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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告

本手册包含与安全相关的重要信息; 开始安装所有部件之前，
请通读本手册中的所有内容。
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备将来使用。                             
考虑到 ROBUS系列产品在安装和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的意外，为最大程度确保安全，安装过程必须严格执行当前
相关法律、标准和规程。本章只给出了警告的大体介绍，如
果要了解警告的一些细节，请参见3.1节“预检查”和第五章
“测试和试运行”。 
 

根据欧洲最新的法律，自动门产品的生产必须符合指令
98/37/CE（机械指令）中的相关条款。
具体来说，就是要符合条款：EN 13241-1（协调标准），
EN 12445，EN 12453和 EN 12635，这些条款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确保产品的一致性。
.

欲了解更多产品信息、风险分析以及技术文档等相关信息，
请登录网站www.niceforyou.com.cn。
 
本手册专为具相应资质的安装人员编写，除附加的“用户使
用手册”适用于最终用户，其余内容都只针对安装人员。本
手册中述及的所有内容，均可认为与最终用户无关！
 
• 本手册不包括ROAD200的安装和使用信息。

不正确的使用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和设备损坏。
age and personal injury.

• 开始安装前必须进行风险分析, 要包括“机械指令”附录 I
中所有必需的安全因素并指明所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风险分析应是自动系统“技术文献”中的一部分。
Risk analysis is one of the documents included in the “Technical Doc-

• 针对特定的应用需求和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检查是否需要
安装其它附加装置。
必须必须考虑如下危险情况：冲击、挤压、剪切、拖曳以
及其它可能出现的情况。
dangers.

• 不能擅自对任何部件加以修改，除非手册中有所提及。否则，
此类操作可能导致设备故障。由于修改产品所导致的损坏，
NICE 不承担任何责任。 
disclaims any liability for damage resulting from modified products.

• 安装和使用中, 应避免固体和液体渗入控制器和其它装置里。
必要时，可以联系 NICE 客户服务部门；ROBUS在以上条
件下运行，可能会发生危险。
ROBUS in these conditions can be dangerous.

• 自动门系统使用前，必须如第五章“测试和试运行”中所述
进行测试。

 
• ROBUS的包装材料必须按照当地的法律法规加以处理。

with local regulations.
• 如果本手册中所提供的信息不足以解决所发生的故障， 请联

系 NICE 客户服务部门。
 
• 如果开关跳闸或者保险丝熔断，请在重合开关或更换保险丝

之前，确认并消除故障。
 

• 若要打开ROBUS外罩，并接触接线端子，请提前切断电源。 
如果不能识别切断电源的开关，请在上面张贴：“注意: 设备
维护中”的标识。

在98/37CE“机械指令”（不包括89/392/EEC）中提及
的适用于产品的相关特殊警告： 
• 产品作为“机械部件”进入市场，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机械

或者组装成机器，需要遵守指令98/37/EC，只需要用其它
部件组合并且按照说明书提及的方式。指令98/37CE中列
出的条款只有制造商识别并确认后才可以被确定。
ner described in the present instructions manual. As specified in the
directive 98/37CE the use of this product is not admitted until the man-
ufacturer of the machine on which this product is mounted has identi-
fied and declared it as conforming to the directive 98/37/CE.

在73/23/EEC“低电压”指令和修改指令93/68/EEC中
提及的适用于产品的相关特殊警告：ation

• “低电压”指令中相关设备的产品用于本手册提及的配置
和Nice S.p.a产品目录中出现的组合。如果产品不用于该
配置或者用于其它产品，可能不能保证达到要求。产品严
禁用于这些状况下，除非指令中提及的要求由安装人员确
认。foreseen, the requirements

may not be guaranteed; the use of the product is prohibited in these
situation until the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eseen by
the directive have been verified by installers.   

在89/336/EEC“电磁兼容性”指令和修改后的指令
92/31/EEC和93/68/EEC指令提及的适用于产品的相关
的特殊警告：quent modifications 92/31/EEC and 93/68/EEC: 

• 该产品已经在恶劣条件下经过电磁兼容性验证，可以用于
本手册配置的和Nice S.p.a产品目录中的组合。电磁兼容
性指令可能不能得到保证，如果产品不用于该配置或者用
于其它产品。产品严禁用于这些状况下，除非指令中提及
的要求由安装人员确认。used in configurations or

with other products that have not been foreseen the use of the prod-
uct is prohibited in these situations until the correspondence to the
requirements foreseen by the directive have been verified by those per-
forming the instal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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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概述和应用 

ROBUS是一款滑动门开门电机，用于实现自动滑门。该
电机内置控制器和接收器插槽，可选配SMXI或SMXIS
接收器。通过使用“BlueBUS”技术，大大简化了与外
部设备之间的电气接线，连接多个设备时，只要使用2根
电线。 
ROBUS 系列电机包括多个型号，各型号区别请见表 1。 

 
ROBUS运行时需要使用电源。在电源发生故障的情况下，
可以用特制钥匙释放电机，切换到手动运行状态。还可
以选配蓄电池PS124，这样即使电源故障，也可以使用
自动门。 
 

注意：1Kg = 9,81N 比如 600N = 61Kg 

 

表 1：ROBUS 系列电机参数对比 

电机型号  RB400 RB600 RB600P RB1000 RB1000P RUN1500 

限位类型  机电 机电 电磁感应 机电 电磁感应 机电 

最大门长  7m 8m 12m 16m 

最大门重  400Kg 600Kg 1000Kg 1500Kg 

最大扭矩  12Nm 18Nm 27Nm 32Nm 

最大推力 (400N) (600N) (900N) (1200N) 

电机和变压器 24Vdc 电机 Ø 77m 24Vdc 电机 Ø 77 m 24Vdc 电机 Ø 115mm  

 EI 型变压器 EI 型变压器 环形变压器  

     

 

 

 

 

 

 

 

RUN1500

 

2.1) 应用范围 

第八章“技术特性”中所提供的参数，可以用来确定
ROBUS系列产品是否适合预期的应用。 
ROBUS的结构特点保证其适用于符合表2、表3和表4限
制的滑动门。 
ROBUS电机是否适用特定的滑动门，不仅取决于摩擦力，
还包括其它相关因素，如冰冻，这都影响到门体的运行。

 
为了有效的控制运行，测量在整个行程中移动门体所需
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确保该力量小于第八章“技术参
数”中“额定扭矩”的一半（建议保留50%的力量作为
裕量，恶劣的天气条件会增大系统的摩擦力）；同时，
必须考虑表2和表3中的参数，如每小时最大运行周期数、
连续运行周期数和允许的最大速度。

 

表 2：门长的限制 

  RB400 RB600, RB600P RB1000, RB1000P 

门长(mm)  最大周期数/小时 最大连续运行周期数 最大周期数/小时 最大连续运行周期数 最大周期数/小时 最大连续运行周期数

≦ 4  35 14 40 20 55 25 

4 ÷ 6 23 11 25 13 33 16 

6 ÷ 8 20 10 20 10 25 12 

8 ÷ 10 --- --- --- --- 20 10 

10 ÷ 12 --- --- --- --- 16 8 

 

                  

24Vdc 电机

环形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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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长确定了电机每小时的最大运行次数和连续运行次数，同时门重决定了周期的减小百分比和最大允许速度。比如，
对于ROBUS 1000，如果门长为5米则每小时最多运行33次，并且连续运行16次。如果门重为700Kg，则这两个参
数减小到50%，每小时最多运行16次，连续运行8次，最大允许速度是V4：快速。控制器具有一个限制设备，它可以
阻止过载和超长时间运行的危险。当超过最大限制制条件时，限设备被触发。当温度过高时运行限制设备也可以用于
l测量温度并减少运行。 imiting device which prevents the risk of overheating based on the load of the motor and duration of the cycles
the maximum limit is exceeded. The manoeuvre limiting device also measures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reducing the manoeuvre further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particularly high.

耐力周期在第8章“技术参数”中显示，它是产品的平均有效周期。该周期受到运行指标的极大影响，它是所有导致
磨损的因素的总和。为了计算出周期，表4中的所有指标都要考虑，随后必须用所有的数据检查耐力周期。 To perfor
ity indexes in table 4 must be totalled, then the estimated durability in the graph must be checked with the total result.     

比如，当ROBUS 1000安装到重650Kg、长5m的门上时，装备了红外并且没有其它应力，它的运行指标为50%
（30＋10＋10）。从表中查出相应的耐力周期大约为8000圈。% (30+10+10). From the graph the estimated durability

RB600, RB600P

门重(kg）af wei 
                                 % 周期                      axim允许的                             % 周期                       

 axi um speed
最大速度 llowed

≦ 20 100%                              V6 = 极快Extre                       100%           V6 = 极快
200 ÷ 400 80    V5 = 很快Ver 90 V5 = 很快
400 ÷ 500 60 V4 = 快速                            75 V4 = 快速
500 ÷ 600 50    V3 = 中速M I 60 V4 = 快速
600 ÷ 800 --- --- 50    V3 = 中速Medium
800 ÷ 900 --- --- 45    V3 = 中速
900 ÷ 1000 --- --- 40    V3 = 中速

表3：门重的限制Table 3: limits in relation to the weight of the leaf

表 4: 跟运行指标相关的耐力周期 

运行指标 %                           R OBUS                                                         耐力周期  
600 1000

门重 Kg
Up to 200 10 5
200 ÷ 400 30 10
400 ÷ 600 50 20
600 ÷ 700 --- 30
700 ÷ 800 --- 40
800 ÷ 900 --- 50
900 ÷ 1000 --- 60
门长 m 
Up to 4 10 5
4 ÷ 6 20 10
6 ÷ 8 35 20
8 ÷ 10 --- 35
10 ÷ 12 --- 50
其它应力Other stress related elements 
（当出现应力的几率超过10%时需要考虑它们的影响） 
they occur is greater than 10% ) 
环境温度超过40°C 或者低于10°C

或者湿度超过 80%
10 10

存在灰尘和沙子                                                15       15
存在盐度                                                     20       20
红外触发中断运行                                             15       10 
紧停输入触发中断运行                                       25       20
速度超过“L4 快速”                                        20       15

全部运行指标%:

注意：如果运行指标超过100%，意味着环境条件超过了限定，需要选择更大的型号。rger model is therefore advised. 

       运行指标  %

 
 
 
 

耐
力

周
期

 

RB1000, RB1000P

允许的最大速度                            % 周期                       允许的最大速度

RB400

100%
50

V6 = 极快
V5 = 很快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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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典型系统Typical system
图2所示为使用ROBUS的典型自动滑动门系统。ing gate using ROBUS

2

1 钥匙开关(选配）Key-operated selector switch
2 支架上的红外对射
3 红外对射（选配） 
4 主固定保护边（选配）
5 主移动保护边（选配） 
6 开启限位支架
7 齿条

8 副固定保护边（选配）
9 闪灯（选配）
10 ROBUS
11 关闭限位支架
12 副移动保护边（选配）
13 遥控器

2.3) 布线表 
图2表示出典型系统中各设备的接线，表5所示为电线的特性。e 5 shows the cable characteristics.

