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号：7601-15  型号：7707-1 型号：7704-2 
焦距：21.7 焦距：25 焦距：23 
角度：110° 角度：170° 角度：110° 
距离：27m 距离：12m 距离：12m 

尺寸：72.5×52 尺寸：92.3×40 尺寸：38×57 

   

型号：7707-5 型号：7708-1 型号：7803 

焦距：25 焦距：25 焦距：20 

角度：180° 角度：79.8° 角度：89° 

距离：12m 距离：10m 距离：7m 

尺寸：26×75 尺寸：44.8×56.82 尺寸：25×39 

   
型号：8001-1 型号：8001-2 型号：8202 

焦距：30 焦距：30 焦距：16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120° 

距离：10m 距离：10m 距离：12m 

尺寸：38×68 尺寸：48×84 尺寸：25×62 

   

型号：8309-1 型号：8501-2 型号：8745-2 

焦距：20.6 焦距：21 焦距：22 

角度：110° 角度：180° 角度：112° 

距离：12m 距离：15m 距离：12m 

尺寸：46×25 尺寸：38×78 尺寸：37.6×74 

   

型号：7804-4 型号：7707-7 型号：8702-1 

焦距：22 焦距：25 焦距：23 

角度：112° 角度：180° 角度：270° 

距离：12m 距离：12m 距离：15m 

规格：23*56.2 规格：16.1*49.6 规格：4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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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8801-1 型号：Ф55 B型 8801-2 型号：8801-3 

规格：Ф55 规格：Ф55 规格：Ф55 

   

型号：7709-1 型号：7709-2 型号：8202-6 

焦距：7.6 焦距：5 焦距：20 

角度：90° 角度：89° 角度：160° 

距离：5m 距离：5m 距离：7m 

尺寸：Ф21 外径：Ф17  内径：Ф15  尺寸：31×26×23.7H 

   
型号：8102-2 型号：8102-4 型号：8604 

焦距：15 焦距：15 焦距：18 

角度：360° 角度：360 角度：360 

距离：7m 距离：7m 距离：6m 

外径：Ф49 内径：Ф37  外径：Ф43内径：Ф36 外径：Ф51 内径：Ф35.5 

   

型号：8002-1 型号：8003-1 型号：8003-2 

焦距：10.5 焦距：10.5 焦距：10.5 

角度：100° 角度：100° 角度：100° 

距离：5m 距离：5m 距离：5m 

尺寸：Ф23 规格：Ф23  规格：Ф23 

   
型号：001 型号：2091 型号：8731-1 

外径：Ф55 外径：Ф55 外径：Ф45.2 

内径：Ф44 内径：Ф44 内径：Ф41.7 

距离：10m 距离：10m 距离：10m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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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8761-1 型号：8727-1 型号：1500 

焦距：22 焦距：17.5 焦距：21 

角度：120° 角度：76° 角度：240° 

距离：12m 距离：10m  距离：15m  

尺寸：62.3×29.5 规格：18.5*37.2 规格：26*85 

   

型号：8708-4 型号：8504 型号：ML001(幕帘式透鏡) 

焦距：20.2  焦距：20.2 

角度：150° 

距离：12m 

角度： 

距离：10m 

焦距：20.2 

角度：150° 

距离：12m 

尺寸：76×66×32 尺寸：26×89 尺寸：72×38.4 

   

型号：8605-2 型号：8603-4 型号：8603-3 

焦距：15 焦距：17.5 焦距：17.5 

角度：360° 角度：360° 角度：360° 

距离：5m 距离：5m 距离：5m 

规格：Ф44.5  规格：Ф45.9 规格：Ф45.9 

   

型号：RX-40 型号：LX-402 型号：8308-1(Ф11) 

   

型号：8307-2 型号：7708-9 型号：7809-5 

焦距：12 焦距：23 焦距：25 

角度：60° 角度：120° 角度：100° 

距离：3m 距离：16m 距离：12m 

规格：Ф14 规格：59*41 规格：32*19    

SUNSTAR传感与控制 http://www.sensor-ic.com/ TEL:0755-83376549 FAX:0755-83376182 E-MAIL:szss20@163.com

SUNSTAR自动化 http://www.sensor-ic.com/ TEL: 0755-83376489 FAX:0755-83376182 E-MAIL:szss20@163.com

http://www.fineprint.com.cn


 
 
 

   

型号：8719 型号：8203-1 型号：7809 
焦距：25 焦距：25 焦距：25 
角度：90° 角度：110° 角度：90° 
距离：10m 距离：12m 距离：12m 

尺寸：53.5×34 尺寸：56×44 尺寸：49×57 

   

型号：7708-1 型号：7706 型号：7706-3 

焦距：29.7 焦距：30 焦距：30 

角度：79.8° 角度：79.8° 角度：114° 

距离：10m 距离：28m 距离：28m 

尺寸：56.82×44.8 尺寸：49×69.20 尺寸：69.2×37.4 

   
型号：7704 型号：7805 型号：7708-10 

焦距：23.00 焦距：22 焦距：23 

角度：103° 角度：125° 角度：120° 

距离：12m 距离：12m 距离：16m 

尺寸：46.2×61.5 尺寸：36×57 规格：66.5*49.7 

   

型号：7803-1 型号：7708-3 型号：8703-1 

焦距：20 焦距：29.7 焦距：23 

角度：89° 角度：79.8° 角度：240° 

距离：7m 距离：10m 距离：15m 

尺寸：40×22.8 尺寸：58×45 规格：98.6×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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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8603-4 型号：8603-5(豆粒形透镜) 型号：8002 
焦距：17.50 焦距：12 焦距：12 
角度：360° 角度：116° 角度：100° 
距离：5m 距离：5m 距离：5m 

尺寸：Ф45.6 尺寸：Ф39 尺寸：Ф23 

   

型号：8200(平板形) 
型号：8208(平板形) 

