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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一般警告：安全-安装-使用（意大利语原始说明）

注意：
注意：

重要安全说明。 请遵循所有说明，因为不正确的安装可能会导致严重损坏。
重要安全说明。 为了您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务必遵守这些说明，并妥善保存这些说明。

• 开始安装之前，请确认“产品技术规格”，尤其是该产品是否适合您的自动化应用需求。 如果不合适，请勿继续安装。
• 在使用该产品之前，务必按照“测试和调试”一章中的说明进行调试，否则不能使用。 

注意： 根据最新的欧洲法规，自动化系统的实施必须符合有效的《机械指令》提供的协调标准，即表示自动化系统符合该标准所
有嘉定标准的一致性。 考虑到这一点，所有与电源连接以及产品测试，调试和维护有关的操作都必须由合格的技术人员执
行！

• 在继续安装产品之前，请检查所有材料是否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并适合预期的应用
• 该产品不适合身体、感官或精神上较弱的人（包括儿童）使用，也不适合经验或熟悉程度不高的人使用
• 儿童请勿玩耍本产品
• 请勿让儿童玩耍本产品的控制装置。 请将遥控器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注意： 为了避免因热关断设备的意外重置而造成任何危险，不得通过外部开关设备（如定时器）为该设备供电，也不得将其连接
到由电路定期控制通电/断电的电源上

• 在工厂的主电源中提供一个断开设备（未提供），其触点断开距离允许在过压类别III规定的条件下完全断开
• 在安装过程中请小心处理产品，注意避免压碎、凹陷或掉落产品，或使其与任何液体接触。使产品远离热源和明火。不遵守上述规定可能
会损坏产品，并增加危险或故障的风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立即停止安装并联系客户服务。
• 对于因不遵守组装说明而造成的财产，物品或人员损失，制造商不承担任何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材料缺陷保修不包括在内
• A类加权声压级低于70 dB（A）
• 请勿由无人看管的儿童进行用户的清洁和维护。
• 在自动化系统上进行操作（维护、清洁）之前，请务必断开产品与电源的连接。
• 定期检查系统，尤其是所有电缆、弹簧和支架，以发现可能的不平衡、磨损或损坏的迹象。如果需要维修或调整，请不要使用，因为安装
错误或自动化系统不平衡可能会导致伤害
• 必须按照当地法规处理产品的包装材料
欧洲指令中有关适用于该产品的的特殊警告
• “建筑产品”法规：与法规305/2011有关的该产品特别警告：

- 如本说明手册中所述完全安装本产品以及某些使用类型（例如，不包括仅用于车辆）可能会导致该产品落入法规305/2011及其统一标准
EN 13241的范围内-1。

-必须采用所有安装标准，以确保产品符合第305/2011号法规的基本要求；安装程序必须检查并确保严格遵守所有这些条件。
-如果安装和使用产品不符合这些条件中的一项或多项，则可能无法保证基本要求。在安装者确认符合指令要求之前，禁止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立即移除产品上粘贴的“ ES13241-1.4870”标签，并且不能使用“ EC符合性声明”（本手册的附录I）。
在这种情况下，安装人员将转而成为该产品的制造商，并且必须遵守法规305/2011及其统一标准EN 13241-1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
将产品视为“半成品机器”，并且可以使用附件II的“合格声明”（包括在技术文档中）。

• “低电压”指令：
与“低压”指令有关的适用性特别警告。 如果用于本产品并符合本说明手册中指定的配置以及与Nice S.p.a产品目录中的产品结合使用，则

该产品符合“低电压”指令中的要求。
 如果该产品以未指定的配置或与其他未指定的产品一起使用，则可能无法保证要求； 在安装人员确认符合指令的指定要求之前，禁止在

这种情况下使用产品。
• “电磁兼容性”指令：
关于与“电磁兼容性”指令有关的适用性的特别警告。
产品已在最关键的使用情况下以及在本说明手册中指定的配置下以及与Nice S.p.a产品目录中的各项产品进行了电磁兼容性测试。
如果产品在未指定的配置中使用或与其他未指定的产品一起使用，则电磁兼容性可能无法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禁止使用产品，直到安

装人员确认符合指令的指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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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本要求有关的安装标准和特殊警告

•如表1和欧洲“机械”指令2006/42	/EC所示，正确安装后，此产品根据协调标准EN	13241-1的要求满足法规305/2011的基本要求。
•释放危险物质：

根据EN 13241-1、4.2.9的要求并根据欧洲共同体网站上的物质列表，产品不包含和/或释放有害物质
特殊警告，以确保继续符合要求——至关重要的是，安装中使用的其他材料（如电缆）必须符合此要求。

•安全打开垂直移动的门：产品不会引起不受控制的运动。
特别警告，以确保持续符合要求：
-  按照“ 2-安装”和“ 5-测试和调试”一章中描述的所有说明小心安装产品。 
- 确保组织维护计划，严格遵守“维护计划”一章中的所有规定。 

