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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简介

人脸识别系统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前景人脸识

别系统是一款人脸比对终端类产品，采用基于先进的多任务级联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检测技

术，实现对人脸特征的提取，识别、比对，并且提供人脸抓拍和搭配其它相应的软硬件及相

应接口，可用在智慧工地，智慧校园，智慧社区，消费系统，楼宇门禁、公司考勤、机场车

站安检、小区出入控制等场景。

前景人脸识别系统是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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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一体机、前景 DTIC 主控器（以下简称主控器）、读卡

平面（选配）、前景 DTIC 选层器（以下简称选层器）（选配）、操作专用卡（选配）。

二、产品规格参数

1. 人脸识别一体机 PI3A1

产品名称 人脸识别一体机

产品型号 PI3A1

硬件

AI 芯片 海 思 Hi3516DV300

操作系统 Linux 系统

显示屏 8 寸高清屏 分辨率 800*1280

喇叭 内置立体声扬声器

存储 8G

连接 有线、wifi、热点

性能

识别高度 1.2 米-2.2 米

识别距离 0.5-5 米

人脸角度 俯仰角 35° 偏航角 35° 翻滚角 90°

识别时间 ≤0.3 秒

用户容量 标配 3 万，可定制，至多容纳 10 万人

记录容量 500 万条

准确率 99.99%

接口

网络接口 1 个 RJ45 10M / 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开关量输出 1 组开关量输出

485 信号 1 组 485 信号输出

韦根输出、输入 1 组韦根信号输出，1 组韦根信号输入

USB 接口 1 路 USB 接口

复位键 1 组复位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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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接口 12V 电源接口

摄像头参数

扫描频率 25HZ

图像感光片 宽动态 CMOS(Sony)

有效像素 1928*1088

信噪比 ≥35dB

动态范围 ≥105dB

照度 ≥0.01LUX at F1.2

视屏压缩标准 H.264/MJPEG

视频码流 512KB～4Mbps

图像设置 曝光（快门）、增益、对比度、饱和度、亮度

镜头 CS 接口定焦镜头

畸变 ≤0.1%

常规参数

工作电压 DC12V2A

工作湿度 5～90%相对湿度,无冷凝

工作温度 -20℃～70℃

外观尺寸 高 242*宽 135*厚 29mm

2. 主控器 PI2D1

产品名称 主控器

型号 PI2D1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 DC9～30V（建议使用 DC12V 或 DC24V）

消防信号输入方式 无源干触点方式

输入电流 <600mA

输出方式 开关量

工作温度 -10℃～60℃

工作湿度 ≤95%

功率 <3W

存储温度 -20℃～70℃

外形尺寸 157*85*20mm（L*W*H）

安装孔尺寸 125.5*72.5mm（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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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C 卡电气原理图

图 1 IC 卡电气原理图

四、外形尺寸与安装

1. 人脸识别一体机（PI3A1）

图 2人脸识别一体机外观及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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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人脸识别一体机开孔尺寸

人脸识别一体机安装方式如下：

（1）将底座安装在电梯轿厢壁上。首先选好合适的安装位置，然后采用铆钉固定方式，

使用直径φ5的拉铆钉，如图 4。

图 4 安装步骤 1

（2）将主机与底座对接。主机背面球形结构与底座凹陷处吻合，将二者对接在一起，如

图 5。

图 5 安装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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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定。主机球状结构处有一个大螺母，将其拧在底座的螺纹上，拧紧前将屏幕摆到

合适的角度，然后再用活扳手拧紧。设备即安装完成，如图 6。

图 6 安装步骤 3

2. 主控器（PI2D1）

主控器外形尺寸 157*85*20mm（L*W*H），如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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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安装工具及安装辅料准备

偏口钳，尖嘴钳、一字螺丝刀、十字螺丝刀、万用表、绝缘胶布、扎带、压线帽、电

源线、楼层连接排线、24V/48W 开关电源等。

2. 安装位置

（1）安装在操纵箱内合适位置，安装后应保证电路板与金属件隔离，防止短路。

（2）如果操纵箱内无安装空间，可将主控器固定在电梯轿顶合适位置。

图 7 主控器外形尺寸图 厚度（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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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层器（选配）

PI2D1 主控器本身附带选层器（可控制 16 个楼层）控制楼层数量不足时，可外接 PI4A0

选层器，PI4A0 选层器可控制 16 个楼层，外形尺寸如图 8（单位：mm），安装方式采用安装

片安装，外接选层器与主控器使用专用电缆连接。

图 8 PI4A0 选层器外形尺寸图

3. 读卡平面（同轴）的外形尺寸及安装(选配)

