防区输⼊

输出扩展板：�配合丛⽂报警主机使⽤，8路防区输出

事件记录仪

最多⽀持记录60000条事件，先进先出，且停电不会丢失，可⽇期检索事件

键盘⼝、电话⼝2种⽅式从报警主机采集数据

断电检测模块

2路独⽴的220V断电检测，各⾃对应⼀路继电器输出，断电开路

电话拨号模块

实现传统主机电话拨号透传各种报警数据

通过编程,设置通讯传输⽅式,多⽹融合

警云产品�多功能报警

警云双⽹多功能报警主机

4G/有线/PSTN多⽹通讯，两种⽹络⽅式报告到中⼼，可以实现主、备报告

8分区，16-128多种防区设计，叠加升级LORA⽆线接⼊

防区预警、易于扩展，4-36路输出

内置喇叭，⾃定义语⾳播报，外接⾳频设备，可实现远程对讲、喊话

⽀持多⽅式编程，⽀持键盘、刷卡、遥控器，⽀持远程控制

CN4216

警云⽹络报警主机

⽀持4G、有线等⽹络通讯模式，⽀持多中⼼同时报告，各中⼼独⾃设置

⽀持8路防区接⼊，叠加升级LORA⽆线接⼊

⽀持遥控器、刷卡、密码、远程等多种操作

CN4208

警云智能报警键盘

电容式触摸按键，内置喇叭，指纹识别（仅CN0066⽀持）

4⼨彩⾊触摸液晶屏显⽰防区、警情、状态等（CN0056为LED防区灯）

⽀持多分区操作

CN0056�/�CN0065�/�CN0066

警云报警视频⼀体机

4G/有线多⽹通讯，两种⽹络⽅式报告到中⼼，可以实现主、备报告

⽀持4路Onvif摄像机，事件和视频可联动实现复核，本地硬盘存储，视频回放

外接8路防区输⼊，叠加升级LORA⽆线接⼊

内置喇叭，⾃定义语⾳播报，外接⾳频设备，可实现远程对讲、喊话

⽀持多⽅式编程，⽀持键盘、刷卡、遥控器，⽀持远程控制

CN6808 / CN6808-E / CN6816

警云产品�报警配件

警云⽹关（⽆线/有线） CN1320 / 1420

⽆线：�4G全⽹通⽆线通信�/�有线：�TCP/IP有线⽹络通信

可接主机键盘⼝或电话⼝、⾼兼容

数码管显⽰、⽀持4中⼼报告、远程控制，查询状态、⽀持刷卡

可作为2个24⼩时防区独⽴使⽤

警云⽹关（双⽹） CN1220

具备4G全⽹通+有线⽹络双⽹传输

可接主机键盘⼝或电话⼝、⾼兼容，⽀持以太⽹接⼝，内置⽹⻚服务

数码管显⽰、⽀持4中⼼报告、远程控制，查询状态、⽀持刷卡

⽀持2路12V输出和1路可编程继电器输出

CN0071 / CN0076

CN0236

CN1002

CN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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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版CN6816 外接16防区，外接16路Onvif摄像机，多硬盘存储，双⽹⼝

