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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电梯远程监视系统是采用传感器采集电梯运行数据，通过微处理器进行非常态数据分析，经由网络传

输至数据处理服务器，实现电梯故障报警、困人救援、日常管理、质量评估、隐患防范等功能的综合性电

梯管理平台。

本系统适用于所有品牌的直升电梯。

二、系统结构

系统结构拓扑图

电梯远程监视系统硬件设备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Ⅰ、电梯故障信息采集分析仪 PM141（以下简称：采集仪）：

用于采集安装在电梯轿厢顶部各种传感器的信号，分析电梯的当前运行状态，判断电梯运行

状态是否正常。

PM1 4 ×

通讯方式
0 GPRS方式

1 以太网方式

电梯故障信息采集分析仪

功能

电梯数据采集、分析；

电梯故障分析、判断、存储、上报；

远程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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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轿厢顶部连接采集仪的各种传感器包括上平层感应器、下平层感应器、门开关感应器、

红外人体感应器、基站感应器、上极限感应器、下极限感应器，用于采集电梯的信号。

配件名称 数量（个)

平层感应器 2

门开关感应器 1

红外人体感应器 1

基站感应器 1

极限感应器 2

高密磁铁 4

Ⅱ、电梯维保刷卡签到器 PM600：

用于电梯维保人员刷卡签到的设备。

Ⅲ、DC12V 开关电源 PM900/PM910：

给设备提供电源或后备电源

PM9 ×

功能
10 含电池，给设备提供后备电源

00 不含电池，普通电源

电源

三、产品功能

Ⅰ、电梯故障信息采集分析仪（PM141）功能：

1) 采集电梯的实时信号，分析电梯的实时运行情况，判断电梯是否出现故障；

如果安装完本系统自带的感应器，可以判断出 9种故障，故障类型如下：

1 门区外停梯故障

2 门区外停梯故障，轿箱内有人

3 运行时间超长故障

4 运行时间超长故障，轿箱内有人

5 电梯冲顶（超限值）故障

6 电梯冲顶（超限值）故障，轿箱内有人

7 电梯蹲底（超限值）故障

8 电梯蹲底（超限值）故障, 轿箱内有人

9 电梯困人故障

如果用户可以提供出手动呼救按钮、检修信号、电源信号，还可以判断出以下故障类型：（其中电源

信号为 AC220V、其余信号为触点常开信号）

10 电梯中有人手动呼救

11 电梯进入检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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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梯电源故障

13 电梯电源故障，轿箱内有人

2) 电梯在运行过程中，实时上传电梯的各种信号；电梯在等待过程中，可选每隔固定时间上传一次

电梯的实时信号，也可不上传电梯的实时信号；

3) 电梯出现故障后，存储电梯出现的故障信息，实时上传电梯出现的故障类型、出现故障的时间、

电梯当前楼层以及电梯的方向信息；

4) 接入电梯维保刷卡签到器，可实现维保人员的刷卡签到功能；

5) 故障信息数据、维保刷卡数据丢失后具有自动重发机制；

6) 具有设备自身的自诊断功能，对所用的各种感应器具有自诊断功能；

7) 直观的显示电梯当前的状态；

Ⅱ、电梯维保刷卡签到器（PM600）功能：

将电梯维保刷卡签到器连接到电梯故障信息采集分析仪上，实现电梯维保人员刷卡签到功能。

Ⅲ、DC12V 开关电源(PM900/PM910)功能：

给设备提供电源或后备电源

四、技术指标

Ⅰ、电梯故障信息采集分析仪（PM141）：

参数 型号 PM140 PM141

额定工作电压 DC12V±10%

额定功率 <3W

环境温度 －10℃～60℃

输入方式 光电隔离

相对湿度 ≤95%

通讯方式 GPRS 以太网

信号输入方式 电平方式、触点方式

输入信号电压 DC12V

信号输入电阻 10kΩ

外型尺寸 204mm×150mm×48mm

Ⅱ、电梯维保刷卡签到器（PM600）：

参数 型号 PM600

额定工作电压 DC12V±10%

额定功率 <2W

环境温度 －10℃～60℃

相对湿度 ≤95%

通讯方式 RS485

外型尺寸 107mm×59mm×37mm

卡类型 Mifire one 卡

刷卡距离 0～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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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电源（PM900/PM910）：

参数 型号 PM900 PM910

输入电压 AC220V±10%

输出电压 DC12V

环境温度 －10℃～60℃

最大输出电流 1A

相对湿度 ≤95%

外型尺寸 120mm×80mm×40mm

电池 无 850mAH

Ⅳ、平层及方向感应器：

额定工作电压 DC12V±10%

额定功率 <2W

环境温度 －10℃～60℃

相对湿度 ≤95%

外形尺寸 80mm×60mm×12mm

U 口尺寸 30mm

Ⅴ、红外人体感应器：

额定工作电压 DC12V±10%

防护区范围 12m×12m，40′×40′

相对湿度 5%～95%,无结露

外形尺寸 87mm×62mm×40mm

使用温度 -10°～49°

灵敏度 可选择设置（标准及高灵敏度）

红外线探测视区数

双元件传感器:

