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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TIC 管理系统的安装

安装 DTIC 管理系统。

单击安装 U 盘中的“电梯 IC 管理系统 .exe”，弹出对话框，继续

单击“下一步” 。

如果自己指定文件的目标目录，单击“浏览” 出现以下窗口，

选择需要保存的目录单击“确定”。

如果选择默认目标目录，单击“下一步”继续执行，出现对话框，

继续单击“下一步”，“DTIC 管理系统”将被安装到计算机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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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装结束时，出现完成对话框。单击“完成”按钮，结束安装。

二、运行 DTIC 管理系统

单击“开始”菜单－“程序”－“DTIC 管理系统”－“DTIC 管

理系统”。或双击桌面上的“DTIC 管理系统”图标，执行 DTIC 管理

系统程序。建议用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程序：右键单击“DTIC 管理

系统”图标－“属性”－“兼容性”－勾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

序”。

当软件启动时，首先显示登录界面。首次登陆时输入用户名

（123）、密码（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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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名”和“密码”输入完毕后，单击“登录”进行登录操

作。当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校验正确后，显示以下界面，操

作员可对程序进行操作。

至此操作员登录成功。

三、系统设置操作

此功能用于设置系统的信息。单击“系统设置”按钮，将出现以

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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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串口设置

单击“串口设置”按钮，将出现以下窗口。

设置读写器使用串口：此功能用于操作员指定读写器与计算机连

接的串口号。单击“检测读写器实际连接情况”按钮，系统可自动设

置为读写器实际连接的串口号。

设置 485 接线使用串口：当系统具有 485 通讯模块时，此功能可

用。操作员可选择与 485 通讯连接的串口号。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再关闭窗口即可。

2、用户账户设置

此功能用于设置操作员或管理员的名称、密码和类型。单击“用

户账户”按钮，将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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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用户：单击“新建账户”按钮，出现以下窗口。

输入要设置的用户的账户名称，账户密码，再输入一次密码以确

认，选择账户类型。选择管理员，可以添加、修改、删除用户，操作

员则只能修改自己的账户信息。

修改用户：单击“修改账户”按钮或在账户列表中双击要修改的

用户，将出现和“新建账户”相同的对话框，按照添加方法操作即可。

删除用户：选中账户列表中要删除的用户，单击“删除账户”按

钮，将出现提示，确认是否删除，如果删除单击“是”即可。

3、收费标准设置

此功能用于当执行计时 /计次收费时，设定所使用的收费价格。单

击“收费标准”按钮，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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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收费标准：单击“新建”按钮，出现以下窗口。

输入相应的收费标准名称，选择收费类型（按次收费和按时收费

两种选择类型），设置收费单价。单击“保存”即可。

修改收费标准：选中收费标准列表中要修改的收费标准，单击“修

改”按钮。将出现与“新建”相同的对话框，按照添加方法修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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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收费标准：选中要删除的收费标准，单击“删除”按钮，将

会出现提示框，单击“是”，该收费标准被删除。

四、设备管理操作

此功能用于管理系统中的所有控制器。

单击“设备管理”按钮，将出现以下界面：

在这个界面中用户可对设备信息进行操作。

1、添加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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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界面右边设备列表下面的“添加”按钮，出现以下窗口。

设备编号由系统自动生成。输入设备名称（注意设备名称不能添

加重复值），输入此控制器安装的电梯的信息，包括楼宇名称、楼宇

单元和楼层数。

填写完成后，单击“保存”，返回上一界面，这样一个主控器添

加完成。可在设备列表中选中任一设备，在左边的信息栏查看该设备

的信息。

注意：系统最多可添加 4095 台控制器。

2、修改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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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用于对系统内已经添加的设备信息进行修改。选中要进行

修改的设备信息后，单击“修改”按钮，出现与“添加”相同的对话

框，按照添加方法修改即可。

3、删除设备信息

此功能用于删除系统已经添加的设备信息。选中要进行删除的设

备信息后，单击“删除”按钮，出现“提示”对话框，选“是”即可

删除设备。

4、发行设置卡

此功能用于发行设置卡，用户在设置完毕设备信息后，进行此操

作。发卡成功后，将此卡在控制器上刷卡，将信息存入控制器内。

选中要发行设置卡的控制器后，单击“发行设置卡”按钮，将出

现以下对话框，用户可设置控制器时钟的日期和时间。

单击“发行设置卡”，等待出现“设置卡制作成功”的提示框后，

发卡成功。系统通过读写器将控制器设备信息和当前时间写入到 IC

卡中，操作员必须将此卡到控制器上进行刷卡操作后，设备信息才会

存贮到控制器中。

注意：在控制器上刷设置卡，待听到控制器发出一声短响后，设

置卡刷卡成功。

5、控制器搜索功能

选择搜索条件（设备名称，设备编号或楼宇名称），输入要搜索

的设备的相应信息，单击“搜索”按钮，设备列表中即可列出要查找

的控制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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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读取刷卡记录功能