中
文

• 关于压碎和撞击的风险，通过以下三种方法之一来保护门：
1	-	对于使用“点动模式”（有人在场）进行操作：按照EN 12453中的规定5.1.1.4。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命令按钮放在自动化系
统的可视范围内，并且如果公众可以接触到，则命令按钮必须对他们不可用，例如， 与钥匙开关一起使用。
2	-对于“半自动模式”操作：按照EN	12453第5.1.1.5和5.1.3段的规定，通过使用主动安全感应边缘来限制力量。
3	-	对于“自动”操作：按照EN	12453第5.1.1.5和5.1.3段的规定，通过使用主动感应边缘来限制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安装
至少一对红外对射，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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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RO500 1 产品说明和预期用途

DPRO500 是设计用于控制自动庭院门、分节提升们和卷帘门的控制器。

警告！——除本手册中描述的预期用途和环境条件下之外使用的所有其他用
途均应视为不当和禁止的！

控制器可以连接到所有常见的安全装置。	 要打开和关闭门，您只需要操作安
装在机盖上的适当按钮或外部按钮或通过无线电接收器即可。

2 安装

2.1 - 安装前的检查
在继续安装之前，请检查产品组件的状况，所选型号的适用性以及预期的安
装环境的状况：

•  检查所有材料是否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并适合预期用途。
•检查所有使用条件是否在产品的“使用限制”（第2.2段）和“产品技术参
数”中显示的值限制之内。
•检查安装位置是否与产品的整体尺寸兼容（图1）。
•检查选择用于安装产品的表面是否牢固，并可以确保稳定的连接。
• 确保安装区域不受水淹； 如有必要，可以将其适当升高到地面以上。
•检查产品周围的空间是否可以安全方便地进行操作。
•检查要使用的所有电缆均属于表1中列出的类型。
• 检查自动化过程在打开和关闭阶段均具有机械限位器。

2.2 - 产品使用限制
本产品仅限用于下表中所列应用:

控制器电源 电机类型*

三相	3x400	V交流电	-	
50/60Hz

三相3x400	V	交流电机	–	50/60	Hz	–	带
Nice编码器或机电限位开关

单相1x230	V交流电	-	
50/60Hz

单相	1x230	V	交流电机	–	50/60	Hz	–	带
Nice编码器或机电限位开关

(*) 关于相应的应用限制。
对于单相电机, 参照章节 3.2.

 警告！—本说明手册中描述的控制器不能在存在爆炸危险的区域中使用。
重要！—安装前，请参考图2 和“表1-电缆的技术规格” ，准备系统所需的电
缆。

 注意——铺设用于铺设电缆的线管和进入控制器箱体的电缆入口的管道
时，请注意，由于可能在连接孔中积水，线管可能会使控制器中产生冷凝
水， 从而损坏电子电路。

2.3 - 安装控制器
按照以下步骤安装控制器:

1. 打开控制盒：松开螺钉，如图1-A /图1-B所示 ;
2. 为用于控制和/或信号功能的配件供电准备穿线孔。 为此，我们建议在包
装盒底部的标记位置使用特殊工具（例如孔切割器）开孔，以确保维持IP
防护等级。 如有必要，可以使用横向电缆入口点，但只能通过使用合适
的线管连接来进行。

3. 固定盒子。 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固定它:
a)使用盒子内部的螺丝直接固定在墙上（图2-A）；
b)使用提供的标准支架（图2-B）；
c)如果用于布线的线管在外面，并且您需要将盒子固定在距离墙壁最大2 

cm的位置，以允许将电缆布线到控制器后面。 NDA100由4个垫片和一个
保护盖组成，用于将电缆引入控制盒内。 要使用（可选）附件安装设
备，请参阅图2-C。

4. 此时，您可以进行所有电气连接：请参阅第3章。  

要安装自动化系统上使用的其他设备，请参阅相应的说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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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在执行任何类型的操作或程序之前，请仔细阅读一般说明

（第1页）和使用限制（第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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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电缆的技术规格

控制器电源线

-三相交流电
-单相交流电

4	x	1	mm2 
3	x	0,75	mm2

5 m (注 1) 
2	m	(注 1)

电机线缆 Nice电机：有专用电缆作为配件出售。
对于其他品牌的电机，请与电机制造商联系

5 - 7 - 11 m

闪灯线（带天线） 2	x	1	mm2	(230	V	交流闪灯)	RG58	型
屏蔽电缆（天线）

10 m

红外对射线缆 4	x	0,5	mm2 10 m

钥匙开关先来 2	根	2	x	0.25	mm2 10 m (注 2)

安全感应边的螺旋线缆 Nice 螺旋线缆可作为配件选购 50 m

注1 – 如果电源线超过允许的最大长度，则必须使用横截面积更大的电缆

注2 – 可使用单根4 x 0.5 mm2 线缆代替这两根线缆.

