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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简介

前景 DTIC 控制系统是与电梯轿厢内操纵盘或电梯外部呼梯盒相连的楼层控制设备。硬件系统由以下

几部分组成：前景 DTIC 主控器（以下简称主控器）、读卡平面、前景 DTIC 选层器（以下简称选层器）、操

作专用卡、智能呼梯模块。

二、产品型号

1、主控器Ⅰ（经济型）

主要功能：控制对电梯的使用权限，只有持卡人可乘坐电梯；

2、主控器Ⅱ（通用型）

主要功能：可对 IC 卡设置使用次数、使用时间、使用日期；

3、主控器Ⅲ（全能型）

主要功能：

可对 IC 卡设置使用次数、使用时间、使用日期；

增加选层器功能，可单独控制每个楼层，刷卡后可直接到达指定楼层；

增加对电梯楼层自由使用时间的限制，可设置电梯任意时间段内解除或使用 IC 卡控制系统，并可在

特殊情况下立即进入或解除楼层限制。

注意：每个主控器至多可配 8 个选层器，每个选层器可控制 8 个楼层。

各型号的主控器均可通过拨码开关“J6”来控制是否允许刷设置卡。

选配功能表：

功能名称 适应型号 功能描述

密码键盘功能
主控器Ⅱ

主控器Ⅲ

用户可对 IC 卡设定密码，不使用 IC 卡时也可直接输

入密码使用电梯。

智能呼梯功能
主控器Ⅱ

主控器Ⅲ

住户用手机拨打指定电话即可呼梯，即能使客人乘电

梯到达指定住户家所在楼层。

电梯联动 主控器Ⅲ

住户在家按动联动分机按钮即可呼梯，即能使客人乘

电梯到达指定住户家所在楼层；也可与业主的楼宇对

讲系统采用协议通讯。

注意：密码键盘功能和智能呼梯功能不能同时用在同一张用户卡上，如果用户卡选择使用密码功能，

则不能使用智能呼梯功能。

密码功能或智能呼梯功能与限次卡同时使用时，用户可用次数存储到主控器中，卡片次数不做计次使

用，要读取用户的剩余次数时，必须先将用户卡在主控器上刷一次卡，之后再读取剩余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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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工作电源 工作温度 工作湿度 功耗/个 通讯方式 触点容量

主控器

DC24V±10% -10℃～60℃ ≤95%

﹤3W RS485
220V(AC)0.1A

24V(DC)0.1A

选层器 2W --
220V(AC)0.3A

24V(DC)0.3A

呼梯模块 2W RS485 --

IC 卡 智能 IC 卡与控制器读卡平面之间的有效读写距离为 0～3cm

四、外形尺寸与安装

1、主控器的外形尺寸及安装：

主控器外形尺寸如图 1：

图 1.1 PI130 图 1.2 PI131

图 1 主控器外形尺寸图

主控器开孔尺寸及安装尺寸图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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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I130/PI131 读卡平面安装开孔图:

2、选层器：

选层器外形尺寸如图 3。安装方式采用壁挂式安装（如图 4）。选层器是配合主控器控制多个楼层时使

用，每个选层器可控制 8个楼层，每个主控器可选配 8个选层器。选层器与主控器使用专用电缆连接。

3、智能呼梯模块：

智能呼梯模块可直接安装在轿厢顶部或机房内，每个主控器可存储 999 个不同的电话号码。外形尺寸

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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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选层器外形尺寸图 图 4 选层器安装示意图

图 5 智能呼梯模块外形尺寸及安装图

五、接线方法

1、主控器接线方法：

主控器绿色 10 位端子，接线如图：

图 6 主控器端子接线图

端子 1：直流 24V 电源正。

端子 2：电源地。

端子 3、4：为继电器无源触点。正常时断开，刷卡后导通。解除控制状态（或切除 IC 卡功能）时导

通。

端子 5、6： 智能呼梯模块或电梯联动主机 485 通讯接线端子，5为 485 通讯接口 A、6 为 485 通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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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B。

端子 7、8：接外部消防信号。

注：两位拨码开关“J6”的“1” 在“on”的位置为主控器控制状态，在“off”的位置为解除控制状态。

开关“1”如果想将外部控制信号接到 7、8 端子需先将“1”设置到“off”位置。将“2”位拨到“on”

的位置后刷设置卡起作用。

注：单独使用控制器时接线如下图：

将主控器端子 JDQ－1、JDQ－2 串入操纵盘按钮线实现控制此楼层；或串入按钮公共线实现控制全部

楼层。

将解除控制继电器常闭点串入主控器 7，8 端子，正常时闭合，需要解除主控器控制时断开。

图 7 主控器端子接线示意图

注：解除控制触点信号：当此信号无效（即解除控制信号触点闭合）时，主控器处于正常控制状态；

当此信号有效（即解除控制信号触点断开）时，主控器退出控制状态，操纵盘或呼梯盒切换回电梯控制系

统自主控制模式。

2、选层器与主控器使用专用电缆连接。

选层器与电梯操纵盘接线方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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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选层器端子接线图

