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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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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产品特点

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选择并使用Vcare产品，本系统采用WIFI+GSM双网传输；报警时主机向用户手

机APP推送报警信息，同时还可以向手机发送短信和拨打电话，双网双待安全、可靠、快

速。用户可主动通过APP远程控制主机或启动视频监控。

    为方便您使用，请按照说明书的步骤操作，在使用时，无论遇到任何问题，请联系我

们，我们时刻恭候为您服务。

★ 采用WiFi+GSM双网，支持iOS系统及Android系统手机APP；

★ 主机可以添加1个主人用户管理，99个子普通用户管理；

★ 用手机扫二维码的方式来添加主机配件；

★ 可以添加4个网络摄像机，支持视频通话；

★ 全天候监测家中的温度及湿度，可预设报警值；

★ 实时监测WiFi网络连接状态及GSM网络信号；

★ 全天候监测门/窗是否关好；

★ 探测器电池低电压提醒，判断探测器是否在线；

★ 具有“在家布防”及“布防”两种模式可选；

★ 监测家中电源断电及恢复；

★ 所有操作均能通过APP查询主机日志；

★ 手机APP一键报警可以录制6秒小视频及定位地图通知家人；

★ APP设置遥控器操作警号提示音及短信提示功能的开和关；

★ APP设置主机报警响警号的时间（0-254秒或一直响）；

★ APP设置主机延时报警、延时布防及延时撤防（0-99秒可选）；

★ APP设置主机定时全布防、定时撤防及定时在家布防（可各设三组时间）；

★ APP设置主机六种语言及语音的切换（中,英,俄,西,德,法）；

★ 可添加99个普通探测器、20个遥控器、8个火灾探测器、8个紧急呼叫器、8个医疗呼救

器、4个漏水探测器、2路有线防区； 

★ 支持无线声光警号及两路无线继电器开关。

★ WiFi网络故障时，自动切换至GSM网络报警；

★ 可以设置三组短信接警及三组电话接警号码；

★ 支持远程拨打电话对讲，电话按键控制布防/撤防；

★ 可录制GSM电话报警的10秒报警语音。

GSM模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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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装清单

32

1.1 A套餐产品包装清单及说明

1.4 D套餐产品包装清单及说明

1.2 B套餐产品包装清单及说明

S
O

S

S
O

S

S
O

S

主机*1台

主机*1台

主机*1台

摄像头*1台 紧急呼叫器*1个

红外*1个

红外*1个

红外*1个

门磁*1个

门磁*1个

门磁*1个

遥控*2个

遥控*2个

遥控*2个

医疗呼叫器*1个

医疗呼叫器*1个

医疗呼叫器*1个

其他:

电源适配器*1个   

说明书*1本

注:此套装主机为 版本.

主机安装支架*1个   红外安装支架*1个   门磁双面胶*1个   

单WiFi网络

其他:

电源适配器*1个   

说明书*1本

注:此套装主机为 版本.

主机安装支架*1个   红外安装支架*1个   门磁双面胶*1个   

WiFi+GSM双网

其他:

电源适配器*2个   

门磁双面胶*1个   网线*1根   说明书*1本

注:此套装主机为 版本.

主机安装支架*1个   红外安装支架*1个   摄像头安装支架*1个   

WiFi+GSM双网

1.3 C套餐产品包装清单及说明

S
O

S

主机*1台

摄像头*1台 烟雾探测器*1个 燃气探测器*1个 漏水探测器*1个

紧急呼叫器*1个红外*1个 门磁*1个 遥控*2个 医疗呼叫器*1个

其他:

电源适配器*2个   

门磁双面胶*1个   网线*1根   说明书*1本

注:此套装主机为 版本.

主机安装支架*1个   红外安装支架*1个   摄像头安装支架*1个   

WiFi+GSM双网



2. 使用前准备

2.1 产品外观及部件说明

2.2 插入SIM卡

2.3 插入电源开机

2.1.1 主机正面

2.1.2 主机背面

电话监听MIC

警号(80db)

SIM卡座

有线防区接线端

温湿度探测器接线端

WiFi配置键

录音MIC

防拆开关

配件无线信号指示灯

GSM信号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

录音按键

电源插孔

电源插孔

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扬声器

报警指示灯(红色)

WiFi信号指示灯(蓝色)

布防指示灯(红色)

该系统为WiFi加GSM型智能安防系统，发生警情时，主机会先通过WiFi推送信息通知给用

户，如WiFi网络异常，则自动切换至GSM网络发短信和打电话通知用户，因此建议插上

SIM卡。

 选择合适的SIM卡。

 将SIM卡插入到主机的SIM卡座中。

①

②

①

②

 将电源适配器输出插头插入主机电源插孔中。

 将电源开关从OFF拨到ON位置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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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P添加用户

