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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节内容的目的是确保用户通过本手册能够正确使用产品，以避免操作中的危险或财产

损失。在使用此产品之前，请认真阅读产品手册并妥善保存以备日后参考。 

符号约定 

对于文档中出现的符号，说明如下所示。 

符号 说明 

 
说明类文字，表示对正文的补充和解释。 

 

注意类文字，表示提醒用户一些重要的操作或者防范潜在的伤害

和财产损失危险。 

 

警告类文字，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不加避免，有可能造成伤害

事故、设备损坏或业务中断。 

 

危险类文字，表示有高度潜在风险，如果不加避免，有可能造成

人员伤亡的重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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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概述 

1.1 产品介绍 

ATM机防护舱控制器，是一款集成开关量信号输入、继电器干结点输出、警号输出、本

地语音输出、本地扬声器、LED屏幕显示、远程网络控制和管理和 3G通信为一体的多

功能网络控制器；支持进出门按钮信号、电锁锁头信号、门状态信号、红外或者幕帘探

测器信号输入，支持远程锁死，支持远程调节语音输出音量，适用于 ATM机防护舱控

制。 

1.2 产品功能 

 支持多人进舱状态检测，并语音提醒同时上报监控中心。 

 支持舱内人员晕倒检测，并语音提醒同时上报监控中心。 

 支持尾随检测，并语音提醒同时告知监控中心。 

 支持时控、灯光、风扇输出控制。 

 支持电磁锁或电控锁开关控制。 

 支持无人门常开和无人门常锁两种舱体模式。 

 支持远程锁死功能。 

 支持语音喊话功能。 

 支持扬声器内置。 

 支持远程调节语音输出音量。 

 支持 3G通信。 

 支持 1路 RS-485口，支持透明通道功能，在控制台模式下可用于 LED屏显控制。 

 支持级联功能，减少单位自助行内的 IP占用数量。 

 支持 1个 10/100M自适应以太网口。 

 支持 10路常开或常闭开关量信号输入，包括 4路防区。 

 支持 2路报警输出，输出时间可控，并支持报警联动输出。 

 支持 1路本地 4～20mA模拟量接入。 

 支持 1个远程管理用户，3条远程数据通道，1条数据上传监控中心。 

 支持 10条语音信息的存储。 

 支持语音上传和下载，并支持语音批量上传。 

 支持 1路 DC12V警号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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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SADP协议。 

 支持本地串口和远程网络升级，并支持批量远程升级。 

 支持客户端校时。 

 支持 NTP校时。 

 支持客户端远程登录和重启。 

 支持日志记录和远程搜索。 

1.3 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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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面板和接线 

 

 安装前请仔细阅读本章内容。 

 安装时，请务必关闭所有相关设备电源。 

 检查电源电压，防止出现电压不配导致器件损坏。 

 安装环境：请勿在超标的潮湿或高温环境下使用，请保持通风良好，注意防雨淋；

避免安装在剧烈震动的环境下。 

 如果设备工作不正常，请联系我公司售后，请不要以任何方式拆卸或修改设备。未

经许可的修改或维修所导致的问题，责任自负。 

2.1 设备面板、接线说明 

前面板 

 
图2-1 前面板 

 接线说明 

名称 说明 

RS232 RS232接口，用于设备调试 

LAN 网口 

调音 
声音调节旋钮。当启用远程调音时旋钮调音无

效，默认是旋钮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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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 

 
图2-2 后面板 

 接线说明 

名称 说明 

LINE OUT 语音输出接口，外接音响。 

SIM卡槽 

用于插入 SIM卡，实现 3G通信。 

说明：DS-1H02-A/GW、DS-1H02-A/GE 型号带

SIM 卡槽和天线，DS-1H02-A 型号不带 SIM 卡

槽和天线。 

SW1、SW2 
拨码开关，上电修改拨码状态必须重启设备才

能生效。具体定义如下说明 

 

拨码开关 SW1前 4位用于设置级联功能本地地址，定义如右表说明： 

 

