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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使用说明 

 

范围 

本手册介绍了长城张力围栏控制/ 通讯主机的基本安装和设置方法. 

 

准确性 

本手册已经过校对并保证其准确性。然而，对于用户在使用过程中 

由于对手册内容的误解、误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后果，本公司恕不承 

当任何责任。另外，本公司有权对张力围栏控制/ 通讯主机的硬件、软件和手册

作进一步升级或修改而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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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特点  

    周界防范报警系统是为防范从周边围墙或栅栏非法出入者而设置的技术防范系统，是安

全防范系统的第一道防线。系统要求当出现非法越墙（或越栏）时，能发出声光报警，同时

在报警管理中心能立即收到报警信息，并联动相关设备。 

张力式智能电子围栏防入侵报警系统是周界防入侵报警产品中的一种。它即是防止人体逾越

的实体防护设施，又是周界防入侵报警系统的前端探测设施，能有效探测报警，系统具有以

下特点： 

1．使用安全性高：外部可触及部件不带电，对入侵者没有人体伤害； 

2．有形的实体防护，具有有效的阻挡作用和一定的防抛物作用；  

3．钢丝绳的静态拉力可以在规定范围内随意设定，安装方便；  

4．误报率低：探测灵敏度可根据需要设定，有效地防止飞鸟，小动物，树叶，小树枝等干

扰引起误报； 

5．环境适应性强：可适应各种复杂地形环境，不留防范死角；  

6．性能稳定可靠：能够自动跟踪钢丝绳的张力随环境温度的变化，确保张定可靠；   

7．钢丝绳攀爬报警：当钢丝绳的张力达到规定值后即发出攀爬报警信号 

8．钢丝绳松弛报警：当钢丝绳松弛达到规定值后即发出松弛报警信号； 

9．钢丝绳剪断报警：当钢丝绳被剪断时即发出剪断报警信号；  

10．防拆报警功能：拆开控制杆上盖时即发出防拆报警信号；  

11．电源断电报警功能：主电源断电时能发出断电报警信号；  

12．与环境的协调性：造型款式美观大方，安装效果好，与周围环境、景观和绿化协调一致，

溶为一体，不扰民，不给用户造成厌恶感。 

二、张力围栏系统工作原理 

    张力围栏是通过控制杆、受力杆和支撑杆在周界架设起多道规则的金属不锈纲绳，在周

界形成一道有形的实体防护围栏，在控制杆内设有张力模块、防区控制器和电源模块等设备，

通过张力模块对任何试图通过拉动、抬起、攀爬、剪断围栏钢丝等企图闯入的入侵行为进行

探测，张力模块采用先进的电子技术，能将试图攀爬，切割金属纲绳等机械力的变化转换成

http://www.search.ask.com/web?o=14988&l=dis&tpr=7&q=%D5%C5%C1%A6%CA%BD%D6%C7%C4%DC%B5%E7%D7%D3%CE%A7%C0%B8%B7%C0%C8%EB%C7%D6%B1%A8%BE%AF%CF%B5%CD%B3%CA%C7%D6%DC%BD%E7%B7%C0%C8%EB%C7%D6%B1%A8%BE%AF%B2%FA%C6%B7%D6%D0%B5%C4%D2%BB%D6%D6%A1%A3%CB%FC%BC%B4%CA%C7%B7%C0%D6%B9%C8%CB%0D%0A%CC%E5%D3%E2%D4%BD%B5%C4%CA%B5%CC%E5%B7%C0%BB%A4%C9%E8%CA%A9%A3%AC%D3%D6%CA%C7%D6%DC%BD%E7%B7%C0%C8%EB%C7%D6%B1%A8%BE%AF%CF%B5%CD%B3%B5%C4%C7%B0%B6%CB%CC%BD%B2%E2%C9%E8%CA%A9%A3%AC%C4%DC%D3%D0%D0%A7%CC%BD%B2%E2%B1%A8%BE%AF%A3%AC%CF%B5%0D%0A%CD%B3%BE%DF%D3%D0%D2%D4%CF%C2%CC%D8%B5%E3%A3%BA