3.1 下载安装客户端

3.2 添加用户

扫描以下二维码，根据提示下载相应系统的（iOS系统&Android系统）巡鹰小贝客户端软

件，并安装使用。

将巡鹰小贝添加到手机APP中，巡鹰小贝可以添加

 首先添加1个主人用户，方法请参考下图，按顺序操作；

1个主人用户管理，99个普通用户管理。

3.2.1

巡鹰小贝客户端二维码

1. 点击下载安装好的"巡鹰小贝"APP图标

2.欢迎界面之后，进入紧急呼叫界面，点击界面右侧,进入主界面

3. 进入主界面，点击"添加设备"

4. 点击"我是主人"

7. 

8.

9. 

输入WiFi密码.

按下"小贝"背面的WiFi配置键.

听到主机"嘀"声提示后,点击

开始配置,可以看到配置的进度条

在缓慢前进.

10. 6输入小贝的" 位管理密码",然后点

击确定(注:出厂默认为"123456").

11. 为"小贝"取一个个性化的名

称,点击完成.

12. 添加完成.

5. 

6.

确认小贝要连接的WiFi网络与当前

手机的WiFi处于同一个路由器,确认是

同一个网络,点击"是".

不在同一个网络,点击"设置",选择

正确的WiFi网络,重新连接好WiFi网络

之后,点击"是".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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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主用户,进入管理界面.

4. 将邀请码发送给要添加进来的家

人.以短信形式发送邀请码.

5. 用家人的手机,进入主界面之

后,点击"添加设备".

6. 

7. 

8. 

9. 

输入收到的邀请码.

输入本机手机号码.

输入用户名称,例如"二丫".

点击"接受邀请".

10. 添加成功,点击"完成".

5. 进入设备添加界面之后,点

击"普通用户".

2. 点击"家庭成员". 3. 点击"邀请".

3.2.2 添加子用户，方法请参考下图，按顺序操作(注:即添加其他家庭成员,最多可以添加

99个,子用户不能设置主机的参数,其余功能与主用户一样)；

 

 

 
 

 

 
 

    
 

 
 

4. APP界面功能介绍及说明

天气预报功能,实时更新每天的天气情况.

天气预报功能,实时更新每天的天气情况.

滚动提示最新的3条信息.

可查看所有主机设备的信息记录.

WiFi连接状态

主机布/撤防状态

返回上一界面 进入设置界面

温/湿度数据

产品使用有效期

主机GSM网络状态

家中是否有人

主机后备电池状态

主机电源连接状态

SOS紧急呼叫功能,适用于老人/小孩身体

不适或迷路时,点击"SOS",立即拍摄一段

小视频,以及GPS定位信息,推送到所有的

家庭成员手机上.

4.1 紧急呼叫界面

4.2 主界面

4.3 主机管理界面

 

所有添加的主机设备依次排列.

每台设备有显示名称、使用时间,使用环

境的温度湿度及安装地址.

还有显示当前布/撤防状态及是否有报警

内容未查看.

也可以点击设置图标对此设备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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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探测器

门窗打开/门窗没关

有人活动

探测到烟雾

探测到漏水

探测到燃气泄漏

紧急呼叫报警

医疗呼叫报警

探测器报警

门窗探测器不在线门窗已关好

红外探测器电量低

烟雾探测器电量低

漏水探测器电量低

红外探测器不在线

烟雾探测器不在线

漏水探测器不在线

燃气探测器不在线

紧急呼叫按钮不在线

医疗呼叫按钮不在线

探测器不在线 探测器电量低

门磁电量低

红外探测器

烟雾探测器

漏水探测器

燃气探测器

紧急呼叫按钮

医疗呼叫按钮

更多探测器

健康监测

巡鹰眼

可视对讲

智能控制

4.4 设置界面

点此进入家庭成员管理界面

点此进入历史记录界面

点此进入SOS紧急呼叫界面

点此清除所有未查看的报警记录

 

 

点此进入修改主机语言界面

可添加20个遥控器

点此进入修改主机时间界面

可添加8个紧急呼叫器

点此进入添加配件界面

可添加门/窗磁、红外等其他探测器99个

点此进入设置短信报警和拨号报警界面

可添加燃气、烟雾探测器8个

点此进入修改主机管理密码界面

可添加医疗呼救器8个

点此进入修改主机安装地址界面

可添加漏水探测器4个

点此进入更多设置项界面

可添加可视对讲器4个

4.4.1

(注:按照APP提示操作即可)

4.4.2 (注:按照APP提示操作即可)

4.4.3

 修改主机语言：支持中文、英文、俄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六种语言，修改语

言之后，主机发送的推送信息，将为当前设定的语言；

 修改主机时间：新主机建议用户重新设置时间；

 添加无线配件：

     可添加各种入侵类探测器及紧急事件探测器,详情请看如下介绍.

