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品牌介绍 

泰斯康(Texecom)简介 

 

 

英国泰斯康（Texecom）作为豪迈旗下公司，是英国

最大的防盗报警产品生产厂商，产品范围包括各种移动侦测探测器、报警主机、

周界报警设备、热能/烟感探测器、室外声光报警器、主机电源和无线外围设备。

作为国际安防技术领域的领先者，曾被英国著名杂志 PSI评选为“2009 年最佳

报警制造商”。 

Texecom在 1986 年成立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是英国安防界的技术领导者，工

厂拥有世界最新最先进的全自动生产线；所有的安防产品在英国生产，全部产品

的电子部件都采用世界最先进的 SMT表面贴焊技术制造，Texecom 有限公司在

2005年成为公司的豪迈集团的成员。 

Texecom防盗报警品牌是英国安防产品第一销售品牌，拥有国际质量体系各项认

证，在中国已通过公安部检测中心测试合格，是智能防盗报警的首选品牌。目前

Texecom已在全球 85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营和技术支持网络。 

Texecom秉承“精于形、妙于能(Designed to Perform)”的宗旨，产品外观精

美、品质高尚、性能稳定，吸引了一众国际知名公司如肯德基、必胜客、屈臣氏、

City Chain等等大型企业的连续采用；Texecom 被马来西亚教育部鉴定为指定品

牌，超过 8000间的学校和机构采用 Texecom 的报警主机、探测器等等的产品；

在政府机构、军队、监狱、教学、大型超市、小区等等也都已得到广泛的使用。 

豪迈在北京、上海、沈阳、成都和广州均设有代表处，并与国内各重点省市的安

防经销商全面合作。销售服务网络覆盖华南、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

从而为中国地区的广大客户提供全面的售前、售中及售后服务。 

 

所获得的荣誉： 

1、 1999 和 2000 被评选为优秀安防奖及最佳报警制造商 

2、 英国著名杂志 PSI 评选为“2001、2002、2004、2009、

2010、2011 年最佳报警制造商”奖 

3、 英国著名杂志 PSI评选为“2011 年最佳产品创新”奖 

 

http://info.secu.hc360.com/list/fangdao.shtml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seinterface.cgi?word=?????


代表工程业绩: 

 

浙江省富阳市保安服务公司 

南京金陵寺藏经阁 

上海大众工厂 

陕西省榆林报警中心 

河南三门峡四大银行    

杭州残联新办公区 

成都晨光博达橡塑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老挝总行 

成都工商银行龙泉驿区支行 

成都二级地市报警中心 

 

 

 

 

 

 

 

 

 

 

 



设设计计方方案案  

1. 概述 

防盗报警系统防患于未然，用来实现较周密的外围全方位管理及建筑物内重要的管辖

区，防盗报警系统分工作区安防状态的监视、结合内部对讲系统，遥相呼应，可减少管理人

员的工作强度，提高管理质量及管理效益。防盗报警系统作为现代化管理有力的辅助手段,

它将现场内各现场的视频图像或是险情信号传送至主控制中心及分控室，值班管理人员在不

亲临现场的情况下可客观地对各监察地区进行集中监视，发现情况统一调动，节省大量巡逻

人员，还可避免许多人为因素，并结合现在的高科技图像处理手段，还可为以后可能发生的

事件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有了良好的环境，全方位的安全保障，才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为了进一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文明生活的高标准要求，创造一个安全、舒适、温

馨、高效的办公与生活环境，并根据各种不同建筑类别的需要，从项目的具体实际出发，做

到配置合理，留有扩展余地，技术先进，性能价格比高，确保系统性能高质量，高可靠性。

本套防盗报警系统，是在认真研究了项目的技术要求和低价高效率原则的基础上，系统为一

个功能完善，技术先进, 质量稳定可靠的管理与安全保卫系统，为实现自动化管理发挥积极

的作用。 

   本方案本着安全 、经济、实用、完善、兼容的方针，系统可采用分级控制，操作简单，

可联网集成，防盗报警系统提供给管理者及是一个直观的声像警示，管理员能及时了解到区

内各处的保卫安全情况，及时采取措施，红外报警能及时告诉何处有外人闯入，管理者能及

时了解各设备目前的状态及运作情况及各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若此方案得到实施，将对

