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闭路监控系统 | IntuiKey 系列键盘

IntuiKey 系列数字键盘是功能齐全的多用途键盘，用于执行系统
控制和编程操作。 它配有集成式变速摇摄/俯仰/变焦（PTZ）控
制杆，并且采用了防泼溅设计。 通过可选机架安装套件，
IntuiKey 键盘可安装在标准 EIA 48 厘米（19 英寸）机架中。

基本功能

IntuiKey 数字键盘提供两种型号：KBD 通用版本和 KBD 数字版
本。 通用版本可以同时连接到 Allegiant 切换台和 Divar 数字录
像机或 System4 多路复用器。 这一功能消除了对多个键盘的需
要。 KBD 数字版本支持 Divar 数字录像机和 System4 多路复
用器。 这两种键盘均可以与 Bosch VMS 和 VIDOS 视频管理系
统配合使用。

IntuiKey 键盘接受标准 Allegiant RS-485 键盘协议和 Allegiant
RS-232 协议。 Allegiant RS-232 键盘协议非常适合通过 IP 网
络与远程 KBD 通用键盘通信的场合。

IntuiKey 键盘也可以在使用特殊 RS-232 协议的终端模式下操
作。 此模式允许第三方集成商和内部开发商使用 IntuiKey 键盘
作为可定制的用户界面。1

在本地配置中使用时，IntuiKey 系列键盘可由主 Allegiant 切换
台、Divar 数字录像机或 System4 多路复用器提供电源。 在远
程配置中使用时，使用可选辅助电源（需另行购买）为 IntuiKey
系列键盘提供电源。

键盘使用随附的 3 米（10 英尺）电缆连接到系统。 系统只需连
接键盘即可操作。 无需进行额外的编程。

为了便于使用，IntuiKey 键盘的软键提供了一个菜单驱动式系
统。 通过这些软键，新操作人员无需记住系统命令也能编程和控
制最大型的系统。

IntuiKey 键盘配备了快速选择菜单功能，允许操作人员快速访问
最常用的屏幕。

此外，IntuiKey 键盘还采用了简单易用的菜单树结构，便于设定
所有高级系统和摄像机设置。 IntuiKey 键盘提供的语言包括英
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波兰语、葡萄
牙语、土耳其语、匈牙利语、瑞典语、芬兰语和丹麦语。 其它语
言可从以下网站的 IntuiKey 部分进行下载：
www.boschsecurity.us。 其它语言包括：挪威语、希腊语、捷
克语、俄语、斯洛伐克语、阿拉伯语、简体中文、繁体中文、韩
语和日语。
1. 有关获取终端模式协议信息的详情，请联系当地的博世安防系统公司销售代

表。

证书与认可

地区 认证
欧洲 CE DEKLARACJA ZGODNOŚCI EC KBD-

DIGITAL/UNIVERSAL

DEKLARACJA ZGODNOŚCI EC KBD-MUX/
UNIVERSAL

IntuiKey 系列键盘
▶ 一个键盘即可控制矩阵、DVR 和 IP 视频产品
▶ 用于控制产品专用菜单的软键
▶ 背光按键和易于阅读的显示屏
▶ 直观的界面简化了系统编程
▶ 多种语言支持
▶ 即插即用博世切换台、DVR、多路复用器和 IP 解决方案
▶ 可选 PC 软件支持可定制的 Allegiant 命令脚本编程

www.boschsecurit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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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性 (EMC) 符合 FCC 第 15 部分、ICES-003 和 CE 规章
要求

产品安全 符合 CE 法规、UL、CSA、EN 和 IEC 标准

技术规格

电气指标

工作电压
12-15 VAC/DC （由 Allegiant 系列切换台、Divar 数字录像
机、System4 多路复用器和/或可选电源设备的组合或其中一个提
供电源）
功率 额定 5 W

