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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瑞得简介

西安瑞得公共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研发团队成立

于 2006 年），注册资金 1500 万，是专门针对警用行业中科技型装备

研发销售的公司。公司研发团队由原西军电、中电、兵器集团等一线

从事军工、航天领域的科研人员组成。

瑞得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干扰拦截系统、全频段频率干扰仪、侦查

机器人、多功能视频检查系统和穿墙雷达已装备全国公安、特警、武

警等多个单位，并且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用优质、用心

的服务赢得了众多用户的信赖和好评。

西安瑞得深入贯彻国家“军民融合”战略，是顺应国防科技工业

体制改革的新型军民融合型企业。西安瑞得的“军民融合”新模式，

建立起了有机结合、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装备研制和军民两用高技

术研制的运行机制，是国家军民融合典型示范企业，有利于促进军民

深度融合发展，有利于我国装备体制改革的创新探索，有利于国防科

技创新体系的突破发展。

公司顺应无人机监管、管控产业发展，把军用雷达探测和光电探

测技术应用到该领域，采取“产、学、研、用、管”的模式，与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中电 14所、航天科工 206 所、无锡市公安局等六家

单位共同研制——“无人机管控系统”。该系统具有“军民两用、平

战结合”的特点，民用应用于城市无人机监管、重点区域无人机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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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行动等；军用应用于边海防等诸多管制空域和监视空域的监视管

理和军用机场终端区的空域管理。

2、瑞得历程

 公司2006年起开始为国内某些大型警用装备公司OEM生产便

携式频率干扰仪，已供给的单位包括多家武警总队、特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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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警备局等。已供给的单位包括多家武警总队、特警支队、

警备局等。其中，武警总队包括：武警北京总队、武警河北

总队、武警山东总队、武警广西总队、武警宁夏总队、武警

辽宁总队、武警上海总队、武警福建总队、武警湖北总队、

武警广东总队、武警四川总队、武警西藏总队、武警陕西总

队、武警新疆总队、武警云南总队、武警甘肃总队、武警青

海总队、直属支队、第 114 师等。部分佐证材料如下：

 公司研发人员于 2009 年研发出国内第一台（注：未见国内其

它公司公开报道）穿墙雷达样机，如下图所示。由于当时国

内市场对该类产品的认可度不太，未做市场推广。2016 年新

升级的穿墙雷达即将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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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应客户及市场需求成立西安瑞得公共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致力于高科技警用装备研发、生产。

 2016 年历时两年研发出全国首款 1000 米低空空域目标防御

系统（无人机干扰拦截仪），现已经过公安部相关部门检测，

并在某监狱及公安局实地应用中取得骄人成效，瑞得荣誉推

出。

多年来，瑞得自主研发的全频段频率干扰仪、微型侦查机器人、

多功能视频检查系统和多目标履带式抛投侦查系统等已装备全国公

安、特警、武警的多个单位，并且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用优

质、用心的服务赢得了众多用户的信赖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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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瑞得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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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主要是对 1000 米以下低空飞行状态下无人机目标进行管

制，远距离切断无人机和遥控者之间的联系，通过无人机干扰拦截仪，

可对无人机进行强制着落或者强制返航，保障禁飞区域内的空域安全。

狩猎者（固定、移动均可） 猎人型（机动便携式、伪装型）

外观和要求可接受定制！

单兵型（类枪型）

应用场合：

 重点区域的防御，如：大型会议场地、重要安保场所、政要

随行保护、监狱、军事管理区、国家战略资源项目、核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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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机场、政治等区域；