自动化管理，安全技术防范，提高内部安全状况等方面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方案根据项目提供的相关文件，并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参照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家标

准，并结合我公司从事过的多个项目所积累的经验，编制出这套技术方案。 

 

2. 设计原则 

本项目方案设计遵循技术先进、功能齐全、性能稳定、节约成本的原则。并综合考虑施



工、维护及操作因素，并将为今后的发展、扩建、改造等因素留有扩充的余地。本系统设计

内容是系统的、完整的、全面的；设计方案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其具有以下原

则： 

1、先进性与适用性 

 采用目前最先进的软、硬件及网络技术，出错率低，兼容性强，升级容易，采用模块

式结构，扩容方便，没有重复建设投资，系统的技术性能和质量指标应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同时，系统的安装调试、软件编程和操作使用又应简便易行，容易掌握，适合中国国情和本

项目的特点。该系统集国际上众多先进技术于一身，体现了当前计算机控制技术与计算机网

络技术的最新发展水平，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同时系统是面向各种管理层次使用的系统，

其功能的配置以能给用户提供舒适、安全、方便、快捷为准则，其操作应简便易学。 

2、经济性与实用性 

   管理员能对管理系统和防盗报警系统熟练使用，能利用防盗报警系统实时掌握警情，

充分考虑用户实际需要和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根据用户现场环境，设计选用功能和适合现场

情况、符合用户要求的系统配置方案，通过严密、有机的组合，实现最佳的性能价格比，以

便节约工程投资，同时保证系统功能实施的需求，经济实用。 

3、可靠性与安全性 

  硬件选用先进、成熟、可靠的产品，是已在类似工程中使用过许多的，证明能适应

室外环境的硬件，软件均是良好的英文界面，系统的设计应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在系统故障

或事故造成中断后，能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并具备迅速恢复的功能，同时

系统具有一整套完成的系统管理策略，可以保证系统的运行安全。 

4、开放性 

以现有成熟的产品为对象设计，同时还考虑到周边信息通信环境的现状和技术的发展

趋势，可以消防、监控、聚光系统实现联动。 

5、可扩充性 

系统设计中考虑到今后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的需要，具有更新、扩充和升级的可能。并

根据今后该项目工程的实际要求扩展系统功能，同时，本方案在设计中留有冗余，以满足今

后的发展要求。通过部件化、模块化和层次化的系统规划设计，为正常使用和故障检测带来

极大的方便。 



6、追求最优化的系统设备配置 

在满足用户对功能、质量、性能、价格和服务等各方面要求的前提下，追求最优化的系

统设备配置，以尽量降低系统造价。 

7、保留足够的扩展容量 

该项目设备的控制容量上保留一定的余地，以便在系统中改造新的控制点；系统中还保

留与其他计算机或自动化系统连接的接口；也尽量考虑未来科学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 

8、提高监管力度与综合管理水平 

本项目系统设备控制需要高效率、准确及可靠。本系统通过中央控制系统对各子系统运

行情况进行综合监控，时时动态撑握监视及报警情况。防盗报警系统大大减少劳动强度，减

少设备运行维护人员；另外，系统的综合统筹管理可使设备按最优组合运行，在最佳情况下

运行，既可节能，又可大大减少设备损耗，减少设备维修费用，从而提高监管力度与综合管

理水平。 

3. 设计规范和依据 

1、《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00) 