选层器端子 1-2 脚之间是由常开继电器控制。当刷多层卡、收到解除控制信号或者控制系统故障时

1-2 脚闭合切断控制系统对电梯的控制，恢复电梯操纵盘功能。

选层器端子 1-3 脚之间是由常开继电器控制，刷单层卡后 1-3脚闭合相当于按下呼梯按键，从而达到

选层目的。

3、智能呼梯模块端子接线方法，如下图：

图 9 智能呼梯模块接线图

端子 1、2 为直流 24V 电源，1接 DC24V+，2 接地。

端子 3、4 为 485 通讯接口，3接主控器第 9 端子（485 通讯接口 A2），4 接主控器第 10 端子（485 通

讯接口 B2）。

注意:1、智能呼梯模块电话卡必须带有来电显示业务。

2、智能呼梯模块必须安装在有 GSM 网络覆盖的地点。

3、不要在限制使用手机的地方安装本设备，例如加油站。

4、远离心脏起搏器等敏感的电子设备。

5、远离强电。本设备采用金属屏蔽外壳，内部是精密的通讯电路。安装和使用时严禁高压电线接触

金属外壳或端子。

6、智能呼梯模块与主控器安装的布线距离不能超过 1000 米。

说明：

绿色指示灯为 SIM 卡巡检灯。模块接通电源后，自动检测有无 SIM 卡，灯以 1秒的间隔闪烁 7次后，

若检测到有卡时，则灯以 3秒的间隔规律闪烁。若检测到无卡时，灯仍然以 1秒间隔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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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指示灯为通讯指示灯。模块接通电源后，自动检测通讯是否正常，灯闪烁 3次后，若检测与主控

器不通讯，灯常灭；若检测与主控器通讯正常，灯规律性闪烁。

4、电梯联动接线方法，如下图

图 10 电梯联动接线图

端子 1、2 为直流 24V 电源，1接 DC24V+，2 接地。

注意：电梯联动主机应单独供电，电源规格应是 DC24V、0.6A 及其以上。

端子 3、4 为 485 通讯接口，3接主控器第 9 端子（485 通讯接口 A2），4 接主控器第 10 端子（485 通

讯接口 B2）。

端子 5、6 为无极性总线接口，接联动分机，不分正负极。

端子 7、8 为预留空脚。

说明：

指示灯 1为电源指示灯。

指示灯 2为主机运行状态指示灯，主机运行时灯一亮一灭闪烁。

指示灯 3为 485 通信指示灯，进行 485 通讯发送接收时此灯一亮一灭闪烁。

数码管说明：

数码管显示为后面一个用户请求编码，当总线短路时，数码管一亮一灭闪烁报警。

六、具体功能描述

1.限次功能：每使用一次会自动减次，当卡中次数小于 10 次时，主控器发出 3声报警。卡中次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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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到 0时将无法使用。使用管理软件可以反复填充次数。

2.限制时间功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用，在其规定的时间外此卡不能正常使用。

3.限日期功能：在规定日期之内使用，当超过规定日期时此卡将不能正常使用。

限次、限制时间、限日期使用管理软件可以更改。

4.密码功能：有两种密码。第 1、控制系统使用密码即管理者的密码，在设置卡上设置 0-2 组密码（任

意设置至多 2 组,每组至多 8 位的密码）各组密码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它可以不使用卡而通过输入密码直