http://www.search.ask.com/web?o=14988&l=dis&tpr=7&q=%D5%C5%C1%A6%CA%BD%D6%C7%C4%DC%B5%E7%D7%D3%CE%A7%C0%B8%B7%C0%C8%EB%C7%D6%B1%A8%BE%AF%CF%B5%CD%B3%CA%C7%D6%DC%BD%E7%B7%C0%C8%EB%C7%D6%B1%A8%BE%AF%B2%FA%C6%B7%D6%D0%B5%C4%D2%BB%D6%D6%A1%A3%CB%FC%BC%B4%CA%C7%B7%C0%D6%B9%C8%CB%0D%0A%CC%E5%D3%E2%D4%BD%B5%C4%CA%B5%CC%E5%B7%C0%BB%A4%C9%E8%CA%A9%A3%AC%D3%D6%CA%C7%D6%DC%BD%E7%B7%C0%C8%EB%C7%D6%B1%A8%BE%AF%CF%B5%CD%B3%B5%C4%C7%B0%B6%CB%CC%BD%B2%E2%C9%E8%CA%A9%A3%AC%C4%DC%D3%D0%D0%A7%CC%BD%B2%E2%B1%A8%BE%AF%A3%AC%CF%B5%0D%0A%CD%B3%BE%DF%D3%D0%D2%D4%CF%C2%CC%D8%B5%E3%A3%BA
http://www.search.ask.com/web?o=14988&l=dis&tpr=7&q=%D5%C5%C1%A6%CA%BD%D6%C7%C4%DC%B5%E7%D7%D3%CE%A7%C0%B8%B7%C0%C8%EB%C7%D6%B1%A8%BE%AF%CF%B5%CD%B3%CA%C7%D6%DC%BD%E7%B7%C0%C8%EB%C7%D6%B1%A8%BE%AF%B2%FA%C6%B7%D6%D0%B5%C4%D2%BB%D6%D6%A1%A3%CB%FC%BC%B4%CA%C7%B7%C0%D6%B9%C8%CB%0D%0A%CC%E5%D3%E2%D4%BD%B5%C4%CA%B5%CC%E5%B7%C0%BB%A4%C9%E8%CA%A9%A3%AC%D3%D6%CA%C7%D6%DC%BD%E7%B7%C0%C8%EB%C7%D6%B1%A8%BE%AF%CF%B5%CD%B3%B5%C4%C7%B0%B6%CB%CC%BD%B2%E2%C9%E8%CA%A9%A3%AC%C4%DC%D3%D0%D0%A7%CC%BD%B2%E2%B1%A8%BE%AF%A3%AC%CF%B5%0D%0A%CD%B3%BE%DF%D3%D0%D2%D4%CF%C2%CC%D8%B5%E3%A3%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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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号，传送给防区控制器，防区控制器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智能分析判断。一旦确认为报

警信号即做出报警响应，发出报警信号，并通过报警联网总线将报警信号发送到远离现场的

中心控制室。在中心控制室，值守人员通过报警主机或报警管理软件界面上弹出的报警信息

和声光提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远在现场的警情，及时做出处警预。 

 

张力式电子围栏独立工作示意图 

三、张力围栏的安装 

3.1.张力式电子围栏的设计  

    为确保张力式电子围栏稳定可靠地运行，在设计时要求直线型周界每个防区长度应不超

过 120 米，控制杆和受力杆安装在防区的两端，每间隔 3－5 米应安装一根支撑杆。如遇折

角或拐弯，每个折角或拐弯，防区距离缩短 20 米，并在拐弯处安装带轴承受力杆，在每个

防区的每道钢绳都应配置弹簧、紧线器。      

    按架设张力式电子围栏的支撑基础不同，又可分为落地式和附属式两种安装方式。     

所谓落地式，即：张力式电子围栏超直接安装在地面上；      

    所谓附属式，即：张力式电子围栏架设在围墙或围栏的上方。   

    附属式又可分为直立式、向外倾斜式和向内倾斜式等不同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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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人员应根据防范周界的现场实际情况选择附属式安装或落地式安装。但无论选择哪

