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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感谢您使用霍尼韦尔 VICTRIX 智能社区专业报警安防系统的 8 防区 LED 家庭报警主机。 

本手册为 8 防区 LED 家庭报警主机的操作手册，旨在为用户介绍 8 防区 LED 家庭报警主机的使

用方法。 

建议您在使用报警主机之前，仔细阅读本手册，并妥善保存以备后用。 

注意事项 

• 请按说明书正确安装和使用，在确保整个系统接线正确后，方可接通电源。 

• 避免摔落、碰撞、进水等现象的发生，以保证机器的精密度。 

• 远离冷凝、高温、油污、灰尘、化学腐蚀等不良环境。 

• 通电后如发现异常现象、应立即切断电源，故障排除后方可再次接通电源。 

• 安装、调试须由专业队伍施行，如遇设备故障，勿自行拆卸维修，请与售后服务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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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使用说明 

• 产品以实物为准，手册中的图片仅供参考。 

• 访问霍尼韦尔网站了解产品最新信息。 

• 在使用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这本手册，并妥善保存以备后用。 

• 本手册已经审阅并保证其准确性，产品说明中有疑问或争议的，以霍尼韦尔公司最终解释为

准。对于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对手册内容的误解、误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后果，霍尼韦尔公司恕

不承担责任。 



Honeywell 

3 

2 产品简介 
8 防区 LED 家庭报警主机是霍尼韦尔 VICTRIX 智能社区专业报警安防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为

住户提供防盗、报警和紧急求救功能，一般安装在住户室内。本机外形现代美观、操作简便、壁

挂安装、施工快捷。 

8 防区 LED 家庭报警主机对撤布防等操作辅以简单的声音提示，面板上的 LED 指示灯可显示各

个防区的状态，并能检测 8 防区的线路异常或防区触发，按照各防区属性的设置，向小区接警管

理中心实时报告警情，并对住户各项操作加以记录，配合监控软件等组成专业的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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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特点 
• 符合 GB12663-2001 国家标准 

• 防区探头防剪断防短路报警功能 

• 防区属性可编程 

• 报警主机具有防拆报警功能 

• 支持密码修改功能 

• 胁持报警功能，安全可靠 

• 提供 6 组键盘密码，分别带有不

同权限 

• 撤布防操作声音提示，带键盘背

光灯 

• TCP/ IP 网络报警 

• 基于网络的远程控制和配置 

• 自适应网口支持 10M/100M 网络 

• 可在线升级 

• 超低待机电流 

• 具有断电记忆功能 

• 任意防区可单独布防/撤防 

• SMT 生产工艺，背板式安装，减少装修对设备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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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系列产品列表 

名称 型号 功能特性 

8 防区 LED 

家庭报警主机 
VICTRIX-8 8 防区报警 

2 防区报警模块 VICTRIX-2 2 防区报警 

6 防区报警模块 VICTRIX-6 6 防区报警 

监控软件 VICTRIX MONITOR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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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步骤 
报警主机与接线板的安装步骤 

 

1. 将 86 盒埋于墙内。 

2. 用两个螺丝将报警主机的后面板与暗盒拧紧。 

3. 和报警主机进行连线。 

4. 完成所有连线后，将报警主机前面板与后面板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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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品外形图 
以 VICTRIX-8 型号报警主机为例： 

  

指示灯 
防区 

指示灯 

数字键 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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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指示灯 

类别 指示灯状态 意义 

8 个防区指示灯 
快闪 报警 
慢闪 故障 
常亮 失效 

电源/网络指示灯 
闪烁 网络未连接 
常亮 网络已连接 

布防指示灯 
红色 全布防 
绿色 单布防 

周界指示灯 绿色 周界布防 

快捷键 

报警主机的键盘上有 4 个快捷键，按从上到下顺序分别为：ON（布防）、OFF（撤防）、P/ON
（周界）和 F（联动）。 

• 布防：报警主机的防区处于警戒状态，一般用于用户不在家的时候。 

• 撤防：防区解除警戒，一般用于用户在家的时段。 

• 周界：部分防区处于警戒状态，一般在夜间使用。 

• 联动：通过某一报警主机可以控制另一报警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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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操作 

密码 
用户最多可配置 6 个密码：1 个主用户密码，5 个用户密码。两者的区别在于，主用户不仅有普

通操作的权限，还拥有配置权限。 

修改用户密码： 

1. 输入主用户密码（初始密码为 1234，见第 36 页 附录一 出厂设置）。 

2. 输入“*”。 

3. 输入 1 位被配置的用户号（0-5，主用户号为“0”）。 

4. 输入 4 位新密码。 

5. 输入“#”。 

例如： 1234 * 1 4321 # 

删除用户密码： 

1. 输入主用户密码。 

2.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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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 1 位需删除的用户号（主用户号不允许被删除）。 

