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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KOMPLEX 公司由Mr.Stefan Sivak于1994年成立

于斯洛伐克的Zilina，KOMPLEX专注于研发和生

产地下各种管线无线频率识别系统(RFID)。 

自公司成立以来我们已经投入自主研发的5个

产品，其中的4个已经注册了技术或工业设计专

利。我们以优质的产品质量满足客户需求。我们

再许多国家，例如欧洲和亚洲正在实现这个目标

请用我们的电子标识产品去追踪你的管网。

Ing. Pavol Sivák 
股东, 自2006年担任KOMPLEX董事长

+421 41 500 14 74
pavol.sivak@komplex.sk   

Ing. Peter Sivák 
股东，自2007年担任KOMPLEX产品总监    
+421 41 500 14 76
peter.sivak@komplex.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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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选择KOMPLEX 
智能RFID系统？ 

• 智能信标器寿命≥40年
• 为每个智能信标器建立用户文本信息
• 实现在办公室或家里编辑地下管网的所有数据
• 每一个智能信标探测器内置GPS模块
• 语音GPS导航
• 基于Google map 标注你的智能信标器
• 基于独特的信标数据库管理软件实现地下管网的详细信息管
理和存档

• 基于云数据库存档你的数据
• 基于信标数据库Web服务实现可安全共享数据。

智能RFID系统

改智能系统用于标识和追踪地下设
施。
由如下部分组成：

• 智能信标器 SM1500
• SML 信标探测器

• 信标数据库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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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信标器SM1500

SM1500智能信标器是带有ID号的电子被动访问装置，用于地下选定位置的永久标

识， SM1500提供最佳和最准确的方法用于精确追踪和定位所有类型的埋设物，

如下：

• 光纤

• 电缆

• 水管

• 污水管

• 石油燃气管道

• 有线电视

• 非应用水管线

智能信标器SM1500一般在管道设施建设或养护时敷设于管道顶部。

每个SM1500拥有预先设定的唯一序列号，为埋地管道的每个重点部位

提供精确标识（接头、连接，走向改变等）

SML信标探测器内置GPS模块极大地减少精确定位信标器的的时间，SML

信标探测器可存储需要检测的SM1500信标器数据到自带内存中。 

这些数据包含以下信息：

• 信标器的GPS坐标信息

• 信标器的备注信息

• 信标器的ID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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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100-3D

MAR100-3D是球型信标器，是缩小开挖范围的理想解决方

案。最大优点是其球型电磁场分布，大大节约了安装时

间。PE材质为信标器提供了极端条件下的超强保护。 

PE盖子两侧对称分布两个小孔， 

可用拉条或胶带进行现场固定，节约安装时间。

模拟式RF信标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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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式RF信标探测器是被动激发工作，用于永久行标识埋地设施。 

同时提供最佳方式（价格低廉、性能可靠）标识埋地管网的一些次重要节点。

KOMPLEX生产三种模拟信标器：

• MARKER 2500

• Long MARKER 长信标器

• MAR100-3D 球型信标器

MARKER 2500大埋深信标器
KOMPLEX生产两种饼型信标器——Marker 2500 和 Long Marker，这两种信标器提供可靠

的埋地设施标识，Marker2500设计用于埋深较深管线（深达1.8m)，通常用于定位标识

各种埋地设施。

大埋深信标器是基于饼型模拟标识器的改进型，技术参数和工作原理类似MARKER2500，

主要区别在于测量范围。大埋深信标器的新的结构使得探测深度达到2.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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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信标探测器 S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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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L智能信标探测器设计用于精确和快速定位所有模拟

信标器和智能信标器SM1500。

SML智能信标探测器的内置GPS模块极大地提高了定位

信标器的效率。

SML智能信标探测器存储了每个信标器的全部数据， 

虚拟键盘可输入每个信标器的用户信息，SML同时提供

信标器的深度探测功能。

然后，通过USB电缆很容易连接SML信标探测器到PC，

从而通过独有的Marker数据库软件实现数据共享。

技术参数

工作温度 -20 ºC ~ +60 ºC    

储存温度 -20 ºC ~ +60 ºC    

信标器深度探测精度 +/- 10 %信标器参数

GPS导航 内置GPS 模块

工作频率w SML G1 – 83.0 kHz 

SML T1 – 101.4 kHz 

SML S1 – 121.6 kHz 

SML E1 – 139 kHz 

SML W1 – 145.7 kHz

尺寸（高*宽*长） 225 x 240 x 210 mm 

重量 Max. 4 kg 

内存容量（可擦写） 8000个信标器记录

显示 背光LCD  4 x 20位

链接电脑 USB

电池寿命 45工作小时

电池组，1.5V 
依据IEC R 14标准

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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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r数据库软件

Marker数据库软件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信标器管理软件， 

它是管理埋地设施数据的最佳方式，具有以下优点:

• 编辑信标器和埋地设施的数据

• 管理信标器和埋地设施的数据

• 通过WEB云数据库和你全球合作伙伴共享数据

• 输出数据SHP格式到GIS系统

• 基于谷歌地图输出和观察信标器和管网。

Marker 数据库手机APP应用
信标器数据库手机APP应用是世界上首款通过智能手机

来精确定位埋地设施的APP应用

提供如下功能:

• 实现网络账户和智能手机共享数据

• 现场实地编辑数据

• 基于地图检查你的管网

• 通过智能手机GPS导航功能可直接导航到目标管网或

信标器

Marker - font Proxima Nova Black
Database - font Source sans Pro Regular

modrá c79, m32, y0, k0
sivá c65, m57, y56, k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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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plex, Rosinská 8543/34B, 01008 Žilina, Slova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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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Smart Marker SM1500

工作频率 83.0,104.1,121.6,134.0,145.7,169.8 Hz

材质 High Density PS

尺寸 直径x高度225 x 28 mm  

重量 最重300g

ID号码 10位16进制

测深范围 1,5 m (4,9ft)  

工作温度 -20 ℃ ～ +60 ℃

使用寿命 大于  50年

技术参数 Marker 2500

工作频率 83.0,104.1,121.6,134.0,145.7,169.8 Hz

材质 高密度PS

尺寸 直径x高度225 x 28 mm  

重量 最重300g

ID号码 无

测深范围 1,8米, 长信标器 2.5米
工作温度 -20 ℃ ～ +60 ℃

使用寿命 大于  50年

技术参数 MAR 100-3D  

工作频率 83.0,104.1,121.6,134.0,145.7,169.8 Hz

材质 PE

尺寸 直径130mm

重量 最大210 g (0,46lb)   

ID序列号 无

测深 1.2米

工作温度 -20 ℃ ～ +60 ℃ 

寿命 大于  50年

信标器类型

信标器颜色 信标探测器类型

83,0 kHz 燃气 黄 SML G

101,4 kHz 光纤 橙色 SML T

121,6 kHz 雨污管道 绿 SML S

145,7 kHz 供水 蓝色 SML W

134,0 kHz, 169,8 kHz 电缆 红色 SML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