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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上海炎荣是以周界报警为核心的智慧安防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营服务商，总部和生产基地设在中国上海。公司共生

产“YANRONG”四大系列几十个型号的周界报警产品。公司自从2006年推出业内首台自主研发脉冲围栏主机以来，一

直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不断致力于技术创新，立志打造高品质、高性价比的精品，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上海炎荣的营销和服务网络覆盖全国，自2006年以来公司生产的周界报警产品在中国的防盗报警市场中占有率位居

前列，广泛应用于公安、教育、能源、交通、小区、政府、部队等关键领域，并相继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新疆

冬运会、宁安高铁、青草沙水源地等重大项目提供周界防护。自2006年以来公司产品先后被CCTV、上海新闻、南京新闻

等多方媒体相继报道过，并予以一致好评。

自2006年以来公司自主研发的“YANRONG”系列产品，拥有产品型式质量检测、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欧盟CE

认证、军用产品认证、3C认证等认证证书，公司申请专利几十余项，并先后被评为：平安城市优秀安防品牌、中国防盗

报警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等荣誉奖项。

企业文化
愿景：成为可靠、专业的周界报警供应商，为中国社会提供防盗安全最优化解决方案。

使命：脚踏实地、始终如一地致力于防盗安全的探究与创新，实现平安社会。

核心价值观：善良、正直、务实、精进。

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

质量是企业生命之本，上海炎荣于2008年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持续全面推进质量管理、精益生产、

QC、6sigma、合理化建议，形成了全员参与的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持续提升公司的产品及服务。

研发管理

在研发管理方面，上海炎荣各个阶段点就行充分的技术评审和论证，并进行严格的可靠性测试及第三方测试，提升

研发的产品质量固有可靠性。

供应链管理

在供应链管理方面，上海炎荣参照业界最佳业务实践SCOR模型，对供应链的计划、采购、制造、交付、物流业务进

行全流程整合提升，致力于与供应商建立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大力推行精益生产，协力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弹性

以灵活满足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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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发展历程
Product 
development

2005年  4线脉冲围栏主机诞生
国内第一款自主研发的电子围栏脉冲主机YR-LZ-EDP204获得高压电子脉冲探测器专利权，产品型式检测报告。

2007年  张力围栏诞生
YR-TP系列投入学校使用并获得产品型式检测报告。

2008年  6线脉冲围栏主机诞生
YR-LZ-EDP306投入使用，并获得产品型式检测报告。

2008年  总线制报警主机诞生
YR-LC-TX/AH系列投入使用，可接入512防区，并获得产品型式检测报告、3C认证。

2009年  6线网络型脉冲围栏主机诞生
YR-LC-TX3系列投入使用，是国内第一款自主研发的网络型脉冲围栏主机，并获得产品型式检测报告。

2009年  中心控制键盘诞生
YR-LC-TX/KB系列总线制控制键盘投入使用，可接入128防区，用于替换总线制报警主机，降低用户成本。

2010年  泄露电缆诞生
YR-LC-TX/GD01系列投入使用并获得产品型式检测报告。

2010年  2防区振动光纤诞生
YR200系列2防区振动主机投入使用并获得产品型式检测报告。

2011年  网络单机控制软件诞生
SW3500控制软件，可局域网内组网周界报警设备，获得软件著作权。

2012年  16防区振动光纤诞生
YR1016系列16防区振动主机投入使用并获得产品型式检测报告。

2013年  远程综合周界报警平台诞生
SW4000系列网络控制软件，可广域网组网周界报警设备，标志着“YANRONG”系列周界报警产品，全面进入网络时代，获得软件著作权。

2014年  1代网络数字楼层显示器诞生
国内第一款自主研发的网络数字楼层显示器YR-LCXSQ1.0系列获得网络数字楼层显示器专利权，产品型式检测报告。用于解决模拟监控替换数字
监控电梯楼层的显示问题。

2015年  全铝合金产品诞生
脉冲围栏、张力围栏前端配件产品，从传统的镀锌钢，全面升级为铝合金不锈钢配件。给用户全新的使用体验，增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2016年  2代网络数字楼层器诞生
YR-LCXSQ2.0系列，用于解决电梯随行电缆无网络布线，常规双绞、模拟视频线也可传输网络信号。

2017年 定位型振动光纤诞生 
YR1910系列60公里定位型振动主机投入使用。

2018年  脉冲围栏、张力围栏、中心键盘全面升级换代，管理软件增加手机端APP 
全面升级网络和通讯协议，使得设备间互联通用化，全面升级触摸操作屏幕5.0、7.0寸，增加用户视觉和操作的体验。