4. 输入 FFFF。 

5. 输入“#”。 

例如： 1234 * 1 FFFF #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布防 
全布防 

1. 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 

2. 按【ON】。 

例如： 1234 ON 

全布防快捷键：长按【ON】 

若提示音连响多声（默认为 10 秒，视退出延时的设置而定），布防指示灯亮红灯，说明操作成

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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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防区布防 

1. 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 

2. 输入“*”号键。 

3. 输入防区编号，例如：布防 4 号防区，请按“4”。 

4. 按【ON】。 

例如： 1234 * 4 ON 

单防区布防快捷键：“*”+“防区编号”+【ON】 

例如：* 4 ON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布防指示灯亮绿灯，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

败。 

 

• 只能进行一次同类型的布防。 

• 单防区布防和周界布防不触发进入延时。 

撤防 

全撤防 

1. 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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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OFF】。 

例如：1234 OFF 

所有防区都将撤防，同时立即终止正在进行中的报警。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布防指示灯关闭，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单防区撤防 

1. 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 

2. 输入“*”号键。 

3. 输入防区编号，例：撤防 4 号防区，请按“4”。 

4. 按【OFF】；若该防区正在报警，也将会终止。 

例如：1234 * 4 OFF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周界 
周界也叫局防，即部分防区处于警戒状态，一般在夜间使用。 

1. 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 

2. 按【P/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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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234 P/ ON 

周界快捷键：长按【P/ ON】。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周界指示灯亮起，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联动 
联动是指可通过某一报警主机控制另一报警主机。 

联动布防 

1. 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 

2. 按【F】。 

3. 输入需联动的 2 位联动主机号（01-10）。 

4. 输入“#”。 

5. 输入被联动的主机的用户密码。 

6. 按【ON】。 

例如：1234 F 01# 4321 ON 

联动布防快捷键：【F】+“2 位联动主机号”+“#”+ 【ON】 

例如：F 01 # ON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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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全布防 

1. 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 

2. 按【F】。 

3. 输入“00”。 

4. 输入“#”。 

5. 输入被联动的主机的用户密码。 

6. 按【ON】。 

例如：1234 F 00 # 4321 ON 

联动全布防快捷键：【F】+“00”+“#”+ 【ON】 

注意：被联动的所有主机的用户密码必须一致。 

联动全布防期间防区灯将快闪。联动结束后，防区灯 1-8（代表联动地址 1-8）、布防灯（红灯

表示联动地址 9）和周界灯（绿灯表示联动 10）中常亮的灯代表其对应的联动地址联动失败。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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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撤防 

1. 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 

2. 按【F】。 

3. 输入需联动的 2 位联动主机号（01-10）。 

4. 输入“#”。 

5. 输入被联动的主机的用户密码。 

6. 按【OFF】。 

例如：1234 F 01# 4321 OFF 

联动撤防快捷键：【F】+“2 位联动主机号”+“#”+ “被联动的主机的用户密码”+【OFF】 

例如：F 01 # 4321 OFF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联动全撤防 

1. 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 

2. 按【F】。 

3. 输入“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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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 

5. 输入被联动的主机的用户密码。 

6. 按【OFF】。 

例如：1234 F 00 # 4321 OFF 

联动全撤防快捷键：【F】+“00”+“#”+ “被联动的主机的用户密码”+【OFF】 

注意：被联动的所有主机的用户密码必须一致。 

联动全布防期间防区灯将快闪。联动结束后，防区灯 1-8（代表联动地址 1-8）、布防灯（红灯

表示联动地址 9）和周界灯（绿灯表示联动 10）中常亮的灯代表其对应的联动地址联动失败。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联动周界布防 

1. 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 

2. 按【F】。 

3. 输入需联动的 2 位联动主机号（01-10）。 

4. 输入“#”。 

5. 输入被联动的主机的用户密码。 

6. 按【P/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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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234  F 01# 4321 P/ ON 

联动周界布防快捷键：【F】+“2 位联动主机号”+“#”+ 【P/ ON】 

例如：F 01 # P/ON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联动全周界布防 

1. 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 

2. 按【F】。 

3. 输入“00”。 

4. 输入“#”。 

5. 输入被联动的主机的用户密码。 

6. 按【P/ ON】。 

例如：1234  F 00 # 4321 P/ ON 

联动全周界布防快捷键：【F】+“00”+“#”+ 【P/ ON】 

注意：被联动的所有主机的用户密码必须一致。 

联动全布防期间防区灯将快闪。联动结束后，防区灯 1-8（代表联动地址 1-8）、布防灯（红灯

表示联动地址 9）和周界灯（绿灯表示联动 10）中常亮的灯代表其对应的联动地址联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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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提示音连响 2 声，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胁持 
胁持是指歹徒闯进用户家之后，威胁用户进行撤防等操作。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输入胁持密