必须使用正确的电线类型；例如，室内应用时，建议使用H03VV-F型电缆；而H07RN-F型电缆适合用于户外。!

注释1：假如有更大规格的电缆（如3x2.5mm2）和一个靠近自动设备的安全接地系统，可以使用比30米更长的电源
线。tem is provided near the automation unit.

注释2：如果“BLUEBUS”电缆超过30米，使用一根2x1mm2的电缆，最远可达50米。
注释3：单根 4x0.5mm2 可以用以替代两根 2x0.5mm2 电缆。
注释4：对于有多个保护边的情况，请参考“7.3.2 停止命令输入”。连接类型请咨询相关设备制造商。
注释5：必须使用特殊的装置来连接滑动门和移动保护边，使门在移动时，线路不受影响。.

接线onnec 电缆类型                                        允许的最大长度 Maximum length allowed
A: 电源线（220V接入）PoI 1pc  3x1,5mm2 c电缆                          30m（注释 1）
B: 闪灯，内置天线Flas 1pc  2x0,5mm2 c电缆mmmmmmmmmll20m

1pc  RG58 屏蔽线type seL 20m（建议小于5m） (recommended less than 5 m)
C: 红外对射li 1pc  2x0,5mm2 c电缆                        030m（注释 2）
D: 钥匙开关Key-operated select 2pc  2x0,5mm2 c电缆（注释 3）          050m
E: 固定保护边II 1pc  2x0,5mm2 

 c电缆（注释 4）           30m
F: 移动保护边Miiioi 1pc  2x0,5mm2 c电缆（注释 4）          030m （注释 5）

表5：电缆列表Table 5: List of cables

2

4 3 3 8

10

2
6

117

9

13

1251

E C FD C

F AB

平移门电机（内置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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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装电机

开门电机必须用合适的方法直接固定在现存的安装表面上，
比如膨胀螺丝。或者，按以下方法紧固电机。安装人员必
须：
installer must:

1. 挖出一个合适尺寸（参考图3）的基孔。igure 3.

2. 准备一个或数个用于电气连接的导管，如图4所示。 
3. 在底板上装两个地锚，并在上和下各装一个螺母。底板

下面的螺母必须拧至螺纹底部，使螺纹部分穿高出底板
大约25到35毫米。如图5所示。

ed part protrudes above the plate by approximately 25÷35 mm.
4. 浇水泥, 并在水泥凝固之前固定底板，位置如图3所示。

保证底板与门页平行且完全水平（如图6）。等待水泥
完全凝固。

5. 拿掉底板上的两个螺母，然后把电机放在上面。确保
电机与门页完全平行。拧上螺母和垫片，如图7所示。
then screw the two nuts and washers supplied, as shown in Fig-
ure 7.

ROBUS的安装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安装人员进行。同时，必须符合当前的法律、标准和规程，以及本手册中所
提供的说明和指导。
!

3) 安装Installation

3.1) 预检查Preliminary checks
进行 ROBUS 的安装之前，必须：

• 根据现行的标准，检查并确认所有的材料状况良好， 

并适合安装。tly in force.

• 确认门体结构适合自动门的安装。
• 确认门页的重量和尺寸，符合章节“2.1 应用范围”中

的明确规定。
• 检查静摩擦力（使门页启动运行的力量）小于“最大

转矩”的一半，并且动摩擦力（使门页保持运行的力）
要小于“额定转矩”的一半。
把上述结果与章节8 “技术参数”中的数值相比较。
制造商建议受力应留有50％的裕量，以防止不利气候
条件下，摩擦力增加的实际情况。y

• 确认门页在打开和关闭的行程中，不会有摩擦力突然增 
大的点。ing or closing travel of the gate leaves.

• 确保不会有门体出轨的危险。he gate derailing.

• 确认机械限位牢固可靠，并且即使在门页强力撞击机械
限位时也不会有变形危险。even when the leaf hits  the

• 确认门是完全平衡的，当被放置在任意位置都不能自行
移动。when it is placed in any position.

• 确认电机安装固定位置没有被水淹的危险。必要时电机
安装位置离开地面。

• 确保安装区域能够安全、方便地释放电机。
• 确认各个装置的安装位置都能保护器件免受碰撞，并且 

所在的安装面要牢固可靠。
• 不要把任何部件置于水或其它液体中。
• 确保 ROBUS远离热源、明火、酸性、碱性或爆燃性环 

境中。这些情况会造成ROBUS设备故障或损坏
• 若自动门上还有小门，须确保它不会阻碍自动门的正常

运行。必要时，还可以安装配套的互锁系统。
• 仅将控制装置与配备有安全接地系统的电源线相连。

a safety grounding system.
• 为保护电源线，必须采用合适的热磁差动开关。

thermal and differential switches.
• 电源线与电气干线之间必须装有断路装置（触点间距至

少3.5mm) 或能起相同作用的系统，比如插座和相应的
插头。如果断路装置的安装位置远离自动系统，则必须 
有闭锁装置来防止无意的或未经许可的连接。
nection device for the power supply is not mounted near the
automation, it must have a locking system to prevent unintention-
al, unauthorised connection.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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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电磁感应式电机 安装限位托 架Fixing of the limit switch bracket on versions with inductive limit switch

8

为防止门重影响电机，在齿条和齿轮之间保留1～2mm
的间隙是非常重要的，如图10所示。
the rack and the pinion as shown in Figure 10.

8.  滑动门页, 以齿轮作为紧固齿条其它部件的基准点。
the other elements of the rack. 

9. 切掉多余的齿条。
10. 开关门几次确保齿条和齿轮已经对准，偏差在5mm以

下。此外，检查沿整个长度方向齿轮和齿条之间有1 

到2毫米的间隙。cted along the

11. 拧紧电机的固定螺母，确保电机紧固在地面上。如图
11所示盖上保护盖。ixing nuts with the rela-

12. 按照下面描述的方法安装限位托架（对于RB600P和
RB1000P型号电机，请参考“3.3 电磁感应式电机
安装限位托架”一节）th inductive lim-

• 手动移动门页到开启位置，并且跟机械限位保持最少 

2-3cm的距离。
• 沿着齿条朝开启方向滑动托架，直到碰到限位。随后

把托架往前移至少2cm并且用合适的销钉把它固定到 

齿条上，如图12所示。wels, as in fig.

• 对关闭限位执行同样的步骤。
13. 如“ROBUS电机用户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中“释放

和手动移动”所示锁住电机。

!

8 9 10

11 12

如果齿条已经装好，固定电机时使用可调的定位销，如
图8所示。这样可以将ROBUS的齿轮调至合适的高度，
与齿条间保留1～2毫米的间隙。如果齿条还没有装，安
装人员就必须按以下方法固定齿条：
6. 如“ROBUS电机用户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中“释放

和手动移动”所示释放电机。

7. 将门完全打开，然后把第一段齿条放在齿轮上。检查齿
条的前端是否与门页前端对齐，如图9所示。在齿条和
齿轮之间保留1～2毫米的间隙，然后用合适的方法将
齿条固定在门页上。 the rack to

the leaf using suitable means. 

1÷2 

对于电磁感应限位的RB600P和RB1000P型号电机，安装
限位托架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

1. 手动移动门页到开启位置，并且跟机械限位保持最少 
2-3cm的距离。2-3 cm from the mechanical stop.

2. 沿着齿条朝开启方向滑动托架直到对应的LED熄灭，如
图13所示。随后把托架往前移至少2cm并且用合适的销
钉把它固定到齿条上。

3. 手动移动门页到开启位置，并且跟机械限位保持最少 
2-3cm的距离。cm from the mechanical stop

4. 沿着齿条朝开启方向滑动托架直到对应的LED熄灭。随后
把托架往前移至少2cm并且用销钉固定到齿条上。d

理想的托架和电磁感应限位之间的距离为3到8mm，如图14。
es is between 3 and 8 mm as indicated in fig. 14.

!

13

1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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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电气接线Electrical connections
只有断开系统电源以后才能进行电气接线，并且还要断

开蓄电池。

1. 拿掉保护盖就可以看到ROBUS的电气控制部分。先拧掉侧面
的螺丝，然后向上提起保护盖。

2. 拿掉橡胶膜，然后将所有的接线穿过穿线孔，除了必需
的长度，再多留20～30cm。参考图2和表5，可以查出
所接设备和使用电线的种类。

3. 用扎带把电机里的电线都捆在一起。把扎带放在穿线孔
下面。在橡胶膜上剪一个孔，孔径稍小于扎在一起的电
线直径。然后将电线从橡胶膜上的孔里穿出来，一到扎

带的位置。再把橡胶膜放回穿线孔中。在橡胶膜上面紧
挨着橡胶膜的位置，再打一个扎带。 

4. 将电源线接在相应的端子上，如图15所示。用第一个扎
带和其它的电线捆在一起。

5. 根据图17连接其他电线。接线端子可以拔出，使接线更轻
松。

6. 接线完成后，用第二个扎带将所有的电线捆在一起。天
 b线的接线也必须和其它的电线捆在一起，如图16所示。

!

3.4) 安装各种设备Installation of the various devices
如果需要安装其他设备,请按照相应说明书中所提供的方法安装。相关部分请查看章节“3.5 电气连接说明”。
图2表示能够连接到ROBUS上的设备。

15

17

16

两台电机作对开滑动门时，接线请参考“7.3.5 ROBUS的同步模式”。 

LUCYB S.C.A. MOFB MOSEOPEN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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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电气接线说明

以下对电气接线的简要介绍。详细信息请参照“7.3 添加
和移除设备”。
paragraph. 
FLASH:“闪灯”输出，可接一个或两个"LUCYB"型设备或
类似设备，使用一个12V最大21W的灯泡。
S.C.A.: “开门指示灯”输出，可接一个指示灯（24V最大
功率4W）。该输出还可设置其它功能，请参考“7.2.3 二
级编程功能”。
BLUEBUS: 兼容设备可以连接到这个接线端。连接时只需
两根电线导线并联，通过这两根导线提供电源和通讯信号。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7.3.1 BLUEBUS”。
STOP: 停止命令输入端，中断或最终停止运行。“常闭”、
“常开”或恒定电阻连接的设备都可以通过特定的步骤
连接到这个输入端上。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7.3.2 停止
输入”。 

.
STEP-BY-STEP: 逐步命令输入，接“常开”连接的设备。
OPEN: 开启命令输入，接“常开”连接的设备。
CLOSE: 关闭命令输入，接“常开”连接的设备。
AERIAL: 天线，接收器天线的信号输入端（天线内置在闪
灯LUCY B里）。

incorporated in LUCY B).