资质证书
certificates

欧盟CE认证 周界报警十大品牌 ISO9001 11项专利证书 产品责任险

6项产品检测报告报警协会会员企业 3项软件著作权 军用技术防范认证

治安保卫先进集体 中国安防协会会员企业创新产品入围奖 平安城市优秀安防产品

3C认证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轨道交通优秀供应商教育系统优秀供应商18001职业健康体系认证



『网络型』高压电子脉冲式探测器
YR-LC-TX3/LCD系列

功能特点
1.  5.0寸液晶触控屏，操作便捷，显示直观；

2. 可显示围栏线制、电压值、输出能量值、报警状态

  （入侵、故障、防拆报警）等信息；

3. 可定时控制布/撤防、电压值、灵敏值；

4. 防区可设置24小时禁止撤防模式；

5. 支持DC12V辅助电源输出接口，连接警灯时无需再增加辅助电源；

6. 可外接蓄电池或UPS，系统断电可正常工作12小时以上；

7. 支持RS485和网口TCP/IP通讯协议，具备远程查看主机信息、远程布/撤防、电压值/灵敏值调节等功能；

8. 支持USB接口，可通过USB接口升级程序；

9. 支持用户登陆操作设置密码。

配置型号 LCD(485)
LCD/2

（485）
LCD/SH(485)

LCD/SH/2

（485）
LCD(LAN) LCD/2(LAN)

LCD/SH(LA

N)

LCD/SH/2(L

AN)

防区类型 三回路单防区 三回路双防区 三回路单防区 三回路双防区 三回路单防区 三回路双防区 三回路单防区 三回路双防区

短路/断线/故

障/防拆/断电

报警

支持

触网/旁路报

警
无 支持 无 支持

内置通讯模块 开关量、RS485通讯 开关量、RS485通讯、TCP/IP通讯

定时参数设置 支持（主机、报警键盘、报警软件操作）

24小时禁止撤

防设置
支持（主机、报警键盘、报警软件操作）

脉冲电压 700V-10000V

脉冲周期 ≥1S

脉冲持续时间 ≤0.1S

脉冲电流峰值 ≤10A（0.3MS以上时≤300MA）

脉冲最大能量 ≤5J

脉冲最大电能 ≤2.5MC

供电方式 AC220V

工作温度 -40℃~+85℃ 相对湿度≤95%

额定功率 30W

外壳特性 IP43

主机重量 　3.5Kg

258*89*379mm外形尺寸

产品参数

『网络型』高压电子脉冲式探测器
YR-LC-TX3/LED系列

功能特点
1.  具有高/低压切换按键、布/撤防切换按键；

2.  状态灯显示：电源、布/撤防、高/低压、入侵防区，使用

     直观便捷；

3.  通过报警键盘可定时控制布/撤防、电压值、灵敏值；

4.  通过报警键盘防区可设置24小时禁止撤防模式；

5.  支持DC12V辅助电源输出接口，连接警灯时无需再增加辅助电源；

6.  可外接蓄电池或UPS，系统断电可正常工作12小时以上；

7.  支持RS485和网口TCP/IP通讯协议，具备远程查看主机信息、远程布/撤防、电压值/灵敏值调节等功能；

8.  支持USB接口，可通过USB接口升级程序；

9.  支持用户登陆操作设置密码。

配置型号 LED(485)
LED/2

（485）
LED/SH(485)

LED/SH/2

（485）
LED(LAN) LED/2(LAN)

LED/SH(LA

N)

LED/SH/2(L

AN)

防区类型 三回路单防区 三回路双防区 三回路单防区 三回路双防区 三回路单防区 三回路双防区 三回路单防区 三回路双防区

短路/断线/故

障/防拆/断电

报警

支持

触网/旁路报

警
无 支持 无 支持

内置通讯模块 开关量、RS485通讯 开关量、RS485通讯、TCP/IP通讯

定时参数设置 支持（主机、报警键盘、报警软件操作）

24小时禁止撤

防设置
支持（主机、报警键盘、报警软件操作）

脉冲电压 700V-10000V

脉冲周期 ≥1S

脉冲持续时间 ≤0.1S

脉冲电流峰值 ≤10A（0.3MS以上时≤300MA）

脉冲最大能量 ≤5J

脉冲最大电能 ≤2.5MC

供电方式 AC220V

工作温度 -40℃~+85℃ 相对湿度≤95%

额定功率 30W

外壳特性 IP43

主机重量 　3.5Kg

外形尺寸

产品参数

258*89*37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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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式电子围栏连接示意图