 防止信息泄漏的现场，如：重大刑事案件现场、城管执法现

场、大型演出的彩排、考古挖掘现场、大型群体事件现场等；

 打击利用无人机作为违法、恐怖活动载体的案件，如：个人/

家庭隐私偷拍、信息传递、运/贩毒、走私、恐怖分子运送危

险物品等。

关键特色：

 无人机有效管制距离：0米~1000 米（覆盖整个低空开放区域）；

 内置高容量锂电池：工作时间 120 分钟（适用于任何远离市

电的外场场合，快速启用）；

 便携式设计（猎人型）：可肩扛、手提、也可安装在三角支架

上固定；

 伪装性外观（猎人型）：摄影机类外观样式，在极低的关注下

击落无人机，最大限度地保护操作者；

 管制模式：对无人机进行强制着落或者强制返航（对遥控者

进行抓捕），一键切换；

 多波段电磁发射：可管制各种类无人机，如：国产、日本、

美国、欧盟所产民用、商用及航拍无人机。

频率范围：

狩猎者型（移动式无人机干扰拦截仪）：

 135MHz-5800MHz 全波段覆盖：包含所有无人机可能的遥控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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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导航频率（可保留我方无人机频道，需协商），适用于确

保万无一失的固定区域或会场低空防御。

猎人型（便携式无人机干扰拦截仪）：

 1）840M 信道：工信部规定的我国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使

用频段；

2）925M 信道：日本等国无人飞行器开放频段；

3）导航信道：GPS（L1、L2、L5 ）、北斗（B1、B2、B3）、GLONASS

（L1、L2）；

4）2400M 信道：各国通用的 ISM 遥控通讯频段；

5）5800M 信道：目前一些民用无人机广泛采用这个频段，例

如大疆无人机。

波束宽度：

 主瓣波束宽度 50-120 度（3dB）。

发射功率:

狩猎者型（移动式无人机干扰拦截仪）：

 平均发射功率≥200 瓦。

猎人型（便携式无人机干扰拦截仪）：

 平均发射功率≥50瓦。

尺寸与重量：

狩猎者型（移动式无人机干扰拦截仪）：

 主机重量：40KG（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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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尺寸：60CM*50CM*35CM。

猎人型（便携式无人机干扰拦截仪）：

 主机重量：11KG；

 主机尺寸：34CM*13CM*5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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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举例-某大型会议场地低空防御网布局方案

会议区域的地理坐标（会议区域东西向长为 1600 米，南北向长

为 1000 米）：

东至北纬 30.229533,东经 120.242271；

西至北纬 30.229770,东经 120.223163；

南至北纬 30.223141,东经 120.236746；

北至北纬 30.237232,东经 120.229354。

考虑到会议区域的建筑环境较为复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

采用狩猎者和猎人型组合模式：8 台固定式狩猎者布置于会议区域外

围周边，形成 360 度无缝覆盖的 0-1000m 低空电磁屏蔽（电子围挡）

区域；而为防止不法人员携带无人机从会场区域内部起飞，再在主会

场周边布置 4 台便携式猎人型拦截仪；另配备 2 台便携式猎人型用于

会场区域内部巡逻，以应对紧急情况。

狩猎者拦截仪位置布局

序号 位置坐标
北向角

（与北夹角）

俯仰角

（与水平面夹

角）

狩猎者﹟1 30.223100,120.236751 195° 45°

狩猎者﹟2 30.223100,120.236751 105° 45°

狩猎者﹟3 30.229519,120.242443 30° 45°

狩猎者﹟4 30.229519,120.242443 120° 45°

狩猎者﹟5 30.236638,120.228882 15° 45°

狩猎者﹟6 30.236638,120.228882 335° 45°

狩猎者﹟7 30.229881,120.223362 210° 45°

狩猎者﹟8 30.229881,120.223362 3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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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型拦截仪位置布局

序号 位置坐标

猎人﹟1 主会场-南

猎人﹟2 主会场-北

猎人﹟3 主会场-东

猎人﹟4 主会场-西

猎人﹟5 巡逻

猎人﹟6 巡逻

低空防御网覆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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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干扰仪是一种对无线电子设备实施主动、防御性干扰的设