制造商建议，在开始检查之前，将门页放置到大约一半行程的地方，然后启动自动化状态。这么做会确保门在开启和
关闭方向上都能够自由运行。

4) 最后检查和启动  

4.1) 选择方向Choosing the direction
开门运行方向的选择取决于电机相对于门页的位置。如
果门页左移为开门，如图18，选择开关必须拨到左边；
相反，如果门页右移为开门，如图19，选择开关必须拨
到右边。as sr-
ing own
in Figure 19

18

19

4.2) 电源接线  
ROBUS的电源接线必须由具有必要资质和经验的人员。

完成，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规定和标准。
the necessary requisites and in full respect of the laws,
provisions and standards currently in force. 

ROBUS通电后，请马上检查下列几项：
1. “BLUEBUS”LED应该有规律的闪烁，大概一秒一

次。one flash per second.

2. 确保红外对射（如果有）上的LED闪烁（TX和RX上
都有）；如何闪烁并不重要，它取决于其它因素。
factors.

3. 确保连接到“FLASH”输出的闪灯和“开门指示灯”
输出的方便灯灭。
put are off.

如果不符合上述状况，请立即断电，并再次仔细检查电气
接线。
cal connections more carefully.

有关查找和分析故障的详细内容请参考“7.6 故障指南”
一节。about finding and analysing failures.

!

4.3) 识别设备  
在通电之后，控制器必须先识别出连接到“BLUEBUS”和“STOP”输入端的设备。
在这之前，L1和L2指示灯会闪烁，提示必须识别所接的设备。.

连接设备的识别过程可以在任何时候重复进行，比如在安装之后也可进行。
如果要添加其它设备，请参考章节“7.3.6 识别其它设备”，获取相关信息。

1. 按住 [▲] 和 [Set] 两个键不放；
2. 大约3秒钟，L1和L2灯开始快速闪烁，松开按键。
3. 等待几秒钟，让控制器完成设备识别过程。
4. 当识别过程结束后,“停止”指示灯必须保持亮的状态，这时L1和L2指示灯将熄灭。 

（L3和L4灯开始闪烁）.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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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B
4.4) 识别门长Recognizing the length of the leaf
识别设备完成后, L3和L4灯开始闪烁；接下来，控制器必须要识别门长。
识别过程中，系统会测量从关门限位开关到开启限位开关间的距离，从而得到门长。
测量过程中，电机会自动计算减速点和部分开门位置。

如果不符合上述情况，应当立即断开控制器电源，然后仔细检查电气接线。详细信息请参考“7.6 故障指南”。

1. 按住 [▼] 和 [Set] 键不放。
2. 大约3秒钟，运行启动，松开按钮。
3. 检查运行是否是开门方向。如果不是，按 [Stop] 键，并参考“4.1 选择方向”，然后从第一步开始重

新执行。
4. 控制器开门直到开门限位开关；

关门运行将随后立即启动。
5. 等待控制器完成关门运行。

4.5) 检查门的运行Checking gate movements  
在门长识别完成后，建议进行多次运行，检查门是否能正
常运行。
travels properly.
1. 按 [Open] 键开门。检测门是否均匀开启，运行速度应该

没有波动；在距离开启机械限位50到70厘米时，门开始
减速直至停住。距离开启机械限位还有2～3厘米时，开
启限位开关触发。
ical opening stop the limit switch will trigger.

2. 按 [Close] 键关门。检测门是否均匀开启，运行速度应
该没有波动；在距离关闭机械限位50到70厘米时，门
开始减速直至停住。距离关闭机械限位还有2～3厘米
时，关闭限位开关触发。

3. 运行过程中，检查闪灯是否以0.5秒亮0.5秒灭的速度闪烁。 
如果在S.C.A.端子上接了开门指示灯，检查闪烁情况：
开启时慢闪，关闭时快闪。
slow flashes during opening, quick flashes during closing.

4.把门开关几次，确保没有什么位置摩擦力过大，也没有
安装或调试中的错误。
assembly or adjustments.

5. 检查ROBUS电机、齿条和限位开关托架是否固定牢固，
即使在门突然加速或减速时也能保持稳定。

even if the gate accelerates or decelerates sharply.

4.6) 预设功能Preset functions
ROBUS控制器有许多可编程功能。这些功能的初始设置
能满足大多数自动化应用的需要。同时，可以通过特定的
编程方法随时改变这些功能的设置。

 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考“7.2 编程”。

21

4.7) 无线接收器 
ROBUS自带“SM”系列接收器插槽，可以选配SMXI和SMXIS接收器，使用户在一定距离外遥控电机。更多信息请
查阅接收器说明书。接收器输出和ROBUS指令的对应关系请见表6：

22

输出 1utip 逐步命令STEP-BY-STEP command   
输出 2OutpI 半开命令B“Partial opening” command
输出 3Outp 开启命令
输出 4Outp 关闭命令“Close” command

表6：遥控器命令Table 6: commands with transmitter

测试是在自动系统安装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以确保系统
最高的安全等级。定期检查时也要进行测试，以检查自动
系统中的各种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various devices in the system are functioning correctly.

系统测试必须由具有相关资质并且富有经验的人员进行。
测试应根据可能存在的危险进行，并检查系统是否符合现行的
规章、法律和标准。特别是要符合标准EN12445中的所有规
定，它是自动门系统测试方法的标准。le
regulations, legislation and standards, in particular with
all the provisions of EN standard 12445 which establishes
the test methods for automation systems for gates.

!

5) 测试和试运行Testing and commiss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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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测试Testing
系统中的每一个部件，例如：安全边，红外光感器，紧急停止
装置等都要求特定的测试步骤。因此我们建议您根据相关产品
说明书进行测试。
测试ROBUS 的步骤如下：
1. 确保已完全遵守本手册和第一章“注意事项”中列出的全部条

款。ular in chapter 1 "WARNINGS" have been observed in full; 
2. 参考“用户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中的“释放和手动运行”一

节，释放减速电机。gs for users
of the ROBUS gearmotor”

3. 确保可以手动推动门的开启和关闭，最大推力390N（大约40
公斤）。and closing with a force of max. 390N (40 kg approx.).

4. 锁住减速电机。Lock the gearmotor.
5. 使用控制或停止装置(数码键盘、钥匙开关或遥控器）测试门的

开启、关闭和停止是否正常，并确保门可以向预期的方向运
行。
intended direction.

6. 逐个检查所有安全装置(红外光感器，安全感应边，紧急停止
等）是否正常工作。特别要注意的是，每当一个设备激活后，
控制器上的“BLUEBUS”灯将快2次，表示控制器已经识别
该事件。
2 times quickly, confirming that the control unit recognizes the
event. 

7. 如果要通过限制冲击力力大小来防止门运行而产生的危险，用
户必须根据标准EN 12445测量冲击力。如果通过调节“速度”
和控制“电机力量”来减小冲击力，请调节出最优效果。
If the adjustment of the “speed” and control of the “motor force”
are used to assist the system for the reduction of the impact
force, try to find the adjustment that gives the best results.

5.2) 试运行Commissioning
只有在ROBUS和其他设备的所有的测试步骤都正确完成后才可
以进行试运行。不允许进行部分试运行或者在不具备运行条件下
启动系统。 enable use
of the system in makeshift conditions.
1. 为自动系统准备并储存至少10年的技术文档，该文档必须至少包

括：系统装配图、电气接线图、危险性分析和解决方案，所有
安装设备的制造商合格声明（对于ROBUS电机需要附CE认
证），系统使用说明书和维护计划表的备份。s
installed (for ROBUS use the annexed CE declaration of conformi-
ty); copy of the instruction manual and maintenance schedule of the
automation.  

2. 在门上张贴一个标签，上面至少提供以下信息：自动系统的型号、
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负责“试运行”的人)，序列号、生产时
间和“CE”标志。
ufacture and “CE” marking.

3. 在门附近张贴一个永久性标签或标牌，上面列出释放和手动运行
的详细操作步骤。tions for the release and manual manoeuvre.

4. 准备一份自动系统的合格声明并交给用户。
and deliver it to the owner.

5. 准备一份自动系统的“安装说明和注意事项”并交给用户。
tion system” and deliver it to the owner.

6. 准备一份自动系统的维护计划表并交给用户；表中要提供自动设
备维护的相关说明。rding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ingle automation devices.

7. 在自动系统试运行前书面通知用户可能仍然存在的危险(例如“安
装说明和注意事项”中给出的）。are still existing (e.g.
in the “Instructions and warnings for the use of the automation
system”).

这一章介绍如何草拟维护计划表和ROBUS的处理。US

6) 维护和处理Maintenance and Disposal

6.1) 维护Maintenance
对自动系统必须进行定期的维护，以保证它的使用寿命。ROBUS
具有一个运行计数器和维护警告系统，请参考“7.4.3 维护警告”
一节。ra-
graph “7.4.3 Maintenance warning”  

维护操作必须严格遵守本手册中的安全说明，并根据现行的法

律和标准执行。

this manual and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le legislation
and standards.

如果系统中有其它设备，请遵照其相应的维护计划表中提供的说明
进行维护。responding maintenance schedule.

1. ROBUS初次维护后，每6个月或者最多10,000次运行需要对
ROBUS维护一次。 

2. 断开电源电压和蓄电池(如果有的话)。er batteries, if featured)
3. 检查自动系统的部件是否老化，并要特别注意主体结构部件是否

腐蚀或者氧化。更换所有达不到标准的配件。 of
the structural parts. Replace any parts which are below the
required standard.

4. 检查可移动部件是否有磨损和裂纹：齿轮、齿条和门上的零部件；
如果必要请进行更换。

5. 再接上电源电压，然后按“5.1测试”一节提供的步骤进行测试。
testing and checks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5.1 Testing”. 

!

6.2) 处理Disposal
ROBUS由许多不同类型的材料构成，其中某些是可以回收的：
钢、铝、塑料、电线；而其它的则必须要进行处理（电池和电
路板）。

某些电子部件和电池可能含有污染性物质；不能 污染环境。

请根据当地现行的规章制度对系统进行回收或处理。n-
ment. Enquire about the recycling or disposal systems
available in compliance regulations locally in force.

1. 断开自动系统的电源电压和蓄电池(如果有的话)。fer
battery, if featured).

2. 按照第3章"安装"中所给相反的步骤拆卸所有的设备和附件。er
the procedures described in chapter 3 “Installation”.

3. 无论何时何地，请将可以回收和必须处理的部件分开，例如金属部件
必须和塑料部件分开处理，而电路板和电池也需要同样处理。
separately from plastic ones, as must the electronic cards, batteries etc.