此功能用于远程读取用户使用记录。

在读取之前请先确认您的电脑与控制器的连接方式为 485连接方

式，并检查串口设置是否正确，系统不会自动检查 485 总线使用的是

哪个串口。确认无误后，可以读取用户的使用记录。

选中要读取使用记录的控制器，单击“读取刷卡记录”按钮，弹

出以下窗口。控制器中保存的用户刷卡信息将被读写到列表中。

在读取用户使用记录之前，先选择所要读取的目标控制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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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择用户卡卡号，默认为读取全部用户卡号的使用记录。单击“读

取”按钮，刷卡记录信息将被读写到列表中。读取过程需要等待一段

时间，期间不要移动鼠标。如果需要保存这些信息，请单击“转换成

Excel 文件”按钮。

五、用户管理操作

此功能用于对所有用户卡进行操作。

单击“用户管理”按钮，出现以下界面。

注：“用户管理”分用户卡和二维码两种使用方式，用户卡没有

限次功能，二维码具有限次功能，两者均具有限时功能。

1、普通用户卡的操作

单击“普通用户卡”，进入普通用户卡界面。

（1）添加用户：单击“添加”按钮，出现“创建用户卡信息”

窗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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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用户基本信息，包括持卡人姓名、电话、所在楼宇名称、所

在单元和门牌号。

需要开通二维码功能的用户，电话号码必须填写正确

在“控制器列表”中，勾选要添加的控制器后，单击“添加”按

钮，控制器添加到“已添加控制器”中。一个用户的用户卡最多添加

7 个控制器，二维码最多添加 2 个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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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控制器后，双击该控制器，弹出以下设置窗口。

选中用户的可用楼层，即可实现选层功能。

设置控制器响应时间和选层器响应时间，一般设置为 2~5秒即可。

控制器响应时间：当用户刷卡后设备执行操作电梯的等待时间，即用

户刷卡，电梯执行操作，等待用户设置的时间后，取消操作。（如响

应时间设为 2 秒，电梯在用户刷卡执行操作 2 秒后，解除执行操作，

即恢复到刷卡前状态。）选层器响应时间：选层器用于多楼层控制，

选层器响应时间的功能与控制器响应时间相同。

还可以设置用户使用时间，通过设置限制时间可限制用户在限定

的时间段内使用电梯，在同一天中，当时间不在该时间段中时，用户

将不能使用电梯。选中“设置卡内 1 组限时”，设置开始时间和截止

时间。

注：设置卡内 1 组限时，要求截止时间大于开始时间

设置完毕后，单击“保存”按钮返回上一层窗口。当操作员设置

完用户可用的控制器后，还可通过如图所示“删除”“修改”按钮对

设置完毕的可用控制器进行删除或重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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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要进行收费管理时，可选中“乘坐电梯收费”选项，选择收

费类型和相应的收费标准。当不进行收费操作时，该选项可不选。

注意：收费标准需要在系统设置中预先设置好，具体操作见“系

统设置操作”。

单击“保存信息”按钮，保存设置的用户信息，提示“添加用户

信息成功”，单击“OK”，返回上一级窗口。

添加用户后，选中用户，可在界面左边的信息栏查看该用户的基

本信息。选中该用户添加的设备，可查看该设备的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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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用户：选中要修改的用户，单击“修改”按钮，弹出

“创建用户卡信息”窗口，其操作与“添加用户”中对用户信息的设

置相同。

（3）删除用户：选中要删除的用户，单击“删除”按钮，弹出

“提示”对话框，单击“是”即可删除用户。

（4）发行用户卡：此功能用于不执行收费管理的用户。当用户

信息设置完毕后，使用此功能就可以把已设置的用户信息写入 IC 卡

中。

选中要发卡的用户，单击“发卡”按钮，等待出现“用户卡制作

成功”的提示框后，发卡成功。如果显示用户卡发行失败，请检查读

写器连接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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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给用户卡充值：此功能用于给执行收费管理的用户充值并