备，通过发射特定的无线电信号，阻断（也意称为屏蔽）被干扰目标

接收无线指令或通讯信号，从而达到干扰的目的。

便携式频率干扰仪通常是指整机内置于一箱体中，且尺寸和重量

适当，可随车携带、便于移动和现场快速操作的频率干扰仪。

应用场合：

 用于排爆人员转移或处置可疑爆炸物品；

 重要人员活动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

 切断危险人员之间的通讯联系；

 重要会议场所的保密工作。

关键特色：

 全频带无缝覆盖：有效屏蔽任何频段无线遥控装置；

 频率扫描+相位调制方式，能够同时在时域和频域形成无缝电

磁屏蔽墙，屏蔽任何模拟和数字无线遥控装置；

 干扰频段范围现场即时可调：配备有线手持操控台一部，线

长>10 米，操控台搭载 7 英寸可触摸液晶屏，通过液晶屏即

可现场即时设置干扰频段范围或关闭某些频段（针对不同任

务或保留通讯频段），无需另连接计算机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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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多任务：对于某些场合需要保留通讯窗口或某些任务

只需屏蔽某些特定频率范围，例如排爆过程中需要保留本单

位的通讯频率窗口，群体事件现场只需屏蔽移动通讯频率等；

 配备全向天线和定向天线，以应对不同任务需求；

 内置高容量锂电池，内置高容量锂电池可以提供连续工作>60

分钟,也可以外接市电（AC220V），自动切换市电工作。

干扰频率范围：

 全频带无缝覆盖 20-2700MHz 范围内的频段：包括玩具遥控、

汽车遥控、FM收音机、无线数据传输、无线控制、对讲机、

GSM 手机、CDMA 手机、3G 手机、4G 手机、WIFI、蓝牙、BP

机、小灵通等；

 5700-5830MHz 频段：5.8G 无人机遥控与图传等。

 全频带频段划分如下：干扰频率范围可定制！

频率分段（无缝覆盖）及干扰目标

序号 频段 干扰对象

F1 20-135MHz
遥控玩具、无线警报、无线监视器、无绳电话、无线传

声器、广播等

F2 135-350 MHz 专业对讲机、无线数据传送、无线控制、电视台波段等

F3 350-500MHz
对讲机、无线数据传送、无线控制、无线射频 ID、生

物医学遥测等

F4 500-870 MHz 无线控制、无线传声、无绳电话等

F5 870-920 MHz 无绳电话、CDMA

F6 920-1000 MHz 移动 GSM、联通 GSM

F7 1000-1800 MHz 无线视频传输、GPS、海事卫星、北斗

F8 1800-1900 MHz DCS、PHS

F9 1900-2200 MHz 移动 3G、联通 3G、电信 3G

F10 2200-2700 MHz 无线视频传输、蓝牙、WIFI、4G

F11 5700-5820 MHz 5.8G 遥控及图传（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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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频带无缝覆盖为默认设置，可通过操控手柄的液晶屏现场

即时修改，如下所示：

干扰频率现场即时可调液晶屏

平均发射功率：

 平均发射功率 100W、200W、300W、400W 可选择。

天线配置：

标配全向天线一套和重点频段的定向天线，针对不同应用场合选

择安装全向或定向天线，以达到最佳应用效果。

注：天线隐形干扰仪无法现场选装天线形式（详见下面天线隐形干扰仪介绍）。

 全向天线

全向天线形成以干扰仪为中心，全方位 360°覆盖，垂直高

度向 45°覆盖，扁球状的电磁屏蔽区。全向天线用于防护一

个环形区域内或未精确定位的遥控装置，但由于电磁能量散

布于四周，干扰距离相对于定向天线缩短。

 定向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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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天线形成以干扰仪为起点，水平方向 90°覆盖，垂直方

向 45°覆盖，形成锥形覆盖区。定向天线向指定方向发射电

磁能量，以加强干扰效果。定向天线用于已知遥控装置位置

或方向的场合，以达到最佳应用效果。

全向天线方向图（左） 定向天线方向图（右）

干扰距离：

虽然用户多关心干扰距离，但干扰距离是一个难以定量确定的指

标，干扰距离是一个相对量：干扰距离不仅取决于干扰仪的发射功率

和天线形式（定向或全向），也取决于敌方遥控器的发射功率及其与

被遥控装置的距离，对于移动通讯遥控（即手机）来说取决于基站功

率及与基站的距离。因此，对于不同测试环境，即不同基站场合（手

机测试）或不同发射功率的遥控器，所测干扰距离差距很大。但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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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是，对于相同测试环境，干扰仪的发射功率越大则干扰距离越远，