⾼性价⽐CN6808-E SD卡存储，⼩尺⼨机箱



警云产品�全警视频

警云全警⽹络枪机

基于警云，将视频监控、报警、语⾳互动相结合，红点视频精准定位案件

⾼清夜视，⾃带远程对讲，⽀持外接对讲设备

⽀持报警本地联动，报警输⼊，12V可编程输出

⾃带红蓝联动报警警戒灯，警⽰⼊侵者

AI版本⽀持多种智能⼈形分析应⽤

CN6953-EG⽀持4G通讯，CN6953-E-4⽀持4路防区（不能外接对讲）

CN6953-E / CN6953-EG / CN6953-E-4

警云全警⽹络半球机

基于警云，将视频监控、报警、语⾳互动相结合，红点视频精准定位案件

⾼清夜视，⾼⾳质远程对讲、喊话

⽀持报警本地联动，报警输⼊，12V可编程输出

AI版本⽀持多种智能⼈形分析应⽤

CN6916-W版本⽀持Wi-Fi通讯

CN6916 / CN6916-W

警云多功能⽹关

4G/有线多⽹通讯，两种⽹络⽅式报告到中⼼，可以实现主、备报告

⽀持8路Onvif摄像机，事件和视频可联动实现复核，本地硬盘存储，视频回放

外接2路防区输⼊，1路可编程输出

内置喇叭，⾃定义语⾳播报，外接⾳频设备，可实现远程对讲、喊话

⽀持多⽅式编程，⽀持远程控制

CN6871

警云产品�反恐⼀键报警对讲

警云可视对讲⼀键报警⼀体机

⾃带⼤紧急报警按钮，可外接多个按钮与防区

⼀键紧急报警，快速响应，联动声光，驱逐犯罪

⾃带摄像，⽀持外接1路Onvif协议摄像头，⽀持本地存储，本地回放

⾳声交互功能，语⾳对讲、监听、语⾳播报

CN6812 / CN6812-H防⽔型

警云对讲⼀键报警⼀体机

⾃带⼤紧急报警按钮，可外接多个按钮与防区

⼀键紧急报警，快速响应，联动声光，驱逐犯罪

⽀持外接4路Onvif协议摄像头，⽀持本地存储，本地回放

⾳声交互功能，语⾳对讲、监听、语⾳播报

CN6809

警云报警对讲终端

⼀键报警,�遥控器报警，⽆线布撤防及消⾳

内置⻨克⻛，⾼清晰语⾳，⽀持数字降噪和回声抑制

声⾳报警提醒、声光提⽰，远程输出驱动

CN6801 / CN6811-D

警云可视报警对讲终端

警云对讲⼀键报警⼀体机

紧急报警按钮，可外接多个按钮与防区

⾃带摄像，⽀持外接1路Onvif协议摄像头，⽀持本地存储，本地回放

⾳声交互功能，语⾳对讲、监听、语⾳播报

⾃带PSTN通讯拨号，报警后直拨⾄电话如110等

⾳声交互功能，语⾳对讲、监听、语⾳播报

可将按钮联动输出接到主机防区，实现多⽹同时报警

CN6811-P

CN6802-PSTN
警云AI�全警智能、精准的⼈形分析 AI版本产品

监控画⾯秒速捕获闯⼊者

看护功能，⽩天提醒，晚上报警

布防后，⼈形停留异常徘徊的进⾏超时提醒及报警

夜间巡护，夜晚有⼈进⼊（ATM等区域），中⼼复核弹出，监控是否有⼈尾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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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误触、按钮⾃锁、⼿动复位

IP54防⽔



警云产品�物联NB⽆线设备 警云产品�LoRa⽆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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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燃⽓探测器（挂壁/吸顶）

探测⽓体：甲烷或丙烷

报警升压：70dB(正前⽅1⽶处)，报警浓度：6%LEL±3%

RT-G11-N�/ CA-181-N

NB⼈体活动探测器

数字温度补偿，抗⽩光功能

探测⽅式：热释电传感器，探测距离：12m，探测⻆度：110°

RT-P22-N

NB烟雾探测器

各种故障指⽰，信号通讯指⽰，防潮设计⽅式，⾃动电源开启⽅式

报警声压：85DB，⽆需接线，360度⾃由旋转安装

AJ-761N

NB紧急按钮报警器

报警⽅式：⼀键报警，�拉绳报警，防拆报警

低电量检测，拆动监测，故障监测；�信号强度，通讯故障，设备故障指⽰

RT-E11-N

NB⻔磁报警器

探测各种⻔，窗⼾，保险柜⻔是否开启，也可探测两个物理相对位置变化

低电量检测，拆动监测，故障监测；�信号强度，通讯故障，设备故障指⽰

RT-M11-N

NB⽔浸报警器

可以⽅便的探测各种厨房，地下室，机房等是否发⽣漏⽔

低电量检测，拆动监测，故障监测；�信号强度，通讯故障，设备故障指⽰

RT-W11-N

NB声光警号

报警⽅式：声⾳+闪光，�报警响度：110DB

声光输出，驱逐、警告不法分⼦，或紧急事件报警提醒

RT-H11-N

LoRa⽆线接收模块

1个RS485接⼝，配合丛⽂主机使⽤扩展⽆线防区

470MHz�LoRa扩频

4个继电器输出可接到第三⽅报警主机防区⽤于扩展⽆线输⼊

LoRa终端的触发可联动继电器动作

即插即⽤，⽤排线连接主机后即可注册⽆线设备

配⾼增益吸盘天线

CN0082 

LoRa中继器

采⽤⽆条件转发模式，预留了授权转发及级联协议

预留了8个防区输⼊，2个12V输出，⽤于防区扩展及输出扩展

有线防区转⽆线LoRa防区

转发LoRa数据，增⻓距离

CN0542

LoRa⼀键式紧急报警按钮

⼀键触发紧急报警，⾃带防拆开关

传输距离⻓，空旷环境达2KM，适⽤于⻓距离⽆线传输的紧急报警项⽬

CN0552

LoRa⻔磁

可外接⼀个开关触发信号报警

探测各种⻔，窗⼾，保险柜⻔是否开启可探测两个物理相对位置变化

CN0562

LoRa布撤防遥控器

4键LoRa布撤防遥控器

⽤于LoRa主机布撤防，报警，消⾳等

CN0554



全系列智能探测器

适合场所：��
整洁、封闭的办公、家居环境

推荐设备：��
经济型的红外、红外防宠物探测器� W12-CHI SWAN-400CR-400PIISN-AP1-B

SRX-1000SRDT-15MICRO-X

1484/86 W15G WA15G

WP6G/12G SWAN-1000 SWAN-2000AM

DS936(�红外) 9370(�双鉴) RK150DT SRP-360(�红外)

