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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简介

电梯有源卡智能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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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260 有源卡主控器（以下简称 PI260 主控器）、DTIC

选层器（以下简称选层器）、IC100 有源卡。

二、技术指标

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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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点形式
220V(AC)0.3A

24V(DC)0.3A

选层器 2W --
220V(AC)0.3A

24V(DC)0.3A

产品名称 工作电源 工作温度 工作电流 无线参数

有源卡 IC100
CR2032电池

DC3V±10%
-10℃～60℃

待机状态

<2uA
载波频率：2.4G

发送状态

<20mA
数据速率：250kbps

注：有源卡 IC100 与主控器之间的有效识别距离为 0～3m

三、IC卡电气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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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形尺寸与安装方式

1、主控器 ：

图 1：PI260 主控器外形尺寸图

安装方式：主控器可利用安装片安装在轿箱键盘操纵箱内或电梯呼梯盒内，也可使用双

面胶固定安装到电梯操纵盘内。

2、选层器：

选层器外形尺寸如图 2、图 3、图 4（单位：mm），安装方式采用安装片安装，选层器

是配合主控器控制多个楼层时使用，选层器与主控器使用专用电缆连接。

PI400/PI400-1/PI402系列选层器可控制 8个楼层，每个主控器可选配 8个选层器，其

功能为可单独控制每个楼层，刷卡后可直接到达指定楼层。

PI401 型选层器可控制 16 个楼层，每个主控器可选配 4个选层器，其功能为可单独控

制每个楼层。

带安装片厚度：27mm

不带安装片厚度：25.2mm

图 2选层器 PI400 外形尺寸图 图 3选层器 PI401外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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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源卡 IC100：

有源卡 IC100 的外形尺寸如图 5、图 6，有源卡 IC100 是便携式设备，用户可随身携带，

无需安装。

图 5 图 6

五、接线方法

主控器绿色 10位端子，接线如图：

图 4选层器 PI400-1外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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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 1：DC24V 电源输入正端

端子 2：DC24V 电源输入负端

端子 3、4：为继电器无源触点。正常时断开，刷卡后导通。

端子 5、6：为 485通讯，5为 485 通讯接口A、6为 485 通讯接口 B。

端子 7、8： 默认状态下为继电器触点输出， 功能与端子 3、4相同，通过设置可作为

485通讯接口

端子 9、10：受控信号输入，短接 9、10电梯进入楼层受控状态；9、10悬空电梯进入

楼层全开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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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端子，正常时闭合，需要解除主控器控制时

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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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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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PI400/PI400-1 选层器端子接线图 图 9 PI401 选层器端子接线图

图 7控制器端子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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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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

器故障时 1-2 脚闭合切断主控器对电梯的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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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401 选层器没有此功能）。

