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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不包括非接触式IC 、ID卡一卡通系统功能的全部内容。 

本文中所涉及的产品图片均以实物为准，凯帕斯公司拥有本资料中相关产品及技术的 终解释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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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门禁系统 

详细图纸，请参考《单扇门（电插锁、磁力锁）布线及线缆选用》 

                《双扇门（电插锁、磁力锁）布线及线缆选用》 

门禁系统为 TCP/IP 和 RS-485 总线结构的系统，整个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可分为管线敷设、设备安装、系统调试三个阶

段。 

1、管线敷设 

    根据门禁系统的特点可将整个系统的管线分为局部管线及系统管线，局部管线指控制器与读卡器、电控锁、开门按钮之

间的管线；系统管线指各控制器之间的管线及电源线。（注意：门禁系统管线敷设时，统一要求采用金属管） 

    局部管线敷设和系统管线敷设可根据装修、装饰的进度交叉或平行进行，但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电源线与信号线要分别穿管，且两管长度距离平行布置时应相距 30cm 以上； 

    （2）交流 220V 电源由管理中心 UPS 统一供至各门禁点，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小型门禁系统交流 220V 电源也可就近取电，

但应符合相关规范； 

    （3）穿线时一定要做好标记，线的接头一定要放在接线盒内，若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则会给以后的安装、调试工作

带来很大的麻烦；     

（4）读卡器与控制器之间采用 8芯屏蔽线(称读卡器线)，线径要求大于 0.5mm2，型号：RVVP8×0.5 mm2(8×16/0.2)。

（注意：读卡器安装位置，预埋 86 型底盒；当采用凯帕斯非 86 底盒读卡器时，预埋底盒宽度应小于 35mm。） 

（5）电控锁与控制器之间采用 2芯电源线(称锁线)，线径要求大于 0.5 mm2，型号：RVV2×0.5mm2 (2×16/0.2)，如果

锁线与读卡器线穿于同一根管中，则要求锁线采用 2 芯屏蔽线，型号：RVVP2×0.5mm2(2×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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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门按钮与控制器之间采用 2芯电源线(称出门按钮线)，线径要求大于 0.5 mm2，型号：RVV2×0.5mm2 (2×16/0.2)。

建议使用 8芯屏蔽双绞网线(五类网线)，出门按钮接其中任意两根线即可，方便以后接读卡器，实现进出双向刷卡功能。 

（注意：按钮安装位置，预埋 86 型底盒） 

（7）安装门磁报警开关时，门磁开关与控制器之间采用 2 芯电源线（称门磁信号线），线径要求大于 0.5 mm2，型号：

RVV2×0.5mm2 (2×16/0.2)。门磁信号线可与锁线共用一根线管。  

（8）控制器与电脑的联网线（RS422 总线方式），采用 6 芯屏蔽线，线径要求大于 0.5mm2，型号：RVVP6×0.5mm mm2(6

×16/0.2)。 

（9）TCP/IP 主控器与电脑之间，采用 6类线，型号： cat.6。通过以太网联接，可单独组网或通过局域网进行联网。

（注意：工程施工中，在主控制器安装处必须预留信息点，以便接入网络。） 

2、设备安装 

（1）安装要求： 

①  读卡器安装 

 

如上图： 

A：为预留在门上方的电源接入口； 

B：弱电监控联网 RS485 预留 86 接线盒； 

C：预留门外边墙面的 86 盒，在盒上安装进门刷卡器，注意“标高”要与整体一致。如果门外安装指纹阅读器，门内安装门

禁主机，则必须门内、外相关位置都预留安装暗盒，相互之间预留走线管道； 

D：预留门内暗盒（86 标准），靠门框的距离：25CM--35CM，整体要一致，C、D之间上下错开 3-5CM。注意：UTP 线在走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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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按“星型”拓展，不要走成闭合环路。 

②  控制器安装 

控制器的安装位置分二种情况： 

a. 控制器就近安装于对应门室内天花上方，距天花 30cm。并在正下方天花上开一 400mm×400mm 检修孔。（适用于 K-pass

一卡通系统各种控制器） 

b. 控制器全部安装于弱电井内，此时要求从弱电井控制器穿三组线分别至读卡器、电控锁及开门按钮，读卡器距控制器不

超过 120M。 

③  开门按钮 

开门按钮安装在室内门侧，高度与读卡器高度平齐。 

④  电控锁 

根据电控锁型号分别安装于不同的位置，电控锁扣、电夹锁装于门框侧面，磁力锁、电插锁、装于门框顶部，剪力锁装

于门框底部。 

 

3、安装建议及注意事项 

 

 

1．电锁线与通讯线、读卡器线等信号线要分管敷设，且不能靠得太近，应保持 10CM

以上的距离。 

 