警告！ –所使用的电缆必须适合安装地点的环境类型。

V
W

U

L1
L2

L3

MOTOR

LINE

PE

LED SAFETY

LED L2LED L1OUT

FUSES

ALT
INPUT

SAFE

STOP
LIMIT SWITCH

IBT4N

OXI

ENCODER PROG

A

LED SAFETY = 安全链条 LED

LED L2 = OK LED (绿色)

LED L1 = 警告LED (红色)

OUT = NDA040配件的插槽，用于扩
展输出

PROG = 编程用的拨码开关

ENCODER = 电子限位开关

INPUT =

外部输入
8	-	公共端	(+24	V	DC	公共端)	
9	-	打开
10 - 关闭
11 - 红外 (图1)

ALT = ALT 接线端

SAFE =

仅适用于具有机械限位开关的
电动机（与具有电子限位开关
的电动机保持连接）

LIMIT 
SWITCH = 机械限位开关

STOP =

STOP 接线端，用于8K2安
全边或OSE
5 - 正极 (+ +) 安全边 
66 - 安全边信号
7 - 负极地线(-)

IBT4N = IBT4N	接口连接模块（未提
供） 

OXI =
连接器，用于通过SM插头连
接无线电接收器（SMXI / 
OXI）

= 天线

 PE = 接地

LINE =
用于连接三相或单相电源线
的连接器

FUSES = F1,	F2,	F3,	F4:参照技术规格

MOTOR = 电机

(+	com)

(– GND)

连接 电缆类型 最大长度连接 电缆类型 最大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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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气连接

注意!
– 在进行任何电气连接之前，请确保已断开电源。;
– 电气连接只能由合格人员进行.
– 必须在电源线上放置一个设备，以确保自动装置在必要时与主电源完全断
开。 断开装置必须具有足够大的断开距离的触点，以根据安装规定在过压
类别III认可的条件下允许完全断开。 该设备可确保在需要时快速安全地断
开电源，因此必须将其置于自动化系统中可以看到的位置。 另一方面，如
果它位于不可见的位置，则必须有一个系统来防止意外或未经授权地重新
连接到电源，以防止这种危险。 产品未提供此断开设备，需要用户自行准
备。

– 选择电源电压：
该控制器可以用于控制400 V或230 V电压的三相或单相电源（请参见接线
图）电机的正常工作。
默认设置为三相400 V电源电压。
要选择230 V单相电源，请遵守第3.2章中指定的说明。  

3.1 - 连接三相交流电源
要进行电气连接，请参阅图3。
16A CEE插头连接到端子L1，L2和L3以及PE端子。
3.2 - 连接单相交流电源
要进行电气连接，请参见图4  。

Schuko插头连接到端子L1和L3以及PE端子。 
3.3 -通过跳线更改电源连接
可以通过跳线更改控制器的电源，如下所述（图5）

1. 卸下顶盖
2. 使用尖嘴钳拔出跳线（默认位置3 x 400 V）
3. 插入跳线（1 x 230 V）
4. 重新插入顶盖 

3.4 - 电气连接说明（图A）：电源、安全和控制设备及配件
您可以将带有“常开” （NO）或“常闭” （NC）触点的控制设备连接到8 、9 、10
和11输入。 然后，您可以使用这些输入之一或它们的组合，以及STOP / ALT
输入（如果适用）来连接外部按钮面板，例如，或将绳子连接到天花板的

PUSH BUTTONS - 用于连接盒盖上的按钮面板的输入

ENCODER - 用于连接电子限位开关（Nice编码器）的接线的输入 。此版
本中不可用。

COMMON (8)	-	24V直流输入，用作OPEN，CLOSE和ING1输入的公共输
入，并为所连接设备的电源提供正电压。

OPEN (9) - 仅控制开启命令的设备的输入。	可以将“常开”类型的触点连接
到此输入。

CLOSE (10) - 仅控制关闭命令的设备的输入。	可以将“常开”类型的触点
连接到此输入。

ING1-photo- (11) - 常闭（NC）输入，用于控制自动化运动的设备。	如
果使用Nice	Oview编程器正确编程此输入，则可以得到以下操作模式：

–逐步命令
–部分开启
–开
–停
– 红外 (默认)
–红外11
– ALT在开启阶段
– ALT在关闭阶段 

有关如何编程可用功能的说明和说明，请参阅DPRO500的Oview功能表。

ALT - 用于在运行中让电机停止的设备的输入；	连接“常闭”类型的触点。

SAFE---用于连接电机热保护装置的输入。	
警告！-仅用于带有机械限位开关的电机。带电子限位开关的电动机请勿连
接。

LIMIT SWITCH - 用于连接机械限位开关的输入。 
(1)通用限位开关
(2)限位开关开启
(3)限位开关闭合
(4) 限位开关关闭 

STOP	-	连接电阻感应边（8k2）或光学感应边（OSE）的输入，如下所述
（图6）：
OSE连接：

IBT4N	-	用于连接Oview编程器和IBT4N 适配器的输
入。 注意-连接/  断开编程器之前，请先断开电源。

ANTENNA 	 -	用于连接无线电接收器天线的输入（注意：天线内置在
Nice	LUCY	B，MBL和MLBT闪光灯中）。

OUT(NDA040连接器) - NDA040扩展卡的连接器，可将两个输出添加到无
电压触点。 这些输出可以使用Nice Oview编程器正确编程。 有关对可用功
能进行编程的说明，请参见NDA040扩展卡手册。