Allegiant 信号 RS-485：2 线，9600 波特，
8 位，无奇偶校验，1 个停止位
RS-232：3 线，9600 波特，
8 位，无奇偶校验，1 个停止位

Mux/DVR 信号 RS-485：2 线，19200 波特，
8 位，无奇偶校验，1 个停止位

终端模式信号 RS-232：3 线，9600 波特，
8 位，无奇偶校验，1 个停止位

控制台信号 RS-232 RTS/CTS 握手，
19200/57600 波特，8 位，无奇偶校验
1 个停止位

机械指标

结构/颜色 碳黑色
宽度 327 毫米（12.9 英寸）
厚度 190 毫米（7.5 英寸）
高度 75 毫米（2.9 英寸）
重量 1.1 千克（2.6 磅）
Allegiant 连接器 RJ-11 数据/电源
Mux/DVR 连接器 RJ-11 数据/电源
Aux 电源连接器 卡口插头（可选）
控制台连接器 凸型，9 针超小 D 型

环境

外壳 防泼溅
温度
工作 0°C 至 50°C（32°F 至 122°F）
存储 –20°C 至 50°C（–4°F 至 122°F）
相对湿度 10%–90%，无冷凝

兼容性

Allegiant 反向兼容所有使用变速协议（CPU 硬
件 5.3 和更高版本，6/94 发布）的系统

Divar 所有型号
System4 反向兼容所有 System4 多路复用器
Bosch VMS 1.10 或更高版本
VIDOS 3.0 或更高版本

可选软件

IntuiKey 脚本应用程
序 (ISA)

IntuiKey 脚本应用程序是一个基于 PC 的软
件程序，用于在 KBD 通用键盘的命令脚本
菜单屏幕上定制宏按钮。 命令脚本宏功
能适用于键盘连接至 Allegiant 系列矩阵切
换台的场合。

要求 装有 Windows NT、2000、XP、Vista（32
或 64 位）或者 Windows Server 2003 的
Pentium 电脑
一 (1) 个串行端口；
IntuiKey 固件 1.94 或更高版本

可用性 可从 www.boschsecurity.com 网站的 IntuiKey
部分下载软件。

Pentium 是 Intel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Windows®、Windows XP、Windows 2000、Vista 和 Windows NT®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Allegiant、Divar 和 System4 是博世安防系统公司在美国专利局注册的商标。

定购信息
KBD‑通用键盘
可与 Allegiant、Divar 和 System4 多路复用
器、Bosch VMS 和 VIDOS 配合使用的
IntuiKey 通用键盘

KBD-UNIVERSAL

KBD‑数字键盘
可与 Divar 数字录像机、System4 多路复
用器、Bosch VMS 和 VIDOS 配合使用的
IntuiKey 数字键盘

KBD-DIGITAL

硬件附件
KBD‑120PS 电源设备
120 VAC/12 VDC，600 mA，50/60 Hz 电源
设备和电源线

KBD-120PS

KBD‑220PS 电源设备
220-240 VAC/12 VDC，600 mA，50/60 Hz
电源设备和电源线

KBD-220PS

LTC 8557/50 键盘扩展套件
远程键盘连接套件，最长 1.5 千米（5000
英尺），包括电源设备（230 VAC，50
Hz）

LTC 8557/50

LTC 8557/60 键盘扩展套件
远程键盘连接套件，最长 1.5 千米（5000
英尺），包括电源设备（120 VAC，60
Hz）

LTC 8557/60

LTC 8558/00 键盘电缆
长度 30 米（100 英尺）

LTC 8558/00

KBD‑RACK
KBD 通用和 KBD 数字键盘的机架安装套
件，48 厘米（19 英寸）EIA 标准机架单
位；宽 x 高：428 x 220 毫米（19 x
8.75 英寸）；1 千克（2 磅）

KBD-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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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联络方式:
上海
中国上海天目西路 218 号
办公楼第一座 3105-3110 室
邮编: 200070
电话: +86 21 63172155
传真: +86 21 6317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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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