选用定向天线比全向天线干扰距离远。

下面给出干扰距离的经验参考（仅供参考，不代表具体环境的测

试结果）：

 发射功率 100W

全向天线：干扰距离 10m-40m（市区 90%环境）；

定向天线：干扰距离 15m-60m（市区 90%环境）。

 发射功率 200W

全向天线：干扰距离 15m-60m（市区 90%环境）；

定向天线：干扰距离 20m-80m（市区 90%环境）。

 发射功率 300W

全向天线：干扰距离 17m-70m（市区 90%环境）；

定向天线：干扰距离 25m-100m（市区 90%环境）。

 发射功率 400W

全向天线：干扰距离 20m-80m（市区 90%环境）；

定向天线：干扰距离 30m-120m（市区 90%环境）。

因此，实际排爆环境中，既然我们无法预知敌方遥控功率和遥控

频率，频率干扰仪离被遥控爆炸物越近应用效果越好！开启全频率干

扰概率越大！

供电方式：

干扰仪默认全部内置高容量锂电池：内置高容量锂电池可以提供

连续工作 60 分钟（与电池是否充满、老化程度有关，采用进口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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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使用寿命超过 3-5 年）。

干扰仪的供电可以利用内置锂电池，也可以外接市电（AC220V）

或发电机（AC220V 输出），市电供电时，可以直接接到 AC220V 市电

上，干扰仪内部具有 AC/DC 开关电源，干扰仪自动切换由市电供电，

同时对电池充电。

外观/尺寸/重量：

干扰仪主机箱可选用：美国进口派力肯（PELICAN）高强度塑料

箱或大功率金属箱。

1) 派力肯箱干扰仪

派力肯箱可选择 1600、1610、1620、1650 型，对应不同功率情

况。

派力肯箱干扰仪（针对不同用户要求，可选择不同颜色、不同外观尺寸）

 派力肯 1600 型干扰仪

最大发射功率：100W

整机尺寸：62CM*50CM*22CM

整机重量：30Kg(100W)

 派力肯 1610 型干扰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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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发射功率：200W

整机尺寸：63CM*50CM*30CM

整机重量：35Kg(2OOW)

 派力肯 1620 型干扰仪

最大发射功率：200W

整机尺寸：63CM*49CM*35CM

整机重量：37Kg(2OOW)

 派力肯 1650 型干扰仪

最大发射功率：300W

整机尺寸：80CM*52CM*32CM

整机重量：45Kg(3OOW)

2) 铝框架箱干扰仪

铝框架箱干扰仪外观

 MB300 型外箱

最大发射功率：300W

整机尺寸：57CM*83CM*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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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重量：45Kg(3OOW)

 MB400 型外箱

最大发射功率：400W

整机尺寸：57CM*86CM*35CM

整机重量：49Kg(4OOW)

3) 天线隐形干扰仪

排爆现场，放置爆炸物的犯罪分子发现排爆手开始排爆，不会坐

以待毙，会在第一时间引爆。所以，干扰仪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开始工

作，分秒必争！即使熟练的排爆手，穿好排爆服后，装好多根天线也

需要几分钟时间，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充足的引爆时间。（例如：2000

年，武汉一家咖啡馆发现疑似爆炸物，排爆手毛警官穿排爆服进入现

场，在干扰仪开始工作前，爆炸物被遥控引爆，毛警官被炸成重伤。）

干扰仪天线隐形后，就可以一键启动，立即开始工作。

 派力肯 1650 型天线隐形干扰仪（全向天线）

最大发射功率：300W

整机尺寸：80CM*52CM*32CM

整机重量：45Kg(3OOW)

 MA200 型天线隐形干扰仪（定向天线）

最大发射功率：200W

整机尺寸：53CM*70CM*32CM

整机重量：38Kg(2OOW)