MOTOR -  - 连接单相和三相电机的输出。 
对于单相电动机：
U  - 公共端
V  - 开关
W - 关闭

LINE -	用于连接电源的输入。		
L1-L2-L3:	三相交流电连接
L1-L3:	单相交流电连接

 PE - 控制器和电机接地的输入。

3.5 - 控制器电气连接 
... 	–在进行任何电气连接之前，请确保断开主电源。

在安装控制盒并准备好用于布线电气电缆的孔（请参阅第2.3节）之后，进行
如下电气连接：

01. 首先，连接电机的电源电缆：

- 三相交流电线缆参照章节	3.1	和图 3

- 单相交流电线缆参照章节 3.2	和图 4
02. 然后，连接电动机的电源电缆：

-带有机械限位开关的电动机（图7）

03. 最后，参考图A和第3.3段，连接各种可用配件的电缆。

注–为了方便连接电缆，可以将端子从其位置移开。

3.6 - STOP 停止安全感应边输入
安全边缘输入的功能是使电机在运行中立即停止，然后进行短暂的反转。该
输入可以连接到诸如光敏边缘（OSE）或具有8.2k Ω恒定电阻输出的设备。
在识别阶段，控制器将识别所连接设备的类型，并在识别状态发生任何变化
时引起“停止” 。

- 5	Ò	正极12	V	直流	(+)	(棕色线)
- 6	Ò 信号(S) (绿色线)
- 7 Ò 接地 负极 (-) (白色线)

8k2	接线:
-连接8.2	kΩ	电阻至接线端	6	(信号-	S)	和	7	(负极 接地）

重要!

     我们不建议您连接本说明手册中未提及的任何设备
或配件。

     对于由于不正确使用本手册中所涉及的各种系统设
备而导致的任何损坏，制造商概不负责。 有关更多信
息，请联系Nice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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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组织得当，可以将多个设备（甚至不同类型的设备）连接到STOP	停止
安全感应边输入：
-常开设备：将8.2kΩ电阻并联到设备上；
-常闭设备：将8.2kΩ电阻串联到设备上；
-您可以无限制地将多个常闭设备“串联”连接；
-如果有多个设备，则所有设备都必须与一个8.2kΩ电阻“级联”连接；
-您还可以通过“并联”放置两个触点来创建常开和常闭类型的组合。 在这种
情况下，需要与常闭触点“串联”放置一个8.2kΩ电阻。 这样还可以将三个
设备组合在一起：常开、常闭和8.2KΩ电阻。 

3.7 - 连接遥控接收器
控制器具有一个SM连接器，用于连接SMXI，SMXIS，OXI，OXIT或类似的无
线电接收器（可选配件，未提供）。
要连接无线电接收器，必须断开电源与控制器的连接，然后如图14所示插入接
收器。
表2显示了控制器根据激活的输出或无线电接收器发送的命令执行的操作。
注-欲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接收器的使用说明书。	

3.8 - 初始启动和电气连接测试
给控制器供电后，进行以下检查：

•确认绿色的L2	LED（靠近拨码开关）定期闪烁，每秒闪烁1次。
• 如果系统装有红外对射，请检查其LED（RX）正确闪烁； 闪烁的类型并不
重要，因为这取决于其他因素。
• 确保密码键盘电缆连接器附近的红色SAFETY LED永久点亮（请参阅“安全
LED诊断表”，第6.2节）。

如果这些测试中的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必须断开控制器的电源，并检查
先前进行的各种电气连接。  

3.9 - 将控制器恢复出厂设置
您可以删除控制器上存储的所有数据，并使用默认设置将其恢复为原始状
态。

01. 

ON
OFF

02. 3”

ON
OFF

03. 

04. 

ON
OFF

RESET

05. 

ON
OFF

3.10 - 识别已连接的设备和开启、关闭限位 

在执行初始启动（第3.8节）之后，在设置门的开启和关
闭限位之前，必须对控制器在“ STOP 安全感应边”  输
入上连接的安全设备进行识别。

警告！ -在识别阶段，必须至少将一个安全装置连接到控
制器。

OPEN

CLOSE

STOP

OPEN

STOP

CLOSE

01.

ON
OFF

02. 3”

ON
OFF

03.

如果对连接到“ STOP安全感应边”端子的设备进行了修改（例如，在将新设
备连接到控制器之后），则必须重复该识别步骤。

在自动化系统上对安全装置进行识别之后，控制器必须识别门的开启和关闭
限位。

警告！——必须在进行安全装置识别之后立刻连续地识别门的开启和关闭限
位，而不能单独进行识别。

3.10.1 - 机械限位识别开启和关闭限位

您可以设置两个位置，如下所示：

警告！ -如果运行方向与方向设置不符（OPEN按钮=打开方向），则需要反
转电动机连接器中的“ V”和“ W”连接（相位反转）（图9）。

表2

SMXI, SMXIS 接收器， “模式 1 或 2”