2、《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标准》（DB32/191-1998） 

3、《城市住宅建筑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CECS/119-2000） 

4、《建筑与建筑群综合面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T50311-2000） 

5、《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 

6、《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GB14050-93） 

7、《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GA/T75-94） 

8、《安全防范工程验收规则》（GA/T308-2001） 

9、《安全检查防范系统通作图形符号》（GA/74-94） 

10、《消防联动控制设备通用技术条件》（GB 16806—1997） 

11、《火灾自动报警设计规范》（GB50116-98） 

4. 系统功能和特点 

 本着系统既要先进、实用、成熟、可靠，又要做到系统开放性、可扩展性好，兼顾投

资合理、效益最佳的目的，防盗报警系统对现场设备进行集中监视、控制和管理，使这些设



备得以安全、可靠、高效地运行，最大限度地发挥智能管理的作用，创造安全、健康、舒适

宜人和能提高工作效率的优良环境，节约能源，并减少维护人员。根据本项目的环境需要,

并接合功能需求建立本项目防盗报警系统： 

系统可实现： 

·应对紧急事件的发生；； 

·防区划分适于报警时准确定位； 

·报警中心具备语音/警笛/警灯提示； 

·报警中心可控制前端设备状态的恢复； 

·报警联动； 

·进行报警中心报警状态、报警时间记录； 

·电子地图显示； 

·事件记录打印。 



5. 方案设计 

   根据设计原则、设计规范和依据及国际国内标准，并根据用户的需求，以及所提供的图

纸及相关资料，并接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对该项目的防盗报警系统进行方

案设计。 

RICOCHET 无线技术 

引发了新一代的无线安全保障。Texecom 的最新 RICOCHET 多点网络无线技术拥有比其他安

防系统更出色的表现。 

RICOCHET 无线设备可以从其他的设备上接收和重复无线传输信息。随着无线信号不再局限

于点对点通讯，使得信号大小、扩展性以及整个系统的覆盖范围都被扩大。 

RICOCHET 无线系统比之前的系统拥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多样化装置能够分程传递与接收信

息，即使是在建筑里的最远端。 

每一款 RICOCHET 设备都能够与 Texecom Premier 控制主机相互传递信号路径。两个设备之

间的无线连接通常会被削弱，网络会进行自我修复并通过替代的 RICOCHET 设备自动重设通

讯路径。安装越多的 RICOCHET 设备，系统就会越稳定。 

住宅： 

RICOCHET 无线设备可以对住宅财产实施简单有效的保护。授权模式的设置程序使安装过程

变得简单、可靠和快捷。 

商业： 

发明新的 RICOCHET 无线技术是为了在商业环境下提供可靠的无线通讯。信号安全和自我修

复功能带来了无与伦比的通讯可靠性。 

延展性： 

未来的 RICOCHET 无线装置可以得到真正的延展，多重无线网络运行可以并排捕捉上百个无

线设备。 

优点： 

更简单 

易于设置，安装快捷 

凭借每个设备中的“范围内”指示与自动无线路由相结合，使无线系统的安装从未如此简单。 

更智能 



智能系统是真正可靠的系统。 

多路信号即刻适应环境。信号安全监测让用户放心。使无线功能更全面，更智能。 

更远 

更大的范围提供更大的保障。 

新增设备增加了系统覆盖范围，不再需要额外的中继器。让 RICOCHET 无线科技带您走的更

远。 

特点： 

网状网络 

RICOCHET 设备创建了一个系统，在该系统中每个无线设备有从其它无线设备中重复信息的

能力。 

双向功能 

在 RICOCHET 设备和控制系统之间的双向通信提高了效率和可靠性，同时扩大了产品功能。 

自我修复 

RICOCHET 设备动态地改变了无线信号路由，让最可靠通信路径的使用成为可能。 

优异的覆盖范围 

RICOCHET 设备的特点是同级领先点对点无线覆盖范围。作为网状网络的一部分，每个无线

设备都可以作为中继器，从而延长了其它设备的覆盖范围，最终使整体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展。 

信号安全 

RICOCHET 无线设备提供多种通信线路。信号安全可以测量出可选择的路径数量并在单独对

比信号强度时提供系统完整性的高级指示。 

授权模式 

一个 RICOCHET 系统设置程序使无线连接在每个单独的设备中显示出来。 

能源节省 

一个 RICOCHET 无线设备将比同等有线产品使用少 1000 倍的能量。 

信号加密 

所有 RICOCHET 无线通信都有尖端的加密算法进行保护. 

系统设置工具 

授权模式 

最基本和最简单的特点是设备授权模式。一旦设备被连接到系统，LED 指示灯闪烁以表示有

大量的通信连接到无线扩展器上。这是网状网络的双向信号使之成为可能并且使每个设备变



成自己的信号强度计。 

授权模式特点是安装无线安全系统最简单，快捷和简便的方法。 

键盘诊断 

下一代诊断支持是一个工程师键盘功能。任何初级 LCD 键盘都可以简单的连接到 RICOCHET

无线扩展器上并且使之成为带有诊断功能的主机。设备可以在系统中被识别或移除，信号强

度信息和通信路由信息都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所有不同设备属性特征都可以在这个菜单