2．在实际安装过程中，为防止电锁通、断电工作时，反向电势干扰门禁控制器，要求

在安装时在电锁的正负极上并接反向二极管，以消除反向电势干扰。 

 

3．如果电控锁的功耗大于继电器触电容量（ 大允许通过的电流量 2A）时，要使用中

间继电器进行隔离，防止电锁工作时造成控制死机。 

 

4．多台控制器采用 RS422 通讯方式联网时，每条通讯总线尾端，安装 120 欧终端电阻。 

 

5．门禁系统联网，不能采用星型、树干型联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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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门禁系统联网，采用 6芯屏蔽线（RVVP6×0.5），各设备之间的联接，采用串接方式。 

 

 调试分为单点调试与系统调试 

（1） 单点调试的 

 

 

 

 

 

 

 

 

①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② 接通电源，如有异常情况则立即断电； 

③ 测试 

4、测试 

测 试 表 

 

指示灯正常情况下红灯亮或红灯闪烁，按动开门按钮指示灯变绿； 

蜂鸣器正常情况下不发出声音，按动开门按钮蜂鸣器鸣叫一声； 

将卡靠近读卡器，蜂鸣器应鸣叫二声； 

电控锁平常上锁，按动开门按钮时打开，维持数秒后应自动关闭。 

若测试结果符合以上四项，则该点通过测试。 

（2）系统调试的步骤： 

指示灯 蜂鸣器 开门按钮 读卡 电控锁

测试项目

是否正常测试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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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检查网线有无短路； 

② 设备序列号设置 

ⅰ、与软件有关的操作请参阅软件说明书； 

ⅱ、门禁控制器的地址码设置； 

ⅲ、系统认可的卡片指在系统运行正常的情况下可在系统范围内正常使用的卡片； 

ⅳ、其它事宜参阅相关图纸。 

③ 接通网络扩展器电源； 

④ 测试。       

⑤  

测 试 表 

 

设置时钟，对设备进行初始化，软件均应显示“设置成功” 

将任意一张系统认可的 IC 卡登录到控制器，若在规定时间段，应可开锁； 

将已登录到控制器的 IC 卡注销/删除，应不能开锁； 

读卡后采集数据，检查采集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若所有门禁点的测试结果均符合以上四项，则系统通过测试。 

 

5、安全事项注意 

1、虽然控制器已经具备了防静电和防雷击设计，但是请确保电源和机箱的良好接地，以保障电路不被静电、雷电和其

他设备漏电所伤害，长时间稳定运行。 

2、请勿带电拔插接线端子，或者带电焊接操作，焊接接线时应该先拔下所对应的接线座。 

3、请勿私自拆卸控制器上的元器件，这样有可能会引起系统信息的丢失或芯片损害。 

4、接在＋12V端子上，有利于充分发挥读卡器性能，如果读卡器是＋24V供电的，请单独为其配备线性电源，并和控制

器进行共地。且勿将＋24V间接引入控制器，否则会引起烧毁。 

设置控制器参数 初始化 登录卡片 删除卡片 采集数据

测试项目

是否正常测试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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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系列控制器可以直接外挂UPS不间断电源，保证停电后系统仍然可以继续工作。系统配备掉电保护装置，即使停电

系统设置信息和记录也不会丢失。 

6、尽量避免将控制器电源和其他大电流工作设备接在同一电源上。继电器的工作电流为 大7A，如果控制更大电流设

备请安装更大功率的继电器， 好从总控电源箱制有单独控制的开关。 

7、请在安装遥控器或者其他附加增值设备时，注意不要将其他电信号引入控制器。 

 

6、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施工人员在调试门禁系列产品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以下是一些可能出现的现象和简单的检查方法，如涉及到更多

的技术问题，请咨询凯帕斯产品在本地的经销商。 

任何针对门禁控制器的硬件操作，请在切断电源的前提下进行。 

故障现象 1：门禁设备联接好以后，用软件测试不能与电脑通讯。 

采用 RS-485 通讯方式时可能原因： 

（1） 控制器与通讯转换器之间的接线不正确： 

ASD485E3 型通讯转换器：485＋ ― 485＋、485－ ― 485－； 

具体接线对应关系，请详见《单扇门（电插锁、磁力锁）布线及线缆选用》。 

（2） 控制器至通讯转换器的距离超过了有效长度（1200M）； 

（3） 计算机的串口是否正常，有无正常联接或者被其他程序占用，排除这些原因再测试； 

（4） 软件设置中，设备地址号与实际设置、联接不对应； 

（5） 线路干扰，不能正常通讯，可以在线路末端加装 120 欧终端电阻或在总线首端串接 120 欧匹配电阻（从通讯转换器输

出至第一个控制设备之间串接）； 

故障现象 2： 将卡片靠近读卡器，蜂鸣器不响，指示灯也没有反应，通讯正常。 

可能原因： 

（1） 读卡器与控制器之间的连线不正确； 

（2） 读卡器至控制器线路超过了有效长度（120M）； 

故障现象 3： 将有效卡靠近读卡器，蜂鸣器响一声，LED 指示灯无变化，不能开门。 

可能原因： 

（1） 读卡器与控制器之间的连线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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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路严重干扰，读卡器数据无法传至控制器； 