前端组成：高压绝缘线、线线连接器、警示牌、承力杆、承力杆绝缘子、中间收紧器、终端杆绝缘子、终端
杆、中间杆绝缘子、中间杆、合金丝、万向底座、高压避雷器。

第三代脉冲围栏前端
寿命长久：金属件均采用铝合金材质，塑料件均采用复合材料，耐久长达10年以上。
外形美观：配件获得国家“外观设计”专利。
安装便捷：底座为万向型调节设计，适合各种安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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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边形铝合金，内嵌
加强筋增加杆体强度，
底座为铝合金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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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杆 玻璃纤维，实心杆体

八边形铝合金，内嵌
加强筋增加杆体强度，
底座为铝合金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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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电子脉冲式探测器
YR-LZ-EDP306系列

功能特点

1.  通讯线、高压线上下分体式接线设计，性能稳定；

2.  状态灯显示：电源、布/撤防、高/低压、入侵防区，使用直观便捷；

3.  具有短路、断线、故障、断电、防拆等报警模式；

4.  BI-Polar技术，可实现前端围栏上每根线都带有高压脉冲电，让入侵者无机可乘；

5.  支持DC12V辅助电源输出接口，连接警灯时无需再增加辅助电源；

6.  可外接蓄电池或UPS，系统断电可正常工作12小时以上。 工作原理
      泄露电缆入侵探测器是一种室外周界入侵探测设备。浅埋于地面表皮，形式隐蔽，不受地理形式和地表植被影响，可
随地势的起伏和弯曲敷设。在被警戒目标周围产生一个约3米的不可见的电磁场。当有人干扰该电磁场时，就会触发报。

      泄露电缆入侵探测器采用的是一种大的空间场，对移动目标的导电性、体积、移动速度进行探测。人或车通过该电磁
场均会被探测到，而小动物或鸟类却不会引起报警。同时可以滤除环境的影响，如植被、雨雪、风沙等的干扰，是一种具
有高可靠性和低漏、误报率的周界报警设备。

功能特点
1.  防区隐蔽性强。
2.  安装灵活：可适合复杂地形安装，可按任意周界铺设，无探测盲目。
3.  采用模块化设计：各模块均有效屏蔽。保证设备工作于各种复杂电磁环境不受干扰。
4.  接收增益灵活可调：有效确保探测精度，杜绝因小动物等外部干扰因素造成的误报。
5.  报警门限和灵敏度调整均采用十档旋钮：可灵活适应各种现场或各类周界介质的复杂变化。
6.  发射信号、接收信号和探测信号同步显示技术：采用显示更清楚、质量更稳定的同步显示设计，替代了原先行业采用
     单一表头轮换显示的缺陷，使安装调试和维护更加直观、简洁。
   

0.5m～1.5m（推荐0.8m～1.2m）

收发电缆埋设深度 3～20cm（根据介质情况）

供电方式

输出形式 

额定功率 

工作温度  

外形尺寸 

外壳特性 

主机重量 

开关量输出

≦15W

-40℃～+70℃

280MM*220MM*100MM

IP55

5.0Kg

收发电缆安装间距

警戒长度 100m

AC220V

泄漏电缆
YR-LC-TX/GD01

泄漏电缆

泄漏电缆
   系列

产品参数

配置型号 YR-LZ-EDP306 YR-LZ-EDP306/2

防区类型 三回路单防区 三回路双防区

短路/断线/故障/防拆

/断电报警
支持

开关量 支持

脉冲电压 700V-5000V

脉冲周期 ≥1S

脉冲持续时间 ≤0.1S

脉冲电流峰值 ≤10A（0.3MS以上时≤300MA）

脉冲最大能量 ≤5J

脉冲最大电能 ≤2.5MC

供电方式

工作温度 -40℃~+85℃ 相对湿度≤95%

额定功率 30W

外壳特性 IP43

3.3kg

282*93*328mm

AC220V

主机重量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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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点
1.  材质：控制杆体采用铝合金+抗氧化处理，底座和配件螺丝均采用SUS304不锈钢材质。