4. 对不同材料进行分类并委托当地许可的公司进行回收和处理。 for
recovery and dispos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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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本章将介绍个性化编程以及如何查找并处理ROBUS电机的故障。

7) 附加信息

Open “开启”按钮可以控制门的开启运行； 
▲ 或编程时向上移动编程选项。  

Stop “停止”按钮可以停止运行；  
Set 如果按下本按钮超过5秒钟，就进入编程状态。  

Close “关闭”按钮可以控制门的关闭运行； 
▼ 或编程时向下移动编程选项。

7.1) 编程按钮

ROBUS控制器上有三个按钮，可以在测试和编程期间用于给出控制命令。 
mand the control unit both during tests and programming.

23

7.2) 编程Programming
ROBUS控制器具有很多可编程功能。可以使用控制器上
的3个按钮：[▲] [Set] [▼] 设置这些功能，并由8个指示灯
显示：L1….L8。
 
ROBUS的可编程功能分成2级：
levels:

一级：这个功能在开-关模式下进行调试(激活或不激活)。
此时，L1….L8每个指示灯代表一个功能。如果某个灯亮，
则表示该功能被激活，反之则不激活。见表7。
二级：参数可以在一定数值范围(从1到8)内进行调整。此
时，L1…L8 每个指示灯代表一个参数数值（有8种可能的
设置值）。请参考表9。

 

Led 功能unc 描述

L1 自动关闭Automa 本功能使门在设定的暂停时间过后自动关闭。出厂设置的暂停时间是30s，可以设置为5s、15s、30s、
45s、60s、80s、120s或180s。如果本功能未激活，则处于“半自动”状态。If the 
function is inactive, functioning will be “semi-automatic”.

L2 红外复位后关闭ii 此功能可以使门根据通行所需的时间保持开启。实际上，红外光感器复位后，经过5秒钟系统自动关闭，
与设定的暂停时间的无关。
同时根据“自动关闭”功能是否激活，该功能的效果也不相同。
“自动关闭”未激活：门将完全开启，即使在开启运行中，红外触发，运行也不会不中断。红外对射
复位5s后，系统自动关闭。
“自动关闭”激活：红外对射触发后，开启运行立即停止。5s后，门开始关闭。 
photocells have disengaged. After 5 seconds, the gate will begin to close automatically.
如果运行被停止命令中断，“红外复位后关闭”功能将不起作用。 
如果“红外复位后关闭”功能未激活，暂停时间为已设定的数值；如果自动关闭功能未激活，门将不会自 
动关闭。 

L3 常关Alwayisii   如果“常关”功能激活，恢复供电时，如果检测到门是开着的，则常关功能触发，门将会自动关闭。 
如果“常关”功能未激活，恢复供电时，门将保持不动。

L4 待机Stan 本功能将使耗电量降至最低，特别在使用蓄电池供电时非常有用。 
如果本功能激活，运行结束一分钟后，控制器将关闭BLUEBUS输出(即关闭相应设备)和所有指示灯。 
只有BLUEBUS指示灯还在工作，将会保持缓慢闪烁。当命令到达时，控制器将重启，完成运行。 
如果本功能未激活，耗电量将不会减小。If this function is inactive, 

there will be no reduction in the consumption.
L5 最大推力f this function s a如果此功能激活，则每次运行启动时将不会逐渐加速。此功能启动最大推力，在要求大静摩擦力时

非常有效。比如，雪或冰挡住门页。 e.g. if snow or ice are blocking the 
如果最大推力功能未激活，运行启动时将逐渐加速。

L6 预闪Pre-flai 预闪功能有助于警示用户潜在的危险状况。预闪功能激活后，闪灯先闪烁3秒，然后再启动运行。 
如果预闪功能未激活，闪灯不会提前闪烁，只在运行时闪烁。 
situation. If pre-flashing is inactive, the flashing light will switch on when the manoeuvre starts. 

L7 “关闭”变成“半开”   i激活此功能，所有的“关闭”命令（“关闭”命令端或遥控“关闭”命令），都会变为“半开”命令。
“Open partially” （请参见表9 LED L6）activate a partial opening manoeuvre (see LED L6 on table 9).

L8 同步模式“Slave” y activat激活此功能，ROBUS将在同步模式下工作：适用于对开滑动门，两台电机同步运行，一台主机，一台 
副机；更多信息请参见“7.3.5 ROBUS同步模式”。 
Slav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see paragraph “7.3.5 ROBUS in “Slave” mode”.

ROBUS正常运行时，LEDs L1….L8 是亮还是灭，取决于它们对应功能的状态。
例如，如果L1亮，就说明“自动关闭”功能激活。

表7：可编程功能列表 第一级Table 7: programmable function list: level one

7.2.1) 一级编程功能（开-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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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时间e 
Time

逐步命令 

电机速度 
speed

开启指示灯
输出utput

电机力量
force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5 s
15 s
30 s
45 s
60 s
80 s
120 s
180 s
开 - 停 - 关 - 停 Open – stop – close - stop
开 - 停 - 关 - 开  
开 - 关 - 开 - 关
共管模式Condominium operation
共管模式2（大于 2” 停止）
逐步2（小于 2” 部分开启）
手动模式
开启运行为“半自动”模式 
关闭运行为“手动”模式
很慢 
慢速
中速Medium
快速
很快
极快
开启快速，关闭慢速
开启极快，关闭快速
开启指示灯
仅在门关闭时
仅在门开启时
激活遥控第二通道输出 
激活遥控第三通道输出
激活遥控第四通道输出
维护指示灯
电锁
超轻型
极轻型
轻型门
平均型
略重型
重型门
极重型
超重型

7.2.2) 一级编程（开-关功能）

所有一级功能的出厂设置均为“关闭”。可以随时进行修改，如表8所示。请严格遵照下述步骤，连续两步操作的最
大时间间隔为10s。如果超过该时间间隔，系统将自动退出编程并保存修改。
ish automatically and memorize the modifications made up to that stage.

1. 按住 [Set] 键（大约3秒）and hold it down (approx. 3 s) 
3s

2. 当L1灯开始闪烁时，松开 [Set] 键。key when L1 LED starts flashing
L1

3. 按 [▲] 或 [▼] 键，直到要修改功能的指示灯开始闪烁。
the function which is to be changed or

4. 按 [Set] 键，改变功能状态（慢闪=关；快闪=开）key to change the state of the
function (short flashing = OFF; long flashing = ON)

5. 等待10s，自动退出编程。.
10s

注释：第3步和第4步在每次编程时可以反复使用，将多个功能打开或关闭。ON or OFF

表8：改变功能开-关状态abe 8 :                                                                                                                       a图 例mple

SET

SET

SET

7.2.3 二级编程功能（调整参数）

表9：二级编程功能列表Table 9: programmable function list: level two 
LED LED         参数 LED(等级)                              数值                           描述 escription

暂停时间，即自动关闭前耗去的时间。
本功能只在自动关闭激活时才生效。
This will only have an effect if automatic
closing is active.

管理逐步命令输入或遥控第一通道的命
令顺序。ated to to the
1st radio command.

调整电机运行时的速度。
mal travel.

调节S.C.A输出功能（根据功能的不同，
可以输出24V - 30+50%，最大功率
4W）。fa volt-
age of 24V –30 +50% with a maximum
power of 4W when active). 

调节电机力量，使它适合门重。力量控
制系统会测量环境温度，在温度很低时，
自动增加力量。
tem also measures the ambient tempera-
ture, automatically increasing the force in
the event of particularly low temperatures.

L1

L2

L3

L4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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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表示出厂设置。

设置“电机力量”时要特别注意，调整其它参数没有特别的限制：adjustment of the “motor force” could require special
care:
• 不要用增加电机力量的方法去补偿门运行时不正常的摩擦力。过大的力量会危及系统安全运行或损坏门体。

the safety system or damage the leaf.

• 如果要设置“电机力量”以减小系统的冲击力，每次调整后，都要再测量一下，看是否符合EN12445标准。
ance with EN standard 12445.

• 磨损和天气条件可能会影响门的运行，因此定期调整电机力量是必要的。

半开rtially

维护警告warning

故障列表
malfunctions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0,5 m
1 m
1,5 m
2 m
2,5 m
3 m
3,4 m
4 m
自动（根据运行情况）
manoeuvre)
1000
2000
4000
7000
10000
15000
20000
第1次运行的结果1a manoeuvre result
第2次运行的结果2a manoeuvre result
第3次运行的结果3a manoeuvre result
第4次运行的结果4a manoeuvre result
第5次运行的结果5a manoeuvre result
第6次运行的结果6a manoeuvre result
第7次运行的结果7a manoeuvre result
第8次运行的结果8a manoeuvre result

LEDLed dIentra参数ra Led(等级)                           数值                                                  描述

调整半开的距离。有两种方式可以控制
半开运行，遥控第二通道，或关闭命令
（“关闭”变成“半开”功能激活）。
“CLOSE”, if the “Close” function is present,
this becomes “Open partially”. 

设置运行次数，达到指定的次数后，系
统会给出保养提示信号（请参见“7.4.3
维护警告”）。h “7.4.3
Maintenance warning”).

可以确认前面8次运行中出现的故障（请
参见“7.6.1 故障诊断”）。
paragraph “7.6.1 Malfunctions archive”).

L6

L7

L8

7.2.4) 二级编程（调整 参数）

表9中各参数的出厂设置用“     ”表示，任何时候都可以修改参数设置，如表10所示。操作时请严格遵照下面的步骤，  
因为连续两步操作的最大时间间隔为10s。如果超过该时间间隔，系统将自动退出编程并保存修改。
time lapses, the procedure will finish automatically and memorize the modifications made up to that stage.

1. 按住 [Set] 键（约3秒）。
3s

2. 当L1灯开始闪烁，松开 [Set] 键。
L1

3. 按 [▲] 或 [▼] 键，直到对应要修改的参数项的指示灯闪烁。
parameter which is to be changed or

4. 按住 [Set] 键，在进行第5步和第6步时，也要一直按住。

5. 大约等3s后，对应要修改的参数的当前等级的指示灯亮。
level of the parameter which is to be modified will light up. 