发卡。

选中要充值的用户，单击“充值”按钮，弹出“用户充值”窗口。

用户收费类型是按时收费时，选择充值的截止日期。点击“用户卡充

值”系统将根据用户所用收费标准的单价自动计算出缴费金额，如需

要打印收据，勾选“打印收据”。

还可以先读取用户卡的充值信息，再充值。如果要充值的用户和

卡的信息一致，单击“读取充值信息”按钮，将显示上次充值卡中截

止日期（有效时间），选择充值的截止日期后再充值，。

单击“用户卡充值”按钮，弹出“用户卡充值成功”提示框后，

充值成功。

（6）注销用户：此功能用于限制用户卡的使用，当操作员要暂

停某个用户使用电梯时，可将此用户加入注销列表并制作销号卡，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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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之后此用户卡将不能在这台电梯使用。

单击“注销”按钮，系统显示以下界面。

首先在左侧用户卡列表中选中要注销的用户，单击“添加卡号到

注销列表”按钮，该用户将被添加到“待注销用户列表”中。可重复

以上操作，将多个用户添加到注销列表中，每台控制器最多可添加 20

个注销用户（在未发行注销卡之前，不想注销某个卡号时，可选中此

卡号，点击“从待注销列表中移除卡号”即可）。全部添加完成后单

击“发行注销卡”按钮，“注销卡发行成功”提示框出现后，发行成

功。将此卡在相对应的控制器上刷卡后，卡内注销的用户卡将不能使

用。

如果要恢复使用已被注销的用户卡，选中“已注销列表”中要恢

复的用户，单击“从已注销列表中恢复使用”按钮（在未发行注销卡

之前，不想恢复某个卡号时，可选中此卡号，点击“从待恢复列表中

移除卡号”即可）。再重新发行销号卡并到相应控制器上刷卡，即可

再次使用该用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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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用户卡的操作

单击“智能用户卡”，进入智能用户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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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添加”按钮，出现“智能卡信息”窗口，如下图。

其中设置用户基本信息，添加修改删除用户可用控制器信息以及

“乘坐电梯收费”选项的设置与普通用户卡的操作相同。详见普通用

户卡操作说明。

智能条件设置：密码智能卡即用户在不使用卡的时候通过输入预

先设定的密码也可以使用电梯。选中“使用密码呼梯”选项即可使用

密码功能。在发行完智能卡后要到电梯处的刷卡平面刷卡然后设置密

码。

设置完毕后，单击“保存智能卡信息”，出现提示成功对话框，

单击“OK”，返回上一级窗口。

注意：每一台控制器最多可添加 999 个智能用户卡。

其它功能（修改用户、删除用户、发行用户卡、给用户卡充值、

注销用户）与普通用户卡操作相同，详见普通用户卡操作说明。

3、超级用户卡的操作

此功能用于系统管理员巡查时使用，超级用户卡可以在此系统所

有的控制器上使用，不限时、不限次、不限楼层。

单击“超级用户卡”，进入超级用户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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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添加用户：单击“添加”按钮，出现“新建超级卡”窗口。

编辑持卡人姓名、电话、住址等信息，单击“保存”，出现成功提示

框，单击“OK”即可。系统最多可添加 500 个超级用户。

（2）修改用户：选中要修改的用户，单击“修改”按钮，出现

“修改超级卡”窗口。编辑完毕保存信息即可。

（3）删除用户：选中要删除的用户，单击“删除”按钮，出现

提示对话框，单击“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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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超级用户卡：选中列表中要发卡的用户，单击“发行

超级卡”按钮，等待出现“超级卡制作成功”的提示框后，发卡成功。

（5）注销用户：与普通用户卡操作相同，详见普通用户卡操作

说明。

4、二维码功能的操作

使用二维码功能需要建立相应的用户卡（普通、智能、超级），

具体方法见普通、智能、超级用户卡的操作说明。

注：需先在“智慧乘梯”手机 APP 上注册，再开放二维码功能，

用户在下载安装“智慧乘梯”手机 APP 时，不能更改手机 APP 的名

称，否则将无法使用。

4.1 物业二维码功能的开放只能在“普通用户卡”的界面上操作，

建立用户后，点击“物业注册”出现“物业注册码”的提示框，记住

验证码，点击“OK”，在“智慧乘梯”手机 APP 上进行注册，登录后

即可生成二维码使用。

4.2 用户二维码功能的开放

（1）普通用户：建立用户后，选择用户点击“用户注册”出现

“用户验证码”的提示框，点击“OK”，主界面右侧会显示注册时间、

验证码，将验证码提供给用户，在“智慧乘梯”手机 APP 上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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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该用户为长期使用（无限制）时，则点击“开放二维码”即可，