2.  张力探测杆内置万向型传感器，可全方位探测拉力值，精度为±1N；

3.  内置收紧电机，应无需手动紧线，可控制电机收紧或放松张力线。可设置警戒张力值，由于环境、气候等变化导致张

力值变化，应可电动电机自动收紧或放松张力线；

4.  支持攀爬报警功能（选配）

功能特点

张力围栏控制器    YR-TP/H系列

张力
电子围栏

防区控制杆   YR-T-KZ系列

（除以下列表配置，其余尺寸和线数可定制）

配置型号 4KZ/2 4KZ 4KZ/SH/2 4KZ/SH 6KZ/2 6KZ 6KZ/SH/2 6KZ/SH 12KZ/2 12KZ

高度尺寸 800mm 1200mm 1900mm

防区类型
四线双防

区

四线单防

区

四线双防

区

四线单防

区

六线双防

区

六线单防

区

六线双防

区

六线单防

区

十二线双

防区

十二线单

防区

攀爬报警 选配 自带 选配 自带 选配

防拆报警 自带防拆

内置收紧电机 无 支持 无 支持 无

外壳特性 IP66

全方位张力测量值 1N-600N 探测精度值 1N

可承受最大张力 1000N 灵敏度S 1.5±0.2mV

张力拉紧阀值 1N-255N 张力松弛值 1N-255N

张力断线阀值 1N-255N 张力静态值 100N

产品参数

配置型号 YR-TP/H YR-TP/H/2

防区类型 单防区 双防区

内置通讯模块 开关量、RS485通讯、TCP/IP通讯

定时参数设置 支持（主机、报警键盘、报警软件操作）

24小时禁止撤防设置 支持（主机、报警键盘、报警软件操作）

供电方式 AC24V

工作温度 -40℃~+85℃ 相对湿度≤95%

额定功率 30W

外壳特性 IP43

0.6kg

230*53*142mm

主机重量

外形尺寸

产品参数

张力
电子围栏

1.  5.0寸液晶触控屏，操作便捷，显示直观；

2.  可显示围栏线制、拉力值、报警阈值、报警状态（拉紧、松弛、断线报警）等信息；

3.  拉紧、松弛、断线报警可精确定位到某根线；

4.  可定时控制报警阈值和布/撤防；

5.  支持攀爬报警；（选配）

6.  支持防拆、故障报警；

7.  防区可设置24小时禁止撤防模式；

8.  支持DC12V辅助电源输出接口，连接警灯时无需再增加辅助电源；

9.  可外接蓄电池或UPS，系统断电可正常工作12小时以上；

10.  支持RS485和网口TCP/IP通讯协议，具备远程查看主机信息、远程布/撤防、报警阈值调节等功能；

11.  支持USB接口，可通过USB接口升级程序；

12.  支持用户登陆操作设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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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图片 名称 性能

张力围栏连接示意图

-------------------------------------------------------------------------------------------------------------------------

攀爬模块YR-T-PP

1

2

3

4

5

6

7

8

9

10

1.攀爬灵敏度任意可调；
2.攀爬角度任意可调。

功能特点

供电方式 DC24V

工作温度 -40℃~+85℃ 相对湿度≤95%

额定功率 0.5W

主机重量 0.1kg

30*13*90mm外形尺寸

产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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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光纤入侵报警产品采用普通光纤作为传感光纤，通过安装于周界介质上的振动光纤探测器来检测光纤振动信号。当
有入侵事件发生时，振动光纤探测器将收集来的信号通过网络通讯接口或者继电器接口传输给实时监控软件，通过信号分
析进行报警，并通过电子地图对报警防区进行定位。

产品原理
        基于激光干涉原理的分布式光纤传感产品能够实现对振动信号的报警。当有振动作用在传感光缆上时，光缆内传输
光信号的相位，偏振态等参量会发生变化；光信号被接收后，进行高速采集与实时处理，根据信号的特征判断出破坏信号
与干扰信号。该产品能够监控光缆的运行状态，对破坏光缆安全进行有效预警。如图所示：

支持 2个防区

产品特性

产品不受电磁或者各种光线干扰，抗干扰能力强
产品户外部分采用无源设计安全可靠
产品各防区具备独立性，互不干扰
可与摄像机、电视联动，实现多种报警输出
通过电子地图进行防区定位
支持单模光纤

主要参数

响应＜1秒
单防区检测距离≤2km
漏报率＜0.1%
单事件误报率＜0.1%
支持无线通信接口/以太网接口

型号规则

产品型号

产品参数

YR200

光源

探测器

前
端
传
感
器

末
端
传
感
器

传感光缆

末端传感单元

前端传感单元

末端传感单元

前端传感单元

YR200主机

防区一

防区二

防区三

防区四

YR-SW5000振动光纤软件

防区型振动光纤探测器
YR200系列

定位型振动光纤探测器
YR1910系列

功能特点

1.  系统抗干扰能力强，不受电磁或各种光线的干扰，隐蔽性好；
2.  系统采用单芯光纤探测，探测范围远，覆盖范围广；
3.  系统户外部分采用无源设计，无辐射，抗电磁干扰，抗雷击；
4.  具有防风雨算法，屏蔽风雨等外界干扰；
5.  智能化程度高，多点位信息共享，误报率低 ；
6.  可与其他系统（视频等）联动，可组网 。