6. 按 [▲] 或 [▼] 键，直到对应要求的参数值的指示灯闪烁。  
or

7. 松开 [Set] 键。

8. 等待10s，自动退出编程。
10s

注：第3步到第7步在同一编程过程中可以反复使用，修改多个参数。

表10：修改参数设置Table 10: changing the adju E图 例mple

SET

SET

SE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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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二级编程示例（调整参数）

示例中介绍了修改参数出厂设置，暂停时间增加到60s(L1灯进入，等级为L5)，以及降低“电机力量”为极轻型门(L5
灯进入，等级为L2)的操作步骤。

1. 按住 [Set] 键（约3秒）。
3s

2. 当L1灯开始闪烁，松开 [Set] 键。
L1

3. 按住 [Set] 键，在进行第4步和第5步时，也要一直按住。

4. 等待约3s，L3灯亮起，对应暂停时间的当前等级。 
of the “Pause Time” will light up L3 3s

5. 按两下 [▼] 键，L5灯亮起，对应新的“暂停时间”值。 
which represents the new “Pause Time” value L5

6. 松开 [Set] 键。

7. 按四下 [▼] 键，L5灯闪烁。
L5

8. 按住 [Set] 键，并且在进行第9步和第10步时，也一直按住。

9. 约等3s，L5灯亮起，对应当前“电机力量”的等级。
level of the “Motor Force” will light up 3s L5

10. 按三下 [▲] 键，L2灯亮起，对应新的“电机力量”值。
which represents the new “Motor Force” value L2

11. 松开 [Set] 键。

12. 等待10s，自动退出编程。
10s

表12：二级编程示例Table 12: Level two pro E图 例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7.3) 添加或移除设备Adding or removing devices

ROBUS自动系统可以随时添加或者移除设备。特别注n
意的是，可以按照以下的章节说明，在“BlueBUS”
和“STOP”输入上接入各种不同设备。ing
paragraphs.

添加或移除设备后系统需要执再次行设备识别过程，详
细请参考7.3.6节“识别其它设备”。ough the recognition
process again according to the directions contained in
paragraph 7.3.6 “Recognition of other devices”.

7.3.1) BlueBUS
BlueBUS 技术允许用户只使用两根导线连接兼容设备，
同时传输电源和通信信号。所有的设备都通过两根导线
并联在BlueBUS端子上。不需要考虑任何极性；每个设
备都可以独立识别，因为在安装时给它们都分配了独立
的地址。红外光感器、保护边、控制按钮、信号灯等都
可以连接到BlueBUS上。ROBUS控制器可以独立识别

已连接的设备，并且可以精确地检测到所有可能的异常。
因此，每当在BlueBUS上添加或移除设备，控制器必须
执行设备识别程序。请参考7.3.6“识别其它设备”。or
removed the control unit must go through the recognition process;
see paragraph 7.3.6 “Recognition of Other Devices”.

7.2.5) 一级编程示例(开-关功能)

示例中介绍了修改出厂设置，激活“自动关闭(L1)”和“常关功能(L3)”的操作步骤。 
have been included as examples.

1. 按住 [Set] 键（约3秒）。
3s

2. 当L1灯开始闪烁，松开 [Set] 键。
L1

3. 按一下 [Set] 键，改变L1灯对应功能的状态(自动关闭)，L1灯开始慢闪。 
Automatic Closing). LED L1 will now flash th long flashes. L1

4. 连续按两下 [▼] 键，L3灯闪烁。
L3

5. 按一下 [Set] 键，改变L3灯对应功能的状态(常关)，L3灯开始慢闪。
(Always Close). LED L3 will now flash with long flai L3

6. 等待10s，自动退出编程。
10s

完成以上操作后，L1和L3灯将会常亮，表示“自动关闭”和“常关”功能已经激活。

表11：一级编程示例Tabella 11: Level one pr Ex图 例

SET

SET

SE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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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停止输入STOP input
停止命令会立即中断运行(然后短暂反向运行)。常开输 

出和常闭输出的设备，以及8.2千欧恒定电阻输出的设ring

备，如感应边，都可以连接到这个端子上。
contacts, as well as devices with 8,2KΩ, constant resistance output,

在识别阶段，像BlueBUS一样，控制器会识别出连接t.

到停止命令上的设备类型(参考7.3.6"识别其它设备");
随后它在识别出的设备状态发生变化时发出停止命令。
graph 7.3.6 “Recognition of Other Devices”); subsequently it com-
mands a STOP whenever a change occurs in the recognized status.

只要做适当的处理，多种不同类型的设备都可以连接到
停止命令上。STOP input if suitable arrangements are made.

• 任意数量的常开(NO)设备都相互并联。er in

• 任意数量的常闭(NC)设备都相互串联。
series.

• 如果有两个8.2千欧电阻装置，可以并联；如果需要
使用多个设备，则相互串连，最终电阻为8.2千欧。
“in cascade” with a single 8,2KΩ.

• 常开（NO）连接可以和常闭（NC）与8.2千欧电阻
设备的串连组合相并联。（这样就可以将三种不同类
型的设备接在一起：常开、常闭和8.2千欧电阻）。
makes it possible to combine 3 devices: Normally Open, Normal-
ly Closed and 8,2KΩ).

如果停止命令输入用来连接安全功能的设备，只有
8.2千欧恒定电阻输出的设备才可以达到EN954-1标准
的第3级，自动防止故障。g
to EN standard 954-1.

!

红外FOTO  
红外对射 h = 50
在关闭运行中激活。
红外 II
红外对射 h = 100
在关闭运行中激活。
红外 1
红外对射 h = 50
在关闭运行中激活。
红外 1 II 
红外对射 h = 100
在关闭运行中激活。

红外 2

在开启运行中激活。External photocell 
activated when gate opens 
红外 2 II 

在开启运行中激活。Internal photocell
when gate opens
红外 3

整个自动系统的单个红外Single photocell for the
entire automation system

把红外3和红外 II 安装在一起时，对射元件（TX-RX）的位置

必须遵守前面红外安装说明书的相关规定。omply with the
provisions contained in the photocell instruction manual.

!

7.3.3) 红外对射Photocells 
通过使用特殊的跳线设置地址，"BlueBUS"系统使控
制器能够识别各组红外对射，并分配给它们正确的探
测功能。对TX和RX都要分配地址(将跳线设置为同样
模式)，并确保每对红外的地址都不一样。
j
在滑动门系统中，对于ROBUS如图24安装红外对射。
安装完成或移去红外后，必须如“7.3.6识别其它设备”
所述执行控制器识别程序。
of Other Devices”.

7.3.4) FT210B 红外传感器Photo-sensor 

FT210B红外传感器综合了一个简单的力量限制设备  
（跟EN1245标准一致的类型C）和一个压力监测器，
该监测器可以监测TX发射端和RX接收端（跟EN12
453标准一致的类型D）之间的障碍。FT210红外传
感器的感应信号通过光波传输，结合了两种系统。发
射端安装在移动式支架上，由电池供电以简化系统布
线。电池的消耗通过特殊的回路减少，以保证使用时
间超过15年（详细请参考产品说明书）。transmitting part is positioned on the mobile leaf and is powered by

a battery thereby eliminating unsightly connection systems; the con-
sumption of the battery is reduced by special circuits guaranteeing a
duration of up to 15 years (see the estimation details in the product
instructions).

通过把FT210B结合到安全感应边（比如TCB65），根
据对所有的“使用类型”和“激活类型”适用的EN124
53标准要求可以显著提高“主安全边”的安全等级。当
集成到感应边时FT210B可以保证安全性，消除个别错误
的影响。它具有特殊的回路防止其它监测器的干扰，即使
不同步，也可以增加其它的红外传感器。比如在一个车辆
通道上有第二个红外，FT210B可以正常的安装。详细的
接线信息布置方式请参考FT210B说明书。

to be fitte

vehicles and a second photocell is normally placed at 1 m from the
ground.      
See the FT210B instructions manual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oncern-
ing connection and addressing methods. 

24

表 13: 红外对射地址分配Photocell addressing

红外对射     跳线 红外对射      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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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ROBUS 同步模式

如果进行正确的编程和接线，ROBUS可以在同步模式下
运行；这很适合对开滑动门，因为两台电机能够同步运行。
在同步模式下，一台ROBUS电机将作为主机，另一台
ROBUS电机为副机，副机将根据主机的命令运行（所有
的ROBUS电机出厂时都已设置为主机）。
leaving the factory). 
要将ROBUS设置为副机，必须首先在一级编程中，将该
电机设置为同步模式（详见表7）。

ROBUS 主机和副机间要通过BlueBus 连接。
via .

此时要注意两台ROBUS电机间接线的极性，必须如
图26所示（其它设备的接线仍旧没有极性）。

请按以下步骤设置两台ROBUS电机为同步模式：
Slave mode:
• 如图25所示安装电机。哪一台电机作为主机并不重要；

选择时，只要考虑接线的方便性，以及这个情况，副机
的逐步命令只会将副机所带的门完全打开。

S

• 如图26所示连接两台电机。 

• 如图25所示，选择两台电机的开门方向（详见“4.1选
择方向”）。

• 对两台电机通电。
• 在副机上设置“同步模式”（见表7）。
• 在副机上执行设备识别程序（详见“4.3 识别设备”）。

  • 在主机上执行设备识别程序（详见“4.3 识别设备”）。
     • 在主机上执行门长识别程序（详见“4.4 识别门长”）。  

!

25

26

两台ROBUS在同步模式下运行，请注意以下几点：
• 所有的外接设备都接到主机（见图26），包括接收器。
• 如果使用蓄电池，每台电机都要接各自的蓄电池。
• 除了表14中的内容，ROBUS副机的所有程序设置无效（被ROBUS主机的设置覆盖）。  

LUCYB

S.C.A. MOFB MOSEOPEN CLOSE

LUCYB

S.C.A. STOP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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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常开”功能“Always open” Function
“常开”功能使用户在“逐步”命令延时超过2s时来控
制开启运行。这一点非常有用，比如可以在“逐步”端
接一个定时器，以保持开启状态持续一定的时间。除了
contact to the “Step-by-Step” terminal in order to keep the gate open for 

“关闭”，这个功能对各种“逐步”输入命令都有效。
请参考表9中的“逐步功能”参数。

Please refer to

the “Step-by-Step Function” parameter in Table 9.

7.4.2) 强制运行Move anyway” function

如果其中一个安全设备的功能失灵或不能使用，该功能
仍可以发出命令并在“手动设置”模式下移动门。请参

in “Man present” mode.

考“ROBUS开门电机用户指南和注意事项”中的“安全
装置失灵时的控制”一节，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ROBUS gearmotor”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7.4.3) 维护警告Maintenance warning 
当要求维护时控制器可以发出维护警告。维护警告后的运行
次数可以有8个选择等级，参考“维护警告”一节中的可调t-

参数（见表9）。ed from 8 levels, by means of the “Maintenance warning” adjustable para-

等级1是自动的，并且考虑了运行力量和持续时间的影响，
其它的参数调节建立在运行次数上。
of the manoeuvre, this being the force and duration of the manoeuvre, while
the other adjustments a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number of manoeuvres.

维护信号由闪灯或者接在S.C.A输出上的“维护灯”（见表9）
给出。闪灯和维护灯给出的信号在表16有简要的说明，建立
在设置过的限制运行次数上。

“Flash” and the maintenance light give the signals indicated in table
16, based on the number of manoeuvres performed in respect to the
limits that have been programmed.