故障现象 4： 门禁器使用正常，某一天突然所有有效卡均不能开门（变为无效卡）。 

可能原因： 

（1） 操作人员将门禁器设置了休息日（在休息日所有的卡都不能开门）； 

（2） 操作人员设置了这张卡的使用有效期； 

（3） 操作人员将门禁器进行了初始化操作或其它原因导致控制器执行了初始化命令； 

（4） RS485 通讯线路严重干扰，控制器无法执行操作； 

（5） 控制器上【Date Clear】跳帽松动，导致控制器始终保持初始化命令状态； 

 

 

             

故障现象 5： 将有效卡靠近读卡器，蜂鸣器响一声，LED 指示灯变绿，但门锁未打开。 

可能原因： 

（1） 控制器与电控锁之间的连线不正确； 

（2） 给电锁供电的电源是否正常（电锁要求单独电源供电）； 

（3） 电控锁故障； 

（4） 锁舌与锁扣发生机械性卡死。 

    

故障现象 6： 将有效卡靠近读卡器，蜂鸣器响一声，门锁打开，但读卡器指示灯灭。 

可能原因： 

（1） 控制器与电控锁共用一个电源，电锁工作时反向电势干扰，导致控制器复位； 

（2） 电源功率不够，致使控制器、读卡器不能正常工作。 

（3） 建议电锁要求单独电源供电。 

 

 

附件：门禁系统的 485 总线结构的布线规范及调试方法 

485 总线由于其布线简单，稳定可靠从而广泛的应用于视频监控、门禁、楼宇对讲、楼宇报警、周界安防等各个领域中，

但是，在 485 总线布线过程中由于有很多不完全准确的概念导致出现很多问题。现在将一些错误的观念作出一些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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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澄清几个概念： 

（1） 485 信号线可以和强电电源线一同走线（错误）。 

在实际施工当中，由于走线都是通过管线走的，施工方有的时候为了图方便，直接将 485 信号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由

于强电具有强烈的电磁信号对弱电进行干扰，从而导致 485 信号不稳定，导致通信不稳定。 

 

（2） 485 信号线可以使用平行线作为布线，也可以使用非屏蔽线作为布线（错误）。 

由于 485 信号是利用差模传输的，即由 485+与 485-的电压差来作为信号传输。如果外部有一个干扰源对其进行干扰，

使用双绞线进行 485 信号传输的时候，由于其双绞，干扰对于 485+，485-的干扰效果都是一样的，那电压差依然是不变的，

对于 485 信号的干扰缩到了 小。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屏蔽线起到屏蔽作用的话，外部干扰源对于其的干扰影响也可以尽可

能的缩小。 

 

（3） 选择使用普通的超五类屏蔽双绞线即网线就可以（错误）。 

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现在市场上的线材鱼龙混杂，有不良商人利用某种合金来顶替铜丝来做网线，在外面镀铜以

蒙混客户。具体区别方法：看网线截面，如果是铜色的话，就是铜丝，如为白色，则是用合金以次充好。合金一般比较脆，

容易断，而且导电性远不如铜丝，很容易在工程施工中造成问题。线材一般那建议选择标准的 485 线，其为屏蔽双绞线，传

输线不是像网线那样为单股的铜丝，而是多股铜丝绞在一起形成一根线，从而即使某根小铜丝断掉，也不会影响整个的使用。 

 

（4）  485 布线可以任意布设成星型接线与树形接线（错误）。 

485 布线规范是必须要手牵手的布线，一旦没有借助 485 集线器和 485 中继器直接布设成星型连接和树形连接，很容易

造成信号反射导致总线不稳定。很多施工方在 485 布线过程中，使用了星型接线和树形接线，有的时候整个系统非常稳定，

但是有的时候则总是出现问题，又很难查找原因，一般都是由于不规范布线所引起的。如果由于现场的限制，必须要进行星

型连接或者树形连接，可以使用深圳市凯帕斯科技有限公司的 485 集线器和 485 中继器解决相关问题。 

 

（5） 485 总线必须要接地（错误）。 

在很多技术文档中，都提到 485 总线必须要接地，但是没有详细的提出如何接地。严格的说，485 总线必须要单点可靠

接地。单点就是整个 485 总线上只能是有一个点接地，不能多点接地，因为将其接地是因为要将地线（一般都是屏蔽线作地

线）上的电压保持一致，防止共模干扰，如果多点接地适得其反。可靠接地时整个 485 线路的地线必须要有良好的接触，从

而保证电压一致，因为在实际施工中，为了接线方便，将线剪成多段再连接，但是没有将屏蔽线作良好的连接，从而使得其

地线分成了多段，电压不能保持一致，导致共模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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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85 总线的通讯距离可以达到 1200 米（错误）。 