种安装方式，对架设和支撑电子围栏的附属物或基础都要求足够坚固，必须能够承受电子围

栏的静态张力以及人为的拉压和攀爬时作用在围栏上的力。  

    当采用附属式安装时，围栏的高度应不低于 750mm，最下一道钢绳与实体周界上端的水

平距离应在 130mm－150mm之间，相邻两根钢绳的间距为 200mm±10mm。   

    当采用落地式安装时，应对控制杆、受力杆、支撑杆均采取加固措施。围栏的高度应不

低于 1800mm，其中 1500mm 以下的钢索，相邻两根间距应为 150mm±10 mm，1500mm 以上的

钢索，相邻两根间距应为 200mm±10 mm。  

    为保证张力式电子围栏钢绳能承受足够的拉力，建议所选用的钢丝绳的直径应不小于

1.2mm。  

    为保证钢丝绳及弹簧能在室外环境中长期良好地使用，建议选用 SUS304 以上型号或其

他等效材料。 

3.2.张力式电子围栏的安装   

3.2.1.张力围栏的杆体及底座      

张力围栏杆体分为两种：终端杆和过线杆，通过终端杆上安装的不同功能模块，终端杆

为 40*40MM的铝型材，四面有槽，方便安装长城安保公司生产的各种模块，终端杆按安装模

块的不同又分为控制终端杆、滑轮终端杆和受力终端杆。两种杆子通过标准的安装底座将杆

体固定在围墙、栅栏的上方，或直接安装在地面上。杆体与底板可有多种不同的连接角度，

可选择的角度有 0°、30°、45°、67.5°、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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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张力终端杆和张力万向底座的安装 

    用 M6*60 的螺丝和 M6螺母把张力过线杆固定在左、右两片万向底座上，安装步骤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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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力终端杆和张力传感器的安装 

     张力终端杆和万向底座安装好后，在终端杆另外一侧的凹槽分别放入 8 个配套的滑块

螺母，然后用 M5*16 的螺丝把张力传感器固定在终端杆上（张力传感器的间距参考张力过

线杆的孔距），安装步骤如下图所示： 

 

 

3.2.4.张力受力终端杆的安装 

     张力终端杆和万向底座安装好后，在终端杆两侧的凹槽分别放入 4个配套的滑块螺母，

然后把尾端连接器拧入滑块螺母（尾端连接器的间距参考张力过线杆的孔距），安装步骤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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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张力过线杆的安装 

     用M6*20的螺丝和M6螺母把张力过线杆固定在张力万向底座上，安装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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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受力终端杆、张力弹簧和钢丝绳的连接 

     将张力弹簧挂入组装好的受力终端杆的尾端连接器上，然后把不锈钢丝绳穿入两个压

接铝套，绕过张力弹簧后，再穿回两个压接铝套，最后用压线钳将铝套压紧（注意两个压接

铝套的间距，一般间距在 20mm）。安装步骤如下图所示： 

 

 

 

3.2.7.张力传感器、绝缘子、紧线器和钢丝绳的连接 

     1）将矢量传感器上的不锈钢丝绳穿过两个压接铝套再穿入绝缘子，再将不锈钢丝绳穿

回两个压接铝套，然后用压线钳将铝套压紧（注意两个压接铝套的间距，一般间距在 20mm）。 

    2）将再不锈钢丝绳穿过紧线器再穿过两个压接铝套，然后不锈钢丝绳再穿过绝缘子，

再将不锈钢丝绳穿回两个压接铝套，最后用压线钳将铝套压紧（注意两个压接铝套的间距，

一般间距在 20mm），通过紧线器将钢丝绳收紧。安装步骤如下图所示： 



                                                   周界安保系统的领导者 

 第 9 页 共 17 页 

 

 

 