输出 说明

输出1 逐步命令

输出	2 部分开启； 出厂默认设置：打开到一半（可以在限位
识别阶段或通过使用Oview编程器进行更改）

输出3 开启

输出	4 关闭

OXI, OXIT 接收器设置为“扩展模式2”

命令 说明

命令1 逐步命令

命令2 部分开启； 出厂默认设置：打开到一半（可以在限位
识别阶段或通过使用Oview编程器进行更改）

命令	3 开启

命令4 关闭

命令5 停止

命令6 逐步命令共管模式

命令7 逐步命令优先模式

命令8 部分开启2

命令9 部分开启3

命令10 开启和锁定自动化系统

命令11 关闭和锁定自动化系统

命令12 锁定自动化系统

命令13 离合自动化系统

命令14 定时照明灯

命令15 照明灯打开/关闭

将拨码开关	1-2-3-4	
拨至ON	=	红色和绿
色LED指示灯开始快
速闪烁

按住 STOP按钮3秒
钟，直到红色和绿色
LED指示灯常亮

松开STOP按钮

此时，控制器将开始执
行恢复出厂设置=红色
和绿色LED指示灯开始
快速闪烁

将拨码开关	1-2-3-4	拨
至	OFF

将拨码开关1拨至	ON	= - 绿
色LED	指示灯开始快速闪烁
- 红色LED	指示灯不亮

按住STOP按钮(大约3秒)直到红
色 LED指示灯保持常亮	

松开STOP按钮

位置 说明

开启 最大开启位置。 门到达此位置时，它会停止。

关闭 最大关闭位置。 门到达此位置时，它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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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此过程，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01.

ON
OFF

02.

03.

警告！ – 识别阶段不得中断。 如果有中断，则必须重复整个识别过程。 如果
在识别阶段结束时，红色LED闪烁9次（暂停9次），则表明发生了错误。
相反，如果它闪烁3次-暂停-闪烁3次，请按STOP按钮重置错误并在LIMIT 
SWITCH端子上将打开限位开关的连接与关闭限位开关的连接反向（图5）。 
位置识别阶段可以在安装后的任何时间重复进行。

3.11 -  运行模式
警告！ -如果使用Oview编程器对表3的功能进行了编程，则必须将拨码开关
设置为OFF。

3.12 - Oview 编程器
使用Oview编程器，您可以彻底、快速地管理整个自动化系统的安装、维护和
诊断。
您可以使用内部有4  线制的总线电缆通过IBT4N  接口将Oview连接控制器元。
要访问BusT4  连接器，您需要打开控制器罩盒，将IBT4N  连接器插入相应的
插槽，然后连接Oview编程器（图10）。
Oview可以在最远距控制器100米处使用； 它可以同时连接到多个控制器（最
多16  个），即使在自动化系统正常运行期间也可以保持连接状态。 使用Oview
时，请务必遵守Oview使用手册中的说明。
如果控制器中有OXI无线电接收器，则在使用Oview时，您可以访问存储在接
收器中的发射器参数。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Oview说明手册或可从网站
www.niceforyou.com获得的控制器功能表。
警告！ -如果使用Oview编程器对表3的功能进行了编程，则必须将DIP开关设
置为OFF。

4 测试和调试

5 控制双向对开自动门的两个控制器的安装和电气连接

要创建由两个沿相反方向移动的门体组成的自动化系统，必须使用如图11所
示连接的两个控制器。
电机和限位开关必须连接到每个控制器。 警示灯和G.O.I. （开门指示器）可以
连接到两个控制器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可以在每个控制器上安装一个。 必须
彼此并联简介； “公共”输入可以连接到两个控制器之一。
并联连接两个控制器的安全感应边（8k2 / OSE）“ –”连接器。 使用O-View
编程器将“ Open”输入配置为“ Condominium”，则可使两个控制器控制两
扇门体同步。
要使用此配置，请记住以下几点：

• 安全感应边的干预仅影响单扇门体；
• 红色的STOP键仅影响单扇门体；
• 热保护装置的干预只会影响单扇门体。 

6 更多信息和诊断

6.1 - 更多信息
6.1.1 - 开机信号
当DPRO500控制器接通电源时，绿色的L2	OK	LED和红色的警告L1	LED的反
应很重要，如表4所示。特别是，它指示是否：

将拨码1设置为OFF

按下“Open”	按钮将门移至最大开
启位置

按下“Close”	按钮，将门移动到最
大关闭位置。

表3
拨码1 拨码2 拨码3 拨码4 功能
OFF OFF OFF OFF 点动模式
ON x OFF OFF 获取ALT输入的位置和状态

OFF ON OFF OFF 编码器的运行方向反转
OFF x OFF ON 如果限位已识别，则为工业模式（半自动开

启–点动模式关闭）
OFF x ON OFF 如果限位已识别，则为半自动模式

OFF x ON ON 如果限位已识别，则为自动模式，具有可调
节的暂停时间（有关设置暂停时间的信息，
请参见第5.1.2节“其他功能”）

为了确保最大的安全性，在创建自动化系统时，测试和调试阶段是最重要
的。 测试过程也可以作为自动化设备的定期检查来执行。

这些阶段必须由合格且经验丰富的人员执行，这些人员必须负责建立必要的
测试，以验证针对风险采取的解决方案，并验证系统是否符合适用的标准、
法规和规章，尤其是所有要求。 EN 12445标准建立了检查自动门和门系统的
测试方法。 附加设备必须在功能和与控制器的交互方面进行特定的测试； 因
此，您需要参考各个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4.1 - 测试
如下所述，在运行测试阶段时要执行的步骤顺序是指典型的系统（图2）：
1. 检查并严格遵守“安装警告”一章中的所有说明。
2. 离合电机。 检查门是否可以用不超过225N的力手动打开或关闭。
3  
4  