 
型号：8310 

焦距：20 焦距：8 焦距：10.5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100° 

距离：10m 距离：10m 距离：10m 

尺寸：Ф20   厚度:0.6 尺寸：Ф12   厚度:0.6 尺寸：Ф23   厚度:0.5 

   

型号：2814 型号：8201-9 型号：8140 

焦距：10.5 焦距：20 焦距：8  

角度：140° 角度：180° 角度：140° 

距离：6m 距离：10m 距离：6m 

尺寸：Ф28   厚度:0.6 尺寸：Ф20    厚度:0.6 尺寸：Ф8   厚度:0.6 

  
 

型号：ML002(幕帘式透镜) 型号：LT001(立体侦测型透镜) 型号：8120 

焦距：30 焦距：立体侦测 焦距：6 

角度: 幕帘 角度: 立体侦测 角度：120° 

距离：10m 距离：10m 距离：8m 

规格：34*55.5 规格：83*45 尺寸：Ф12.7   厚度:0.6 

   

SUNSTAR传感与控制 http://www.sensor-ic.com/ TEL:0755-83376549 FAX:0755-83376182 E-MAIL:szss20@163.com

SUNSTAR自动化 http://www.sensor-ic.com/ TEL: 0755-83376489 FAX:0755-83376182 E-MAIL:szss20@163.com

http://www.fineprint.com.cn


首页 公司简介 产品展台 开发生产 资料下载 技术支持 解决方案 展会消

代理经销 集成电路 高频微波 消费电子 工控网络 安防报警 光纤光电 汽车电

合作交流 留言本 友情连接 热卖产品 销售网络 招聘加盟 新品介绍 联系我们

商斯达安防、防盗报警产品介绍：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热释电控制 IC、菲涅尔透镜、门磁开关、

探头、报警器及配件系列及方案 

菲涅尔透镜选购资料 1 菲涅尔透镜选购资料 2 菲涅尔透镜选购资料 3 菲涅尔透

镜选购资料 4 菲涅尔透镜选购资料 5 

标题 信息描述  

热释电人体红外 RE200B/模块 
人体红外传感器 RE200B RE03B KDS209 红外 IC CS9803 

BISS0001 ...... 

电流电压传感器 CS100VP/CS50P 
霍耳电压电流传感器 10mA 25A 50A 100A 资料请

查:http://www.sen ...... 

PT100/LM35/AD590/DS18B20 
CRZ 系列薄膜铂热电阻元件,把金属铂研制成粉浆，采用先进

的激光喷溅薄膜技术,及光刻法和干燥蚀刻法把铂 ...... 

HW101A /HW300B/THS119/A3144 HW101A-B/C/D/E/F/G SS413A/41 A3503 A3144 A3210 ......

HTF3223/HS1101/C5-M3/HIH3610 
用 HTF3223 做的频率输出湿度模块，适用于需要精确可靠检

测湿度的 OEM 用户，有很小的易于安 ...... 

微波模块 HB100(多谱勒） 
以色利 : Frequency10.525GHz Radiated Power15dBm 

5V ...... 

超声波 T/R40 模块//地感 VD108B 
超声波模块（可用于报警，计数，液位测量）:工作电压

DC9-12V，静态电流：8mA,电平输出：5V 或 ...... 

氧气

KE-25/TGS832/TGS6140/TGS813 

KE-25 煤气 酒精 天燃气 花粉 CO CO2 TGS813 TGS832 

TGS21 ...... 

煤气模块 
煤气模块：工作电压：9-12V，静态功耗：〈150mA，可测：

煤气，液化器，报警浓度：2000ppm ...... 

C5-M3/RHU223/HS1101/HIH3610 
C5-M3 湿度传感器 SHINYEI HUMENT 为电极基板上的一种导

电性高分子,在其主体涂 ...... 

浮球式液位开关   

RE200B/KDS209/CS9803/BISS0001 
日本 KDS 产品 KDS209S,PIS-204S；尼赛拉产品

RE200B,RE03B, 德国海曼 ...... 

超声雾化片/器 
单头多彩灯，24ACV 1200mA 25w 加湿 美容 盆景之

用 . ...... 

霍尔元件 
单极开关型 Allegro: A3141, A3142, A3143, A3144, 

A3121 ...... 

红蓝绿-激光器模组/测距表 
650nm/532nm/635nm/980nm 3VDC 激光管 

4mW/10mW/25mW/50 ...... 

强磁性磁敏电阻

RCM01 
  

手持式汽车轮胎压力 检测范围：0——100（最大限度 150PSI）精度：2％显示：LED 电源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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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表 3V 锂电池（ ...... 

汽车地感 VD108B 
车辆检测器使用方法 1、 电源：DC 8～12V 2、 电流：约 30 mA 3、 约

100 ...... 

无线人体红外探测器

/模块 

GH-608 无线发射热释电红外线探测器，采用进口 PIR 线外线传感器和专

用红外线 IC 进行信号放大，处理 ...... 

光电感应/激光器件   

火焰 sensor 

KEL-R2868 
火灾报警器用探头,  

高频功率管 2SC2538

系列 
高频功率管 2SC 系列 ...... 