定位型振动光纤探测器原理

 
   基于相位敏感光时域反射技术（相位OTDR技术）的原理，利用一
芯光纤，获取不同位置的振动信号； 基于智能识别算法辨别入侵事
件，最终对危险的入侵事件发出警报。

参数 参数指标 指标

60km 

5m

1芯单模光纤/通道 

多通道可选 

FC/APC 

单端开路测量 

围栏/围墙 埋地/铺地 有 

有 

电子地图、声光报警、短信等 

衰减监测 

实时在线检测，响应时间<2s 

<3s 可配置 

攀爬、翻越、剪切等 挖掘、打桩、拖拽、断纤等 最大探测范围 

最小定位精度 

光纤类型 

通道数 

光纤接口 

测量方式 

光缆布设 

入侵监测类型 

入侵报警时间 

断纤检测 

其他功能 

报警方式 

断电报警功能 

防拆报警功能 

1芯单模光纤

YR-SW5000振动光纤软件 视频联动 视频联动 视频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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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键盘YR-LC-TX/KB2

功能特点
1.  采用32位ARM处理器，响应时间快，处理能力强。
2.  具备NTP时间校准功能，通过以太网自动更新当前时间。
3.  可通过RS485接口或以太网接口控制前端60个防区。
4.  可实时显示和控制每个脉冲防区的工作状态，如电压值调节、预设电压值自动切换、布/撤防区、灵敏值调节、
     报警持续时间调节等。
5.  可连接继电器板，实现电子地图和视频联动输出。
6.  可连接热敏打印机实时打印报警信息。
7.  可通过USB接口或以太网接口接入本地化软件、平台服务器软件、手机APP控制软件。
8.  内置报警蜂鸣器。
9.  一组开关量输出即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10.  具备报警信息存储功能，可存储1000条报警记录。

产品参数
●工作电压:            DC5V(Mini USB接口)或DC12V（5.08端子排）
●LCD液晶屏尺寸:              66MM*38MM
●接口类型:                        以太网接口、USB接口、打印机接口、RS485接口、                        
                                        5.08端子、开关量输出
●电源功率:                     2W
●工作温度:                       -25℃～+60℃
●外形尺寸:                       189MM*126MM*29MM

SW3500

报警键盘

脉冲主机 脉冲主机
485防区模块

红外对射

继电器

电子模拟墙

网络摄像机

打印机

RS485 RS485

RS485

张力主机 张力主机

交换机

脉冲电子
围栏键盘

报警键盘YR-LC-TX/KB4

SW3500

报警键盘

485防区模块

红外对射

继电器

电子模拟墙

网络摄像机

打印机

RS485 RS485

RS485

交换机

脉冲主机 脉冲主机 张力主机 张力主机

功能特点
1.  7.0寸液晶触控屏，操作便捷，显示直观；

2.  可轮询查看前端的防区信息、防区状态（布防/撤防、在线/离线）；

3.  可控制128个防区；

4.  可定时设置前端防区的报警阈值、布/撤防、电压值、灵敏值；

5.  可设置前端防区24小时禁止撤防模式；

6.  可开启、关闭报警音，报警音时长可设置；

7.  可显示前端防区接入的总数和在线防区的总数，并可区分显示前端脉冲防区数量、张力防区数量、485地址防区   

     数量；

8.  支持蓄电池、实时打印机、声光报警器、电子地图联动、视频监控联动、电脑软件联动；

9.  可通过外接SD卡扩展存储报警记录、操作日志；

10.  支持USB接口，可通过USB接口升级程序；

11.  支持用户登陆操作设置密码。

产品参数

供电方式

工作温度

额定功率

主机重量

外形尺寸

10W

0.7kg

260*45*170mm

AC24V/DC12V ±10%；

-10℃~+45℃

手机APP

SW6000云

手机APP

SW6000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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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软件 YR-SW4000 网络平台软件 YR-SW4000
平台软件意义
将多地区的周界报警设备和视频监控设备，通过网络汇总集中管理，统一指挥,从而提升安全等级。

平台软件构成

服务端、本地接入端、客户/管理端、手机客户端。

平台软件的原理

当前端周界报警设备发生入侵事件时会将本地接入端（站点）采集的报警信息通过广域网传入服务端，再由
服务端传入客户/管理端，本地接入端即时显示入侵信息以及相关联的监控画面，客户/管理端在电子地图上显示
出报警信息。用户可以通过本地接入端软件对前端周界报警设备进行布/撤防,电压设置等操作。