锁定电动机。
使用控制设备（遥控器、按钮、钥匙开关等）测试门的打开、关闭和停

止，确保门扇的运行符合要求。 进行几次测试以评估门的运动，并检查组装
或调整中是否存在任何缺陷以及是否存在任何摩擦点。
5  一对一检查系统中所有安全设备（红外对射，安全感应边等）是否正常工
作。
6  如果通过限制冲击力来防止由于门扇运动而引起的危险情况，则必须根据
EN 12445标准测量冲击力。

- -对开启和关闭的位置识别是正确的；
- -安全装置（安全感应边）的识别是正确的，并且已识别出哪种安全装置。

表4

接通时的信号 
信号

绿色OK 
L2 LED

红色警示 
L1 LED

空白存储器（未识别限位
或安全装置）

快速闪烁5秒 快速闪烁5秒

已识别限位并识别	“8k2”	安
全装置

快速闪烁2秒 慢闪1次

已识别限位并识别“ OSE”光
学安全装置

快速闪烁2秒 慢闪2次

提供表4中所示的信号后，DPRO500控制器通过使用OK	 L2	 LED和L1	警示
LED显示诊断到的任何错误.	

6.1.2 - 其他功能
状态和诊断指示灯（键盘上的端子）

该控制器允许您连接最大24V-5W指示灯到位于盒盖内部的按钮面板上的“指
示灯”端子（图12：端子1-，2	+）。	“指示器”可以通过在盖板上打孔而安装
在盖板本身上，也可以安装在距盖板最大2	m的控制器外部。

警告！	-输出没有短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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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灯

在运行开始时，一个或多个红外对射无法发出使能信号。
检查障碍物，以及红外对射是否干扰了对方的红外。 安全装置介入
后，可以由现场人员通过有线控制器控制自动化系统。无法通过无
线电发送命令。

闪烁

在运行开始时或运行期间，触发了STOP或ALT输入。
确定原因。 安全装置介入后，可以由现场人员通过有线控制器控制
自动化系统。 无法通过无线电发送命令。

闪烁

--- 闪烁

发送“离合自动化”命令或以“逐步命令高优先级”命令进行操
作。

闪烁

--- 闪烁

--- 闪烁

红色警告L1 LED诊断

   某些信号可以通过按红色的停止按钮来取消
信号 原因 解决方案 闪灯

闪烁

---

通过将DIP开关2 拨到ON位置，反转编码器的运行方向（请参阅第
3.10节）。 如果电动机上安装了机械限位开关，请按STOP按钮将
错误复位，并将限位开关端子上的限位开关与限位开关的连接反
向（图A-第4 页）。

在打开或关闭过程中，门已超过安全限位开关。使用离合操作系
统（请参阅电机的手册）将门手动向上移动大约一半，然后按下
控制器盖板上的“停止”按钮以恢复操作。	 评估是否需要更改先前
已设置的开启、关闭限位。

---

断开所有电源线几秒钟，然后再次尝试发送命令。如果问题仍然存
在，则可能是电路板上或电机连接处存在严重故障。如果需要，请
进行检查并更换零件。

---

检查电机控制器电缆，特别是编码器电缆（6色电线）是否正确连
接。

---

检查电机控制器电缆，特别是编码器电缆（6 色电线）是否正确连
接。重新运行开启、关闭限位识别程序。

---

重新运行开启、关闭限位识别程序。 ---

此“指示器”以下列方式起作用：

- -当安全链条打开时关闭（ALT输入，红色的“停止”按钮，热保护或离合）
- -正常工作时闪烁0.5 s、关闭0.5 s
- -出现“严重错误”时，诊断与红色L1警告LED相同（第6.2节）。 

设置自动关闭的暂停时间
1 将拨码开关3和4设置为ON。
2 发送命令打开门，以将门移至完全打开的位置。
3 到达此位置后，请等待一段等于自动关闭所需的暂停时间的时间，然后命
令门关闭。 自动关闭的暂停时间现已自动保存。

若要更改暂停时间，请将拨码3和4设置为OFF，然后再设置为ON。 此时，您
必须重复按顺序打开、暂停时间和关闭。

警告！ -当拨码开关4移到OFF位置时，暂停时间被删除。 

6.2 - 诊断

一些设备可以显示消息以标识其状态和故障。 下表根据问题类型描述了各种警报信号。 这些警报信号由绿色的L2 OK LED和红色的L1警示LED的适当闪烁提
供，并且由与特别编程的控制器输出相连的闪烁的指示灯（如果有）提供。.