四、张力电子围栏产品接线说明 

4.1.张力传感器 

产品描述 

矢量传感张力围栏系统实现了物理屏障和入

侵探测系统的完美结合。矢量传感张力围栏系

统是目前首选的周界入侵探测解决方案，具有

很高的先进性和可靠性。长城安保改进了传统

基于拉力传感器的方案，国内首家推出基于矢

量运动传感器的张力围栏系统，采用矢量传感

部件和张力钢丝传感结构非接触的技术方案，保证了矢量传感器在各种恶劣气候条件下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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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传感器的电子部分不会因为雨雪、雷电等自然因素而损坏；传感器可以耐受张力线上

水平方向的任何长度的位移，而传统拉力传感器应变极限为 2%，大约等于水平位移 0.1-1mm,

超过这个极限拉力传感器的损坏率超过 90%；矢量传感器传感精度更高，水平位移变量

0.5MM、角度变量 0.02度即可判断，使得探测防区距离更远，单个防区大于 100米。在保证

极高的探测概率的同时，本系统还能维持极低的漏、误报率和维护成本。 

核心特点 

传感器电子部分和张力线传导结构采用非接触设计，提高了电子部分使用寿命。  

可与脉冲电子围栏结合使用，判断更精确、更具有威慑性。  

高安防等级的项目保护——可判断攀爬、断线、破坏墙体等各类周界入侵风险。  

防区距离更远，单个防区大于 100米。  

传感器内置低功耗处理芯片，控制器响应更迅速，精确。  

每个传感器既可以作为独立防区使用，又可以作为双防区传感器使用。  

传感器可以耐受张力线上水平的任何长度的位移。  

自动滤除自然界的风雨扰动。  

控制器自动识别失效的传感器，保证系统使用的高通过和耐受性。  

传感器采用 IP65 高防尘防水等级密封设计，超低维护率，超长寿命。 

技术参数 

输入  

电源：5VDC/0.1A  

通讯：CAN总线  

4.2.张力控制器 

产品描述 

专利产品，仿冒必究！专利号：ZL20162082****.8 和 ZL20162082****.3 

矢量传感张力围栏系统实现了物理屏障和入侵探测系统的完美

结合。矢量传感张力围栏系统是目前首选的周界入侵探测解决方

案，具有很高的先进性和可靠性。长城安保改进了传统基于拉力

传感器的方案，国内首家推出基于矢量运动传感器的张力围栏系

统，采用矢量传感部件和张力钢丝传感结构非接触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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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矢量传感器在各种恶劣气候条件下的可靠性。传感器的电子部分不会因为雨雪、雷电

等自然因素而损坏；传感器可以耐受张力线上水平方向的任何长度的位移，而传统拉力传感

器应变极限为 2%，大约等于水平位移 0.1-1mm,超过这个极限拉力传感器的损坏率超过 90%；

矢量传感器传感精度更高，水平位移变量 0.5MM、角度变量 0.02 度即可判断，使得探测防

区距离更远，单个防区大于 100米。在保证极高的探测概率的同时，本系统还能维持极低的

漏、误报率和维护成本。  

矢量传感张力围栏系统是长城安保在 2016 年推出的新的入侵探测系统，在上海市局技防办

和报警协会组织开展的“安防科技创新产品技术鉴定会”上，得到技防专家的一致好评！  

核心特点 

矢量传感张力围栏系统是由多根平行的多股钢丝线组成，钢丝线直接的间隔通常为 5-20CM，

单个防区长度为 100-150米。矢量运动传感器位于两个防区的中心位置，用于采集所有钢丝

上的变化量；变化量由传感器处理成数字信号后传输到矢量传感张力围栏控制主机的 CAN

总线信号端口上，控制主机可以同时处理每根钢丝线上的变化，并且可以跟踪环境温度和墙

体位移产生的缓慢变化，使误报机率显著降低，当真实入侵发生时，控制主机又能迅速抓取

入侵信号并通过网络或铜缆传输到报警中心。 

技术参数 

金属防水机箱，防水等级 IP65  

工作温度：-40℃～+70℃  

尺寸：350×220×60mm  

重量：4.5KG  

输入  

电源：90-264VAC～15VDC/2.4A  

蓄电池：12VDC  

输出  

防区信号：2个常闭开关量信号  

警号输出：12VDC/1A  

总线通讯：GREATWALL BUS 总线端口  

网络端口：TCP/IP网络接口  

传感器电源：5VDC/1A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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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 1.3英寸 128×64分辨率  