结构中进行编程。 

最新版本的 Premier 系列控制主机软件提供直接来自控制主机界面的诊断支持。 

电脑软件 

最先进的诊断工具是基于个人电脑的 RICOCHET 监控软件。当该软件被安装在一台笔记本电

脑并且连接到一个 RICOCHET 无线扩展器后，它可以通过无线系统的表现提供比以往更强大

的可视性和控制力。 

在简单、直观的菜单屏幕上，清晰的图形突出信号处理性能使所有设备的状态一目了然。一

个创新的“全球意见调查”功能，即瞬间对所有设备进行通信，使设备属性可以在几秒内在

网络中被配置和分布。 

RICOCHET 监控软件真正突出的特点是用图形表示网状网络系统。当选择图形功能时，系统

真正的“活了起来”。每个设备都显示在屏幕上，实时地根据设备通过网络通信地点确定位

置。哪个线路通信信号正被采用和整个网络的性能表现即刻清晰可见。 

凭借图形用户界面能力，即使复杂的系统也可以简单地被诊断，使用户对通信平台的稳定可

靠充满信心。 

 

5.1.系统构成及原理 

防盗报警系统分别由探测器、区域报警主机和报警控制中心三部分构成。其原理如以下

系统图：  



 

 

注：前端探测器的电源需要另外考虑。周界的探测器一般采用 24V 的直流供电由中心

统一供电。 

 

5.2.无线系统特点介绍 

根据用户需求，充分考虑了本系统高度的可靠性、先进性、灵活性、可扩充性、易管理

性及性能价格比高等优点，并根据所提供的图纸及相关料资，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未来的

发展趋势，结合我公司从事过的多个项目所积累的经验，以及相关产品的性能等因素，对本

项目方案实施。 

Ricochet 领先的三级无线信号放大技术无需中继器即可实现大面积无线覆盖，适用于

Texecom 全系列主机。Ricochet 无线技术引发了新一代的无线安全保障。Texecom 的最新

Ricochet 多点网络无线技术拥有比其他安防系统更出色的表现。 

Ricochet 无线设备可以从其他设备上接收和重复无线传输信息。随着无线信号不再局限



于点对点通讯。使得信号大小，扩展性以及整个系统的覆盖范围都被扩大。Ricochet 无线系

统比之前的系统拥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多样化装置能够分层传递与接收信息。即使是在建筑

里的最远端。 

每一款 Ricochet 设备都能够与 Texecom Premier 控制主机相互传递信号路径。两个设备之

间的无线连接通常会被削弱，网络会进行自我修复并通过替代的 Ricochet 设备自动重设通讯

路径。安装越多的 Ricochet 设备，系统就会越稳定。 

 

凭借每个设备中的范围内指示与自动无线路由相结合，使无线系统的安装从未如此简单。 

智能系统是真正可靠的系统 

多路信号即刻适应环境。信号安全监测让用户放心。例无线功能更全面，更智能 

新增设备增加了系统覆盖范围，不再需要额外的中继器，让 Ricochet 无线科技带您走的

更远。 

 

 

 

 

 

 



5.3.实施方案设备选型及配置 

5.3. 1 报警主机 Premier832 

1. 主机最大可扩展到 32个防区，并且支持 32个无线防区，可接入无

线按钮，方便用户操作。 

2. 主机最大支持 4个分区和 6个键盘，可以分别独立管理 

3. 4 线制数据总线，采用双向通讯方式，速度更快 

5.3.2 远程控制键盘  Premier LCD 

 32 字符文本显示 

 2 个完全可编程 直接或线末检测防区 

 1 个完全可编程输出 (100mA 非开关量)  

 完全可调的背景灯 亮度，正常，暗淡或关闭，当进入延时时或按了某个

键后自动改变亮度 

 内置压电蜂鸣器 

 可编程的 LED 信息 

5.3.3 无线设备 

 

 

 

 

 

 

 

 

   Premier 32XP/W      Prestige QD-W         Prestige XT-W          Impaq comtact-W 

   32 路无线接收机    无线四元被动红外     无线数字被动红外      无线门磁感应器 

   

 

 

 

 

 

 

   Impaq Plus-W               Smatkey 

无线振动感应器              无线遥控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