接入平台软件的设备要求

在中心机房安装一台服务器，并在服务器上安装上服务端软件（保证服务器能接入广域网，有一固定IP地址）
在管理操控前端周界报警和视频监控设备的计算机上安装本地接入端（站点）软件并且具有服务端的接入帐号

（保证本地接入端能同通过广域网接入服务端）
保证前端周界报警设备和监控设备都带有网络通信功能，如无可选配上海炎荣的网络模块，然后接入本地接入

端再连上广域网服务端软件。

服务端SW4000

1.  最多支持2万站点接入点；

2.  采用SQL库，提供站点数据存储，客户端数据查询；

3.  提供电子地图服务，支持2万个电子地图；

4.  支持客户端接入数据查询，PC客户/管理端数据访问

     权限管理。

本地接入端SW3500
1.  可查看设置防区的工作状态、灵敏度、电压、张力值

     等参数；

2.  可实时显示记录上传防区记录，以及报警信息；

3.  可查询防区摄像头，预览摄像机，调节云台工作状态；

4.  可显示站点设备状态，设备管理；

5.  可显示管理工作日志及操作日志；

6.  支持站点用户权限管理。

客户/管理端 SW4000
1.  可显示辖区内所有站点地图信息；

2.  可显示辖区内所有站点防区状态；

3.  可查询辖区内所有站点报警信息

4.  可对服务端数据访问权限管理（包括地图信息授权

     访问）；

5.  新站点接入授权；

6.  可对防区布撤防（需授权）。

手机客户端SW6000 （苹果/安卓）
1.  服务端数据访问接入；

2.  实时报警信息推送；

3.  报警信息查询；

4.  站点地图信息显示；

5.  防区信息查询。

新民变电站
防区总数：8
报警状态：3防区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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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软件SW3500

产品参数
1.  首页界面可同时显示多张电子地图，地图画面数量可切换成一、四、
     六、八、十六，最多可同时显示十六张电子地图；
2.  防区报警时，弹框提示报警内容，报警提示框内应显示当前报警防区
     的地图和报警点的位置，如防区绑定网络摄像机，则报警提示框内应
     显示当前报警防区的视频画面；
3.  可实时显示每个防区的工作状态如：报警、布/撤防、在线/离线等；
4.  可定时设置前端防区的报警阈值、布/撤防、电压值、灵敏值；
5.  周界地图防区，用户可自由绘制，可绘制圆点与直线，报警时可直观
     呈现出报警防区范围；
6.  支持LED电子地图联动与视频联动；
7.  支持查看网络摄像机图像；（支持大华IPC、海康IPC具体型号请和炎荣技术人员联系）
8.  每个防区可同时绑定4个网络摄像机，当防区报警时主界面可同时弹出对应防区的4路图像，                    
     同时也可多个防区绑定1个网络摄像机；
9.  具备报警视频录像本地化存储，提供报警视频录像远程回放；
10.  可通过报警记录点击查看报警视频录像；
11.  报警记录的视频录像存储时长可设置；
12.  可自定义报警记录、报警视频录像与系统日志的保存期限，自动清除超期记录、与视频录像；
13.  系统可分为二级权限管理，可自定义权限管理内容，用户使用更灵活；
14.  提供短信服务功能，可实现短信报警，用户可自定义接警手机；
15.  可链接手机APP软件，通过手机APP进行智能查看和管理。

SW3500 手机APP

脉冲主机
报警键盘

网络模块

红外对射 红外对射

张力主机

脉冲主机 张力主机

继电器电子模拟墙

交换机 网络摄像机

报警主机YR-LC-TX/AH

功能特点
1.    自带8个防区及两组防区总线接口，每个接口可接255个防区，总共518个防区。
2.    可连接继电器板，实现电子地图和视频联动输出。
3.    支持连接热敏打印机，可实时打印报警信息。
4.    通过RS232接口或以太网接口接入本地化软件、平台服务器软件、手机APP控制软件。
5.    自带8路开关量报警输出接口。
6.    可连接16个大屏幕液晶键盘，分为主键盘和从键盘，均可独立操作报警主机。
7.    设置232组不同操作权限的密码，实现多级权限密码管理。
8.    多种类型的报警日志及操作日志，使事故追溯更加方便，可存储999条记录。
9.    自带电话报警功能，发生警情时可直接拨打设置的电话号码。
10.  具备防拆功能、紧急报警接口、辅助电源输出接口、声光报警输出接口。
11.  支持无线电话报警模块，当发生警情时自动发送短信或拔打设置的电话号码。

