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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CMS6-CHI 和 ICP-CMS8-CHI 控制主机是博世公司根据中
国市场要求，在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 CMS 系列控制主机的首
款产品。此款小型控制主机适用于小型商场，办公室，银行，邮
局等。

基本功能

八个可编程用户码和八个无线远程用户码
用户可以编程多达八个用户码和八个无线遥控器代码。只有主码
用户才能添加或修改其他用户码。
支持居家和外出布防模式
居家模式用于对现场周界和未使用区域进行布防，在自动旁路的
区域内可自由活动。当离开现场，并需要使所有防区处于就绪状
态以探测入侵时，可使用外出布防模式。
支持两个键盘
控制主机可以通过博世公司的总线连接键盘。支持的键盘为八防
区 LED 键盘和八防区 LCD 键盘。如需使用两个键盘，需将其中
一个键盘主板上的地址跳线短接，以免地址冲突。但对于六防区
的控制主机，防区灯 7，8 在正常工作模式下降处于熄灭状态。
支持 DX4020-CHI 网络通讯模块和 ITS-DX4020-G GPRS 通讯
模块
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通讯模块进行连接，以通过网络发送报告。
自动电话线故障探测
当系统监测到电话线与控制主机断开连接时，系统会发送电话线
故障报告。

支持 A-Link Plus 及第三方软件远程编程及布防/撤防功能
可通过博世公司开发的 A-Link Plus 软件或从文/迈特安软件以
远程连接方式，对控制主机进行编程。该软件可以访问所有选项
和功能，并可管理和维护事件纪录与服务报告。
支持电话远程布防
该功能允许用户通过电话从任意地点远程布防系统。出于安全考
虑，不能用该方法来撤防系统。使用此功能，需要用按键式电话。
支持 RE012E 双通道遥控器布防/撤防
使用双通道遥控器可以远程操作系统。但功能仅限于外出布防和
撤防系统。需要和 WE800E 无线接收器配合使用。
支持 ICP-EZPK 编程钥匙
编程钥匙可以复制并储存控制主机中的所有编程信息。可以存储
所有的常规配置数据，包括接警中心电话号码，防区报告通道等。
动态电池测试
系统每隔 4 个小时或每次布防时自动执行一次电池测试。当系统
监测到备用电池电量不足时，会发送电池低压故障报告。
交流电源故障和系统故障指示灯
如果出现故障，故障指示灯或电源指示灯会闪烁，并且键盘每分
钟发出一声短鸣。
支持防区锁定功能
该功能限制非法用户恶意尝试密码的次数，当密码错误次数达到
编程指定的次数，控制主机将锁定所有键盘三分钟，并启动报警
和发送拒绝访问报告。

ICP-CMS6-CHI 和 ICP-CMS8-CHI 控制主机
▶ 六个或八个可编程的防区
▶ 中文界面
▶ 编程简易
▶ 操作方便
▶ 便于接线安装
▶ 支持多种通讯方式
▶ 个人电话报警
▶ 防区无声报警
▶ 故障查询和分析
▶ 定时，实时发送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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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路防区功能
将系统布防为外出模式或居家模式之前，可以通过旁路防区功能
来手动禁用一个或多个防区。在某个防区被旁路后，可以在系统
布防状态下进入该防区，而不会触发报警。
存储(非易失) 250 个历史事件
控制主机最多可存 250 个系统事件，事件按照发生的先后顺序记
录，带有日期和时间信息，保存在非易失内存中。

证书与认可

地区 认证
中国 CCC 2011031902000006

地区 证书
中国 CCC 编号:2011031902000006

附件

ICP-KP8-CHI 八防区 LED 键盘

ICP-KP8L-CHI 八防区 LCD 键盘

DX4020-CHI 网络通讯模块

DX3010-CHI 八继电器输出模块

ICP-EZPK 编程钥匙

RE012E 双通道遥控器

WE800E RF 接收器

ITS-DX4020-G GPRS 通讯模块

A-Link Plus 远程编程软件

技术规格

电源要求

主电源: 220 VAC, 18 VAC (1.3 A 时)

备用电源: 12 VDC, 7Ah 的密封铅酸充电电
池

环境要求

相对湿度: 10% ~ 95% （无霜）
工作温度: -10°C ~ +55°C

机械指标

尺寸（含包装箱）： 275 毫米 x 255 毫米 x 80 毫米
重量: 2.3 公斤

定购信息
ICP-CMS6-CHI 六防区报警主机 ICP-CMS6-CHI

ICP-CMS8-CHI 八防区报警主机 ICP-CMS8-CHI

硬件附件
ICP-KP8-CHI 八防区 LED 键盘 ICP-KP8-CHI

ICP-KP8L-CHI 八防区 LCD 键盘 ICP-KP8L-CHI

DX4020-CHI 网络通讯模块 DX4020-CHI

DX3010-CHI 八输出继电器模块 DX3010-CHI

ICP-EZPK 编程钥匙 ICP-EZPK

RE012E 双通道遥控器 RE012E

WE800E RF 接收器 WE800E

ITS-DX4020-G GPRS/GSM 通信模块
可与博世 Conettix 接收器通信的多功能
安防通信模块

ITS-DX4020-G

A‑Link Plus 远程编程软件
适用于兼容博世控制主机的基于
Windows 的远程编程软件

ITS-ALINK-PLUS

中国大陆联络方式:
上海
中国上海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
福泉北路 333 号
邮编: 200335
电话: +86 21 22181111
传真: +86 21 22182388
www.boschsecurity.com.cn

中国香港联络方式:
香港
香港 沙田安心街 11 号 5 楼
华顺广场 506-509 室
电话:+852 2635 2815
传真:+852 2648 7986
www.boschsecurit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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