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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围栏侦码产品简介 



公安电子围栏的行业背景 

交
通
卡
口
监
控 

公安数据分析中心 

重点场所监控、安保 

单
兵
便
携
式
追
踪
定
位 

公安行业反恐、维稳、刑侦、安保的迫切需求提供了应用环境。 
手机卡实名制提供了应用条件。 

 



公安电子围栏组网架构 

公安电子监控探测系统

配合视频监控摄像头对流动人口进行精确定位和确认。 



电子围栏工作原理 

电子围栏采集用户信息： 

当用户UE进入电围小区，因电围小区
的信号强度高，UE会启动重选尝试进
入电围小区，注册请求中会上报UE的
IMSI/RSECP/UE Capability等信息，电围
记录下这些信息。 

电子围栏让用户UE返回宏网： 

电围采集完UE的信息后，拒绝UE的注
册请求，UE就会又重选回宏网的小区，
或者重定向回3G/2G。 

电子围栏伪装成宏网小区： 

电围按照Small Cell 启动模式，采用同
频异扰的工作模式，选择扫描宏网小
区中一个信号最弱的邻区频点扰码作
为工作的频点扰码，从而伪装成为宏
网的一个邻区。 

同频异扰，减小干扰；异频异扰，优化协调。 

Idle态UE 

 



大功率电围产品系列 

447*357*139mm 

常用配置： 

10/20W多载波室外系列： 

DiiSC-L0343-B3/3/40 

DiiSC-L0443-B3/3/38/39 

5W多载波室外系列： 

DiiSC-L0337-B3/3/40 

DiiSC-L0437-B3/3/38/39 

应用场景： 

室外，主要交通要道、路口，

IMSI信息采集、流动人口查询。 

 
支持客户定制化的多载波电围产品。 



大功率固定式产品典型参数规格 

参数 规格 

工作频段 支持移动B38/39/40/41、联通B1/B3、电信B1/B3 

带宽 5/10/15/20可配 

输出功率 43dBm 

WiFi调试接口 支持 

无线回传 支持有线、3G无线数据回传 

数据存储 16G固态硬盘空间，大于7*24小时 

同步方式 GPS和空口 

文件上传方式 支持TCP/FTP 

网管功能 远程升级、监控、配置 

供电方式 市电AC220V 

黑白名单 支持 

尺寸 447*357*139mm 

重量 16kg 

防护等级 IP65 



小功率电围产品系列 

355*295*150mm 

常用配置： 

1W多载波室外系列： 

DiiSC-L0330-B3/3/38 

DiiSC-L0330-B3/3/39 

DiiSC-L0330-B3/3/40 

DiiSC-L0430-B3/3/38/39 

应用场景： 

室外，重点单位、居民小区进出

口，IMSI信息采集、进出人员情

况查询。 

 