控制主机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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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统调试 

5.1.准备 

    1)调试前的准备工作：详细阅读安装使用说明书，并妥善保存质保书，使用说明书，检

查所有接线正确无误。 

    2)打开总电源开关，此时系统即进入工作状态。然后对张力控制器进行设置。 

5.2.张力控制器设置 

开机进入欢迎页面，初始化正常后进入主页 

主页： 长城安保 

矢量围栏报警系统 

在线传感器：N个 

按下菜单键进入系统设置 

 

主菜单：1、 防区地址 

2、 系统设置 

1、 防区地址 

1-1  查看防区【查看防区地址及防区类型（单防区、双防区）】 

 

1-2  修改防区【修改防区地址及防区类型（单防区、双防区）】 

 

2、 系统设置： 

2-1 灵敏度 

   2-2 警号时长 

   2-3 网络设置 

   2-4 系统时间 

   2-5 恢复出厂设置 

2-1 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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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传感器灵敏度(1—10,数值越高越灵敏) 

2-2 警号时长 

 设置警号报警时长(1—60秒)，设置时长按上下键可进行快速加减 

2-3 网络设置 

1、 IP地址 

设置控制板网络 IP地址(IPV4)。 

2、 默认网关地址 

设置控制板默认网关地址。 

3、 子网掩码 

设置控制板子网掩码。 

4、 MAC地址 

查看 MAC 地址，本控制板已内置全球唯一 MAC地址，不可更改。 

 (设置时长按上下键可进行快速加减) 

2-4 系统时间 

 设置控制板的系统时间。最大可设置到 2026年 12月 31日。此控制板内置 RTC备份电

源，出厂时已进行时间校正，如无特殊需求，用户无需更改此项。当系统断电时，RTC时间

仍继续计时(纽扣电池损坏除外)。 

2-5 恢复出厂设置 

 确认选择恢复出厂设置后，系统设置(系统时间除外)全部恢复为出厂默认状态。恢复出

厂设置后请将系统断电并等待 10到 20秒左右重新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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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统维护和常见问题说明 

6.1. 系统维护 

1. 系统的操作人员应经过单位的专门培训，熟悉设备的操作使用。  

2. 严格按设备的操作方法操作使用，做好每天的工作记录；  

3. 应保持报警管理电脑、操作键盘、鼠标及操作台的干净整洁，操作人员应每天用干净软

布擦净显示屏等设备及操作键盘，应特别注意不得将茶水等溅入设备或操作键盘。 

4. 每天检查、测试系统的运行情况，及时发现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报告；  

5. 每天检查围栏周边的绿化变化情况，及时修剪； 

6. 每天测试系统的布防、撤防和报警功能，确保周界报警系统的防范安全有效；  

7. 定期对围栏钢丝绳的松驰现象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调整；  

8. 系统线路损坏或系统不报警，应立即向施工单位报修；  

9. 使用中应注意观察设备的异常发热、异味、异常声响等异常现象，及时发现各部位可能

出现的故障，并及时报告。 

6.2. 常见问题说明 

1. 总是有一根到两根很难收紧，收紧器收紧张力线时，请注意先大致将每根张力线都收紧

下，不用太紧，然后依次从第一根线一直向下慢慢收紧张力线，不宜只收紧调试好其中

一根再调其他的张力线。 

2. 安装终端杆时注意将底座安装在牢固的围墙基础上，不宜安装在松散的围墙基础上，如

果围墙不够牢固可以考虑在终端杆底部安装三角支撑或采用拉受力线的方法加固终端

杆。 

3. 如果张力围栏周边植物比较多，建议先处理掉植物，以免干扰到张力围栏正常工作。 

4. 转角轮使张力线的力发生分散，所以尽量使转角轮的支撑柱足够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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