热释电红外感应器件及配套电路 

RE200B KDS209 适合感应开关及报警器 

D203/D203S 完全代用 RE200B 

PB532/PD632 适合中档或高档感应开关及报警器 

SB05-82 四元红外线探头 

LHI958/878 适合中档或高档感应开关及报警器 

BISS0001 DIP/SMD 封装，低功耗，直流运用 

BM8072/CS9803GP 完全兼容 DIP 封装，低功耗，直流运用 

CS9803GP 采用 CMOS 工艺制造底电流。与 WT8072 相兼容，DIP16 脚封装。 

HT7601A/B DIP 封装，低功耗，直流运用 

 

KC778B 高档红外线专用电路 

2、火焰、紫外线传感器 

R2868 日本产火焰 UV 探测传感器 用于火灾报警装置 

C3704 火焰 UV 探测模快 

G5842 紫外线探测 

3、微波多普勒无线探测模快 

HB100 物体移动探测 10.525HZ 用于自动门、报警器等自动化产品 

HB200/510 物体移动探测 10.687HZ 用于高档报警器等自动化产品 

TWH9250 雷达探测模快 用于家庭防盗报警  

TX982 微波多普勒效应模快  

菲涅尔透镜系列   本公司专业从事透镜、红外透镜、菲涅尔透镜、红外感应透镜等产品的制造，

产品已通过外贸公司出口国外。本公司拥有制造各种透镜模具的先进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从模

具制造到产品生产只需 10-15 天。公司拥有一批长期从事塑料透镜加工的技术熟练工和数名专业

光学塑料设计人员，技术力量雄厚，产品加工精 度高。本公司遵循“质量第一、服务至上”的

宗旨，竭诚为广大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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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7601-15  型号：7707-1  型号：7704-2  

焦距：21.7  焦距：25  焦距：23  

角度：110°  角度：180°  角度：110°  

距离：27m  尺寸：92.3×40  距离：12m  

尺寸：72.5×52   尺寸：38×57  

   

型号：7707-5  型号：7708-1  型号：7803  

焦距：25  焦距：25  焦距：20  

角度：180°  角度：79.8°  角度：89°  

尺寸：26×75  距离：10m  距离：7m  
 尺寸：44.8×56.82  尺寸：25×39  

   

型号：8001-1  型号：8001-2  型号：8202  

规格：Ф55  焦距：30  焦距：16  

焦距：30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120°  距离：10m  距离：12m  

距离：10m  尺寸：48×84  尺寸：25×62  

尺寸：38×68      

   

型号：8309-1  型号：8501-2  型号：8745-2  

焦距：12  焦距：21  角度：180°  

尺寸：46×25  角度：180°  尺寸：37.6×74  

  距离：15m    
 尺寸：38×78    

   
型号：7804-4  型号：7707-7  型号：8702-1  

规格：23*56.2  规格：16.1*49.6  规格：44*149  
   焦距：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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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270°  

    距离：15m  

      

 

   

型号：8801-1  型号：Ф55 B 型 8801-2  型号：8801-3  

规格：Ф55  规格：Ф55  规格：Ф55  

   

型号：7709-1  型号：7709-2  型号：8202-6  

焦距：7.6  外径：Ф17    

角度：90°  内径：Ф15    

距离：5m      

尺寸：Ф21      

   

型号：8102-2  型号：8102-4  型号：8604  

焦距：15  外径：Ф43  外径：Ф51  

距离：7m  内径：Ф36  内径：Ф35.5  

尺寸：Ф49  焦距：15    

  距离：7m    

   

型号：8002-1  型号：8003-1  型号：8003-2  

焦距：10.5  规格：Ф23  规格：Ф23  

角度：100°  焦距：10.5    

距离：5m  角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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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Ф23  距离：5m    

   

型号：001  型号：2091  型号：8731-1  

外径：Ф55  外径：Ф55  规格：Ф45.2  

内径：Ф44  内径：Ф44  角度：180°  

  距离：10m    

  角度：120°    

      

   

内尺寸：68×32.5  内尺寸：45×78  规格：Ф25  

外尺寸：42×91  外尺寸：51×95  精度望远场镜  

菲涅尔镜片  菲涅尔镜片    

   

型号：8761-1  型号：8727-1  型号：1500  

尺寸：62.3×29.5  规格：18.5*37.2  规格：26*85  

  角度：76°    

  距离：10m    

   

型号：8708-4  型号：8504  型号：HL001  

尺寸：76×66×32  尺寸：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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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8605-2  型号：8603-4  型号：8603-3  

规格：Ф44.5  规格：Ф45.9  规格：Ф45.9  

  焦距：17.5  焦距：17.5  

  角度：360°  角度：360°  

  距离：5m  距离：5m  

    尺寸：62.3×29.5  

 

   
型号：RX-40  型号：LX-402  型号：8307-2  

    规格：Ф14  

   
型号：8308-1  型号：7708-9  型号：7809-5  

规格：Ф11  规格：59*41  规格：32*19  
   

   

触摸/声控开关 无线发射门磁 红外吸顶人体感应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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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报警探头（外观） 有线报警探头（内部） 
GH-608(315M) 

无线发射报警探头 

   

各种声表 BXR-315/433 等 烟雾探头 KDS-209 红外线传感器 

   

三态解码控制 IC BISS0001 CS9803（红外线 IC） 

   

三态解码控制 IC 
PT2262/PT2772-L4 

（编码 IC） 
HT7610B（红外线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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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门磁 烟雾报警器 家用燃气泄漏报警器 

  

各种外壳，点击查看  

各种透镜  GH-0318   

  
更多产品请看本公司产品专用销售网站: 

商斯达中国传感器科技信息网：http://www.sensor-ic.com/

商斯达工控安防网：http://www.pc-ps.net/

商斯达电子元器件网：http://www.sunstare.com/

商斯达微波光电产品网:HTTP://www.rfoe.net/

商斯达消费电子产品网://www.icasic.com/

商斯达实业科技产品网://www.sunstars.cn/

传感器销售热线：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福庆街鸿图大厦 1602 室 

    电话：0755-83376489 83376549 83607652 83370250   83370251   82500323 

    传真：0755-83376182  （0）13902971329  MSN: SUNS8888@hotmail.com

    邮编：518033   E-mail:szss20@163.com     QQ: 195847376 

    深圳赛格展销部：深圳华强北路赛格电子市场 2583 号 电话：0755-83665529   25059422 

    技术支持: 0755-83394033 13501568376 

欢迎索取免费详细资料、设计指南和光盘 ；产品凡多，未能尽录，欢迎来电查询。 
    北京分公司：北京海淀区知春路 132 号中发电子大厦 3097 号 
               TEL：010-81159046  82615020  13501189838  FAX：010-62543996   
    上海分公司：上海市北京东路 668 号上海賽格电子市场地下一层 D25 号  
               TEL：021-28311762  56703037  13701955389  FAX：021-56703037 
    西安分公司：西安高新开发区 20 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导航技术研究所)   
           西安劳动南路 88 号电子商城二楼 D23 号   