1. 点击"无线配件"进入无

线配件添加界面.

2. 无线配件添加界面.

如何添加探测器,方法

请看后面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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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添加门/窗磁探测器,删除门/窗磁探测器.

1. 点击进入门/窗磁探测器

的添加界面.

1. 点击进入短信号码及拨

号号码设置界面.

4. 点击确定,软件能自动识

别出门/窗磁探测器.

2. 点击相应序号进行配置.

2. 

3 3

点击设置第一个短信号码,一

共可以设置 个短信号码和 个

拨号号码.

5. 添加完成.

3. 扫描门/窗磁探测器背

面的二维码.

3. 输入手机号码,点击确

认,设置完成.

6. 

(注：红外探测器

等其他探测器,方法请参考门磁添加方

法).

所有配件均为扫描二维码的方式添

加，方法非常简单.

4.4.4 (注:此功能为GSM版本专用功能,当WiFi网络不正常的时

候切换至GSM网络进行报警).

设置短信号码及拨号号码：

4.4.5 (注:参考4.4说明,按照APP提示操作即可)

4.4.6 (注:参考4.4说明,按照APP提示操作即可)

4.4.7

 修改主机管理密码.

 修改主机安装地址.

 修改主机更多设置项：

项目名称 功能介绍

当WiFi网络故障时,主机发送短信提示

当电话网络故障时,APP信息提示

当主机布防的时候,如果有门窗没有关好,APP信息提示

当配件电池电量低的时候,APP信息提示

当电源故障或者停电的时候,APP信息提示

当主机布防/撤防的时候，是否需要短信提示

调节主机内置警号的音量，可设置高/中/低三种音量

可设置主机布防延时时间:00-99秒,出厂默认30秒

可设置主机报警延时时间:00-99秒,出厂默认00秒

可设置主机撤防延时时间:00-99秒,出厂默认00秒

可设置主机警号响应时间:静音或000-254秒或长响,出厂默认090秒

可设置主机定时布防时间,一共可以设置3组时间

可设置主机定时撤防时间,一共可以设置3组时间

可设置主机有线防区的报警方式为闭合或断开,出厂默认为断开报警

可设置温度报警为关闭或000-120℃,出厂默认为85℃报警

可设置有人在家提醒功能,出厂默认为关闭状态

可设置主机关闭/打开/智能切换电话网络报警功能

可设置主机定时留守布防(即在家布防)时间,一共可以设置3组时间

当使用遥控器对主机布防/撤防的时候，是否需要警号声音提示

WiFi网络故障短信提示

电话网络故障APP提示

门窗未关提示

配件电池电量低提示

电源故障报警

布/撤防短信提示

遥控器布/撤防警号提示

内置警号音量

布防延时时间(S)

报警延时时间(S)

撤防延时时间(S)

警号长响时间(S)

定时布防

定时撤防

定时留守布防

有线防区常闭常开报警

电话网络报警

温度报警(℃)

有人在家提示

 

 

可输入个性化的名

称,方便辨别.

点击此处,可以删除这个探测器.删

除其他探测器,方法一样.

点击此处,可以删除所有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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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设置留守布防防区

4.4.9 修改防区名称

4.4.10 如何区分探测器状态

1. 进入相应的探测器管理

界面,点击留守布防图标.

1. 点击相应主机,进入用户

管理界面.

1. 进入相应的探测器管理

界面,点击防区名称.

1. 进入相应的探测器管理

界面,点击防区名称.

2. 在弹出的窗口中,将开关

拨到OFF状态,点击确定.

2. 点击相应图标查看报警信息.

  点击"清除报警"可以消除全部红色小气泡.

1. 

2. 

3. 

4. 

5. 

6. 

7. 

8. 

9. 

入侵类型探测器(门窗/人体移动/更多探测器)报警需要使主机在布防的状态下才能实

现！其它类型的探测器(SOS紧急呼叫按钮/医疗呼叫按钮/火灾探测器)报警则无须主机布

防直接可以触发报警.

留守布防状态时,入侵类探测器的留守开关打开才能报警(出厂默认新添加探测器均为留

守探测器,用户可以修改防区类型,请参考4.4.8说明).