图 9 PI1A0 读卡平面外形图

图 11 PI120-T 读卡平面外形图 图 12 PI120-T 读卡平面安装开孔尺寸图

图10 PI1A0读卡平面安装开孔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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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线方法

1. 人脸识别一体机与主控器接线

图 15 人脸识别一体机接口说明

图 14 PI110-T 读卡平面安装开孔尺寸图图 13 PI110-T 读卡平面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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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人脸识别一体机与主控器连接示意图

2. 主控器与选层器接线方法：

1：读卡平面同轴电缆接口 ANT

2：开关量输出接口（OUT+/OUT-）、RS485-1（A1/B1）、消防开关

信号输入接口（IN+/IN-）、RS485-2（A2/B2）

3：大地接口（PE/PE），电源接口（DC24V+/DC 24V-）

4：扩展接口，DC24V+，DC24V-，RS485 接口 A 和 B

5：工作状态指示灯

6：电源指示灯

7：工作状态切换拨码

8：输出指示灯

9：输出接口，接楼层按钮。

10：1-8 层楼层解除控制拨码

11：9-16 层楼层解除控制拨码

注：

① “2”中 RS485-1（A1/B1）用于读取使用记录功能，RS485-2（A2/B2）用于

对讲联动功能。

② “7”中工作状态切换拨码说明如下：

拨码 1：预留。

拨码 2：与消防信号配合使用。如果用户不接入消防信号，可以将拨码 2 拨到

“ON”位置，系统正常运行。如果用户接入消防信号，需将此拨码拨下。默认

状态为“ON”位置。

拨码 3：读取使用记录时需将此拨码拨到“ON”位置。

拨码 4：如将此拨码拨到“ON”位置，可以防止误刷或乱刷设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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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剪断

图 17 操纵盘内安装及连线示意图（PI2D1）

操纵盘底盒 操纵盘面板

注：1) 手动开关和消防开关为可选功能，视情况酌情选择是否安装。如果接入手动/消防开

关，此时需将主板上 SW1 的拨码 2拨到下方数字的位置；如果不接入手动/消防开关，此时需

将主板上 SW1 的拨码 2拨到上方“ON”的位置。

2) 按钮接线的“3”号线为自动选层线，如不使用自动选层，则可以不接。

图 18 电梯按键和主控器/选层器接线示意图(PI2D1)

六、主控器调试步骤

1. 通电测试：

首先确认电源电压是否为 DC9～30V 范围内（可用万用表测量）。然后通过螺丝刀，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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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接入主控器电源接口，上电指示灯 D5 常亮，蜂鸣器一声短响后，D2 闪烁。

2. 读卡测试：

（1）在读卡测试前，应先通过管理软件制作好收费卡、时段卡、管理人员卡。

（2）设备重新上电后工作指示灯 D5 常亮，D2 闪烁，说明系统正常。

（3）系统开关卡测试：

刷卡响一声，关闭 IC 卡功能，此时可以直接按键使用电梯；再刷卡响一声，开启 IC 卡

功能，只能刷卡后才可以使用电梯。

（4）管理人员卡测试（此卡一般发给物业管理人员及特殊人员使用）。

A. 此卡（超级用户卡）不分梯号，所有的电梯都可以刷卡使用。

B. 刷卡后，4秒内可按键选择卡内所选楼层，超过 4秒需要重新刷卡。

注：此卡时间可更改，用管理软件设置即可。

（5）业主卡测试（业主卡包括限制时间、限日期和限次等收费卡，一般发给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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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的日期之内使用，当超过规定日期时此卡将不能正常使用。

注：此卡时间可更改，用管理软件设置即可。

七、注意事项

选层器与主控器要用同一个 24V 电源供电。正负电源不能接错。否则会对主控器造成损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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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常见故障排除：

序号 现象 原因 排除方法

1 上电后工作指示灯不闪烁

1. 电源电压不在 DC9～30V 范围内 调换电源

2.电源正负极接反 调正极性接法

3.电源容量偏小 更换容量更大电源

2 系统正常，不读任何卡
1.读卡器连线接触不良 重插或更换读卡器

2.系统死机 断电重启系统

3 收费卡不收费 1.收费拨码开关没有拨到 ON 状态 收费拨码开关拨到 ON 状态

4

时段卡刷卡响两声无输出 1.系统时钟不对 重新设置控制器时钟

某些楼层按键无法点亮

1.此线路不通 检查相应线路（按钮回路）

2.主控器异常 更换主控器

3.接线错误 按照接线图重新接线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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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