            TEL：029-81022619  13072977981  FAX:029-8878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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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斯达安防产品部欢迎您！  安防产品／安防配件／安防配套／防盗报警传感器及电路 

传感器世界 -----安防、防盗报警产品 

    一、气体传感器 

     NIS-09C       日本烟雾传感器             适合家居烟雾火灾报警 

     NIS-05A       日本烟雾传感器             模拟量离子感烟探测器 

     SC0069        台湾烟雾传感器             适合家居烟雾火灾报警 

     NAP66E        酒精传感器                 醉酒度测试仪器 

     NAP21A        二氧化碳传感器             家居二氧化碳检测 

     NAP-50/55A    燃气传感器                 家庭燃气泄漏报警 

     NAP-505       电化学一氧化碳             CO 泄漏报警 

     TGS813        燃气传感器                 家庭燃气泄漏报警 

     TGS825        检测硫化氢有毒气体报警 

     TGS832        氟利昂                     适用于氟利昂检测器 

     KE-25/50      氧气传感器 

     SC0003        民用超底价位燃气传感器 

     等系列民用级、工业级、半导体、电化学传感器 

    二、热释电红外感应器件及配套电路 

     RE200B            适合感应开关及报警器 

     KDS209            适合感应开关及报警器 

     PD532/632          适合中档或高档感应开关及报警器 

     SB05-82            四元红外线探头 

     LHI958/878         适合中档或高档感应开关及报警器 

     BISS0001           DIP/SMD 封装，低功耗，直流运用 

     BM8072（WT8072）   DIP 封装，低功耗，直流运用 

     CS9803GP           采用 CMOS 工艺制造底电流。与 WT8072 相兼容，DIP16 脚封装。 

     HT7610A/B          DIP 封装，低功耗，直流运用 

菲涅尔透镜选购资料 1 菲涅尔透镜选购资料 2 菲涅尔透镜选购资料 3 菲涅尔透镜选购资料 4 菲涅尔透镜选购资料 5 

    三、火焰、紫外线传感器 

     R2868        日本产火焰 UV 探测传感器        用于火灾报警装置 

     C3704        火焰 UV 探测模快 

     G5842        SMD 紫外线探测 

     四、微波多普勒无线探测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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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100      物体移动探测 10.525HZ     用于自动门、报警器等自动化产品 

     HB200/510  物体移动探测 10.687HZ     用于高档报警器等自动化产品 

     TWH9250    雷达探测模快             用于家庭防盗报警 

     TWH9251    雷达探测模快             用于家庭防盗报警 

     982        微波多普勒效应模快  

防  盗  元  器  件  列  表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产品名称：红外传感器 RE200B 产品名称：红外传感器 PIS-209S 产品名称：红外传感器 LHI778 产品名称：红外传感器 RE03B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产品名称：红外传感器 RE05B 产品名称：红外传感器 LHI878 产品名称：红外传感器 LHI1148 产品名称：红外传感器 LHI958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产品名称：红外传感器 LHI968 产品名称：酒精传感器 MQ-3 产品名称：酒精传感器 MQ-303A 产品名称：酒精传感器 MC103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产品名称：酒精传感器 MR513 产品名称：煤气传感器 MQ-5 产品名称：煤气传感器 MQ216 产品名称：煤气传感器 MC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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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产品名称：烟雾传感器 MQ-2 产品名称：烟雾传感器 NIS-09C 产品名称：烟雾传感器 HIS-07 产品名称：烟雾传感器 SC0069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产品名称：可燃气体传感器 MC112 产品名称：空气污染传感器 MQ135 产品名称：超声波传感器(总) 产品名称：湿度传感器(H25K5)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产品名称：湿度传感器(H23K5) 产品名称：湿度传感器(H12K5) 产品名称：湿度传感器(818) 产品名称：震动传感器 102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 

  

产品名称：震动传感器 801s 产品名称：震动传感器 801X 产品名称：shock sensor 103   

        

五、热释电红外产品类： 

 

BISS0001 热释电红外人体感应专用 I C，功耗低、电路处于集成化，DIP-16 脚封装，主要用于人体感应开关、

自动门、自动洗手机或楼房监控报警设备等。 

 

SS-101 人体感应模块，此模块已成为半成品。直接加电就可以使用。 

使用工作电压：4.5～20V  静态电流：50uA 

电平输出：高 3V 低 0V 

保持时间：3-900 秒可调 

感应角度：110 度             感应距离：7M 

 

日本 KDS 公司所产的 KDS209（PIS-209C）双源（大窗口）红外人体感应传感器，3脚封装，每个包装为 200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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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尼赛拉公司所产的 RE200B 红外人体感应传感器，3脚封装，每层包装为 100 只。 

 

人体感应传感器必备产品<菲涅尔透镜>，常用分为各个尺寸、形状、纹路、角度、距离等。例：就有 7709、8002、

7708 等。 

 

SS-030 型接近感应模块，该感应模块通过专用芯片对红外发射二极管进行调制然后对接收管信号进行检波，当

被测物体进入感应模块的有效检测范围时，模块经判断有效后输出输出高电平信号。由于采用调制技术，其

远检测距离可达 30-50cm。广泛应用于烘手机、自动水龙头、小便斗自动冲水等场合。工作电压：9-18VDC      静

太电流：（15V）6ma 检测距离：30-50cm      工作温度：-20-65℃输出高电平：0.85VDD    输出低电平：0.6V

 

人体感应传感器必备产品<光敏电阻>，随着阻值的大小变化感应灵敏度、强度也就随时变化，顾要合适的产品

还请看本产品详细介绍。 

 