码撤防，胁持警报会发送到接警中心，而歹徒并不会察觉。 

1.输入正确的胁持密码（胁持密码=用户密码的个位数±1）。 

例 1：用户密码为 2222，则胁持密码为 2221 或者 2223 

例 2：用户密码为 2229，则胁持密码为 2220 或者 2228 

例 3：用户密码为 2220，则胁持密码为 2221 或者 2229 

2. 按【OFF】。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布防指示灯会关闭，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

败。 

 
设置的新用户密码不能与其他用户的胁持密码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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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音 
关闭或启用按键音的操作相同，步骤如下： 

依次输入：用户密码+ *+9+ # 

例如：1234 *9 # 

按键音快捷键：“*”+ 9 +“#”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键盘背光灯 
关闭或启用键盘背光灯的操作相同，步骤如下： 

依次输入：用户密码+ *+8+ # 

例如：1234 *8 # 

键盘背光灯快捷键：“*”+ 8 +“#”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使能背光灯情况下，30 秒不继续任何操作，将暂时关闭背光灯并进入待机状态。 

进退出延时音 
关闭或启用延时音的操作相同，步骤如下： 

依次输入：用户密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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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234 *7 #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远程配置 
可以使用监控设备对此主机进行远程配置，关闭或启用远程配置的操作相同，步骤如下： 

依次输入：用户密码+ *+6+ # 

例如：1234 *6 #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关闭远程配置时，

监控软件将不能配置此主机。 

显示单防区布防状态 
按以下步骤进行显示单防区布防状态操作： 

依次输入：用户密码+ *+2+ # 

例如：1234*2 # 

显示单防区布防状态快捷键：“*”+ 2 +“#” 

若提示音连响 2 声，说明操作成功，此时进入单防区布防显示状态，对应的防区灯常亮表明此防

区已布防，5 秒后返回正常显示状态；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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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报警主机 
按以下步骤重启报警主机： 

依次输入：用户密码+ *+5+ # 

例如：1234 *5 # 

若防区 LED 灯全亮，说明操作成功；若提示音急促地连响 5 声，说明操作失败。 

恢复出厂设置 
主机运行时，短接“恢复出厂设置触点”（见 38 页主机接线图）一秒以上，然后解除短接状态

进行恢复出厂设置（出厂默认值详见第 36 页 附录一 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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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置 
配置界面包括：用户密码配置、防区配置、延时配置、继电器配置、功能使能、联动主机配置、

网络配置及实时时间配置（如图 8-4）。 

进入配置界面步骤： 

1. 双击程序 CmsCfgPlatform.exe.，进入如下界面： 

图 8-1 配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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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菜单栏的【Victrix】【广播搜索】，进入如下界面： 

图 8-2 广播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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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搜索到各个设备后，双击选择需要配置的设备。进入如下界面： 

图 8-3 网络配置 

 

 
此网络配置界面仅供查看，无法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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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主机撤防状态下输入正确的配置密码（初始密码为 0），再点击【主机配置】，进入配置

主界面： 

图 8-4 配置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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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用户密码 
一台报警主机拥有 5 个用户密码和 1 个主用户密码，用户密码只有操作权限，主用户密码还有修

改配置的权限。无论是用户密码还是主用户密码，都必须为 4 位，若要清除密码，可设为 FFFF
（F 为联动快捷键）（如图 8-5）。 

图 8-5  用户密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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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防区 
防区属性主要分为：布防类型、周界类型、响铃类型、防区类型和继电器触发类型（如图 8-6）。 

图 8-6  配置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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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布防类型 

布防类型分为：立即防区、延时防区和 24 小时防区。 

• 立即防区：在“布/ 撤防”操作之后，即时生效； 

• 延时防区：在“布/ 撤防”操作之后，有一定的延时才能生效，适用于住户家门口； 

• 24 小时防区：24 小时布防，适用于防火、防烟、防水的区域； 

从布防类型下拉框中选择进行防区类型设置。 

设置周界类型 

周界类型分为：周界和旁路。 

• 周界：按下“周界”快捷键后，该防区将布防； 

• 旁路：按下“周界”快捷键后，该防区不起作用，即使发生故障也不会报警； 

从周界类型下拉框中选择进行周界类型设置。 

设置响铃类型 

响铃类型分为：响铃、不响铃、响铃 2 分钟、响铃 5 分钟、响铃 10 分钟、响铃 30 分钟。 

从响铃类型下拉框中选择进行响铃类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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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防区类型 