绿色OK L2 LED诊断
信号 原因 解决方案

2	次闪烁	-	短停
2	次闪烁	-	长停

红外触发

STOP 输入触发

操纵限制装置

自动化系统锁定

LED指示灯亮3秒钟 锁定自动化

2次闪烁1秒钟然后暂停
1.5秒

自动化系统离合

4次闪烁	-	短停
4次闪烁	-	长停

6次闪烁	-	短停
6次闪烁	-	长停

9次闪烁	-	短停
9次闪烁	-	长停

2	次闪烁	-	短停
2	次闪烁	-	长停

5次闪烁	-	短停
5次闪烁	-	长停

3	次闪烁	-	短停
3次闪烁	-	长停

4次闪烁	-	短停
4次闪烁	-	长停

6次闪烁	-	短停
6次闪烁	-	长停

7次闪烁	-	短停
7次闪烁	-	长停

8次闪烁	-	短停
8次闪烁	-	长停

9次闪烁	-	短停
9次闪烁	-	长停

EEPROM错误-控制器内部
参数错误

安全测试错误

编码器运行方向错误

安全限位开关出错

接触器错误

编码器上的RS485通讯错误

编码器错误

限位识别错误

断开并重新连接电源。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运行“将控制器恢
复出厂设置”（第3.8节），然后重新运行安装程序。 如果情况
仍然存在，则可能是严重的故障，您需要更换电路板。

重新运行连接到控制器的安全设备的识别程序（第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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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果……该怎么办？

（故障排除指南）
以下是在安装过程中或由于故障而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的列表：
• 电机处于静止状态，未执行任何操作，并且红色LED闪烁：通过检查L1	LED诊断表（第6.2节）来验证闪烁的类型，然后按红色的STOP按钮取消诊断。
• 无线电发射器无法控制电机运动，发射器上的LED也不亮：检查发射器电池是否耗尽，并在必要时进行更换。
• 无线电发射器不控制电机运动，但是发射器上的LED亮起：检查发射器是否正确保存在无线电接收器上。 另外，通过执行以下经验测试，检查发射器是

否正确发送了无线电信号：按下发射器上的任何按钮，并将其LED放在打开并调谐到108.5Mhz（或接近10mh）的任何普通无线电的天线上。 在FM波段
上； 这样，您应该会听到轻微的噪音和爆裂声。

• 发送命令后，电机不会进行任何操作，并且OK LED不会闪烁：检查控制器是否已连接至230/400V电压的主电源。 另外，请检查保险丝是否烧断。 如果
有，请确定故障原因，然后将其更换为其他相同类型的以排除故障。

• 发送命令时，电机不会进行任何操作，并且指示灯熄灭：检查是否已实际收到命令； 如果命令到达SS输入，则OK LED闪烁两次，表明已接收到命令。
• 电机无法开始运行，并且闪光灯闪烁几次：计算闪烁次数，并使用第6.2节中的诊断表检查闪烁的含义
• 电动机反向运行：

• 对于三相电动机，您需要反转电动机的“	V”和“	W”相
•  对于单相电动机，您需要反转电动机的“ V”和“ W”相 

• 电机运行不久后停止：使用控制器上LED的诊断信息来确定原因
• 红色的警告L1	LED闪烁9次，然后停顿：开启和关闭限位的识别步骤出错。	您必须删除内存（请参阅3.9）并重复限位识别步骤（请参阅3.10）。

8 产品处置

10次闪烁	-	短停
10次闪烁	-	长停

运行超时错误 运行超时的默认设置为60秒。 检查门的运行是否有障碍物或门
是否实际执行了运行。检查计时器的持续时间是否已更改（如果
可用，请使用Oview编程器）。 重复确认开启和关闭限位位置。

注——当控制器接收到命令时，由闪烁的LED提供的诊断信号将停止。

通过使用外部闪光灯*，诊断信号将连续闪烁两次（例如，“ 3次闪烁–短暂停顿– 3次闪烁–长停顿”重复两次）

重要：要连接外部闪光灯，您需要使用附加的NDA040扩展卡（未提供）。

*与Oview编程器一起配置为“闪光灯1”

L1 和L2 LED 诊断
信号 原因
红色LED和绿色LED快速交替闪烁显示 正在进行固件更新阶段
闪烁4次-暂停-LED同时闪烁4次 等待固件更新

安全LED诊断
信号 原因 解决方案
亮 正确操作 ---
灭 安全链条打开 安全链由一系列输入（通过ALT、按钮停止、电机热保护、电机离合）组

成。 闭合回路

该产品是自动化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与产品一起处理。
在产品寿命结束时，跟安装过程中一样必须由合格人员进行拆卸和报废操作。
该产品由不同类型的材料组成，其中一些可以回收利用，而其他则必须进行处理。 
请参照有关您所在地区当地法规针对此产品类别规定的回收和处置系统的信息。