产品参数

SW3500

报警主机

脉冲主机 脉冲主机 张力主机 张力主机

485防区模块

继电器

继电器

电子模拟墙

网络摄像机
打印机

RS485

RS485

RS485

RS485

485防区模块485防区模块485防区模块485防区模块

继电器网络摄像机

报警键盘

SW6000云
手机APP

SW6000云

19/20



32路继电器（电子地图）YR-LC-TX/R2

电子地图YR-LED

32路继电器（视频联动）YR-LC-TX/R1单防区模块YR-LC-X/AD485

网络防区模块YR-LC-TX/ADLAN

功能特点
1.    每块视频联动模块支持32个防区，设置拔码开关。最多有8个地址，即对应共255个防区。

2.    每路信号通过继电器隔离输出，触点容量为AC250V/3A，信号方式为常开或常闭。

3.    具备指示灯功能，可直观地反应出防区入侵状态。

4.    安装方式灵活。当总功率<5W时可直接通过中心控制键盘网络接口供电。

功能特点
1.    两路开关量输入接口，支持两路开关量报警器接入。                  

2.    自带RS485接口，支持255个防区接入。

3.    内置TCP/IP协议。

功能特点
1.    8位拔码开关，可设置255个地址。                                  

2.    与报警主机或中心控制键盘协议兼容可接入到控制总线。

3.    可接入各种类型开关量输出报警器。

功能特点

功能特点

1.    每块电子地图模块支持32个防区，设置拔码开关，最多有8个地址，即对应共255个防区。

2.    每路输出信号以恒压源方式输出，可直接驱动LED指示灯，提供100mA以上驱动电流。

3.    安装方式灵活，当总功率5W时可直接通过中心控制键盘网络接口供电。

1.标准尺寸为1平方米，可根据要求定制尺寸。

2.防区通过LED指示灯显示报警状态。

3.采用挂墙式设计。
功能特点

1.    透明大纸仓设计，易上纸结构，外观时尚、精致，重量轻，打印高速、流畅、清晰。

2.    内置原厂进口打印机芯.低电压、低功耗设计。

打印机YR-LC-T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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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2010上海世界博览会，是第41界世界博览会.于2010年5月1日至10月

31日期间，在中国上海市举行。分别在国家电网馆、石油馆、太空家园馆等

9个场馆投入使用.总长5公里。共设96个防区。

2010上海世博会

上海铁路动车段是动车检修基地，是目前在我国动车检修基地动车组型最多

，检修装备最先进的动车段之一，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是京沪高铁及沪宁

城际高铁的配套工程。该铁路段总长20公里，共设置140个防区。

上海铁路动车段

2010年广州亚运会赞第16届亚运会千2010年11月12日至21日在中国广州进

行，在亚运会期间，炎荣电子围栏安全保护亚运会海心沙并受到中央电视台

及各方人士盛赞，广州亚运会整体周长，16公里，总共设置229个防区。

2010广州亚运会

宁安城际铁路，官方名称为宁安客运专线，线路由南京南站至安庆站，全长

258公里，途径江苏安徽两省六市，被誉为“中国最诗意的高铁”。

宁安高铁

案例展示 案例展示

碧桂园集团创建于1992年，是一家以房地产为主营业务，涵盖建筑、装修、

物业管理、酒店开发及管理、教育等行业的国内著名综合性企业集团，中国

房地产十强企业。我司已与碧桂园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其旗下楼盘

均采用我司电子围栏周界系统。

碧桂园集团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8日，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自主

创新成长起来的最具代表性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之一。

整车厂区总长4公里，共设置55个防区。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1985年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大众）是一家中德合

资企业，双方投资比例各为50%，总部位于上海安亭国际汽车城，占地面积

333万平方米。上海大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轿车生产基地之一。厂区

总长2.8公里，共设置43个防区。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电子电气工程领域的领先企业，主要业务集中在

工业’能源、医疗、基础设施与城市四个领域。

位于上海的西门子工厂总长3公里，共设置40个防区。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CAS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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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冬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承办的综合性全国冬季运动会，这是新疆第一次单独举办全国综合性

