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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备主机   1 PC

2 电源适配器 1 PC. 4 遥控器    1 PC. 

3 用户手册  1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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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喷烟口
日夜光敏感应器
热释红外感应器

鱼眼镜头

夜间辅助红外灯
⑤ 语音麦头

Product views & Physical Description产品描述及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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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通过布防撤防开关，您可以 开启或解除。设备报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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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果您是新用户，请下载安装靖泰安防APP并创建一个

    帐户。

    启动软件输入创建的帐号和密码 登陆APP。

注意:请确保将移动设备连接到需要连接的设备热点网络。

3

设备网口LED指示
AP模式

Station模式

1.扫码下载APP

IOS Android

2. 连接到设备（AP模式/LAN网络)

Web: http://www.jingtaifog.com

E-Mail: developers@jingtaifog.com

3.1)“面对面扫码分享”进入共享二维码界面；

3.）设备共享权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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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设备列表点击在线设备观看实时视频

设备联机设备列表

3.2)“输入帐户共享”输入用户帐户（移动电话/电子

邮件），然后单击“确定”以共享；

4.1)选择【传感器】，布防撤防按钮打开或停用嵌入式PIR

传感器

4.报警设置

1717

16

PIR
当你在PIR前挥手测试时，会产生
一个警报，并且每30S触发报警堆
送一次；

热释红外感应器

此时如在探测范围内有移动时，传感器侦测到后以电
话或短信方式告警通知，在云通知可查短信和语音通
知记录

6.1）点击APP底部“相册”进入相册主界面，选择设备ID
（例如：IPAM AIOT-000068-xxxxxx)

6.2)查看照片点击左下角“照片”按钮，查看视频点击右下
角“视频”按钮

开启和关闭内置PIR侦测

2.2.1.2）点击"切换网络"进入手机WIFI设置，在列中

查找SSID 类似TraveCam-123456的无线网络并输入热

点WIFI初始密码：12345678，勾选表示连接成功。

配置网络 连接AP

2.2.1.4）确保该WIFI可以正常，选择SSID并输入正确的

WIFI密码，待设置成功后返回设备列表，在线表示已经

连接到互联网 ；（设置后网络切换需等待几秒）

选择WIFI路由 输入WIFI密码

2.2.1.3）成功后点击左上角 " " 返回、

进入设备列表，点击在线设备根据提示[确定]进入W

IFI设置；

< 点击开始配

置

账号分享扫码分享

信息验证码

5.1)"巡航"：进入设备默认自动开启，

5.2)"显示模式"：画面显示分圆型、圆柱型、上下两屏式、四
    画面四种方式预览，系统默认圆型画面

5.3)"画质"：高清、标清两种；默认标清
    显示

5.4)"环境模式"：
    1、室内（50HZ）  2、室内（60HZ）
    3、室外

5.5)"快照"：抓拍图片
    

5.6)"录像"：摄像机开始录像
    

5.7)"监听"：实时收听设备现场声音

5.8)"通话"：通过手机/电脑与现场对话

画面旋转

(图片保存在相册/照片)

(录像保存在/相册/视频)

11、快速查找设置小窍门

【设备列表】--->【事件】 查询TF卡报警录像、图片

【设备列表】--->【相册】 查询手机在线录像、图片

【设备列表】--->【布防】 开启和关闭设备报警

【设备列表】--->【传感器】进入菜单,添加,开启,关闭传感器

【进入设备】--->【监听】实时监控场景声音动态；

【进入设备】--->【通话】与场景实时语音对讲；

 二次烟雾为接线端子5P/6P（详见二页表格）外接烟雾器触发；

 传感器设置后大约延时90s钟后，进入报警模侦测，间隔30s秒

 钟上报一次信息

 产生一次报警录像时间为20s钟，抓拍一张图片。

    

扫描二维码

添加已联网设备

2.2.2.1)选择“添加已联网设备”，搜索已经配置网络的

设备添加，选择下方搜索到的设备输入密码"yito666666"