SM50/SM30EDUS ICP-SK10VIB-2000 RK66S HJ-10

适合场所：��
较杂乱安装环境，保护范围在14�⽶内

推荐设备：��
普通双鉴探测器

适合场所：��
较杂乱、闷热安装环境，夏天温度较⾼，
保护范围在18�⽶间

推荐设备：��
双鉴探测器（具有良好温度补偿功能）

适合场所：��
较杂乱安装环境，可能有⼩动物，
保护范围在12�⽶间

推荐设备：��
防宠物双鉴探测器

适合场所：��
ATM、⾦库、沿街⾼档橱窗和⼤堂

推荐设备：��
震动探测器、位移探测器

适合场所：��
办公场所的⼤堂防护，保护范围在21�⽶间，
安装⾼度2.8�～�7.6�⽶可调

推荐设备：��
吸顶红外及双鉴探测器

SBW-04/06/08 DS420i/430i/FPBI W60QS�/120QS�/200QS

OD850 EDS-2000

适合场所：��
周界、幕帘防护

推荐设备：��
经济型的红外、红外防宠物探测器

适合场所：��
普通室外防护，保护范围在15�⽶内，
安装⾼度2.1-2.4�⽶�

推荐设备：��
室外双鉴探测器

适合场所：��
⻓距离空旷室外区域的⽴体防护、例如
机场、监狱、电⼚、军械库的室外周边防护

推荐设备：��
微波探测器

HJ-200（普通型）、HJ-200MT（加强型）

室内防护探测器

室外防护探测器德国BOSCH、以⾊列CROW、以⾊列EL

23 / 24

新型驱逐

算法调解发出特殊段的声波，造成刺激主动驱离

接⼊现有报警系统，实现快速部署，即刻防卫

声波驱离 EV-L1

极速喷烟，保护关键区域，安全⽆毒，杜绝误伤

烟雾留存，⻓效守护，轻微附着性，可⽓味追踪

接⼊现有报警系统，实现快速部署，即刻防卫

防盗抢烟雾器 JTZ-501-HJ



4/16路有线/⽆线主机，2个独⽴防区,⽀持全中⽂液晶键盘

4个中⼼号码，⽀持遥控器、读卡器、语⾳报警

⽀持有线\⽆线⽹络报警，电话远程布/撤防

⽀持“报警+视频”⼀体化升级，实现报警、视频复核和APP应⽤服务

全系列报警主机

德国BOSCH博世有线报警主机

6�/�8�/�16-40路有线主机可选，针对中国报警市场设计

4个中⼼号码，每个防区可单独指向，⽀持遥控器、语⾳报警

⽀持有线\⽆线⽹络报警，⽀持中⼼软件平台信息接收和远程反控

⽀持“报警+视频”⼀体化升级，实现报警、视频复核和APP应⽤服务

以⾊列CROW科隆报警主机

⾯向家⽤市场的灵巧型⽆线安防系统

4/16路有线/⽆线主机，2个独⽴防区，⽀持全中⽂液晶键盘

4个中⼼号码，⽀持遥控器、读卡器、语⾳报警

⽀持有线\⽆线⽹络报警，电话远程布/撤防

⽀持低电压电池保护功能和⾃恢复保险机制

以⾊列EL家⽤⽆线安防系统

25 / 26

CMS6 / CMS8 / CMS40

CP428 / CW816

COMPACT

警云产品与⽅案的价值实现

双向控制
远程排查

对讲监听
远程驱逐

APP应⽤、微信服务
缓解客服压⼒

视频复核
精准出警

快速安装
灵活搭配

降低成本

安装成本 维修成本 客服/出警设备成本

新型市场的更多扩展 ⾏业、公安平台对接

政府监管平台社区服务、养⽼服务

服务增值

物联平台�+�智慧城市稳定发展更多⽤⼾量

各⾏业各场景：�学校、医院、银⾏、商铺、物流、加油站、基站...

警号

HJ-102��⾃动调节功能，两种颜⾊�LED�可�8�个�LED�交替闪

HJ-105��良好的防⽔、防尘性能，快速安装，内置语⾳提醒功能
HJ-102HJ-105

多⾳警号 HJ-102 / HJ-105



市场运营推⼴培训

内部运营管理培训

华际安全�·�专业与服务

运营与管理培训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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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拓展的⾏业应⽤，优质的产品解决⽅案，实现多⽅共赢

推⼴⽀持服务

市场调研沟通
政策⾏业主管部⻔

政府政策和批⽰服务
意向协议调研的数据分析

服务中⼼平台建设
及项⽬实施、体系完善

市场化运作
推⼴服务模式、服务增值

资料提供 技术顾问 ⽅案整理 技术讲解 现场答疑

未来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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