拨码开关 SW1后 4位，和拨码开关 SW2的定义如右表说明： 

 拨码说明 

设置拨码 常开 常闭 

SW 1 5 进门按钮 OFF ON 

6 出门按钮 OFF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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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拨码 常开 常闭 

7 紧急按钮 OFF ON 

8 人状态 OFF ON 

SW 2 1 锁状态 OFF ON 

2 门状态 OFF ON 

3 防区 1 OFF ON 

4 防区 2 OFF ON 

5 防区 3 OFF ON 

6 防区 4 OFF ON 

7 舱体状态 OFF ON 

8 尾随检测模式 OFF ON 

 

 进门按钮、出门按钮、紧急按钮、人状态、锁状态、门状态、防区状态，设为 OFF时

表示关量信号为常闭属性。 

 舱体状态，表示舱体的工作模式，设为 OFF时无人门常开，设为 ON时无人门常锁。 

 尾随检测模式，设为 OFF时是常规模式，设为 ON开启尾随检测模式。 

  

 常规模式不支持防尾随，尾随检测模式开启防区 1～3用来支持尾随检测。 

 设备上电时，修改拨码状态，必须重启设备才能生效。 

2.1.2 接线说明 

常规模式和尾随检测模式设备接线方式前半部分相同，后半部分存在差异，具体接线方

式如下所示： 

电源
接口

警号 电控锁
门锁
电控锁

时控
灯箱

灯光
照明

风扇
通风

锁死
开关

预留
输出

温度
传感器

 
图2-3 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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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模式 

 
图2-4 常规模式 

尾随检测模式 

进门
按钮

出门
按钮

紧急
按钮

预留
对射

镜头
信号

门闭合
信号

对射1 对射2 对射3
震动
检测  

图2-5 尾随检测模式 

 接口说明 

名称 说明 

电源灯 电源状态灯，通电后常亮 

运行灯 运行状态灯，报警主机工作正常时指示灯按每秒一次的频率闪烁 

电源 ATM防护舱控制器 DC12V电源输入接口 

警号 警号 DC12V输出口 

电锁 

ATM防护舱的电锁控制接口，NC表示常闭，COM表示触发器公

共端，NO表示常开。 

电锁有电控锁和电磁锁两种：①电控锁和门磁搭配使用，接线接

COM和 NO口，如图上所示。②电磁锁接 NC和 COM口，使用电

磁锁是不需要再接门磁。 

门磁 
ATM防护舱的门磁控制接口，NC表示常闭，COM表示触发器公

共端，NO表示常开 

时控 时控控制输出，时控输出启用时，触发器根据时段输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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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 
灯光控制输出，与控制器人信号输入联动，有人时触发器输出，

无人时触发器恢复 

风扇 

使能联动模拟量告警情况下，当模拟量告警时，与控制器人信号

输入联动，有人时触发器输出，无人时触发器恢复；当模拟量无

告警时，触发器不跟随人信号动作。 

未使能联动模拟量告警情况下，触发器跟随人信号动作，有人时

触发器输出，无人时触发器恢复。 

报警输出 
预留 2路报警输出口，电锁的锁死开关默认接在报警输出 1上，

当启用远程锁死时，锁死动作联动报警输出 1输出 

温度 温度模拟量输入接口 

按钮 
报警输入口，包括进门、出门、紧急按钮，对应的接进门、出门、

紧急的按钮控制线 

状态 预留对射，包括人员检测、锁状态、门状态 

防区 对射 1、对射 2、对射 3、震动检测 

RS-485 支持透明通道，控制台模式下可接入仰邦或灵信 LED屏控制器 

级联 级联接口，支持多台设备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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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配置 

ATM机防护舱控制器可以通过 iVMS-4200软件进行配置管理。 

  

 本章节将简单介绍设备通过 iVMS-4200软件进行远程参数配置，其他方面功能详细

操作步骤可参考《iVMS-4200用户手册》。 

 《iVMS-4200用户手册》获取方法为：单击“帮助”→“用户手册”或按 F1键。 

3.1 基本管理 

3.1.1 报警设备配置 

进入报警设备配置界面操作步骤如下： 

 运行 iVMS-4200软件，进入 iVMS-4200控制面板，如下图所示： 

 