运动会。

场馆周界2000米，共设20防区

2016全国冬运会

淮安有轨电车是中国首例储能式有轨电车，车身自导超级电容储存的电力驱

动，实现无线网接触供电，利用乘客上下车时间，完成30秒站台快速充电。

共设置20个防区。

淮安有轨电车

郑州地铁，是郑州市的轨道运输系统，覆盖郑州新区、航空港区、荥阳-上街

组团、新密、新郑和开封等地区。目前，郑州地铁近景规划8条线路，远景

规划24条线路。地铁建设分为起步、发展、成熟完善3个建设阶段。

其线路检修段共设置76个防区。

郑州轨道交通

酒钢集团始建于1958年，是国家“一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我国西

北地区最大的碳钢和不锈钢生产基地。

酒钢厂区总长24公里，共设置240个防区，该项目是国内首个实现数字联网

管理的电子围栏项目。

酒钢集团

案例展示 案例展示

京东是中国最大的自营式电商企业,中国第一个成功赴美上市的大型综合型电

商平台，与腾讯、百度等中国互联网巨头共同跻身全球前十大互联网公司排

行榜。

其物流园周界3000米，共设置60个防区。

京东物流中心

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始建于1905年，是教育部与上海市共建的

首批全国重点大学，中国首批7所211工程、9所985工程大学，首批“珠峰

计划”、“111计划”和中国顶尖学府“九校联盟”的成员大学。校区总长

4.3公里，共设置64个防区。

复旦大学

DHL国际快递是一家全球性的国际快递公司，提供专业的运输、物流服务，

为全球最大的递送网络之一，浦东机场物流中心为其中国区最大的物流中转

中心，物流中心总长5公里，共设置75个防区。

DHL国际快递

关林庙，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南七公里的关林镇，是武圣关羽的葬首之所，

也是我国唯一的“林、庙、”合祀的古代经典建筑，始建于汉代，重修于明

万历二十年（1592年）占地180亩，现存明清殿宇廊庑150余间。总长1.8公

里，共设置25个防区。

关林庙

CAS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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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案例小区案例

武汉汉南碧桂园峰景宛区

济南章丘碧桂园凤凰城

河源碧桂园·东江凤凰城

沈阳于洪碧桂园

滁州碧桂园欧洲城

湖北随州碧桂园

湖北咸宁碧桂园

广西北流碧桂园

武汉碧桂园生态城

河北迁安碧桂园

江门大泽碧桂园

杭州碧桂园·天玺湾

滁州来安县汊河镇碧桂园城市花园

江门大泽碧桂园山湖湾

滁州来安县汊河镇碧桂园城市花园

泰安开发区碧桂园

湖北联置梓山湖碧桂园

莆田妈祖城碧桂园浪琴湾

杭州桐庐碧桂园

江西九江碧桂园

河南洛阳碧桂园

福建三明碧桂园

天津海博道碧桂园

东莞黄江碧桂园翡翠山

江苏靖江碧桂园

内蒙通辽碧桂园

江苏如东碧桂园

东莞碧桂园常平首府

惠洲碧桂园十里银滩学校

海阳市辛安镇碧桂园十里金滩

东莞东坑碧桂园豪庭

江苏溧阳碧桂园

东莞东坑碧桂园豪庭

辽宁海城碧桂园

佛山顺德碧桂园

无锡碧桂园

扬州市宝应县碧桂园

广东清远市碧桂园·清泉城

沈阳碧桂园太阳城

广州番禺惠东碧桂园十里银滩

东莞碧桂园·鼎峰城市花园

东莞沙田碧桂园柏丽湾

茂名碧桂园城市花园

湖州碧桂园滨湖城

湖南浏阳碧桂园

嘉兴海盐碧桂园

河南安阳碧桂园

重庆高屋林语堂南山别墅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碧桂园

东莞塘厦镇碧桂园天麓山三期

重庆璧山碧桂园翡翠城

广西北流碧桂园

合肥联想人才公寓

合肥北岗花园

合肥高速时代城

南宁青秀山高尔夫别墅

南陵宇培幸福时光小区

淮南泉山湖小区

南京启迪方洲小区

镇江招商北固湾

漳州龙泉御墅

芜湖东方龙城

明光嘉城御府

置地柏悦府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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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案例 变电站案例

内蒙乌海拉僧庙化工园区变电站

内蒙古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变电站

内蒙古鄂尔多斯水洞沟变电站

佳木斯市南变电站

内蒙拉僧庙变电站

四川德阳永安35KV变电站 

四川德阳永兴35KV变电站 

四川自贡琵琶220KV变电站

河北电站13个

哈尔滨电站24个

黑龙江嫩江电站13个

葛兰变电站

徐家坪变电站

洞坪变电站

花桥变电站

陈家湾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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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队案例学校案例

企业工厂案例

扬州市人民检察院 

句容市市人武部  

中国（南京）兵器制造厂

南京军区镇江军分区弹药库

扬州水厂派出所

扬州警示教育基地

河南省电视台

河南济源部队63888

3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