 MA300 型天线隐形干扰仪（定向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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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发射功率：300W

整机尺寸：57CM*83CM*35CM

整机重量：45Kg(3OOW)

天线隐形干扰仪外观：左（派力肯 1650，全向天线）；右（铝箱，定向天线）

操作要求：

易学、易用：打开保险，一键开启、一键恢复、一键关闭、一键

增强，也可选择任一波段针对干扰。

使用环境：

-20°~ +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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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干扰仪是一种对无线电子设备实施主动、防御性干扰的设备，

通过发射特定的无线电信号，阻断（也意称为屏蔽）被干扰目标接收

无线指令或通讯信号，从而达到干扰的目的。

车载频率干扰仪是指利用汽车（通常越野车）作为载体的大功率

干扰仪，可随车快速移动到任何地方。

应用场合：

 用于排爆人员转移或处置可疑爆炸物品；

 重要人员活动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

 切断危险人员之间的通讯联系；

 重要会议场所的保密工作。

主要战技指标：

 大发射功率

连续发射平均功率>1200W，电源消耗平均功率>4800W。

 无缝覆盖 20-2700MHz、5700-5820MHZ 范围内的频段，屏蔽一

切无线遥控设备，包括玩具遥控、汽车遥控、FM收音机、无

线数据传输、无线控制、对讲机、GSM 手机、CDMA 手机、3G

手机、4G 手机、WIFI、蓝牙、BP 机、小灵通、5.8G 遥控与

图传等。频段及功率分配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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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扫描+相位调制方式，能够同时在时域和频域形成无缝电

磁屏蔽墙，屏蔽任何模拟和数字无线遥控装置。

 配备有线手持操控台一部，线长>10 米，操控台尺寸：21cm

×18cm×5cm（长×宽×高），操控台搭载 7 英寸可触摸液晶

屏，通过液晶屏即可现场实时设置频段范围或关闭某些频段

（针对不同任务或保留通讯频段），无需另连接计算机加载。

 操作简单、易学、易用；打开保险，按下开关后即能启动仪

器。

频率分段、功率及干扰目标

序号 频段 功率（标称

值）

干扰对象

F1 20-135MHz 50W 遥控玩具、无线警报、无线监视器、

无绳电话、无线传声器、广播等

F2 135-350 MHz 100W 专业对讲机、无线数据传送、无线控

制、电视台波段等

F3 350-500MHz 100W 对讲机、无线数据传送、无线控制、

无线射频 ID、生物医学遥测等

F4 500-870 MHz 100W 无线控制、无线传声、无绳电话等

F5 870-920 MHz 100W 无绳电话、CDMA

F6a,F6b 920-1000 MHz 100W+100W GSM

F7 1000-1800 MHz 100W 无线视频传输、GPS、海事卫星、北斗

F8a,F8b 1800-1900 MHz 100W+100W DCS、PHS

F9 1900-2100 MHz 50W 移动 3G

F10 2100-2200 MHz 100W 联通 3G、电信 3G

F11 2200-2700 MHz 100W 无线视频传输、蓝牙、WIFI、4G

F12 5700-5820 MHz 20W 5.8G 遥控及图传（无人机）

主要部件指标或要求

项目 指标要求

功率放大器+信号源 1）总平均发射功率>1200W

2）频谱覆盖范围 20-2700MHz\5700-582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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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车载天线一套 1）天线外套防水、防腐蚀

2）天线安装强度：120Km/h 车速天线稳固

3）天线增益：>2dB（500M 以下）;>5dB(500M

以上)

4）电压驻波比：<3.0（350M 以下）; <2.5

（350-870M）；<1.5（870M 以上）

低损耗高功率射频天线馈线+连接器 1）进口低损耗射频电缆

2）军品射频连接器

进口静音发电机 1）输出功率>6000W，纯正弦波

高品质军品/工业级开关电源

（DC-DC，AC-DC）

1）输出功率>6000W

2）温度范围：-25 度-+75 度

高品质机柜+操控台 1）散热量：5000w 热量连续工作>1 小时

2）操控台搭载 7英寸可触摸液晶屏，通过

液晶屏即可现场实时设置频段范围或关闭

某些频段

军品航空头+线缆 1）电源/信号连接器全部采用军品航空插座

2）供电电线全部采用高品质高温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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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侦查机器人属于反恐侦查类装备，是反恐侦查、危险区检查