 选择报警设备管理，进入报警设备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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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设备激活 

在报警设备配置界面中，选择显示在线设备，软件将自动搜索本地网络中，同网段内所

连接的 ATM机防护舱控制器，如下图所示： 

 

 

  

自动搜索 ATM 机防护舱控制器时，必须首先将 ATM 机防护舱控制器与客户端所在电脑

放在同一个网段之内。 

首次使用的设备必须先激活，并设置一个登录密码，才能正常登录和使用。选中设备，

单击激活，弹出激活界面，创建设备登录密码，单击应用后设备激活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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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由 8-16位数字、小写字母、大写字母或特殊字符的两种及以上组合而成。 

 密码分为弱、中、强 3个等级。为保护您的个人隐私和企业数据，避免设备的网络

安全问题，建议您设置符合安全规范的高强度密码。 

设备出厂默认 IP地址为：192.0.0.64。显示在线设备界面上可快速修改 IP地址。 

选中设备，修改 IP地址，输入管理员口令，再单击修改，如下图所示。 

 

如果不是首次登录，admin用户忘记密码，可以重置密码。选中列表里需要操作的设备，

单击重置密码，弹出重置密码的页面。 

单击导出，将导出的文件和设备的型号、IP地址发送给我们公司的技术支持。待我公司

验证后提供导入文件，客户导入后即可重置密码。 

 

  

导出文件至重置密码期间，请勿重启设备。若设备重启了，需重新导出文件发给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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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设备添加 

 在报警设备管理界面，单击添加，显示如下图所示： 

 

 输入设备别名、地址、端口号、用户名、密码等参数。 

 别名：用户自定义，便于对设备识别； 

 地址：设备 IP地址，不支持域名添加； 

 端口号：设备通信端口号，默认 8000； 

 用户名：远程登录设备的账户名称，默认 admin； 

 密码：远程登录设备账户对应的密码。 

 单击“添加”，即完成设备添加。 

  

 admin用户，密码连续输错 7次，用户会被锁定 30分钟。 

 需要即时解锁，见章节 3.2.11密码管理。 

3.1.4 设备修改 

 选中已经添加的设备。 

 单击修改，弹出设备登录参数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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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设备登录的相关信息。 

3.1.5 设备删除 

选中已经添加的设备，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已经添加的设备。 

 

  

对设备的删除操作，只是将客户端中设备的相关信息清空，并不影响设备本身的所有配

置。 

3.2 远程配置 

在报警设备管理页面，选中已经添加的设备，单击远程配置，进入远程配置界面。 

对级联设备远程配置时，首先进行级联配置，选择需要配置的设备地址，见 3.2.10章节。 



ATM机防护舱控制器  用户手册 
 

13 
 

3.2.1 基本信息查看 

在设备信息界面，可以对设备的基本参数进行查看，如下图所示： 

  

3.2.2 设备信息配置 

在常用界面，可以对 ATM机防护舱控制器的设备名称进行配置，如下图所示： 

 

3.2.3 设备校时 

 在时间页面上，设置 NTP功能。 

 启用 NTP，可通过 NTP服务器定期对设备进行校时，以保证设备系统时间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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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时时间间隔为 1~10080分钟。 

 若设备在公网，NTP服务器地址请填写提供校时功能的 NTP服务器地址，如服务器

地址 210.72.145.44，NTP端口号 123 (国家授时中心服务器 IP地址、端口号)。 

 若设备在专网中，可通过 NTP软件组建 NTP服务器进行校时。 

 单击校时按钮，可将设备的时间修改为当前电脑时间。 

3.2.4 系统维护 

 在系统维护页面上，可以进行远程重启设备、恢复默认参数、完全恢复默认参数、导入

导出配置文件、远程升级，如下图所示： 

 