7.4) 特殊功能

Special functions

表 14: ROBUS 从机独立于主机的编程

一级编程功能（开－关功能）                  二级编程功能（调整参数）eters)
待机Stiaii 电机速度Motor speed
最大推力                                           pen Gate Indicator Outp开启指示灯输出
同步模式Sll 电机力量

 错误列表Error list

副机可以接以下设备：
• 闪灯 (Flash)
• 开启指示灯 (S.C.A.)
• 保护边 (Stop)
• 控制设备（逐步），仅控制副机完全开启。
• 副机上的开启和关闭输入无效。

7.3.6) 识别其它设备Recognition of Other Devices 
通常只在安装阶段识别连接到BlueBUS和停止命令输入上的设备。然而，如果添加新的设备或移去旧的设备，就要
再次执行识别程序，如图15所示：

1. 按住[▲] 钮和 [Set] 钮，约3秒钟。Press keys [▲] and [Set] and hold them down

2.        L1和L2灯快速闪烁，松开这两个按钮(大约3s后)。
L1 L2

3. 等几秒钟让控制器完成识别过程。

4. 当识别过程完成后，L1和L2灯熄灭，“停止”指示灯必须亮起。 

而L1...L8灯将根据功能的开－关状态亮起或熄灭。                                                                   L1       L2 1L2

在您添加或移去任何设备后，必须根据“5.1 测试”所述再次对自动系统进行测试。
contained in paragraph 5.1 “Testing”.

!

表 15: 识别其它设备                 图  例

SET

SET

   运行次数 闪灯信号       维护灯信号  

低于限制的 80% 
介于限制的 81 和 100%  

超过限制的 100% 

正常（亮0.5秒，灭0.5秒）
运行开始时亮2秒，随后正常
manoeuvre then carries on normally
运行开始和结束时亮2秒，随后正常
the manoeuvre then carries on normally

运行开始时亮2秒
整个运行过程闪烁

常闪

表 16: 闪灯和维护灯维护警告 



1. 按住按钮 [Set] (.大约 3 s) 
3s

2. 当L1指示灯开始闪烁时松开按钮 [Set]
L1

3. 按按钮 [▲] 或者 [▼]直到对应指示灯L7闪烁
表明进入“维护警告”参数设置步骤                                       或                 L7 L7

4. 按住  [Set]钮，在进行第5步和第6步时，也要一直按住

5. 大约等3s后，对应要修改的参数“维护警告”的指示灯亮
level of the parameter “Maintenance warning” will light up 3s

6. 按按钮 [▲] 和 [▼] 直到对应要求的参数值的指示灯闪烁
 和

7. 对应要求的参数值的指示灯闪烁，闪烁次数等于相关的运行次数百分比 
比如：维护警告为设置的L610000，它的 10%相当于1000次运行；如果指示灯快闪4次，
表明已经运行了设置次数的40%(4000次和4999次之间）。
如果还没有到达运行次数的10%，指示灯不闪。ng between
4000 and 4999 manoeuvres). The LED will not flash if 10% of the manoeuvres hasn’t been reached. 

8. 松开按钮 [Set]

20

运行次数的调节
设定的限制的运行次数百分比可以通过“维护警告”功能改变，具体设置请参考下面的表17。
low the indications in table 17 for this control.

表 17：  运行次数的调节                                                                                 图例

SET

SET

SET

SET

.... n=?

重设运行计数器 
系统维护后必须重设计数器，设置步骤如表18所示：

1. 按住按钮 [Set] (约. 3 s) 
3s

2. 当L1灯开始闪烁时松开按钮 [Set]
L1

3. 按按钮 [▲] 或 [▼] 直到对应指示灯L7闪烁
表明进入“维护警告”参数设置                                                                                                            或                 L7

4. 按住按钮 [Set], 在进行第5步和第6步时，也要一直按住

5. 大约等3s后，对应要修改的参数“维护警告”的指示灯亮
level of the parameter “Maintenance warning” will light up. 3s

6. 按住按钮 [▲] 和 [▼]最少5秒随后松开，直到对应要求的参数值的指示灯闪烁，
表明设置成功
manoeuvre counter has been reset  和

7. 松开按钮 [Set]

表18：设置计数器                                                                               图例

SET

SET

SET

SET

7.5 连接其它设备Connection of Other Devices
如果用户需要给外接设备，如读卡头或带照明灯的钥匙
开关等供电，可以按图27所示接通电源。电压范围是
24Vdc -30％～＋50％, 最大电流为100mA。
The power supply voltage is 24Vdc -30% - +50% with a maximum
available current of 100mA.

- +
24Vcc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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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诊断信号Diagnostics and signals
有些设备可以发出特殊的信号让您识别当前的操作状态或可能将出现的故障。
operating status or possible malfunctions.

7.6) 故障指南Troubleshooting
表19中介绍了可以帮助您解决在安装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故障、错误，以及损坏的方法。
ure.

29

表 19: 故障判断与处理Troubleshooting
 故障诊断 可能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遥控器不能控制门,并且遥控器上的
灯不亮。
遥控器不能控制门,但是遥控器上的
灯是亮的。
用户无法命令启动运行，并且
BLUEBUS指示灯不闪烁。

无法开始运行并且闪灯不亮。off

无法开始运行但是闪灯闪烁好几次。

运行开始后立即短暂反向运行。

可以执行运行但是闪灯不动作。
light does not work

可以执行运行但开门指示灯不动作。n
Gate Indicator does not work

检查遥控器的电池是否还有电，如有必要请更换电池。
c
essary replace them

检查遥控器是否已正确存储在接收器里。
adio receiver

检查ROBUS是否有230V的主电源供电。检查保险丝是否烧断。找出
故障原因，并用其它具有同样额定电流和参数的保险丝替换。

确保该命令已正确接收。如果命令到达逐步输入端，则对应的“逐步”
指示灯就会亮；如果您正在使用遥控器，“BlueBUS”指示灯会快
速闪烁2次。

记录闪烁的次数,参照表21中相应数值的含义。 

选取的电机力量可能太小不足以移动门。检查是否有障碍物，如有必
要增加力量。
确保运行过程中闪灯的"FLASH"接线端子间有电压存在（间歇性的，电
压值不重要，大约10-30Vac)；如果有电压，则是灯泡的问题；这时只
要用一个同样参数的灯泡替换它即可；如果没有电压，则表示闪灯输出端负荷过
大，检查电线是否短路。
检查为S.C.A. 输出（表9）所设定的功能类型。在灯应亮的情况下，
检查在S.C.A.接线端是否有电压(大约24Vdc）。如果有电压，则是灯的
问题，只要用一个同样参数的灯泡替换它即可。如果没有电压，则可能
S.C.A.输出负荷过大。请检查电线是否短路。l

F2

F1

1. 按住按钮 [Set] (.约 3 s) 
3s

2. 当L1灯开始闪烁时松开按钮 [Set]
L1

3. 按按钮 [▲] 或 [▼] 直到对应要修改的参数项“故障列表”的指示灯闪烁
L8 representing the “malfunctions list” parameter or L8

4. 按住按钮 [Set]，在进行第5步和第6步时，也要一直按住, and hold it down during step 5 and 6

5. 大约等3s后，对应发生故障的相应运行次数的指示灯亮
L1代表最后一次运行，L8代表第8次运行，如果指示灯亮表明发生故障，否则运行正常
and L8 indicates the result of the 8th manoeuvre. If the LED is on, this means that a defect occurred
during that manoeuvre; if the LED is off, this means that no defect occurred during that manoeuvre.

6. 按按钮 [▲] 和 [▼] 选择要求的运行 
相应的指示灯闪烁发生故障后闪灯闪烁同样的次数（参考表21）
flashing light after a defect (see table 21).                                                                                                      和

7. 松开按钮 [Set]

表20：故障诊断                                                                                 图例

SET

SET

SET

SET

7.6.1) 故障诊断

ROBUS可以诊断出前8次运行中发生的故障；比如红外或者安全感应边触发中断运行。可以按照表20修改故障列表。
manoeuvre due to a photocell or sensitive edge cutting in. To verify the malfunctions list, proceed as in table 20.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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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BUS 指示灯              原因                              解决方案

STOP 指示灯                 原因                          解决方案

STEP-BY-STEP 指示灯     原因                           解决方案

OPEN 指示灯                原因                           解决方案

Off灭
ACTION

7.7.2) 控制器信号Signals on the control unit 
ROBUS控制器上有一组指示灯，而每个指示灯都可以
在正常运行或出现故障时发出特殊的信号。
case of malfunctions.

29

6 flashes闪烁6次，暂停1秒
6 flashe

s

运行开始时，连接到BLUEBUS上的设备与在识别阶段检测到的
设备不一致。可能有一个或多个的设备出现错误；仔细检查，如
有必要请进行更换；如果系统配置作过改变，请重复识别程序
(7.3.4识别其它设备)。

7.7.1) 闪灯信号F

lashing light signalling 
运行过程中闪灯每秒闪烁一次。当出现故障时，闪烁频率加快；比如闪灯每闪烁2次暂停一秒。

fla

shes twice wit

h a second's pause between flashes.表21: 闪灯信号快速闪烁 原因                           解 决方案

闪烁1次，暂停1秒

1 second’s pause
1 flash

BlueBUS 错误

闪烁2次，暂停1秒

1 second’s pause
2 flashes

触发了红外ot

ocell

运行开始时，有一个或更多的红外光感器触发。检查是否有障
碍物。如果有障碍物阻止运行是正常的。

This is normal when there is an obstacle impeding the movement.

闪烁3次，暂停1秒

1 second’s pause

激活了“电机力量”的
限制ce” 

limiting device

在门运行过程中受到过大的摩擦力；找出该原因。

cause.
闪烁4次，暂停1秒

1 second’s pause
4 flashes

激活了停止输入命令

          

在门运行过程中，停止输入命令被激活；找出该原因。

activated; identify the cause

闪烁5次，暂停1秒

1 second’s pause

5 lampeggi

控制器内部参数出错 至少等30s，然后再给一次命令。如果情况没有变化，则表示出现
了严重的错误，必须更换控制器。ed

超过了最大运行限制

limit/hour has been excee-
ded. 

等待几分钟，直到限制运行的设备降到最大运行限制以下。

出现了严重错误，必须更换电子卡片。闪烁7次，暂停1秒

闪烁8次，暂停1秒

1 second’s pause
8 flashes

内部电路出错

-前面一个命令仍然有效
permit other commands to be
performed is already present.

 

断开电源几秒钟，然后再给一次命令。如果情况没有变化，则表示

检查存在的命令类型，比如“开启”输入上的来自于继电器的命令。
command from a timer on the “open” input. 