GH-032、S601W 幕帘式有线红外线探测器，电源：12VDC 电流：15ma    继电器输出：常闭触点，额定值

100ma/24V 传感器：双元低噪声热电传感器，探测范围：3.6m x 6m 使用温度：-10℃~40℃ 

外形尺寸：70 x 28 x 25mm      体积小，实用性很强。 

 

CS9803GP 热释电红外人体感应专用 I C，功耗低、电路处于集成化，DIP-16 脚封装，主要用于人体感应开关、

自动门、自动洗手机或楼房监控报警设备等。同时可兼容替换台湾产 WT8072，详细数据见资料。 

   外

形尺寸：86*86*25   人体

感应开关 

 

HT-807 它是依据接收人体红外线光谱而工作，当人体在其接收范围内活动，自动开启

负载，人不离开且在活动，负载持续工作，直至人离开后延时关闭负载。此产品按 86

型设计，可直接装入开关盒底座。适合走廊、房间、消防通道、车库、厂房、地下室等

照明环境，尤其是勿关灯，关抽风机的家庭和宾馆浴室。工作电压：AC220V/50HZ   负

载功率：20-200W       自耗功率：≤0.18W        延迟时间：约 50S          感应距离：

5M             感应角度：110º        

环境温度：-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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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903 热释红外线探测器是根据人体红外光谱而工作 ,当人体在其接收范围内，活动时 ,探测器输出报警信

号 ,广泛用于银行、仓库及家庭等场所的安全防范。目前性能价格比较高的产品，实验证明在 10~1000MHZ 的高

频干扰下，探测器均能可靠的工作，并对移动通讯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电路设计采用计数脉动控制报警信号

周期，根据使用情况，选择 PCB 上“ PULSE”的 1、 3、 5、端跳线，即可得到不同周期的报警信号。使用：

检查接线无误，装好探测器盖盒，接通 9-16V 直流电源指示灯亮，经过 1-2 分钟后，指示灯熄灭，表示进入正

常检测状态，此刻后，如有人再进入检测区，探测器输出报警信号同时指示灯亮。（此为计数脉动选择在 1 端

状态，选择不同的初始状态，可根据使用情况做合理选择）。接线端口：A&B ：防拆开关输出端子      C：-：

直流电源负极   D： +：直流电源正极    E&F： NC． C 继电器输出端子   工作电压： 9-16VDC.         2、

工作电流： 17mA.  计数脉动： 1、 2 或 3     报警器继电器输出：常闭干触点， 大切换 50VDC， 80Ma,

防拆开关：常闭   探测范围：12 米 X 12 米工作温度：－10℃－60℃    抗静电干扰： 10KV 

 

GH-608 无线发射热释电红外线探测器，采用进口 PIR 线外线传感器和专用红外线 IC 进行信号放大，处理，

再经过专用数据编码 IC 调制，产生发射信号送往发射电路。发射电路采用声表（ SAW）稳频技术，频率 315M，

具有发射郊高，发射距离远、频率漂移小，表态电流小等特点。无线探测器采用贴片工艺生产，红处线信号处

理设有自动温度补偿电路，环境温度的变化不会对其检测灵敏度影响太大，高频发射电路采用进口元件，振荡

电路用声表稳频技术，以保证发射频率稳定、精确。编码端口设在线路板底面，方便用户编码使用。GH-608 无

线探测器可完全替代无线探头与报警主机配套使用，省去安装布线麻烦，为防止误报，建议主机使用延时报警

功能，如在约定时间内（ 30 秒），主机接收 3 个无线探测器发射的信号，方可启动报警系统，否则视为无效。

使用此功能可有效降低误报。约定时间和接受信号个数可根据具体使用情况而定。初次加电约有 2 分钟后方可

进入正常检测状态，当感应到人体信号后开始发射，发射时间 3 秒，间歇时间 3 秒，间歇 8 秒后再作第二次

检测。由于电路使用了微功耗元器件，静态功耗极小（约 50uA）。安装要求同有线探测器一样。技术指标：工

作电压： DC9V           静态电流： 50uA 探测范围： 12*12 米       感应角度： 110°发射电流：小于 

20mA       发射距离： 100 米  发射时间： 3 秒  间隔时间： 8 秒          发射频率： 315M           环

境温度： -10-+50℃  
 

六、微波、多普勒、雷达模组类： 

 

的主频时钟为 16KHz，当初次加电时系统将锁闭 30~60 秒，其间完成微处理器的初始化，并建立电场，这时红色指

示灯 LED1 点亮，30 多秒后 LED1 熄灭，系统自动进入检测状态，当有移动信号时，将有约 2秒的输出（可根据用户

的要求定制），并有 LED2 指示灯做同步显示，输出形式为电压方式，有输出 时为高电平（4V 以上），静态时为低

电平。 

982 的外型见图 1，面板上设置有灵敏度调节孔，使得监控距离在 1~5 米范围内可调，其顺时针转动距离变远，逆

时针转动距离变近，LED1 和 LED2 用来指示 982 的工作状态，双芯屏蔽线用于连接电源和负载。其中红色线接电源

正极， 白色线接输出，铜网接电源负极。控制器的工作电压：6~15V，静态耗电量：3mA 左右，输出为电压形式，

而且允许多台并联，基本应用电路请见图 2，图 3的电路可带动各种直流继电器或高响度报警器。 

      982 的监控范围示意图见图 4，产品的有效检测半径为 0~5 米可调，非常适合在仓库，商场，展厅和金融部

门等等场合使用，具有安装隐蔽，监控范围大，系统成本低和特点。为方便操作，应使用我厂的 TXC 系列或 135B

系列无线遥控器对 982进行设防控制。应用 982时需注意的有关事项：    1， 尽量远离高频磁场较强的地方。    2， 

使用时应注意电波的穿墙能力，以防隔墙有人而造成误报。   3， 当 982 与无线发送装置配套使用时应注意解决

其干扰问题。 

 