防区类型分为：常开、常闭、EOL 线尾阻和监控。 

• 常开：开路正常，短路报警； 

• 常闭：短路正常，开路报警； 

• EOL 线尾阻：短路开路均报警（线尾阻阻值为 2.2KΩ）； 

• 监控：开路故障，短路报警； 

从防区类型下拉框中选择进行防区类型设置。 

按【一致】按键，所有防区设置将与防区 1 设置一致。 

设置继电器触发类型 

若勾选此项，则当“配置继电器”的触发源选择为“防区报警”时，将触发继电器。 

配置延时 
配置延时分为进入延时与退出延时。 

• 进入延时：应用于用户回家时。 

• 退出延时：应用于用户离家时。 

从配置延时中输入所需进入/ 退出延时时间（单位：10 秒）（如图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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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配置延时 

 

配置继电器 
配置继电器是指设置继电器在何种情况下触发，并且持续多长时间。 

触发源分为：禁用继电器、防区布防、防区撤防、防区报警及报警主机通信失败。 

配置继电器，首先在触发源下拉框中选择触发情况，再输入触发时间（如图 8-8）。 

图 8-8  配置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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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使能 
功能使能分为：RPS 功能、预警、按键音、键盘背光灯。 

• RPS：远程编程，允许管理员使用接警中心的监控软件进行远程设置。 

• 预警：布/ 撤防延时的时间段内的提示音。 

• 按键音：每次按键都有短促而清楚的提示音。 

• 键盘背光灯：使能背光灯情况下，30 秒不继续任何操作，将暂时关闭背光灯并进入待机状态。 

在功能使能下勾选并使能所需功能（如图 8-9）。 

图 8-9 功能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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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联动主机 
联动是指可通过某一报警主机控制另一报警主机。 

输入 IP 地址设置联动主机的 IP 地址，勾选“被联动”使能被此 IP 地址的主机联动。 

例如：若有 IP 地址为 192.168.0.10 的主机 A 和 IP 地址为 192.168.0.11 的主机 B 两台主机。A
主机需要联动 B 主机。则在 A 主机的 IP 地址栏里输入 B 主机的 IP 地址。且在 B 主机的 IP 地址

栏里输入 A 主机的 IP 地址并勾选“被联动”选项（如图 8-10 和图 8-11）。 

图 8-10 配置联动主机-主机 A 图 8-11 配置联动主机-主机 B 

  



Honeywell 

33 

网络配置 
网络配置分为：主机 IP、子网掩码、网关、账户、密码、服务端 IP、服务端口设置（如图 
8-12）。 

在网络配置中输入各项值进行设置。 

图 8-12 网络配置 

 

 
账户和密码必须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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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时间配置 
勾选“使能”来配置主机时间（如图 8-13）。 

图 8-13 实时时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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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技术参数 
• 工作电压：DC10V～18V，典型值 DC12V 

• 安装方式：接线板安装于墙体内的 86 盒内，报警主机紧贴墙体安装 

• 通讯方式/网络：10M/100M 网络 

• 防区响应时间：250ms 

• 工作温度：-10°C～55°C 

• 外观尺寸：170 X 125mm 

• 节点容量：0.5A@125VAC；1A @24VDC 

• 防区线尾组：2.2K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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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录一 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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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二 常见问题解答 
1. 密码忘记怎么办？ 

若 6 个密码都忘记了，则可尝试以下方法： 

• 恢复出厂设置（具体参见附录一） 

• 使用配置工具查看（具体参见 25 页） 

• 联系技术服务人员 

2. 多余防区如何处理？ 

可配置成常开类型。 

3. 为什么某个防区不能单独布/撤防？ 

先检查是否为密码错误；若密码无误，再检查该防区是否为开路/短路报警或已布防。 

4. 若报警主机被拆开，会有警报吗？ 

报警主机自带防拆功能，若被拆开，将会发送警报至接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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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机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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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RoHS 

根据信息产业部等部委颁布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及相关标准的要求，VICTRIX
智能社区专业报警安防系统 8 防区 LED 家庭报警主机的相关信息如下: 

1. 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为 10 年, 保证该环保使用期限的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见产品使用手册； 
2.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见下表: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

醚(PBDE) 

主板组件 O O O O O O 
按键组件 O O O O O O 

螺丝配件 O O O O O O 

塑料组件 O O O O O O 

电线组件 O O O O O O 

O: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SJ/T11363-2006 标

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X: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11363-
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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