 恢复默认参数：除了网络参数、用户参数外，其他参数恢复为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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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恢复默认参数：所有参数均恢复为出厂设置，恢复后设备需要重新激活。 

 系统升级后，重新启动系统。系统的配置信息不会丢失。 

3.2.5 RS485 配置 

在 RS485页面上，可以配置 RS485参数，如下图所示： 

 

 RS485：本设备支持 1个 RS485口。 

 槽位号：RS485接口的槽位号。 

 名称：RS485接口名称，用户自定义，便于用户识别。 

 设备类型：控制器 RS485口对应的设备类型，可选：LED、NONE。 

 协议类型：LED设备支持的协议不同，有 LX_LS_T、YB_BX_4K。 

 外接设备地址：协议地址，用于区分不同的设备。 

 码率：控制器 RS485口对应的波特率，范围 1200—115.2k。 

 数据位：控制器 RS485口对应的数据位，范围 7—8。 

 停止位：控制器 RS485口对应的停止位，范围 1—2。 

 校验类型：控制器 RS485口对应校验，可选：奇校验、偶校验、无校验。 

 流控类型：默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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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模式：RS485接口的工作模式为半双工。 

 工作模式：控制器 RS485口对应的工作模式，可选：控制台（参数控制）、透明通道。 

 

  

在控制台工作模式下，RS485 口可用于 LED 屏显控制，支持的协议及配置如下： 

 对接灵信 LS-T系列 LED屏控制器，支持协议《灵性 LED通讯协议 V5.0》，配置：设

备类型 LED,协议 LX_LS_T，波特率 576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无校验,工作模式控

制台。设备默认接入灵信 LS-T系列 LED屏控制器。 

 对接仰邦 BX-4K系列 LED屏控制器，支持协议《BX-5K 5MK字库控制器通讯协议 V2.6》，

配置：设备类型 LED,协议 YB_BX_4K，波特率 576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无校验,

工作模式控制台。 

3.2.6 日志查询 

 在远程配置页面上，单击日志进入日志页面，如下图所示： 

 

 设置查询条件。 

 查询模式：支持“按类型”、“按时间”、“按时间&类型”、“全部”四种模式； 

 主类型：按类型查询时，主类型可选择“报警”、“异常”、“操作”、“事件”、“全部”五种； 

 子类型：根据主类型的不同，子类型可以选择相应的类型； 

 开始时间：查询日志的起始时间，在“按时间”或“按时间&类型”模式下可设置； 

 结束时间：查询日志的结束时间，在“按时间”或“按时间&类型”模式下可设置。 

 设置完成后，单击搜索按钮，即可查看指定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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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用户管理 

在用户管理页面上，可以修改用户密码，绑定地址，如下图所示： 

 

  

ATM 防护舱控制器的用户只有一个，并且不可修改权限。 

点击编辑，弹出如下对话框，可以修改设备管理员密码、设置绑定管理 PC。绑定管理

PC可以使用 IP绑定和物理地址绑定两种方式。IP地址和物理地址默认全是 0，表示不

做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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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由 8-16位数字、小写字母、大写字母或特殊字符的两种及以上组合而成。 

 密码分为风险、低、高 3个等级。为保护您的个人隐私和企业数据，避免设备的网

络安全问题，建议您设置符合安全规范的高强度密码。 

3.2.8 语音控制 

在语音控制页面上，可以进行语音上传、下载、控制、对讲操作，如下图所示： 

 

语音上传与下载，支持 10条语音信息的存储。 

 语音编号：支持 10种提示器的选择：欢迎提示音、出门提示音、有客户在使用提示

音、暂停使用提示音、门未锁提示音、请拉门提示音、超时使用提示音、多人进入提

示音、人脸遮挡提示音、晕倒提示音。欢迎提示音最大 1M，其他提示音最大 0.5M。 

 播放语音：播放设置好的语音，用来试听。 

 清空语音：清空当前语音，重新设置。 

 语音对讲：选择语音通道后，设置对讲开启或关闭操作。 

 语音配置：勾选静音，点应用，控制器会进入静音模式，不再有语音输出；勾选语音

强切，点应用，控制器会进入语音快速切换模式，播放新语音不需等待上一条语音播

放完；勾选启用远程调音，可支持客户远程调节音量大小，然后点击应用即可。 



ATM机防护舱控制器  用户手册 
 

19 
 

  