警告！ –产品的某些部分可能包含污染物或有害物质，如果释放到环境中，可能会对环境或人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如左图所示，严禁将本产品处理为生活垃圾。根据您所在地区现行法规所规定的方法，将废物分类为要处置的类别，或者在购买新版本时将
旧产品退还给零售商。

警告！ –如果滥弃本产品，可能会受到当地法律的罚款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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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技术参数

类型 带Nice机械或电子限位开关的单相或三相电机的控制器

电源 三相交流电
3~400V	AC	/	3~230V	AC	(+10%	-	10%)	50/60Hz

单相交流电
1~230V	AC	(+10%	-	10%)	50/60Hz

2.2kW

< 5W

F1:	500	mA	F类;	F2,	F3,	F4:	6.3A	T类

IP55

安装时不得移动（例如在砖墙上）

310	x	210	x	160	mm

2.5	kg

警告：
•本文所述的所有技术规格均指20°C（±5°C）的环境温度。
•Nice S.p.a. 在保持相同的预期用途和功能的情况下保留在必要时随时对产品进行修改的权利。

电机最大功率

待机功率

电源板上的保险丝

输出1 (配NDA040)

输出2 (配NDA040)

无源触点（继电器），可通过Oview编程

无源触点（继电器），可通过Oview编程

服务输出

“STOP 安全感应边” 输入

“ALT” 输入

(OPEN) 输入

(CLOSE) 输入

输入	1	(公共端)	和接地	(-)	8K2/OSE 停止接线端(参图5)之间24 V 直流 (最大100 mA) 

对于常闭、常开或8.2kΩ恒定电阻类型或OSE光学类型的触点;	自动识别（记忆状态的变化会导致“	
STOP”命令）

安全电路上的常闭（NC）触点

常开（NO）触点

常开（NO）触点

常闭（NC）触点，可通过Oview编程ING1 (红外) 输入 

接收器接口

无线天线输出

可编程功能

自动识别功能

工作温度

防护等级

振动

尺寸

重量

用于SMXI，SMXIS，OXI或OXIT接收器的SM连接器
52欧姆的RG58或类似的电缆（最大10 m）

可通过Oview编程和控制器进行编程的功能

自动识别“ STOP”类型的设备（OSE或8.2KΩ电阻）

-20°C		-		+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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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N. 634/DPRO500)
and declaration of incorporation of “partly completed machinery”

Note: the contents of this declaration correspond to that stated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 filed in the offices of Nice S.p.A. and, in particular, 
the latest version thereof available prior to the printing of this manual. The text herein has been re-edited for editorial purposes. A copy of 
the original declaration can be requested from Nice S.p.A. (TV) Italy.

Revision: 0 Language: EN

Manufacturer’s name: NICE S.p.A.

Address: Via	Pezza	Alta	N°13,	31046	Rustignè	di	Oderzo	(TV)	Italy

Person authorised to compile the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NICE S.p.A.

Address: Via	Pezza	Alta	N°13,	31046	Rustignè	di	Oderzo	(TV)	Italy

Product type: Central control unit

Model / Type: DPRO500

Accessories: Radio receivers mod. SMXI, SMXIS and ONEXI, OXI, OXIBD, OXILR, OVIEW
Optical	safety	edge	TMF,	NDA040
Photocells ERA family S, M, L

The	undersigned,	Roberto	Griffa,	a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hereby	declares	under	his	own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product	identified	above	
complies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following	directives:
•	 Directive	2014/30/UE	(EMC)	 EN	61000-6-2:2005	-	EN	61000-6-3:2007+A1:2011

In	addition,	the	product	conforms	to	the	following	direct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applicable	to	“partly	completed	machinery”:
(Annex	II,	part	1,	section	B):

• In	addition,	the	product	conforms	to	the	following	direct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applicable	to	“partly	completed	machinery”:
Directive	2006/4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May	17	2006	regarding	machines	and	amending	Directive
95/16/EC	(consolidated	text).
- It	 is	hereby	declared	that	the	relevant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has	been	compiled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II	Part	B	of	Directive
2006/42/EC	and	that	the	following	essential	requirements	have	been	applied	and	fulfilled:	1.1.1-	1.1.2-	1.1.3-	1.2.1-1.2.6-	1.5.1-1.5.2-
1.5.5-	1.5.6-	1.5.7-	1.5.8-	1.5.10-	1.5.11
- The	manufacturer	agrees	to	transmit	to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any	pertinent	information	on	“partly	completed	machinery”,	in	response
to a motivated request, without prejudice to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Should	the	“partly	completed	machinery”	be	commissioned	in	a	European	country	with	an	official	language	different	to	the	one	used	in
this declaration, a translation into that language accompanying this declaration must be provided by the importer.
- The	“partly	completed	machinery”	may	not	be	commissioned	until	the	final	machinery	into	which	it	is	to	be	incorporated	has	been	decl
red	to	conform	to	the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2006/42/EC,	where	appropriate.

The	product	also	complies	with	the	following	standards:	EN	60335-1:2012+A11:2014,	EN	62233:2008,	EN	60335-2-103:2015

Place	and	Date:	 Oderzo,	19/12/2017
 Ing. Roberto Griffa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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