THW9250A 雷达探测控制电路，内部采用微电路芯片作程控处理，具有较高探测灵敏度和触发可靠性探测与控制

两部分合二为一，守候功耗降低至 3mA，集电极开路输出，可直接驱动通用继电器，使用简便，可广泛应用于金融

工商、仓库、家庭作保安防盗，亦可作物体位移自动化检测开关，如自动门、自动灯等。TWH9250A 引脚功能、典型

应用见下图。光控 R 端悬空时，电路为全天候探测状态，R 端对地接暗阻大于 2mΩ，亮阻小于 1 mΩ光敏电阻时，

电路白天“休息”，夜间自动进行工作状态。初次通电时，电路具有 40 秒初次预稳定时间，在这 40 秒内，继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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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当继电器跳动三次，表示预稳定时间完毕，之后只要不掉电，在有效范围每被触发一次。O端即有 5秒输出，

若持续被触发，则 O端亦持续输出。W-W 端外接微调电阻，用以调节触发灵敏度，当 W-W 端短接时灵敏度为 1~2 米，

调至 高时作用距离大于 5 米，通常调至 3—4 米较为合适。已配给直径 53mm 环天线自行接于 Y1、Y2 端，圆环平

面平行于引脚面安装有较触发灵敏度，此位置指向防范区域 佳。 

 

特点及应用：低功耗//；  

CW 或 Pulse 工作；长

探测范围；用于： 

微波红外运动探测； 

自动门； 

灯的控制； 

速度测试。 

HB100 微波探测传感器应用 Doppler Radar 原理，发射一个低功率微波并接受物体反射过来的能量。一旦物体的运

动被其探测到。发射频率就被反射回的微波频率所替代，替代的微波与发射的微波混合在一起，结果一个低频率的

电压从传感器输出。微波探测传感器的特性：１、 非接触式。２、 周围环境：不受热、嗓音、湿度、气流、尘埃等

影响，适合恶劣环境。３、 抗干扰。４、 安全   ５、  宽范围。探测范围超过１５米。更宽的范围亦可能。如下

参数是在 5VDC， CW 工作状态， 12KΩ负载， +25℃下测定。 

参数 备注 小值 典型值 大值 单位 

频率 1 10．520 10．525 10．530 GHz 

辐射功率 1 12 15 20 dBm 

Spurious Emission @ 3m 1     25 μV/m 

Settling Time     3 6 μSec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2 100   250 μVp-p 

Noise 3     5 μVrms 

Supply Voltage   4.75 5.00 5.25 VDC 

Current Consumption     30 40 mA 

Pulse Repetition Frequency 4   2 3 KHz 

Pulse Width 4 10     μSec 

Operating Temp   -15   55 ℃ 

             

 

此产品为智能数码双监探测器（微波+被动红外+微处理器） 可分为户外型、室内型两

种，特性：防误报终极选择，可探测人体、宠物、物体等。 

 

TWH9601 雷达模块专用微处理集成电路，故不仅灵敏度高，探测范围宽，而且工作稳定可靠，误报率极低，能在-25~+45

℃温度范围内稳定工作，非常适宜现代中、高档防盗报警系统或自动门系统作人体移动探测传感头使用。具体可做

雷达探测模块 TWH9251，例如图： 

 
 

七、火焰、紫外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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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是日本 HAMAMATSU 公司中国区域授权代理商主营火灾报警装置用火焰传感器 R2868 配套消防器材厂商。 

R2868 称为火焰发现者.在火星产生瞬间能够准确地发现, 并且对非可见光的高传输的电晕现象可以完全解除. 

Hamamatsu R2868 是利用紫外线 TRON 通过金属的光电效果和瓦斯乘法效果来发现火星源. 它可以探测 185 到 260

个不同的狭窄光谱敏感源.它对可见光完全没有感应,也不需要过滤器任何可见光(不像半导体探测器).  

它具有很小的体积和很宽敏感角度(择向性),并能快速准确地发现从火焰被发出的弱紫外线.(能够探测 5 m 或在稍

远处发现香烟点大小的火焰.)此 R6828 产品为 Hamamatsu 日本公司生产， R2868 is a UV TRON ultraviolet detector 

that makes use of the photoelectric effect of metal and the gas multiplication effect. It has a narrow 

spectral sensitivity of 185 to 260 nm, being completely insensitive to visible light. Unlike semiconductor 

detectors, it does not require optical visible-cut filters, thus making it easy to use. In spite of its 

small size, the R2868 has wide angular sensitivity (directivity) and can reliably and quickly detect weak 

ultraviolet radiations emitted from flame due to use of the metal plate cathode (eg. it can detect the 

flame of a cigarette lighter at a distance of more than 5 m.). The R2868 is well suited for use in flame 

detectors and fire alarms, and also in detection of invisible discharge phenomena such as corona discharge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Flame detectors for gas/oil lighters and matches★      Fire alarms

★      Combustion monitors for burners★      Inspection of ultraviolet leakage★      Detection of discharge

★      Ultraviolet switching★      Spectral Response185 to 260nm★      Supply Voltage  400Vdc★      Peak Current 

1)  30Ma★      Average Discharge Current 2)  1m★      Operating Temperature-20 to +60C★      Discharge Starting 

Voltage (with UV radiation)280Vdc Max.★       Recommended Operating Voltage325±25Vdc★       Recommended 

Average Discharge Current100A★      Background 3)  10cpm Max★      Sensitivity 4)  5000cpm T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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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842（SC0065）日本 HAMAMATSU 公司生产的紫外线传感器， 我司是日本 HAMAMATSU 公司中国区域一级代理商主营紫