44 个远距区，14 个中距区，8个近距区，

4个下视区

RFI 抗射频电磁干扰 20V/m，10Mhz-1000Mhz

Ⅵ、门开关感应器、极限感应器、基站感应器：

环境温度 －10℃～60℃

感应范围 ≤50mm;

外形尺寸 23mm×14mm×6mm

五、硬件设备及配套感应器

I、电梯故障信息采集分析仪及其配套感应器

1) 电梯故障信息采集分析仪端子名称及输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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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故障信息采集分析仪端子侧视图

配套传感器外观

平层及方向感应器 红外人体感应器 门开关、基站、上下极限传感器

端子名称 输入信号 备注

设备电源 电梯故障信息采集分析仪的电源接口 DC12V,内正外负

交流信号 采集电梯电源信号 可选接, AC220V

上 平 层 上平层感应器信号 接平层及方向感应器，必须接入，用于组合分析电梯运行、
方向、平层状态下 平 层 下平层感应器信号

人体探头 红外人体感应器信号 接红外人体感应器，必须接入，用于分析电梯轿厢是否有人

开 关 门 门开关感应器信号 接门开关感应器，必须接入，用于分析电梯的开关门状态

基 站 基站感应器信号 接基站感应器，必须接入，用于分析电梯所在楼层

上 极 限 上极限感应器信号 接上极限感应器，必须接入，用于分析电梯冲顶故障

下 极 限 下极限感应器信号 接下极限感应器，必须接入，用于分析电梯蹲底故障

手动呼救 手动呼救按钮信号
可选接，用于乘客被困轿厢时手动呼救，需要外接手动按钮

（触点：常开）

检 修 检修信号
可选接，用于判断电梯是否处于检修状态，可直接接入电梯

的检修信号，也可外接检修开关（触点：常开）

控制输出 预留

通 讯 0 预留

通 讯 1 RS485 接口（上孔为 485A，下孔为 485B） 与电梯维保刷卡签到器等设备通讯的接口

音频输出 音频输出接口 语音安抚音频输出接口，一般接音箱

电源输出 DC12V 输出 上正下负，一般用于给维保刷卡签到器提供电源

网络接口 以太网（RJ45）接口 以太网络通讯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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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梯故障信息采集分析仪拨码开关设置及指示灯含义

电梯故障信息采集分析仪指示灯侧视图

指示灯说明：

【1】 电梯出现故障时，故障指示灯亮；故障解除后，故障指示灯灭

【2】 电梯上行时，上方向指示灯亮，运行指示灯亮，门区指示灯灭

【3】 电梯下行时，下方向指示灯亮，运行指示灯亮，门区指示灯灭

【4】 电梯在平层或过平层时，门区指示灯亮；不在平层时，门区指示灯灭

【5】 电梯开门时，开关门指示灯灭；关门时，开关门指示灯亮

【6】 采集仪判断出电梯轿厢内有人时，红外指示灯亮；平层开门时，红外指示灯灭

【7】 电梯在基站楼层平层开门时，基站指示灯亮；其它状态，基站指示灯灭

【8】 上极限感应器触点闭合时，上极限指示灯亮

【9】 下极限感应器触点闭合时，下极限指示灯亮

【10】检修信号触点闭合时，检修指示灯亮

【11】接入交流信号时，电梯电源指示灯亮；未接入交流信号，电梯电源指示灯灭

【12】通讯 0指示灯在发送数据时闪烁

【13】预留

注：1) 采集仪设置方法详见安装手册。

2) 每个采集仪出厂之后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标识在采集仪的标签上

Ⅱ、电梯维保刷卡签到器

电梯维保刷卡签到器俯视图 电梯维保刷卡签到器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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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维保刷卡签到器接线说明：

按侧视图中端子 1—4 所接信号依次为：1—DC12V+、2—GND、3—RS485A、4—RS485B

注：端子 3—RS485A、4—RS485B 需接至采集仪通讯 1接口。

Ⅲ、电源

电源俯视图 电侧视图

电源接线说明：

1、绿色端子：AC220V 交流输入，L、N 分别接 AC220V 电源的零线和火线，端子的中间接口悬空

2、白色端子：12V 直流输出，上两排接 12V 电源正，下两排接 12V 电源负

3、电池拨码开关 ON/OFF:ON 表示连接电池，OFF 表示不连接电池

六、常见问题分析：

1、在客户端软件上观察到电梯运行时有方向信号及开关门信号，楼层无任何变化，并且出现运行时间超

长故障，如果电梯只有上方向无下方向，检查下平层感应器是否正常；如果电梯只有下方向无上方向，

检查上平层感应器是否正常；如果平层感应器均正常，请检查采集仪的参数设置最高楼层是否被设置

成 1。

2、监控中心不能收到采集仪发送的任何数据，先检查采集仪电源是否正常上电。

3、电梯远程监视中心收到的数据总是显示电梯开门状态，检查门开关感应器和磁铁的安装位置。关门时，

应保证门开关感应器和磁铁的距离在 5厘米以内，同时开关门指示灯常亮。

4、电梯楼层出错后不能自动校准，检查基站感应器和磁铁的安装位置。在基站平层开门时，应保证基站

感应器和磁铁的距离在 5厘米以内，同时基站指示灯常亮。

5、接入电梯维保刷卡签到器后，监控中心不能收到刷卡信息数据，请检查采集仪的参数设置是否使能维

保刷卡签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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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