    其实只是 485 总线结构理论上 在理想环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得传输距离达到 1200 米。一般是指通讯线材优质达标，

波特率 9600，只有一台 485 设备才能使得通讯距离达到 1200 米，而且能通讯并不代表每次通讯都正常。所以通常 485 总线

实际的稳定的通讯距离远远达不到 1200 米。 负载 485 设备多，线材阻抗不合乎标准，线径过细，转换器品质不良，设备防

雷保护，波特率的加高等等因素都会降低通讯距离。  

 

（7） 485 总线可以带 128 台设备进行通讯（错误）。 

其实并不是所有 485 转换器都能够带 128 台设备的。要根据 485 转换器内芯片采用的型号和 485 设备芯片采用的型号来

判断的。谁低就谁的。一般 485 芯片负载能力有三个级别 32 台 128 台 256 台。 理论上的标称往往实际上是达不到的。通

讯距离越长，波特率越高，线径越细，线材质量越差，转换器品质越差，转换器电能供应不足(无源转换器)，防雷保护越强

这些都会大大降低真实负载数量。 

 

（8） 485 总线是一种 简单 稳定 成熟的工业总线结构（错误）。 

这种概念是错误的。应该是： 485 总线是一种用于设备联网的经济型的传统的工业总线方式。 通讯质量是需要根据施

工经验进行测试和调试的。 485 总线虽然简单，但必须严格安装施工规范进行布线。 

 

第二章 严格几个施工规范： 

485+和 485- 两条数据线一定要互为双绞。 

布线一定要布多股屏蔽双绞线，多股是为了备用，屏蔽是为了出现特殊情况时调试，双绞是因为 485 通讯采用差模通讯

原理，双绞的抗干扰性 好。不采用双绞线，是极端错误的。 

    485 总线一定要是手牵手式的总线结构，坚决杜绝星型连接和分叉连接。 

    设备供电的交流电及机箱一定要真实接地，而且接地良好。有很多地方表面上有三角插座，其实根本没有接地，要小心。

接地良好时，可以确保设备被雷击 浪涌冲击 静电累计时 可以配合设备的防雷设计较好地释放能量。保护 485 总线设备和

相关芯片不受伤害。避免和强电走在一起，以免强电对其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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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几种常见的通讯故障： 

通讯不上，无反应。 

可以上传数据，但不可以下载数据。 

通讯时，系统提示受到干扰。或者不通讯时，通讯指示灯也不停地闪烁。 

有时能通讯上，有时通讯不上。有的指令可以通，有的指令不可以通。 

第四章 推荐几个调试方法： 

首先要确保设备接线正确，且严格合乎规范。 

共地法： 用 1 条线或者屏蔽线将所有 485 设备的 GND 地连接起来，这样可以避免所有设备之间存在影响通讯的电势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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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电阻法： 在 后一台 485 设备的 485+和 485-上并接 120 欧姆的终端电阻来改善通讯质量。 

中间分段断开法： 通过从中间断开来检查是否是 设备负载过多 通讯距离过长 某台设备损害对整个通讯线路的影响等原

因。 

单独拉线法： 单独简易暂时拉一条线到设备，这样可以用来排除是否是布线引起了通讯故障。 

更换转换器法： 随身携带几个转换器，这样可以排除是否是转换器质量问题影响了通讯质量。 

笔记本调试法： 先保证自己随身携带的电脑笔记本是通讯正常的设备，替换客户电脑，来进行通讯，如果可以，则表明客

户的电脑的串口有可能被损害或者受伤。 

第五章 提出几个建议和忠告： 

建议用户使用和购买门禁厂家提供的 485 转换器或者厂家指定推荐品牌的 485 转换器。门禁厂家会对与其配套的 485

转换器做大量的测试工作，并且会单独要求 485 厂家安装其固定的性能参数进行生产和品质检测，所以和其门禁设备具备较

好的兼容性。千万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杂牌厂家的 485 转换器。 

严格安装 485 总线的施工规范进行施工，杜绝任何侥幸心理。 

对线路较长 负载较多的情况采用主动科学的有预留的解决方案。 

 

如果通讯距离过长，建议如果超过 500 米就采用中继器或者 485HUB 来解决问题。 

如果负载数过多，建议如果一条总线上超过 30 台就采用 485HUB 来解决问题。 

现场调试带齐调试设备。 

现场调试一定要随身携带几个确保以前可以接长距离和多负载的转换器、一台常用的电脑笔记本、测试通路断路的万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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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 120 欧姆的终端电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