外线照度计专用紫外线传感器 G5842,火灾报警装置用火焰传感器 R2868 配套消防器材厂商，现货供应日本 HAMAMATSU

公司 R2868 火焰传感器 C3704 探测模块，R2868 称为火焰发现者.在火星产生瞬间能够准确地发现, 并且对非可见光

的高传输的电晕现象可以完全解除.Hamamatsu R2868 是利用紫外线 TRON 通过金属的光电效果和瓦斯乘法效果来发

现火星源. 它可以探测 185 到 260个不同的狭窄光谱敏感源.它对可见光完全没有感应,也不需要过滤器任何可见光

(不像半导体探测器). 它具有很小的体积和很宽敏感角度(择向性),并能快速准确地发现从火焰被发出的弱紫外

线.(能够探测 5 m 或在稍远处发现香烟点大小的火焰.)Small UV sensor with sensitivity only in the UV 

region   FEATURES            Only sensitive to UV radiation           Spectral response matches solar UV 

spectrum.           Small and thin package    APPLICATIONS            Measurement of solar UV 

radiation           Light intensity monitors for various UV lamps     (Hg lamps,sterilization lamps,black 

light,eto.)The G5842 is a semiconductor UV sensor combining a GaAsP photodiode chip and a UV filter.Compared 

to the conventional UV sensors , this  allows  compactness  and  high  volume production  of  the 

measurement system.Special requirementsregarding  packaging  and  peripheral circuit assembly are 

welcomed.   特点：体积小、灵敏度高、SMD 微小型封装、寿命长、应用电路简单等。           GENERAL RATINGS 

Parameter Symbol Rating Unit 

Active Area A 0.8Х0.8 mm 

Package - Plastic - 

Window - UV glass filter -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Parameter Symbol Value Unit 

Reverse Voltang VR Max 5 V 

Operating Temperature  Topr -10 to+80 ℃ 

Storage Temperature Tstg -20 to+85 ℃ 

          ELECTRICAL AND OPTICAL CHARACTERISTICS(Ta=25℃) 

Parameter Symbol Condition Typ Max Unit 

Spectral Response Range λ More than 5% of peak 260to400 - nm 

Peak Sensitivity Wavelength λp   370 - nm 

Photo Sensitivity S λ=λp 60 - mA/W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Short Circuit current 

△lsc/

△T 

Ta=-10to+80 ℃  Black 

light (λp=350nm) 

-0.16 - %/℃ 

Dark Current  ID VR=5V - 50 pA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Dark Current 

△ID/△

T 

Ta=-10to+80℃  1.07 - times/℃ 

Terminal Capacitance 
Ct VR=0V,f=10khz 80 - 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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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868 日本 HAMAMATSU 公司生产的火焰传感器和传感器应用电路板。 我司是日本 HAMAMATSU 公司中国区域一级代理

商主营紫外线照度计专用紫外线传感器 G5842,火灾报警装置用火焰传感器 R2868 配套消防器材厂商，现货供应日本

HAMAMATSU 公司 R2868 火焰传感器 C3704 探测模块，R2868 称为火焰发现者.在火星产生瞬间能够准确地发现, 并且对

非可见光的高传输的电晕现象可以完全解除.Hamamatsu R2868 是利用紫外线 TRON 通过金属的光电效果和瓦斯乘法

效果来发现火星源. 它可以探测 185 到 260个不同的狭窄光谱敏感源.它对可见光完全没有感应,也不需要过滤器任

何可见光(不像半导体探测器). 它具有很小的体积和很宽敏感角度(择向性),并能快速准确地发现从火焰被发出的弱

紫外线.(能够探测 5 m 或在稍远处发现香烟点大小的火焰.) 

Compact UV Sensor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Wide Directivity, 

Suitable for Flame Detectors and Fire Alarms.    Hamamatsu R2868 is a UV TRON ultraviolet detector that 

makes use of the photoelectric effect of metal and the gas multiplication effect. It has a narrow spectral 

sensitivity of 185 to 260 nm, being completely insensitive to visible light. Unlike semiconductor detectors, 

it does not require optical visible-cut filters, thus making it easy to use.   In spite of its small size, 

the R2868 has wide angular sensitivity (directivity) and can reliably and quickly detect weak ultraviolet 

radiations emitted from flame due to use of the metal plate cathode (eg. it can detect the flame of a cigarette 

lighter at a distance of more than 5 m.). 

    The R2868 is well suited for use in flame detectors and fire alarms, and also in detection of invisible 

discharge phenomena such as corona discharge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APPLICATIONS★      Flame detectors for gas/oil lighters and matches 

★      Fire alarms★      Combustion monitors for burners★      Inspection of ultraviolet leakage 

★      Detection of discharge★      Ultraviolet switchingGENERAL 

Spectral Response185 to 260nm   Window Material    UV glass 

Weight Approx.     1.5g 

MAXIMUM RATINGS 

Supply  Voltage    400Vdc   Peak    Current    30mA 

Average Discharge   Current   1ma   Operating  Temperature   -20 to +60C 

CHARACTERISTICS (at 25C) 

Discharge Starting Voltage (with UV radiation)   280Vdc Max. 

Recommended  Operating  Voltage   325±25Vdc   Recommended  Average    Discharge  Current  100μA 

Background 10cpm Max    Sensitivity 4)5000cpm Typ. 

★UV TRON Driving Circuit C3704 series (Option) 

更多产品请看本公司产品专用网站:欢迎索取免费详细资料、设计指南和光盘 ；产品凡多，未能尽录，欢迎来电查询。 

商斯达工控安防网：http://www.pc-ps.net/            商斯达射频微波光电产品网:HTTP://www.rfoe.net/

商斯达中国传感器科技信息网：http://www.sensor-ic.com/    商斯达电子元器件网：http://www.sunstare.com/

商斯达军工产品网：hrrp：//www.Junpinic.com/        商斯达消费电子产品网://www.icasic.com/

商斯达实业科技产品网://www.sunstars.cn/传感器销售热线：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福庆街鸿图大厦 1602 室 