同一条语音不能相互强切。 

3.2.9 安全配置 

在安全配置页面上，可对安全模式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3.2.10 级联配置 

ATM机防护舱控制器级联时，在级联配置页面选择远程配置对象。默认选择为主机（级

联地址 0），如需对从机进行配置，选择对应从机地址：从机 1～从机 15。 

从机地址对应拨码开关上设置的级联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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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产品安全 

如果用户因为密码输错被锁定 IP，可以在另一个 IP地址的 PC上登录设备，在密码管理

页面，双击锁定列表里的 IP，或者点击解锁全部，对锁定的 IP进行解锁。 

 

3.2.12 网络配置 

常用 

进入常用页面，配置网络参数。 

 

 网卡类型：10M/100M/1000M自适应； 

 Ipv4地址：设置设备的 IP地址，默认为：192.0.0.64； 

 掩码地址：IP地址子网掩码； 

 网关地址：IP网关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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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U(Byte)：最大传输单元； 

 设备端口号：设备端口号，默认 8000，有效范围 2000～65535。 

高级设置 

进入高级设置页面，配置报警中心地址信息。 

 

 报警管理主机地址：设置需要设备将报警信息自动发送到远程监听中心的地址； 

 报警管理主机端口号：监听中心数据通信端口号。 

CMS 

配置 Ehome网络，分为无线网络和有线网络。 

 

3.2.13 防区配置 

进入报警的防区页面，配置防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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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设置，进行防区参数设置，可设置防区名称、探测器类型、防区类型等，可关联

到触发器或警号。如果其他防区的设置一致，可点击复制到，把参数复制到其他防区。 

 探测器类型：包括紧急开关、门磁开关、烟感探测器、主动红外探测器、被动红外探

测器、玻璃破碎探测器、震动探测器、双鉴移动探测器、三技术探测器、湿度探测器、

温感探测器、可燃气体探测器、其他探测器。 

 防区类型：包括即时防区、24小时有声防区、延时防区。 

 选择延时防区时，延时范围为 1s-65535s。 

  

3.2.14 触发器配置 

进入报警的触发器页面，配置触发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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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设置，可设置触发器的名称和输出延时，输出延时范围为 0s-5999s。 

 

  

当接入带锁死功能的电锁时，触发器1用于控制锁死开关，输出延时表示锁死的时时间，

0 表示一直锁死，直到手动解锁。 

3.2.15 警号配置 

进入报警的警号页面，配置警号参数，设置启用或关闭，设置警号名称、警号输出延时。

警号延时范围为 1s-599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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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6 模拟量配置 

进入报警的模拟量页面，配置模拟量参数。本设备支持一路温度模拟量。勾选启用后，

开启模拟量通道。 

 

 名称：模拟量通道名称，用户自定义，便于识别。 

 量程下限：模拟量探测器所能探测的最小值。 

 量程上限：模拟量探测器所能探测的最大值。 

 灵敏度：灵敏度范围为 1.0%-100.0%。 

 报警限值：温度高于报警限值时，模拟量超限告警。模拟量启用情况下，当模拟量告

警时，与控制器人信号输入联动，有人时风扇开启，无人时风扇自动关闭；当模拟量

无告警时，风扇不跟随人信号动作。 

  

模拟量不启用时，风扇状态只跟随人信号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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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 防护舱配置 

进入报警的防护舱页面，配置防护舱参数。 

 