小功率固定式产品典型参数规格 

参数 规格 

工作频段 支持移动B38/B39/B40/B41、联通B1/B3、电信B1/B3 

带宽 5/10/15/20可配 

输出功率 30dBm 

WiFi调试接口 支持2.4/5.8G单频单流20dBm输出 

无线回传 支持有线、3G无线数据回传 

捕号存储时长 用户自定义 

同步方式 GPS和空口 

文件上传方式 支持TCP/FTP 

网管功能 远程升级、监控、配置 

供电方式 市电AC220V 

黑白名单 支持 

尺寸 355*295*150mm 

重量 11kg 

防护等级 IP65 



微功率电围产品系列 

常用配置： 

250mw三载波室内型、室外型系列： 

DiiSC-L0324-B3/B3/40 

DiiSC-L1324-B3/B3/40 

应用场景： 

社区或单位出入口、商场、酒店、车

站、娱乐场所、会议室等室内场景，

IMSI信息采集、人员出现情况统计查

询。 



微功率固定式产品典型参数规格 

参数 规格 

支持频段 移动：B38/39/40/41，联通电信：B1/B3 

带宽 5/10/15/20可配 

输出功率 24dBm 

WiFi调试接口 支持2.4/5.8G单频单流20dBm输出 

无线回传 支持有线、3G无线数据回传 

捕号存储时长 用户自定义 

同步方式 GPS和空口 

文件上传方式 支持TCP/FTP 

网管功能 远程升级、监控、配置 

供电方式 AC 220V 

黑白名单 支持黑白名单设置（自动标注并报警） 

尺寸 室内型：250*200*50mm；室外型：310*190*90mm 

重量 1.5kg 

防护等级 室内型：IP50；室外型：IP55 



便携式产品系列 

常用配置： 

单载波5W、2载波1W、4载波1W便

携式系列： 

DiiSC-L0137-B38（  B1/B3/B39/B40） 

DiiSC-L0230-B38/39 

DiiSC-L0430-B3/3/38/B39 

应用场景： 

灵活移动部署，IMSI信息采集，较小范

围内的特定人员的捕号、定位、抓捕。 



便携式产品典型参数规格 

参数 规格 

工作频段 支持移动：B38/39/40/，联通电信：B1/B3 

带宽 5/10/15/20可配 

输出功率 37dBm 

WiFi调试接口 支持2.4/5.8G单频单流20dBm输出 

捕号存储时长 用户自定义 

同步方式 GPS和空口 

供电方式 DC17~19V 

电池 96Wh，正常工作2h 

黑白名单 支持 

黑名单定位 支持 

尺寸 346*210*40mm 

重量 3kg 

防护等级 IP32 



车载式产品系列 

常用配置： 

4载波、5载波20W车载式系列： 

DiiSC-L1443-B3/38/39/40 

DiiSC-L1543-B1/B3/38/39/40 

应用场景： 

可移动部署，较大范围内的特定人员的

捕号、定位、抓捕。 



车载式产品典型参数规格 

参数 规格 

工作频段 支持：B1/B3/38/39/40 

带宽 5/10/15/20可配 

输出功率 43dBm 

WiFi调试接口 支持2.4/5.8G单频单流20dBm输出 

数据存储 用户自定义 

同步方式 GPS和空口 

网管功能 远程升级、监控、配置 

供电方式 AC220 

黑白名单 支持 

黑名单定位 支持 

尺寸 482*348*176mm 

重量 20kg 

防护等级 IP32 



屏蔽器 
 用于军队、监狱，保密会议室等场景 
 接管和屏蔽原理： 

 基本原理：：对手机用户进行黑白名单管控; 白名单用户可以自由通信； 
 黑名单用户加入黑名单列表，根据需求将用户完全屏蔽或将用户回落至2G/3G网络上对其进行管控； 

 IMSI、IMEI/ESN、MSRN 
 用于保密会议时：可编辑会议要求及告警提示 
 发送的短信内容，及目标手机号码 
 拨打电话的目标号码 
 精确覆盖、无干扰、无虚警 



配置与调试 

 利用SECanner Tool可对电围产品进行全方位的配置、查询和升级。 



功能简介（1）——人员布控 

电子围栏 
布控对象入栏预警 

大人流进栏预警 

 将重点人员（涉案、涉恐、涉军、涉毒、维稳对象等）的IMSI添加到布控黑名单中，

重点人员进入电子围栏区域后系统自动报警，并将报警信息推送至相关人员。可配合人

脸布控、车牌布控、虚拟身份布控一同使用。 

 对重点敏感区域（例如政府机关、军营、涉毒涉赌场所等）进行大人流布控预警，及时

掌握敏感区域人流情况。 



功能简介（2）——重点场所通信管控 

 电子围栏可用于保密会议场所，发现带入会场的手机，屏蔽、监视手机通信，采集手机用

户信息，同时可以对用户发送警告短消息，保障会议安全；也可以应用于固定区域的通信

管控，如监狱、涉密办公区以及有管控需求的其他重点区域。可建立白名单，白名单内人

员可自由通信。 

重点场所 

电子围栏 

管控人员 

白名单人员 



功能简介（3）——人员定位追踪、抓捕 

 可以定制中国移动、联通、电信LTE频段，对于特定IMSI，可以一直锁定在捕号器小区，

配合场强仪对手机号码进行捕捉、定位和测距。主要适用在特定区域，流动捕捉特定手

机号和追踪、抓捕特定人员。 

场强仪 

捕号器 

抓捕对象 



设备安装图(1) 

标配：GPS、SECAN、WiFi、CPE天线 



设备安装图(2) 



电子围栏产品应用场景（1） 

目的：监控城市流动人口状态，方便公安随时查询人员流动情况。 

设备：通常采用大功率（10-20W）多载波系统定向室外覆盖。 

特点：采集信息量大，覆盖距离远，设备灵敏度要求高。 



电子围栏产品应用场景（2） 
 

目的：监控小区流动人员状态，方便区别常住与流动人员。 

设备：通常采用小功率（1-5W左右）多载波系统定向室外覆盖。 

特点：信息量一般，覆盖距离短，手机流动速率慢。 



电子围栏产品应用场景(3) 
 

目的：流动人员信息收集。 

设备：通常采用小功率（1W内）多载波系统全向室内覆盖。 

特点：信息量大，覆盖距离短。 



电子围栏产品应用案例(1) 
 

项目简介：该项目有2个站点，分别位于位于东莞市两处高速路口

附近交叉路口，公安用来对高速出入口的人流量及用户手机IMSI号

进行管控抓取。如下图所示： 

设计方案：根据对站址进行勘查确定选址站址，将电围设备挂在

高6米高左右的路杆上，通过馈线连接定向天线，天线朝向高速路出

入口放向。杆下方的电源柜给基站设备供电AC220V。基站可通过安

装wifi天线，便于后期维护。 

监控管理：通过在设备里的主板上插入SIM卡进行数据回传。网管

后台见后图。 

实现功能：公安用来对高速出入口的 

人流量及用户手机IMSI号进行管控抓 

取。 

电源 

定向天线 

电围设备 

GPS天线 

  扫频天线  
WLAN天线 

3G天线 



电子围栏产品后台监控管理系统 
 



电子围栏产品后台监控管理系统 
 



  Q&A 

地址/Add：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甲28号科实大厦A座11层 
电话/Tel：010-57028339                     
手机/Phone：18901103055         
网址/Web：www.caniot.com 
 

http://www.canio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