点击右上角“√”自动返回设备列表；

配置模式

在线设备 分享页面

请使用【Smartfog app】扫描这个二维码

包装内容及参数规格

设备开机

    如果采用有线方式连接,设备将自动从路由器获取

IP地址实现 访问；如果你用WIFI配置连接,您将

通过AP模式实现并访问

互联网

互联网；

黄色LED每秒闪2次

黄色LED每秒闪1次

2.2) 登录后，单击“添加”按钮添加设备

2.2.1.1）选择“首次配置网络”扫描设备二维码。

（手动输入设备ID同样有效），点击下一步；

此行可左右滑动

点击“共享”进入共享管理界面，主界面设备的帐号

可以同时共享两个用户；

分享设备

4.3)烟雾触发：当点击【     】按钮后，需要获取并输入

验证码进行确认，确认后立即喷发烟雾，用户可以通过APP

查看视频

一次烟雾
二次烟雾

1、烟雾控制分为一次烟雾

和二次烟雾。

2、二次烟雾按钮用于外接

烟雾主机（JTZ系列型号）

警告：确认后，雾立即喷出！

7.1)进入设备列表找出【电池】符号图示

如上图有      电池符号表示：该设备带备电功能、电
池电量为93%。

7.2)具有备电功能的设备如何实现关机【延时关机】

7.2.1）设备有网络连接到互联网

具体操作：进入【设置】界面、最下方找到【延时关机】并

点击进入，选择所需延时时长，确认后即可实现延时关机，

系统为了防止误操作默认为延时5分钟关机。 

设备在连接互联网和断开外部电源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延

时关机】中的功能选项实现关机。

此功能是为了防止恶意断电从而导致设备产能正常使用，

延时关机注意事项：

利

用后备电池能继续工作，非主账户管理员不能关闭电源而中

途关机。

7.2.2)设备无网络状态未连接到互联网

如果设备未连接到互联网，要实现关闭设备，必须在断开外

部供电的情况下使用电池供电模式。

压复位按钮15秒钟自动关机

此方式关机后设备网络会恢复到出厂设置，再次使用需要

重新添加配置网络才能连接上互联网；

8、遥控器配置

8.1）如果要新匹配遥控器，用复位针或尖锐物体按一下闪着

蓝灯的“按键”然后蓝灯熄灭，在遥控器上任意按白色和蓝

色按钮，这时蓝灯会闪烁5次后为常亮状态证明遥控匹配成功。

如下图所示：

遥控器配置按钮 

遥控器

8.2）设备已匹配遥控器的状态下，按布防键开启“布防”在

监控范围内有物体晃动时设备警报会拉响，按撤防键“撤防”

关闭报警，按SOS键4次烟雾触发功能开启。（警告：请谨慎

操作SOS键，因设备上已安装“烟雾弹”，按SOS键4次后烟雾

立刻喷出。）

8.3）取消遥控器配对：用复位针或尖锐物体按主闪着蓝灯的

“按键”不放，然后蓝灯熄灭过5秒后蓝灯常亮，不要对任何

遥控器操作。 

9、警示灯牌输出

警示灯牌输出为LAMP端口

端口Lamp 为继电器干节点输出，可以控制灯牌电源的通断。

L1A 和L1B接相当于接一个断开和闭合的开关。当遥控器【布

防】该开关闭合接通，当遥控器【撤防】该开关端口。从而

实现布防接上警示灯牌给予提示。 

10、添加多种外设

通过传感器可以添加多种类型外接设备：

1、无线门磁；

2、无线声光报警器；

3、无线PIR人体感应器；

4、JT-501ST/501PST无线烟雾器；

  其中二次烟雾控制可支持9台外设烟雾器：1台有线+8台

  无线501ST/501PST烟雾器。

  在设备列表中的传感器下可以看到主机上支持的设备。 

、远离儿童、婴儿或动物,不要将喷烟口直指人,不要在

充满烟雾的屋子里长时间停留。

、产品仅供成人使用,如有哮喘、任何肺部或皮肤过敏

疾病请谨慎使用。不能入口，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果

您的眼睛或皮肤有任何反应，请 洗

干净。使用后故意长时间吸入里面的东西是会产生不适

感。

在安装或更换发烟罐之前一定要断开 不得带电操

作。

安装设备除了建议的安装方向外，如需自定义请咨询经

销商售后。

保持发烟口笔直,且发烟口正前方及周边不得有易然易爆

物品。设备在不安装时请关闭或拔下插头。如有任何疑

问请向专业技术人员咨询。

即使产品在发烟后更换的发烟罐设备也请不要随意丢弃

或焚烧。不要在 温下暴露或储存。保持设备干燥，通

风。这台机器不防水，如果水或任何其他液体进入外壳

，请立即拔下电源插头并联系维修人员。

本设备仅供室内使用，未做室外使用 。不可用在车

辆上。使用时和使用后喷嘴周围的热表面，可能导致严

重的烫伤。不要直视喷嘴。这台机器及厂家不负责

任何不当操作导致的物品损坏或人员

伤害等后果。切勿将产品用于任何与防盗窃或防抢劫无

关的目的。

仅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使用。

使用前请阅读用户手册，并遵循所有警告和说明。

1

2

立即用清水和肥皂清

电源，

高

设计

在安

装或使用过程中，

请勿使用除官方外的任何更换设备。

使用本设备，意味着您完全理解并遵守有以下警告。

包装内容及参数规格................................1

产品描述及连接示意图..............................2

设备开机.........................................3

IOS Android

IOS系统可扫描二维码

扫码下载，也可在手机

App Store搜索“靖泰

安防”下载；

Android

扫描左二维码下载

，也可在应用商城搜索“

靖泰安防”下载

系统可使用手机

浏览器

创建账户：

支持手机和邮件地址注册

注册用户名

验证码

登陆密码

1、设备带备电功能；

2、无外部供电；

满足上述两种情况下才能实现延时关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