用户登录后即可生成二维码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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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用户充值：选中要充值的用户，单击“充值”按钮，弹出

“用户充值”窗口。当用户收费类型是按时收费时，选择充值的截止

日期；当用户收费类型是按次收费是，输入充值的次数。点击“二维

码充值”系统将根据用户所用收费标准的单价自动计算出缴费金额，

如需要打印收据，勾选“打印收据”。

用户登录“智慧乘梯”手机 APP 后即可生成二维码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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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用户和超级用户与普通用户开放二维码功能的操作相

同，详见普通用户操作说明。

六、楼层管理操作

此功能用于业主用户可自由控制某一楼层的受控和开放时间。单

击“楼层管理”按钮，系统显示“楼层管理”界面。

1、用户的添加修改删除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以下窗口。编辑楼层管理者的各项信息，

选择该用户管理的控制器，单击“保存信息”按钮，弹出保存成功提

示框，单击“OK”，返回上一级窗口。选中要修改的用户，单击“修

改”按钮，弹出“添加”时的窗口，操作和添加时相同。如果要删除

用户，选中要删除的用户，单击“删除”按钮，弹出确认对话框，单

击“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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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楼层控制条件

选中要设置楼层控制条件的用户，右侧显示该用户信息，左侧显

示楼层控制条件。

单击“添加控制条件”或“修改控制条件”按钮，弹出“编辑控

制条件”窗口。

在出现的窗口中设置要控制的楼层、条件的内容，选择条件的控

制方式，有定时控制和立即控制两种方式。

使用定时控制方式，需要设置电梯开放开始时间和电梯开放截至

时间。电梯开放开始时间即电梯定时开放时间，电梯开放截至时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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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定时受控时间。

注意：使用定时控制方式时，在同一个楼层应对应设置两组控制

条件，一组为定时开放条件，另一组为定时受控条件。电梯受控时间

即到达设置的时间时，将进行对电梯的控制，用户刷卡才能使用电梯；

电梯开放时间即到达设置的时间时，将解除对电梯的控制，无需刷卡

乘梯。

还可以设置定时控制条件重复使用的星期值。当星期被选中时，

每到这个星期值时将自动进行控制。

使用立即控制方式，当选择此种控制方式时，控制器刷卡后将立

即执行控制。

设置完毕后，单击“添加定时 /立即控制条件”或“保存修改条件”

按钮即可。

注意：修改或删除楼层控制条件时要先选中该控制条件。每个用

户最多添加 40 个楼层控制条件。

3、发行楼层控制卡

选中要发行楼层控制卡的用户，单击“发行楼层控制卡”按钮，

等待制作成功提示框出现，发卡成功。到相应的电梯上刷楼层控制卡，

即把该用户的楼层控制条件存储在该控制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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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缴费管理操作

单击主界面中的“缴费管理”按钮，显示如下界面：

在对用户卡进行充值操作时，缴费信息同时被保存到数据库中，

可以将这些信息保存成 Excel 格式的文件，也可以直接打印这些信息。

当收费记录有多条时，用户可以根据系统提供的查询功能进行搜

索。



28

同时还具有删除记录功能，但删除功能请慎重使用，因为删除后，

将无法找回这些缴费信息。在使用删除功能时，要先选中搜索范围，

比如选中的是‘今天’这个搜索范围，系统会显示当天的所有收费记

录，这时点击‘删除记录’按钮，系统就会将今天的收费记录全部删

除。其它查询方法不再赘述。

八、读卡管理操作

此功能用于读取卡中信息。

单击主界面中的“读卡管理”按钮，显示如下界面：

选中相应的 IC 卡类型，单击“读取卡信息”按钮，读写器一声

回响后窗口中将显示卡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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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保修凭证

产品编号： 用户名称：

用户地址： 用户电话：

购买日期： 购买厂家：(盖章处)

发票号码： 厂家电话：

注：1、本产品 5 年保修，非产品质量造成的设备损坏

不在保修之列，终身有偿维修。

2、对因非本公司人员私自拆装造成的损坏，本公

司概不负责。

请用户填写完整，并将此联按以下地址寄回，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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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