    电话：0755-83376489 83376549 83607652 83370250   83370251   82500323 

    传真：0755-83376182  （0）13902971329  MSN: SUNS8888@hotmail.com

    邮编：518033   E-mail:szss20@163.com     QQ: 195847376 

    深圳赛格展销部：深圳华强北路赛格电子市场 2583 号   电话：0755-83665529   25059422 

    北京分公司：北京海淀知春路 132 号中发电子大厦 3097 号 TEL：010-82615020  13501189838  FAX：010-62543996   
    上海分公司：上海市北京东路 668 号賽格电子市场地下一层 D25 号 TEL：021-28311762  56703037   FAX：021-56703037 
    西安分公司：西安高新开发区 20 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导航技术研究所)  西安劳动南路 88 号电子商城二楼 D23 号   

            TEL：029-81022619  13072977981  FAX:029-8878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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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STAR商斯达实业集团是集研发、生产、工程、销售、代理经销 、技术咨询、信息服务等为一体的高

科技企业，是专业高科技电子产品生产厂家，是具有 10 多年历史的专业电子元器件供应商，是中国最早和

最大的仓储式连锁规模经营大型综合电子零部件代理分销商之一,是一家专业代理和分銷世界各大品牌IC
芯片和電子元器件的连锁经营綜合性国际公司。在香港、北京、深圳、上海、西安、成都等全国主要电子

市场设有直属分公司和产品展示展销窗口门市部专卖店及代理分销商，已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强大统一的供

货和代理分销网络。 我们专业代理经销、开发生产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传感器、微波光电元器件、工

控机/DOC/DOM电子盘、专用电路、单片机开发、MCU/DSP/ARM/FPGA软件硬件、二极管、三极管、模

块等，是您可靠的一站式现货配套供应商、方案提供商、部件功能模块开发配套商。专业以现代信息产业

（计算机、通讯及传感器）三大支柱之一的传感器为主营业务，专业经营各类传感器的代理、销售生产、

网络信息、科技图书资料及配套产品设计、工程开发。我们的专业网站——中国传感器科技信息网（全球

传感器数据库） www.SENSOR-IC.COM 服务于全球高科技生产商及贸易商，为企业科技产品开发提供技

术交流平台。欢迎各厂商互通有无、交换信息、交换链接、发布寻求代理信息。欢迎国外高科技传感器、

变送器、执行器、自动控制产品厂商介绍产品到 中国，共同开拓市场。本网站是关于各种传感器-变送器-

仪器仪表及工业自动化大型专业网站,深入到工业控制、系统工程计 测计量、自动化、安防报警、消费电

子等众多领域，把最新的传感器-变送器-仪器仪表买卖信息,最新技术供求,最新采购商,行业动态，发展方

向，最新的技术应用和市场资讯及时的传递给广大科技开发、科学研究、产品设计人员。本网站已成功为

石油、化工、电力、医药、生物、航空、航天、国防、能源、冶金、电子、工业、农业、交通、汽车、矿

山、煤炭、纺织、信息、通信、IT、安防、环保、印刷、科研、气象、仪器仪表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产

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 、和采购人员提供满意服务。 我公司专业开发生产、代

理、经销、销售各种传感器、变送器、敏感元器件、开关、执行器、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系统： 专门从

事设计、生产、销售各种传感器、变送器、各种测控仪表、热工仪表、现场控制器、计算机控制系统、数

据采集系统、各类环境监控系统、专用控制系统应用软件以及嵌入式系统开发及应用等工作。如热敏电阻、

压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温度变送器、湿度传感器、 湿度变送器、气体传感器、 气体变送器、压力传感

器、 压力变送、称重传感器、物（液）位传感器、物（液）位变送器、流量传感器、 流量变送器、电流

（压）传感器、溶氧传感器、霍尔传感器 、图像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位移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加速

度传感器、扭距传感器、红外传感器、紫外传感器、 火焰传感器、激光传感器、振动传感器、轴角传感器、

光电传感器、接近传感器、干簧管传感器、继电器传感器、微型电泵、磁敏（阻）传感器 、压力开关、接

近开关、光电开关、色标传感器、光纤传感器、齿轮测速传感器、 时间继电器、计数器、计米器、温控仪、

固态继电器、调压模块、电磁铁、电压表、电流表等特殊传感器 。 同时承接传感器应用电路、产品设计

和自动化工程项目。 

更多产品请看本公司产品专用销售网站: 

商斯达中国传感器科技信息网：http://www.sensor-ic.com/

商斯达工控安防网：http://www.pc-ps.net/

商斯达电子 元器件网：http://www.sunstare.com/

商斯达微波光电产品网:HTTP://www.rfoe.net/

商斯达消费电子产品网://www.icasic.com/

商斯达军工产品网:http://www.junpinic.com/

商斯达实业科技产品网://www.sunstars.cn/传感器销售热线：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福庆街鸿图大厦 1602 室 

    电话：0755-83607652 83376489 83376549 83370250   83370251   82500323 

    传真：0755-83376182  （0）13902971329  MSN: SUNS8888@hotmail.com

    邮编：518033   E-mail:szss20@163.com     QQ: 195847376 

    深圳赛格展销部：深圳华强北路赛格电子市场 2583 号 电话：0755-83665529   25059422 

    技术支持: 0755-83394033 13501568376 

欢迎索取免费详细资料、设计指南和光盘 ；产品凡多，未能尽录，欢迎来电查询。 
    北京分公司：北京海淀区知春路 132 号中发电子大厦 3097 号 
               TEL：010-81159046  82615020  13501189838  FAX：010-62543996   
    上海分公司：上海市北京东路 668 号上海賽格电子市场 D125 号  
               TEL：021-28311762  56703037  13701955389  FAX：021-56703037 
    西安分公司：西安高新开发区 20 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导航技术研究所)   
           西安劳动南路 88 号电子商城二楼 D23 号   

            TEL：029-81022619  13072977981  FAX:029-88789382 

SUNSTAR传感与控制 http://www.sensor-ic.com/ TEL:0755-83376549 FAX:0755-83376182 E-MAIL:szss20@163.com

SUNSTAR自动化 http://www.sensor-ic.com/ TEL: 0755-83376489 FAX:0755-83376182 E-MAIL:szss2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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