五、具体功能描述

1. 普通用户卡功能。普通用户卡分为手动用户卡和自动用户卡。

手动用户卡：用户携带手动用户卡进入电梯轿厢，按下用户卡的“II”键，PI260接收到

用户卡信息，选层器开放相应楼层权限（楼层直达），用户不需要按下电梯操纵盘上的楼层按

钮。

自动用户卡：用户携带自动用户卡进入电梯轿厢，PI260自动识别用户卡，选层器开放

相应的楼层选择权限，用户在电梯操纵盘上按下想要到达的楼层按钮，到达该楼层。PI260

主控器识别到合法的自动用户卡后，3分钟之内屏蔽该自动用户卡，避免自动用户卡的用户一

次乘梯主控器、选层器反复多次动作。

注：自动用户卡在使用前需要先激活，否则不能被PI260主控器自动识别。激活方法是

连续按下用户卡的“I”键5次，待用户卡的指示灯点亮一次（点亮约0.5秒）后，用户卡即进

入激活状态。若自动用户卡长期闲置不用，建议将卡设置为休眠状态，以节省电池电量，延

长可用时间。休眠状态的设置方法为：当自动用户卡处于激活状态时，连续按下卡的“I”键

5次，待用户卡指示灯快速闪烁2次后，即进入休眠状态。

2. 超级用户卡功能。用户携带超级用户卡进入电梯轿厢，按下超级用户卡的“II”键，

选层器开放所有楼层的选择权限，用户可在电梯操纵盘上按下任意楼层的按钮，到达该楼层。

3. 设置卡功能。PI260主控器能够接收有源设置卡发送的设置信息，包括系统号、控制

器号、楼层定时信息等，并存储在自身的非易失存储器中。

4. 存储有源用户卡信息的功能。PI260主控器能够接收有源用户卡发送的卡信息数据，

并把有源卡的卡信息存储到E2存储器内。每个PI260主控器至多可存储5000张有源用户卡的

信息。

5. 楼层权限定时开放、受控功能。PI260主控器能够读取楼层管理卡的楼层定时开放、

受控信息，PI260主控器和选层器配合使用，能够定时进入楼层权限受控状态或者楼层权限

开放状态，在楼层权限受控状态下，用户需使用有源用户卡能够使用电梯；在楼层权限开放

状态下，用户可通过电梯操纵盘自由使用电梯。

6. 用户卡注销、恢复功能。PI260主控器能够读取注销卡中的用户卡注销或用户卡恢复

信息。被注销的用户卡不能在该主控器上再次使用或注册；在恢复并重新注册之前被注销用

户卡之后，该用户卡才能在该主控器上继续使用。

7. 解除控制功能：遇到以下情况则有源卡控制系统自动失效，立即切换回电梯操纵盘控

制。

◆接到解除控制信号。

◆主控器电源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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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S485通讯功能。上位机软件能够通过RS485接口设置和读取PI260主控器的参数（系

统号、控制器号、定时受控和非受控时间点），能够读取PI260存储的某个特定卡号的用户卡

信息。

六、有源卡使用方法：

1.用户卡

1.1 向主控器发送卡内信息（注册）：

普通用户卡能够向 PI260 主控器发送卡信息，PI260 主控器接收到普通用户卡的卡信息

后，将卡信息注册到内部存储器。使用方法如下：连续按两下用户卡的“I”键，然后在 2秒

内长按“II”键保持 5秒以上至用户卡的指示灯点亮，此时用户卡开始向外发送卡信息。如

果发送成功，用户卡的指示灯会闪烁 5次然后熄灭；如果发送失败，用户卡的指示灯会点亮

数秒之后熄灭。

1.2 向主控器发送用户卡卡号信息：

●手动用户卡：按一下手动用户卡的“II”键，手动用户卡向外发送用户卡卡号信息，PI260

主控器接收到用户卡卡号信息后，进行查找、判断，开放相应的楼层权限。每按一下手动用

户卡的“II”键，手动用户卡向外发送一次卡号信息，PI260 主控器接收到卡号信息后动作一

次，没有屏蔽时间。

●自动用户卡： 能够周期性的自动向外发送用户卡卡号信息，PI260 主控器接收到用户卡信

息后，进行查找、判断，开放相应的楼层权限。PI260 接收到自动用户卡的卡号信息并开放

相应楼层权限后，3分钟之内屏蔽此自动用户卡的卡号信息，避免用户一次乘梯，主控器、

选层器反复多次动作。

●超级用户卡：用户携带超级用户卡进入电梯轿厢，按下超级用户卡的“II”键，PI260主控

器接收到超级用户卡卡号信息后，选层器开放所有楼层的选择权限 5秒，用户可在电梯操纵

盘上按下任意楼层的按钮，到达该楼层。

2. 设置卡、楼层管理卡、注销卡

设置卡能够向主控器发送参数设置信息（系统号、控制器号、系统时间）。楼层管理卡

能够向主控器发送楼层定时/立即受限或解除受限信息。注销卡能够向主控器发送注销用户卡

或恢复用户卡的信息。发送卡信息的方法如下：持有源卡位于 PI260 主控器附近区域（2米

内），连续按两下有源卡的“I”键，然后在 2秒内长按“II”键保持 5秒以上至有源卡的指示

灯点亮，此时有源卡开始发送卡信息。如果发送成功，有源卡的指示灯会闪烁 5次然后熄灭；

如果发送失败，有源卡的指示灯会在点亮数秒之后熄灭。主控器在成功接收到有源卡的卡信

息之后，蜂鸣器会长响一声。

七、注意事项

1．用户卡使用前需要先进行注册，注册成功后才能正常使用

2．选层器与PI260 主控器要用同一个 24V电源供电。正负电源不能接错。否则会对主

控器造成损坏。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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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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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装时应尽量选择电梯轿厢内金属覆盖较少的位置，以减小金属对有源卡无线信号的

屏蔽作用，增强通讯稳定性。

5．有源卡 IC100 使用 CR2032电池供电，电池待机时间约 1-2 年。若电池电量耗尽有

源卡将不能继续使用，用户应及时更换电池。

6．使用时应避免将有源卡 IC100 放置在金属容器内，以免金属物体屏蔽有源卡的无线

信号，影响有源卡的正常使用。

7．刷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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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400/PI400-1 系列拨码示意图 PI401拨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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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楼层用户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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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