 工作模式：自动获取当前防护舱的工作模式。防护舱的工作模式通过拨码开关设置，

包括无人门常开，无人门常锁。 

 使用超时时间：超时时间的范围 5-30分钟 

 传感器灵敏度：灵敏度范围 0-100%。 

 幕帘传感器探测延时时间：延时时间范围 0-10秒。 

 人状态变化控制器响应时间：响应时间范围 0-300秒。 

 尾随检测灵敏度：灵敏度范围 0-100%。 

 多人进舱检测灵敏度：灵敏度范围 0-100%。 

 晕倒报警后外部可以开门。 

 使用超时外部按钮可以开门。 

3.2.18 时控输出配置 

进入报警的时控输出页面，可以配置时控输出规则参数，不同的时段可执行不同的触发

器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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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控制可选：触发器开、触发器关。触发器开，指触发器断开，为不输出状态；触

发器关，指触发器闭合，为输出状态。 

 一年有三个区段配置，即规则编号 1—3，可通过开始日期、结束日期设置各个规则生

效的区段。设置时，2月 29日不可设。 

 每种规则可将一天划分为三个时段，每个时段可配置不同的输出状态。 

 规则编号 1—3，各自启用后，对应的规则生效，时控触发器按时段输出控制信息。 

以下是时控输出的一个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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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9 门禁配置 

 

 进入报警的门禁页面，配置门禁参数。 

 启用本地开启：本地启用和启用必须同时有效时，门禁才有效。取消本地开启，可以

远程禁用舱体，本地进出门按钮无效。 

 名称：门禁名称，用户自定义，便于识别。 

 开启延迟时间延迟范围为 0-5999s。 

3.2.20 模拟量实时数据查看 

进入其他的实时数据页面，查看模拟量实时值。 

 

3.2.21 LED 参数配置 

进入其他的 LED页面，配置 LED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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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名称：用户自定义，便于识别。 

 LED颜色：单色、双色、256级灰度双基色、全彩色。 

 扫描模式：1/16、1/8、1/4、1/2、静态。 

 屏幕宽度：宽度有效范围为 16-2048。 

 屏幕高度：高度有效范围为 16-2048。 

 屏显内容：客户自定义。 

 字幕动作：静态、快速打出、向左移动、向右移动、向上移动、向下移动。 

 运动速度：1-24。 

 停留时间：停留时间范围为 0-255s。 

3.2.22 LED 操作 

进入其他的 LED操作页面，设置开关、亮度、校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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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 防区操作 

进入操作的防区页面，设置防区的布防、撤防、旁路和旁路恢复。 

 

3.2.24 触发器操作 

进入操作的触发器页面，可手动开启或关闭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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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入带锁死功能的电锁时，触发器 1 用于控制锁死开关，不建议客户直接在这里操作

触发器。  

3.2.25 警号操作 

进入操作的警号页面，可手动开启或关闭警号。开启警号前，必须在警号配置中，启用

警号。 

 

3.2.26 门禁操作 

进入操作的门禁页面，可手动开启门禁。开启门禁前，必须在门禁配置中，启用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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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锁操作：选择操作选项，点执行，可对安全锁进行远程的解锁、锁定等状态的设置；

点刷新，可以查看当前安全锁是处于锁死状态还是解锁状态。 

3.2.27 状态查询 

进入状态页面，可以查询防区、触发器、警号、防护舱的状态。 

防区状态查询，如下图所示： 

 

触发器状态查询，如下图所示： 

 

警号状态查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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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舱状态查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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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型号 DS-1H02-A DS-1H02-A/GW DS-1H02-A/GE 

3G 无 联通 3G 电信 3G 

报警输入 10路，开关量，常开/常闭通过拨码可配，包括 4路防区 

触发器输出 7路，包括电锁、门磁、时控、灯光和风扇 

模拟量输入 1路，4-20mA，准确度±2%fs 

音频输出 1路音频输出(8Ω，3W)，1个音量调节开关 

警号 DC12V/1A 

网口 1个 10/100M自适应 

RS-485 1个 RS-485接口 

RS-232 1个 RS-232接口 

电源输入 DC12V 

功耗 ≤12W 

工作温度 -20℃--＋55℃ 

工作湿度 10％--95％ 

尺寸 113mm（深）×224mm（宽）×40mm（高） 

重量 ≤0.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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