表 22：控制器端子指示灯信号

故障 确保主电源正常；查看保险丝是否烧断；如有必要，找出故障原
因然后用同样型号的保险丝更换它们。
others having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亮 严重故障 控制器出现了严重的故障; 请尝试关闭控制器几秒钟；如果没有
变化，则意味着电子线路板出现了故障，必须要更换。

ed
每秒闪烁一次               没有问题                      控制器正常 工作。
快速闪烁2次                输入状态发生了改变

changed
当以下输入：开启、停止、红外光感器触发或遥控器等发生状
态变化时，属于正常范围。

闪烁几次暂停一秒

a secondÕs pause         

有多种原因  这种情况与闪灯信号一致，见表21。i

See Table 21灭MMMMMMMMMMM激活了停止输入
inpu  

检查连接到停止输入上的设备。

亮MMMMMMMMMMM没有问题 S  激活停止输入。

灭                              没有问题   逐步输入没有激活。
亮                                激活了逐步输入

BY-STEP input
若连接到逐步输入上的设备已激活则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i
active

CLOSE 指示灯               原因                           解决方案
灭 没有问题 激活关闭输入
亮 激活关闭输入                若连接到关闭输入上的设备已激活则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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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附件Accessories
ROBUS可以选用一下附件：
• PS124 24 V 蓄电池    – 1.2Ah 并集成充电卡。 r

• SMXI或SMXIS滚码无线接收器，433.92MHz。SMXI or SMXIS 433.92MHz Radio receiver with digital Rolling code.

要了解这些附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考Nice产品目录。
Nice s.p.a. product catalogue.

30

Led L7 概述 
正常操作时表示关闭输入激活关闭运行
正常操作时表示关闭输入激活部分开启运行
正在进行功能设定

灭 

亮
闪烁
Led L8 概述

正常操作时表示ROBUS作为主机
正常操作时表示ROBUS作为从机
正在进行功能设定

灭
 亮

闪烁

31

Led 1                         概述

• 正在进行功能设定。
• 如果和L4一起闪烁，则意味着用户必须执行门长识别程序(参考4.4“门长的识别”)。

(refer to Paragraph “4.4 Recognition length of the leaf”).

Led L6 概述

Led L5 概述 

Led L3 概述

Led L2 概述

Led L4 概述

正常 操作时表示“最大推力”功能未激活灭

灭

表 23：控制器按钮指示灯信号

在正常操作时这表示“自动关闭”功能未激活。
在正常操作时这表示“自动关闭”功能已激活。

• 正在进行功能设定。
• 如果和L2一起闪烁，则意味着用户必须执行设备识别程序(参考4.3“设备的识别”)。

to Paragraph “4.3 Recognition of the devices”).

亮

闪烁

灭                              在正常操作时这表示“红外复位后关闭”功能未激活。
在正常操作时这表示“红外复位后关闭”功能已激活。

• 正在进行功能设定。
• 如果和L1一起闪烁，则意味着用户必须执行设备识别程序(参考4.3“设备的识别”)。

to Paragraph “4.3 Recognition of the devices”).

亮

闪烁

灭                              i在正常操作时这表示“常关”功能未激活。 
在正常操作时这表示“常关”功能已激活。

在正常操作时这表示“待机”功能未激活。
在正常操作时这表示“待机”功能已激活。

• 正在进行功能设定。
• 如果和L3一起闪烁，则意味着用户必须执行门长识别程序(参考4.4“门长的识别”)。

phase (refer to Paragraph “4.4 Recognition of the length of the leaf”).

亮 

闪烁

灭
亮 

闪烁

正常操作时表示“最大推力”功能已激活
正在进行功能设定。

亮
闪烁 

正常 操作时表示“预闪”功能未激活
正常 操作时表示“预闪”功能已激活
正在进行功能设定。

灭
亮 
闪灯 



8) 技术参数 
 
为了提高产品性能，Nice S.p.a保留在任何时候修改产品技术参数的权利，事先不需通知客户。无论如何，厂家都会
为了长远的利益保证产品的性能和设备的使用寿命。所有参数均是在20摄氏度(正负5摄氏度)的室温下测得。 
 
 
技术参数 

型号  RB400 RB600-RB600P RB1000-RB1000P RUN1500 

齿轮  Z: 15; 

模数: 4; 

齿距: 12.6mm; 

节距: 60mm 

Z: 15; 

模数: 4; 

齿距: 12.6mm; 

节距: 60mm 

Z: 18; 

模数: 4; 

齿距: 12.6mm; 

节距: 72mm 

最大推力 

即启动运行所需的力量 

 

12Nm 

[400N] 

18Nm 

[600N] 

27Nm 

[900N] 

35Nm 

[1000N] 

额定扭矩 

即保持运行所需的力量 

 

6Nm 

[200N] 

9Nm 

[300N] 

15Nm 

[500N] 

20Nm 

[560N] 

额定速度 0,18 m/s 0,15 m/s 0,14 m/s 0,18 m/s 

空载速度,可设置六种速度 

100,85,70,55,45,30% 

0,34 m/s 0,31 m/s 0,28 m/s 0,25 m/s 

最大运行周期数(次/小时) 30 40 50 60 

控制器限制了运行周期数，最大值如表2和3所示 

最大连续运行时间 10 分钟 

运行限制 通常 ROBUS 可以驱动的门重和门长如表 2，3 和 4 所示 

最大功率[电流] 330 W 515 W [2,5 A] 

[4,8 A version/V1]

450 W [2,3 A] 

[4,4 A version/V1] 

400 W 

尺寸和重量 330 x 195 h 277

8 Kg 

330 x 120 h 303

11 Kg 

330 x 210 h 303 

13 Kg 

400 x 255 h 390

19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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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恭喜您选择了NICE产品。
NICE S.p.A为自动门，卷帘，遮阳篷提供配套组件：
减速电机，控制器，遥控系统，闪灯，红外光感器及其
它配件。NICE 公司使用一流的原材料和工艺，并且不
断地开发具有新技术的，美观的和符合人体工学的产品，
产品简单易用。您的安装人员将会根据您的需要从NICE
的产品目录中选出最适合您的一款产品。然而，NICE
并不提供整个自动系统，诸如流程分析、方案评估、材
料选择以及安装等工作均需由您的安装人员完成。每个
自动化系统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您的安装人员具有相
关经验和专业知识，创建一套根据您要求的特制的系统，
专业的安装、并遵守现行规章将确保系统长期安全、可
靠。一个自动化系统也很容易成为一个安全性很高的系
统。只要按要求完成几个简单的操作，就可以确保它在
今后的几年正常运行。即使您的自动化系统达到了规定
的安全等级，但也不能完全消除“残余的危险”，也就
是说，不负责或错误的使用方法也有可能造成危险。因
此，我们会在下面给您一些建议，避免发生这些危险：
automation system is unique. Your installation techni-
cian is the only person who possesses the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alism needed to set up a system capa-
ble of satisfying your requirements, a system that is
safe, reliable, long lasting and buil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in force. An automation system is not
only very convenient; it also improves the level of secu-
rity in your home. Moreover, it will last for years with
very little maintenance. Even though the automation
system you posses meets the safety requirements of
the legislation in force, this does not exclude the exis-
tence of a “residual risk”, i.e. the possibility that dan-
gers may arise, usually as a result of improper or
unreasonable use. We have prepared the following list
of do’s and don’ts to help you avoid any mishaps:

•在第一次使用您的自动化系统前，请向您的安装人员
咨询残余的危险是怎样产生的，并花几分钟时间阅读
一下安装人员给您的用户说明和注意事项手册。保管
好该手册，以备将来使用，如果你要转让您的自动化
系统时，请将该手册转交给您的客户。-
er it to any subsequent owner of the automation sys-
tem.

•您的自动化系统将严格按照您的指令动作；不负责任
的或错误的使用将会使它变得很危险：如果有动物或
其它物体在它的工作范围内，请不要进行任何操作。
operate the system if there are people, animals or
objects within its range of operation.

•儿童：一个自动化系统可以确保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因为它可以总是提供安全可靠的运行，并且当有人或
物体通过时，它的安全监测装置会发出指令停止运行。
然而，请不要让儿童在它附近玩耍，或让远程控制器
远离他们，从而不让他们有机会使用本系统。请注意，
这并非玩具。
systems; to prevent any accidental activations, keep
all remote controls away from children: they are not
toys!

•故障：如果您发现系统有任何异常情况，请立即断开
系统电源并打开离合。请不要尝试自己修理，打电话

给您的安装人员来处理：与此同时，一旦开门电机
已经释放，本系统就可以象一个非自动门一样工作。
tion technician and in the meantime, operate the sys-
tem like a non-automatic door after releasing the
gearmotor as described below. 

•维护：和所有的仪器一样，您的自动化系统也需要定
期的维护以确保使用寿命和安全性。与您的安装人员
一起制定一个常规的维修计划；对于通常的家用设备，
NICE建议每6个月维护一次，这个周期也可根据使用
频率来调整。所有的控制，维护或维修工作都只能由
合格的人员进行。
interval may very depending on the intensity of use.
Only qualified personnel are authorised to carry out
checks, maintenance operations and repairs.

•不要修改系统的设置并且不要调整系统参数，即使您
认为这易如反掌，这些应该是您的安装人员的工作。l
capable of doing it: your installation technicia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ystem.

•最终检测，常规维护和任何的修理都必须由安装人员
记录下来，并由系统的用户来保管。
who has performed them; these documents must
remain under the custody of the owner of the system.

唯一建议用户可以进行的维护是定期擦拭红外光感器
的镜片，清除树叶和碎片，以防止它们妨碍自动系统
的正常运行。为避免有人激活运行，释放自动系统
(后面将详细介绍)。用略带潮湿的抹布擦拭。
automation. To prevent anyone from activating the
gate release the automation system (as described
below). Use a slightly damp cloth to clean.

•处理：在本系统寿命结束时，请让专业人员拆除。并
根据当地法规对材料进行回收或处理。
materials must be recycled or disposed of in compli-
ance with the legislation locally in force.

• 如果发生损坏或电源故障，在您等待安装工人的同时
(或者如果系统没有备用电池，而您在等待再次来电)，
本系统可以被解锁，并如手动系统一样操作。Nice已
将此设计得非常简单，用户无需费劲或使用任何工具。
ate the system like any non-automatic gate. In order
to do this you need to manually release the gearmo-
tor (this operation is the only one that the user of the
automation is authoriz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has been carefully designed by Nice to make it
extremely easy, without any need for tools or physical
exertion.

ROBUS电机的用户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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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运行和释放：在执行此操作前，请注意只有在门停止移动时才可进行此操作。
the leaf is stopped.

闭锁: 逆向执行相同的步骤。 .

安全装置失灵时的操作：如果安全装置失灵，仍然可
以控制门体移动。 to
control the gate.

