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室外高性能探测器

- 复合探测+双鉴设计

- SMDA(多维分析)逻辑

- 灵活的探测区域设置

- 防遮挡设计

系列

资料内容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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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模式

侧视图(位置决定探测距离)
位置1：约12m(默认)

位置2：约8.5m

位置3：约6m

位置4：约3.5m

位置5：约2.5m

*实际探测距离还取决于现场环境的温度状况。

俯视图
(D位置时的探测区域图)

微波

被动红外

规格参数

型号 VXI-DAM
探测方式

PIR覆盖范围

PIR距离可调

可探测速度

灵敏度

输入电源

耗电

报警周期

预热周期

报警输出

故障输出

防拆输出

LED指示灯

RF干扰

工作温度

环境湿度

IP防护等级

安装方式

安装高度

重量

附件

被动红外+微波

12.0m 90°广角/16防区

12-2.5m(5档)
0.3-1.5m/s

2.0°C(0.6m/s时)
9.5-18V DC

12V DC时35mA最大

2.0±1 sec.
约60 sec.(LED闪烁)

常闭/常开，28V DC，0.1A最大

常闭，28V DC，0.1A最大

常闭，28V DC，0.1A最大，当外壳被移去时打开

红色：预热，报警，遮挡探测区域时
黄色：预热，微波探测

10V/m以下不误报

-20°C~+45°C
最高95%

IP55
墙装，杆装(室外，室内)

0.8~1.2m
600g

螺丝(4x20mm)x2，接线海绵x3，区域遮挡板x3

规格参数和设计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选购件

墙装防拆(WRS-02)

当使用2组或以上产品时不可使用。

EOL(线尾电阻)模块

插入不同的模块可得到不同的线尾电阻值。

参考下边不同控制主机说明来选择合适的

电阻值：

PEU-A (一副)
报警：2.2kΩ/防拆：4.7kΩ/故障：2.2kΩ
PEU-B (一副)
报警：4.7kΩ/防拆：4.7kΩ/故障：6.8kΩ
PEU-C (一副)
报警：1.0kΩ/防拆：1.0kΩ/故障：12kΩ
PEU-D (一副)
报警：1.0kΩ/防拆：1.0kΩ/故障：3.0kΩ
PEU-E (一副)
报警：1.1kΩ/防拆：1.1kΩ/故障：15kΩ
PEU-F (一副)
报警：5.6kΩ/防拆：5.6kΩ/故障：5.6kΩ

VXI-DAM

室外四鉴探测器

C-VXIDAM-V1-1310

尺寸

单位：mm

181.9

64.570.9

不包含背箱



防遮挡的
红外和微波探测器
红外和微波综合算法极大地提高了探测器的稳定性。在
阳光照射强烈的地面或直接面临汽车头灯照射的情况下
防误报性提升70%以上。

将提供的区域遮挡板放置于透镜上就可避开非探测区域
的不必要干扰，获得不同探测区域的最优模式配置。

结构特点

VXI-DAM设计美观时尚，适应于多种安装场所。

多功能安装板

有了这款全新安装板，VXI-DAM的安装变得更加
容易和灵活。将板固定在墙壁上，就可安装。

也可以使用宽度小于25mm的金属带，将产品固
定到多种常见尺寸的杆柱上。

选购的墙装防拆模块可适用于以上任何一种安装
方式。

EOL(线尾电阻)模块插槽

可使用EOL(线尾)电阻模块。

功能独特的外壳

IP55保护

抗UV保护

防紫外线保护IP55

VXI-DAM 传统型号

图像

天线材料 镀金 镀锡

环氧树脂玻璃陶瓷PCB板

OPTEX公司的Tough ModTM

技术使产品的寿命及稳定性
更长久。镀金Tough Mod使
探测器在酷热及潮湿环境下
更耐用。

灵活的探测区域设置

12~2.5米5档可调探测距离 8个水平区域位置

多用途宽敞背箱

产品自带的背箱用于放置各种无线发射器，
或充当墙壁与探测器之间的间隔物。

背箱还可用于接线安装。
★无线型号VXI-RDAM可选。

单位:mm

30

130

35

数字化分析提高可靠性

数字型复合探测(防宠物设计)

上、下两层探测区域必须同时被触发才产生报警。

独立分析的检测可以将误导性的巧合事件进行过滤。这项技术几乎可以将现
场所有小动物排除在探测之外。

探测 无探测

探测

当上、下两层都被阻断时报警。

无探测

若仅下层探测区域被阻断时，
不产生报警

其他基本功能 双重屏蔽感光

区域遮挡条

外壳防拆灵敏度调节开关

步行测试模式指示灯

灵活的探测模式

Use for masking optional area. Use for two wing area setting.(A or G position)

1 2

a ji hgfe d c b n m l ka ji hgfe d c b n m l k

Use for masking optional area. Use for two wing area setting.(A or G position)

1 2

a ji hgfe d c b n m l ka ji hgfe d c b n m l k

Use for masking optional area. Use for two wing area setting.(A or G position)

1 2

a ji hgfe d c b n m l ka ji hgfe d c b n m l k

区域遮挡板为产品标准配置。

实际尺寸

VXI-DAM(不含背箱)

5种不同类型的区域遮挡板用于区域确认 SMDA逻辑(“多维分析”逻辑、也称为“物类分析”逻辑)

VXI-DAM具有超多维信号识别逻辑、能对物类进行分析辨别，
从而改善外界对报警判断的干扰，如气候变化和植物摇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