探测器报警信息在界面列表有显示的探测器有红点提示,其他类型(操作记录/电源故障

/主机防拆)的报警信息仅在"历史报警"处用红点提示,点击查看后红点会消失！或点击"清

除报警"可清除所有红点提示.

不同的报警事件APP会有不同的报警声音提示.

如打开了GSM故障时APP提示功能,当主机检测检到GSM故障后20秒内会通过过

APP推送信息提示所有用户.

如打开了WiFi故障时GSM提示功能,当主机检测到WiFi故障后50秒内会通过GSM发短

信到3组短信接警号码提示.

部分探测器有离线报警功能(门窗,人体移动，烟雾、水浸、燃气、更多探测器),每个探

测器离线时仅APP推送1次消息(无GSM短信提示),并在APP探测器列表用灰色显示！

部分探测器有低压报警功能(门窗、人体移动、烟雾、水浸、燃气、更多探测器),每个

探测器低压时隔两个小时仅APP推送消息(可设置关闭低压信息推送),并在APP探测器列表

用低电图标显示！

门窗有开关状态提示功能及布防后门窗未关提示,仅通过APP推送消息(可设置关闭此功

能),并在APP探测器列表用图片显示开关状态！

2. 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新

名称,例如"后门报警"

2. 门窗磁探测器管理界面

3. 完成设置,大厅落地窗探测器已取消留

守布防,当主机处于留守布防状态时,此
探测器将不会报警.

3. 完成设置.

注: 所有新添加的探测器,均为留守布防防区,以下方法为取消留守布防防区.

门窗打开/门窗没关门窗探测器不在线

门窗已关好 门磁电池电量低

4.4.11 如何查看报警信息

4.4.12 APP接警处理及注意说明

红色图标:有未查看报警信息.
灰色图标:没有报警信息.

点击此处可以查看所有报警

主机的报警信息.

如图所示:漏水探

测器有 2条未查

看的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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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3 电话接警处理及注意说明

1.

2.

电话报警功能选择打开时,则每次报警时不仅会向APP推送信息,同时还会向设定好的3组

短信接警号码发送短信及向3组拨号号码拨打电话,电话报警功能选择关闭时,则每次报警时

仅向APP推送信息,电话报警功能选择为智能时,则只有在WiFi报警失败后才会向设定好的

3组短信接警号码发送短信及向3组拨号号码拨打电话(20秒内发短信报警).

当主机使用GSM网络报警时首先发短信息给三组短信接警号码,随后拨打设置好的三组

电话接警号码.主人接听电话后,警号会立即停止,自动播放录音及报读警情内容,并进入现

场监听.此时按电话按键,按"1"布防,按"2"撤防,按"3"启动警号,按"4"关闭警号.如果主人

电话机占线或因故障不能接通,系统会自动循环拨打下一个报警号码,直至主人接听后主机

才停止拨号,若系统自动循环三次拨打三组报警号码仍然未接听,主机则停止拨号.

5. 配件介绍及说明

5.1 红外探测器介绍及说明

5.2 门/窗磁探测器介绍及说明

报警指示灯

报警指示灯

探测器主体 探测器磁体

使用方法:

1.打开外壳,去除电池绝缘垫片.

2.壁挂安装,高度2.2米左右.

3.避免正对通风口和空调等位置,防止误报.

使用方法:

1.打开外壳,去除电池绝缘垫片.

2.粘贴在门窗上面.

3.主体与磁体分开2厘米就会报警.

使用方法:

1.按下相应按钮,报警主机做出相应动作.

使用方法:

1.拉动挂绳,可触发报警.

2.按下按钮,可触发报警.

使用方法:

1.固定安装或摆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2.按下按钮,可触发报警.

技术参数:

电源:DC1.5V电池2节(7号电池).

探测角度:水平110°,垂直60°.

探测距离:9-12米.

发射距离:空旷地区100米.

功能:入侵报警、防拆报警、电池电量低报

     警、心跳数据.

技术参数:

电源:DC3V纽扣电池2个(型号CR2016).

发射距离:空旷地区100米.

功能:开门报警、关门报警、电池电量低报

     警、心跳数据.

技术参数:

电源:DC3V纽扣电池2个(型号CR2016).

发射距离:空旷地区100米.

功能:控制报警主机布防/撤防/在家布防/紧

     急求救报警.

技术参数:

电源:DC3V纽扣电池1个(型号CR2032).

发射距离:空旷地区100米.

功能:医疗呼叫报警.