• 操作控制装置(遥控器或者钥匙开关等)。如果安全
装置动作，门体将会正常开启或关闭，否则只是闪
灯闪烁几次，而不开始运行(闪烁的次数与运行无
法启动的原因的有关)。flashes a
few times but the manoeuvre does not start (the
number of flashes depends on the reason why the
manoeuvre is not enabled).

• 如果是这样，请在3s内重新给出控制命令，并保持
命令一直存在。

• 大约2s后，门体将在"手动设置"模式下启动运行。
只要命令存在，门体就将保持运行状态；而一旦命
令消失，门体就将停止运行。on as
the control is released the gate will stop. 

如果安全装置出现故障，请尽快维修自动系统。
automation must be repaired as soon as possi-
ble.

更换遥控器电池：如果使用一段时间后，您的遥控器不 
能正常工作或更本不能工作，可能只是电池没电了（根
据使用的型号不同，可以使用几个月到一年甚至更久)。
如果是这样，您会发现遥控器指示灯的灯光很微弱、或
者只亮一下、或者根本不亮。在向安装人员求助之前，
您可以先自己尝试用可以正常运行的遥控器中的电池替
换它：如果问题确实是由于电池没电了，您只需要用一
个同样型号的电池更换它即可。
technician try exchanging the battery with one from
another operating transmitter:

电池中含有污染性物质：不要把它们和其它废弃的原材
料放在一起，而要根据当地的规章进行处理。
polluting substances: do not dispose of them together
with other waste but use the methods established by
local regulations.

您满意吗？如果您希望为您的家里添置新的自动系统，
请与安装人员联系。而我们Nice也会向您提供专家级的
建议，以及市场上最先进的、最流行的和兼容性最强的
产品。
感谢您阅读这些建议，我们相信您肯定会对您的新系统
非常满意：如果您有任何需求，请同您的安装人员联系。
ding these instructions. We feel confident that you will
be well satisfied with your new system: for any present
or future requirements, please contact your reliable
installation technician.

!

1 推开锁盖                       2 插入钥匙并顺时针旋转

3 拉出释放柄               4 手动移动门体Move the leaf manually.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Dichiarazione CE di conformità secondo Direttiva 98/37/CE, Allegato II, parte B (dichiarazione CE di conformità del fabbricante)
CE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according to Directive 98/37/EC, Annexe II, part B

Numero 210/ROBUS Revisione: 0
Number Revision

Il sottoscritto Lauro Buoro in qualità di Amministratore Delegato, dichiara sotto la propria responsabilità che il prodotto:
The undersigned Lauro Buoro, managing director, declares under his sole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following product:

Nome produttore: NICE s.p.a.
Manufacturer’s name

Indirizzo Via Pezza Alta 13, 31046 Z.I. Rustignè, Oderzo (TV) Italia 
Address

Tipo Motoriduttore elettromeccanico con centrale incorporata
Type electromechanical gearmotor with incorporated control unit

Modello RB600, RB600P, RB1000, RB1000P
Models

Accessori: Ricevente radio SMXI, SMXIS; batteria di emergenza PS124
Accessories SMXI radio receiver; PS124 emergency battery

Risulta conforme a quanto previsto dalla direttiva comunitaria:
Satisfie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the following Directives 

98/37/CE (89/392/CEE modificata) DIRETTIVA 98/37/CE DEL PARLAMENTO EUROPEO E DEL CONSIGLIO del 22 giugno
1998 concernente il ravvicinamento delle legislazioni degli Stati membri relative alle macchine.
98/37/CE (ex 89/392/EEC) DIRECTIVE 98/3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June 22, 1998, for the har-
monisation of the legislations of member States regarding machines.

Come previsto dalla direttiva 98/37/CE si avverte che non è consentita la messa in servizio del prodotto sopra indicato finché
la macchina, in cui il prodotto è incorporato, non sia stata identificata e dichiarata conforme alla direttiva 98/37/CE.
As specified in the 98/37/EC directive, the use of the product specified above is not admitted until the machine in which it is incorporated
has been identified and declared as conforming to the 98/37/EC directive.

Inoltre il prodotto risulta conforme a quanto previsto dalle seguenti direttive comunitarie, così come modificate dalla Direttiva
93/68/CEE del consiglio del 22 Luglio 1993:
Furthermore, the product complies with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following EC directives, as amended by the directive 93/68/EEC of the Euro-
pean Council of 22 July 1993:

73/23/CEE DIRETTIVA 73/23/CEE DEL CONSIGLIO del 19 febbraio 1973 concernente il riavvicinamento delle legislazioni degli
Stati membri relative al materiale elettrico destinato ad essere adoperato entro taluni limiti di tensione.
73/23/EEC DIRECTIVE 73/23/EEC OF THE COUNCIL of February 19, 1973 for the harmonisation of the legislations of member States regar-
ding electrical equipment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in certain voltage limits.

Secondo le seguenti norme armonizzate: EN 60335-1; EN 60335-2-103.
In compliance with the following harmonised standards: EN 60335-1; EN 60335-2-103.

89/336/CEE DIRETTIVA 89/336/CEE DEL CONSIGLIO del 3 maggio 1989, per il riavvicinamento delle legislazioni degli Stati
membri relative alla compatibilità elettromagnetica.
89/336/EEC DIRECTIVE 89/336/EEC OF THE COUNCIL of May 3, 1989, for the harmonisation of the legislations of member States regar-
ding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Secondo le seguenti norme armonizzate: EN 61000-6-2; EN 61000-6-3
In compliance with the following harmonised standards: EN 61000-6-2; EN 61000-6-3

Oderzo, 2 dicembre 2004
Oderzo, 2 december 2004 Amministratore Delegato

Managing Director
Lauro Buoro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RB400, RB600, RB600P, RB1000, RB1000P, RUN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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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 SpA
Oderzo TV Italia
Tel. +39.0422.85.38.38 
Fax +39.0422.85.35.85
info@niceforyou.com

Nice Padova
Sarmeola di Rubano PD Italia
Tel. +39.049.89.78.93.2 
Fax +39.049.89.73.85.2
infopd@niceforyou.com

Nice Roma
Roma Italia
Tel. +39.06.72.67.17.61
Fax +39.06.72.67.55.20
inforoma@niceforyou.com

Nice France
Buchelay
Tel. +33.(0)1.30.33.95.95
Fax +33.(0)1.30.33.95.96

Nice Rhône-Alpes
Decines Charpieu France
Tel. +33.(0)4.78.26.56.53
Fax +33.(0)4.78.26.57.53

Nice France Sud
Aubagne France
Tel. +33.(0)4.42.62.42.52
Fax +33.(0)4.42.62.42.50

Nice Belgium
Leuven (Heverlee)
Tel. +32.(0)16.38.69.00
Fax +32.(0)16.38.69.01
info@be.niceforyou.com

Nice España Madrid
Tel. +34.9.16.16.33.00
Fax +34.9.16.16.30.10
info@es.niceforyou.com

Nice España Barcelona
Tel. +34.9.35.88.34.32
Fax +34.9.35.88.42.49
info@es.niceforyou.com

Nice Polska
Pruszków
Tel. +48.22.728.33.22
Fax +48.22.728.25.10
info@pl.niceforyou.com

Nice UK
Chesterfield
Tel. +44.87.07.55.30.10
Fax +44.87.07.55.30.11
info@uk.niceforyou.com

耐氏中国Nice China
上海Shanghai
电话. +86.21.575.701.45/46
传真  +86.21.575.701.44
info@cn.niceforyou.com

www.niceforyou.comNice Gate is the doors and gate automation division of Nice Nice Screen is the rolling shutters and awnings automation division of Nice

DICHIARAZIONE CE DI CONFORMITÀ / CE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Nota - Il contenuto di questa dichiarazione corrisponde a quanto dichiarato nell’ultima revisione disponibile, prima della stampa di questo manuale, del documento ufficiale deposi-
tato presso la sede di Nice Spa. Il presente testo è stato riadattato per motivi editoriali. /  Note - The contents of this declaration correspond to those of the last revision available
of the official document, deposited at the registered offices of Nice S.p.a., before printing of this manual. The text herein has been re-edited for editorial purposes.

Numero / Number: 210/ROBUS Revisione / Revision: 2

Il sottoscritto Luigi Paro in qualità di Amministratore Delegato, dichiara sotto la propria responsabilità che il prodotto: / The undersigned Luigi Paro, managing director, declares
under his sole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following product:
Nome produttore / Manufacturer’s name: NICE s.p.a.
Indirizzo / Address: Via Pezza Alta 13, 31046 Z.I. Rustignè, Oderzo (TV) Italia / Italy
Tipo / Type: Motoriduttore elettromeccanico con centrale incorporata / Ac electromechanical gearmotor with built-in control unit
Modello / Models: RB600, RB600P, RB1000, RB1000P, RB400KIT, RUN1500
Accessori / Accessories: Ricevente radio SMXI, SMXIS; batteria di emergenza PS124 / Radio receiver SMXI, SMXIS; buffer battery PS124

Risulta conforme a quanto previsto dalla direttiva comunitaria: / Satisfie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the following Directives:

• 98/37/CE (89/392/CEE modificata) / 98/37/EC (89/392/EEC amended).
Come previsto dalla direttiva 98/37/CE si avverte che non è consentita la messa in servizio del prodotto sopra indicato finché la macchina, in cui il prodotto è incorporato, non sia
stata identificata e dichiarata conforme alla direttiva 98/37/CE  /  As specified in the directive 98/37/CEE use of the product specified above is not admitted until the machine on
which it is mounted has been identified and declared as conforming to the directive 98/37/CEE.
Inoltre il prodotto risulta conforme a quanto previsto dalle seguenti direttive comunitarie, così come modificate dalla Direttiva 93/68/CEE del consiglio del 22 Luglio 1993: / Further-
more, the product complies with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following EC directives:
• 2006/95/CEE(ex direttiva 73/23/CE) .  /  2006/95/EEC (ex directive 73/23/EC).
Secondo le seguenti norme armonizzate: /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harmonised standards: EN 60335-1:1994+A11:1995+A1:1996+A13:1998
+A14:1998+A15:2000+A2:2000+A16:2001
• 2004/108/CEE(ex direttiva 89/336/CEE) /  2004/108/EEC (ex directive 89/336/EEC).
Secondo la seguente norma armonizzata: /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harmonised standards:
EN 61000-6-2:2001; EN 61000-6-3:2007
Inoltre risulta conforme, limitatamente per le parti applicabili, alle seguenti norme: / Furthermore, complies with the specifications, limitedly for the applicable the following standards:
EN 60335-1:2002+A1:2004+A11:2004+A12:2006+ A2:2006, EN 60335-2-103:2003, EN 13241-1:2003; EN 12453:2002; EN 12445:2002; EN 12978:2003

Oderzo, 8 Maggio 2009 / Oderzo, 8 May 2009 Luigi Paro
(Amministratore Delegato  /  Manag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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