必不可少的装备之一。本产品具有体积小、较强的攀爬能力和越野性

能以及静音优势，可轻松操控、45 度爬坡动力、行驶速度可控、车

身可任意正反翻转，具有实时侦查摄像、远程无线遥控和图像传输、

图像/视频存储留证，夜间隐蔽侦查等功能。

应用场合：

 可用于检查车底及狭小空间内的可疑物品；

 狭小空间内的安全情况检查；

 危险犯罪分子抓捕前期的侦查；

 犯罪分子的隐秘侦察。

主要战技指标：

1) 机器人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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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积小、可自由操控，45度爬坡动力，可控行驶速度；

 高度：＜10cm；

 高清摄像头：分别位于机器人的前部、后部和顶部，形成立

体观察；

 机器人行进中可以任意翻转，摄像头自动校正；

 红外摄像头，无红曝光;

 尺寸：300mmX250mmX95mm；

 重量：≤3kg。

2) 遥控监视器

 内置 4G容量视频存储卡，可通过 MiniUSB 读出；

 音频输出：3.5mm 耳机孔；

 显示器：7.0 英寸 TFT 高亮液晶屏，日光下可读；

 无线遥控距离：≥200 米；

 音视频传输距离：≥200 米；

 重量：≤1.5Kg；

 尺寸： 280mm X160mmX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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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标履带式投抛侦查系统属于反恐侦查类装备，主要是针对复

杂、危险环境下，同时对多个目标区域进行跟踪、侦查、锁定。产品

设计为可抛投且履带式移动，体积微型，可适应各种复杂环境区域的

侦查。

应用场合：

 武警、特警反恐侦查；

 狭小区域内的排爆前期侦查；

 消防救援时，救灾现查的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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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侦、禁毒长期对多个目标嫌疑人的蹲点监控。

主要战技指标：

 全套系统由 1个终端遥控监视器、3 台抛投机器人；

 3 台抛投机器人可远距离抛投过障碍，通过终端遥控，可分

别隐匿潜入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并实时无线传输现场视频和

音频到后端监视器上，操作者可隐蔽观察控制，不必亲临危

险，降低了在建筑物、地下室、山洞、隧道和街巷等狭小复

杂空间内行动的危险性，并为下一步行动提供音视频参照；

 侦查系统可由一个终端监视器控制三台机器人，以同时实现

对多个目标实时观察；

 机器人可投抛、履带式移动设计，更灵活机动且适应各种复

杂地形：可爬升大坡度，可越过复杂障碍物，且在行进过程

中可实现原地旋转，快速寻找隐蔽地点；

 机器人高度不足 8cm 且整体尺寸微型，可进入绝大多数狭小

空间；

 有效操控距离：>200 米；观察距离：白天>45 米，夜晚>10

米；

 运行状态：机器人可任意翻转，摄像头方向自动校正。

1) 机器人车体

 重量：机器人主体≤1.3Kg；

 尺寸：机器人主体 195mmX160mmX80mm（高度）；

 照明方式：夜视红外补光（无红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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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12V, 3000mAh 内置高容量锂电池，可连续工作时间超

过 3.5 小时；

 材质：外壳高强度轻型尼龙，橡胶履带；

 使用环境温度：-30℃/+55℃；

 防护等级：IP65。

2) 遥控监视器

 内置 4G容量视频存储卡，可通过 MiniUSB 读出；

 音频输出：3.5mm 耳机孔；

 显示器：7.0 英寸 TFT 高亮液晶屏，日光下可读；

 重量：≤1.5Kg；

 尺寸： 280mm X160mmX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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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装备属于反恐、安全检查类，可用于检查人员无法所及区域的