技术参数:

电源:DC12V27A层叠电池1个.

发射距离:空旷地区100米.

功能:紧急求救报警.

探测窗口

5.3 遥控器介绍及说明

5.4 SOS医疗呼叫器介绍及说明

5.5 紧急呼叫器介绍及说明

S
O
S

信号指示灯

撤防按钮

紧急求救按钮

挂绳

挂扣

按钮

布防按钮

在家布防按钮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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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漏水探测器介绍及说明

测试按钮

测试按钮

测试按钮

报警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

报警指示灯

故障指示灯

报警指示灯
报警蜂鸣器

报警蜂鸣器

报警蜂鸣器

电源线

漏水感应头

WiFi天线

光敏感应器

网线插口

喇叭插口

麦克风插口

高清摄像头

红外夜视灯

WPS按键

电源插口

TF存储卡插口

漏水感应头安装示意图

墙壁 墙壁

地面 地面

使用方法:

1.打开外壳,去除电池绝缘垫片.

2.漏水感应头安装时,金属感应区紧贴地面.

技术参数:

电源:DC1.5V电池2节(5号电池).

发射距离:空旷地区100米.

功能:探测漏水报警.

5.7 烟雾探测器介绍及说明

使用方法:

1.打开后壳,装上电池.

2.吊顶安装.

3.安装于易发生火灾的地方.

使用方法:

1.详细操作方法,请参考摄像机说明书.

2.吊顶安装,壁挂安装,置于台面皆可.

3.最大支持32G存储卡.

使用方法:

1.壁挂安装,插上电源.

2.安装注意:检测天然气,安装于离天花板0.3-1米.

3.安装注意:检测液化石油气,安装于离地面0.3-1米.

4.安装于易发生燃气泄漏的地方(厨房).

技术参数:

电源:DC9V电池1个.

探测范围:20平方米.

发射距离:空旷地区100米.

功能:感应烟雾报警.

技术参数:

无线版高清机型,P2P免端口映射

三码流H.264压缩格式，

CMOS100万高清像素 720P

支持32G存储,双向语音对讲

云台旋转水平355°垂直120°,红外夜视10米

内置IR-CUT,日夜清晰不偏色

支持iPhone/iPad/Android/PC 

方案:海思3518E

技术参数:

电源:AC220V/50HZ.

报警浓度:6%LEL.

发射距离:空旷地区100米.

功能:感应燃气报警.

5.8 燃气泄漏探测器介绍及说明

5.9 网络摄像机介绍及说明

6. APP控制主机介绍及说明

6.1 控制主机布防/撤防/在家布防

1. 进入主机的管理界面,点

击"布防状态"进入布/撤防

管理界面.

2. 布/撤防管理界面.

布防按钮:主机布防之后,所有探测器

触发都会报警.

在家布防按钮:主机在家布防之后,只

有设置为在家布防的探测器触发才会

报警.

撤防按钮:主机撤防之后,所有入侵类

探测器触发都不会报警,只有紧急呼叫

和火灾防区才会触发报警.

启动警号按钮:按下此按钮,主机警号

立即响起.

停止警号按钮:按下此按钮,主机警号

立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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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如何添加网络摄像机及控制说明

1. 进入主机的管理界面,点击

"巡鹰眼"进入网络摄像机管理

界面.

4. 扫描摄像机底壳上的二维码.

2. 在

中,点击添加新的"巡鹰眼".

网络摄像机管理界面

5. 扫描条码自动获得摄像机编号,输

入密码,输入名称,点击确定即可.

7. 摄像头监控界面.

3.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

"扫描条码".

6. 添加成功,最多可以添加4个网

络摄像机,点击相应摄像机,即可
进入查看视频.

默认密码:admin

点此切换:

静音:无法听到现场声音.

监听:可以听到现场声音.

通话:可以和现场进行对讲.查看抓拍照片

抓拍照片

注:

通过上/下/左/右划动画面,可以控制摄

像头进行上下左右运动,查看不同角度的

画面,水平角度355 ,垂直角度90 .

2120

7. 产品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主机切勿进水。

主机安装在隐蔽的地方，但要注意网络信号强度。

取卡/装卡时要先关闭电源。

电源应插接牢固，并确保散热良好。

主机开机12秒后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各探测器提示电量不足时请及时更换。

安放位置请不要和电视机、电脑等有强电磁干扰的物体挨在一起。

经常定期检查主机SIM卡的使用状况（如：按时充值缴费等）。

定期测试报警系统的工作状态。

安装APP的手机应保持网络畅通，防止信息不能及时到达。

本产品为室内设计，切勿用于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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