接执行普通用户卡的功能，它的密码储存在主控器上只在相对应的主控器上使用。第 2、用户密码，用户

可以通过只输入此密码来完成此类用户卡的所有功能。此密码主要是用来接待访客或未随身携带 IC 卡的

时候使用。此密码的设置是通过一个有密码的用户卡来完成（设置方法在下面的常用卡的功能和使用范围

中介绍）。

5.设置楼层接线功能：将不在一个选层器上的楼层设置在同一个选层器上且它执行原来楼层的功能。

它主要是为了楼层间隔较大而需限制的楼层较少时为减少选层器的数量而使用(一般的时候为默认状态)。

例如：需要限制 1、3、25、36 层使用但它们不在一个选层器上可以设置 25、36 层分别转到 4、5 层的端

子上且执行 25、36 层的功能。

6.限制更改主控器设置功能：对相应开关位进行设置后再刷设置卡将失效。防止随意更改控制器设置。

7.楼层限制功能：楼层在进入限制的时候 IC 卡控制系统控制电梯，如果想使用电梯需要使用卡或密

码或使用智能呼梯，当解除限制的时候用户可以通过电梯操纵盘自由使用电梯。

8.解除控制功能：遇到以下情况则 IC 卡控制系统自动失效，切换回电梯操纵盘控制。

接到解除控制信号。（立即）

主控器电源故障。（立即）

读卡平面故障。（10 秒钟后切换）

9.智能呼梯功能：住户用手机拨打指定电话即可呼梯，即能使客人乘电梯到达指定住户家所在楼层。

10.电梯联动功能：住户在家按动联动分机按钮即可呼梯，即能使客人乘电梯到达指定住户家所在楼

层。

七、常用卡的功能及使用范围

1.设置卡：此卡用于设置控制系统的时间、密码，编号，8组限制时间区，设置楼层接线等信息。它

是由管理系统软件制作(制作方法详见管理系统软件说明)。制作完成后将设置卡贴近控制器读卡平面 3到

5 秒后一声长响，设置完成。此卡不能作选层使用。重复刷卡不会重复对表，时间的设置以第 1次刷卡为

准。对表时要注意，等实际时间到达卡中预设时间后再刷卡。

2.楼层限制卡：此卡用于设置解除楼层限制的时间（时间以控制器的时间为准）和进入限制的时间，

或可以在特殊的情况下刷卡立即进入或解除限制，这时要有两张卡来完成，即解除楼层限制卡和进入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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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卡，由管理系统软件制作。此卡的使用可以对电梯使用状态进行管理，这样可以带来管理上的方便。

3.普通用户卡：此卡具有限制时间、限次、限日期的功能并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设置单个楼层或多个

楼层，存储 1-10 个控制系统（至多是 10 个控制系统）的信息。此卡可以在所设置的任意一个控制器上使

用。由管理系统软件制作。

4.有密码的用户卡：此卡具有限制时间、限次、限日期、单层、多层等功能且有密码功能，由于它的

密码在主控器中储存所以在只使用密码时，只在与密码相对应的主控器上使用。此卡和密码可以脱离使用，

当只使用密码的时候卡中的次数也相应的减少一次。由管理系统软件制作（此卡在一个控制器上至多有 999

个）。

此卡还具有给电梯联动系统编号的作用：首先，通过在主控器上刷有密码的用户卡把用户的卡号及相

关信息储存到主控器中，有客人来访时，用户按下家中分机按钮，电梯联动主机检测到用户按键请求，并

把相应编号传送给主机，主机把有按键请求的用户信息传送给电梯 IC 卡的主控制器，开放相应楼层。

密码是由用户自己来设置的，其方法如下：先在读卡平面刷要设置密码的用户卡，然后在键盘上输入

“000”并输入自己要设置的密码“***”（密码至多是 16 位），密码设置完按“确定”键听到蜂鸣器一声

鸣响后刷卡，当再一次听到蜂鸣器一声鸣响时密码即设置成功，以后在没有持卡时可以输入卡的卡号+密

码则可以使用相应功能。（输入卡号时必须为三位，如卡号是“1”则输入 001，至大卡号到 999）例如你

的卡的卡号是 1，密码是 123，你可以直接输入“001123”即可实现相应的功能。

如果用户卡在使用中出现错误会提示两短声。例如次数用尽、超时、超日期、密码输入错误等，此时

输出继电器不会发出信号。

限次、限制时间、限日期均为可选功能。如果您购买的控制系统没有这些功能则不会产生限制。

5.销号卡：此卡用于将要注销的用户卡号输入主控器销号存储器中。由管理系统软件制作。使用时将

销号卡贴近读卡平面 1到 3秒后蜂鸣器一声长响，销号操作完成。使用时需将小区内所有控制系统都设置

一遍。每个小区单位只能使用一张销号卡，多张混用会造成混乱。

八、注意事项

选层器与控制器要用同一个 24V 电源供电。电源正负不能接错，否则会对控制器造成损坏。

不可带电接线。接线时应把主控器和选层器电源插座拔下，接线后检查无误才可通电。

九、常见故障排除

1、主控器无法正常工作，上电主控器发出两声响。

解决办法：请检查主控器与读卡平面是否正确连接或连接是否紧实；主控器与读卡平面的连接线缆是

否有破损。

2、刷用户卡在读卡平面上，主控器继电器不动作或保持常闭状态。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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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若刷用户卡无声音，请检查主控器是否接通电源；所用用户卡是否为我公司标配 IC 卡。

b、若刷用户卡一声响，请检查主控器主板上开关“SW2”是否在“on”的位置；若用户卡为客户自行

发行的，请检查用户卡各项设置是否正确（注：主控器等待时间）。

c、若刷用户卡两声响，可能原因有：1）用户卡非本主控器配套用户卡，请重新发行本主控器配套用

户卡；2）用户卡为限制时间、限次卡，此时用户卡次数用尽，或时间到期，请重新为用户卡充值次数或

时间。

3、刷用户卡在读卡平面上，主控器继电器动作正常，选层器不动作。

解决办法：

a、请检查选层器面膜与面膜下部红色拨码设置是否对应且是否符合现场要求；

b、请检查主控器与选层器连线是否正确或连接线缆有无破损；

c、请检查电梯按钮信号线是否正确接入选层器；

d、若用户卡为客户自行发行的，请检查用户卡各项设置是否正确（注：选层器等待时间）。

产品报废时涉及到危险废物名录的相关处置规定要严格执行。

公司地址： 秦皇岛市开发区华山中路泾河道 3 号

技术支持：（0335）8539888/8539818

传 真：（0335）8509895

邮 编：066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