危险/可疑物检查、侦查，废墟搜救、室内侦查等。

应用场合：

 适用于搜救，对于人体无法到达或体积狭小空间内的救援工

作，例如房屋倒塌搜索人员无法进入的狭小空间或者危险区

域；

 适用于顶棚检查，人员无法攀爬以及危险区域；

 适用于通过窗户对相邻楼层房间内的情况进行侦查取证；

 广泛应用于监狱、公安、安检、防爆、武警、部队、机场等

需对出入口车辆进行安全检查的部门，包括车底检查、顶棚

检查、狭窄管道检查，如汽车底盘是否携带炸弹、毒品、枪

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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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各种管道内部检测，了解管道内部的情况,有针对性地

采取有效方案排除管道内的危险违禁物品。

主要战技指标：

 轻巧方便

 采用高档轻质材料，强度高，重量轻；

 采用分体式快速连接装置，按需选择不同的焦距/红外/

白光摄像头；

 视频屏幕可以实现 360 度水平和 130 度垂直旋转，方便操

作人员站在不同角度观察；

 视频头部为优质橡胶软管，可以任意角度弯曲，从而方便

观测任意方向和伸入任意空间。

 隐蔽侦查

 摄像头可采用红外不发光二极管，夜晚拍摄不暴露，可实

现隐蔽侦查。

 安全可靠

 连接杆采用军品电连接器，保证信号传输稳定；

 双保险设计，使用时先打开电源总开关，再按下显示按钮，

避免因人为因素导致误触发操作。

 留证存档

 视频模组带有 micro USB 接口，可供输出取证；

 配有 4G 大容量视频音频储存卡可连续录像 2 小时（内存

可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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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监听，带有 3.5mm 标准耳机插孔；

 按键功能丰富，可以实时监控，拍照，录像，取证，慢动

作等。

 可伸及长度：>=5m；

 不发光红外 LED 灯：夜间照射距离>5m；

 摄像头视角范围：＞90deg；最大直径：≤26mm；

 显示屏：5.0 英寸高亮彩色 TFT 液晶屏，日光下可读；

 内置高容量锂电池：工作时间>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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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抓捕器属于治安、处突类装备，可用于公安、武警、司法等

各类执法人员应对暴力抗法，暴力袭击等各类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危

害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主要战技指标：

 抓捕圈根据人体腰围设计，张开时开口间距：

400mm，合紧时内径：400mm，可对歹徒正面、

背面、侧面都能够实施抓捕；

 独特的锯牙防手抓设计，能够防止歹徒挣脱

与反抗；

 抓捕器总长度约 1.9 米，从而有效避免歹徒

近身；

 电击：头部带有电击针，对于拒捕反抗的暴

徒，可以通过抓捕器手持端的电击按钮启动

高压电击，电极针将释放脉冲高压，对被抓

捕者心理和身体上实施有效震慑，迫其就范；

 强光：头部带有强光照明，双高亮 LED,单个 LED 亮度>100LM。

能够使被抓捕者短暂失明，失去抵抗能力，同时夜间可充当

照明工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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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开关电控部分设有总电源开关，必要时打开，不使用

时保持关闭状态，有效防止误操作；

 抓捕器总长度：1.9m；总重量：2.5Kg；

 电击时的峰值电压：80kV；

 简单操作

 抓捕：头部滑动块对准歹徒向前推动的同时卡手自动锁紧，

简单方便；

 放开：将歹徒制服后按下释放按钮，卡手自动张开；

 电击：打开总电源开关，按下电击按钮，电击针放电，松

开后停止放电。

 强光：打开总电源开关，按下灯标按钮，灯亮，松开后灯

关。

 内置锂电池：进口可循环充电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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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发团队由原西军电、中电、兵器集团等一线从事军工、航

天领域的科研人员组成，包括教授一名、博士四名、硕士多名，公司

本科以上学历达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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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科技路 10号华奥大厦 A座 1202 室

 座机：029-88210043

 手机：黄经理 13363978851

 网址：www.radar-tech.cn

http://www.radar-te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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