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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件安装

系统需求

桌上型个人电脑

适应于 Windows XP/WIN7、WIN8 等操作系统

 CPU：主频 2.0Ghz 以上

内存：1G 以上，建议使用 2G 以上内存

显示卡：Graphic2 1G 以上显示卡，1440*900 分辨率，60 赫兹

硬盘：40GB 以上硬盘，安装所需 1GB 剩余空间

其他设备：鼠标、键盘、声卡

打开“智能一卡通管理系统”文件夹，双击打开“SETUP.EXE”安装软件，见下图：



如果是首次安装则会出现安装.NET4.0 的询问界面，点击“接受”，见下图：

出现.NET4.0 安装界面，见下图：

等待几分钟后，进入“智能一卡通管理系统”软件安装界面，按照步骤进行安装，点击“关闭”，完成

安装，见下图：



2.软件登陆

左键双击桌面 进入软件登陆窗口，如下图：

点击“登录”按钮登陆软件，见下图，登陆密码可通过“操作管理员”功能项进行修改。



3.设置项目信息

点击软件主界面右上角 下接菜单，在弹出菜单中选择“项目信息编辑”，

进入“项目信息编辑”界面后，输入“项目名称、项目密码”，选择“开放扇区，点击“新增”按钮添

加项目；将软件默认生成的“小区名称、楼栋名称、单元名称”根据实际项目进行修改及添加。



4.设备信息管理

选择软件主界面“设备管理”项，进入设备管理界面，如下图：

4.1 新增设备信息

选择软件主界面左侧目录项目名称，然后点击‘增’按钮，进入‘增加梯控设备’界面，如下图：

1. 选择梯控安装位置的‘楼栋名称、单元名称’；

2. 填写‘梯控名称’，根据电梯管理楼层情况设置修改‘起始层号、地址编码、动作延时、对讲延时、



用户卡到期提醒提前天数、用户卡余额提醒最小金额，以及选择是否扣费’几项梯控参数信息，点击

‘保存’按钮添加梯控设备信息。

3. 点击‘刷新’按钮，重新添加设置梯控信息，往复步骤添加完全部梯控信息。

4.2 修改设备信息

在软件主界面‘设备管理’项下选择所要修改的设备信息，如下图：

点击‘改’按钮，进入‘修改梯控信息’界面，如下图：

修改所需修改的梯控相关参数，点击‘保存’按钮，梯控信息修改成功。



5.设备授权

选择软件主界面“卡片管理”项，点击“卡片制作”按钮，进入‘梯控卡片制作’界面，如下图：

选择‘功能卡’选项，点击‘设置卡’按钮，进入‘梯控设置卡’制作界面，如下图：



点击‘浏览’按钮，进入‘设备信息浏览’界面，选择将进行授权的电梯信息，点击‘确定’按钮，如

下图：

查看梯控授权参数信息是否正确，符不符合授权要求，或进行参数修改设定；将加密过的空白 IC卡放入

发卡器，点击‘发卡’按钮，梯控设置卡制作成功，拿此卡到所需授权的梯控读卡器上刷卡，设备授权成功。

参照以上授权步骤将所有电梯梯控板进行授权设置即可。



6.用户信息管理

选择软件主界面“用户管理”项，进入用户管理界面，如下图：

6.1 新增用户信息

选择软件主界面左侧目录项目名称，然后点击“增”按钮，进入用户信息新增界面，如下图：

1. 填写用户的名称、门牌号、用户电话等基本信息；

2. 选择用户所住楼栋、单元名称信息，点击“保存”按钮，保存用户资料；

3. 点击‘刷新’按钮，重新添加设置用户信息，往复步骤添加完全部用户资料。



6.2 修改用户信息

在软件主界面‘用户管理’项下选择所要修改的用户资料信息，如下图：

点击‘改’按钮，进入‘修改用户信息’界面，如下图：

修改所需修改的用户资料信息，点击‘保存’按钮，用户信息修改成功。



7.用户卡制作

选择软件主界面“卡片管理”项，点击“卡片制作”按钮，进入‘梯控卡片制作’界面，如下图：

点击“开户/补卡”按钮或点击软件首页‘ ’快捷图标，进入‘梯控开户/补卡’界面，如下图：



1. 点击‘浏览’按钮选择持卡人的用户资料信息，确定返回‘梯控开户/补卡’界面；

2. 选择用户所在单元的电梯名称（最多可选择 8部授权不同的电梯）；

3. 选择用户所住楼层（最多可选择 4层）；

4.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相关参数；

5. 将加密过的空白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发卡’按钮，用户卡制作成功。

用户卡功能解释：

1) 有效期设置：设置用户卡的使用有效期限，或选择‘否’永久有效；

2) 日期设置：设定后，在指定的星期当天内用户卡可以使用；

3) 时间段设置：在设定的时间段内，用户卡可以使用，最多可设定 3个时间段；

4) 次数设置：可以设定用户卡的使用次数；

5) 是否为扣费卡：此功能需在设备为允许收费功能的状态下，才能体现收费功能；

6) 是否挂失旧用户卡：通过此选项发出的用户卡，刷卡后可以替换并挂失先前原有用户卡。

当同一部电梯上的用户卡有自动（直达）选层跟手动选层两种乘梯方式时，在读卡器上短刷用户卡，

优先选择自动选层权限；长刷此用户卡 5秒左右后，进入手动选层权限，可选择事先授权设置的楼层按钮。



8.卡片管理

选择软件主界面“卡片管理”项，点击“卡片制作”按钮，进入‘梯控卡片制作’界面，如下图：

8.1 用户卡

在‘用户卡’选项下，可进行用户卡的‘新卡开户、遗失补办、变更和充值/缴费’几项操作。

8.1.1 新卡开户

详细步骤见‘7 用户卡制作’功能说明。



8.1.2 遗失补办

打开‘梯控开户/补卡’界面，如下图：

1. 点击‘浏览’选择持卡人的用户资料信息（旧用户卡）；确定返回‘梯控开户/补卡’界面；

2. 选择用户所在单元的电梯名称；

3. 选择用户所住楼层；

4. 设置相关参数；

5. 是否挂失旧用户卡选择‘是’，点击‘浏览’查找选择旧用户卡信息，确定返回‘梯控开户/补卡’

界面；

6. 将加密过的空白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发卡’按钮，新用户卡制作成功；



7. 用新补办用户卡到电梯读卡器上刷卡便能正常使用，同时也将旧用户卡挂失。

8.1.3 变更

点击“变更”按钮或点击软件首页‘ ’进入‘梯控用户卡变更’界面，如下图：

点击‘读卡’按钮，读取用户卡卡内用户资料，可对电梯信息及功能设置进行变更修改，修改完毕后，

点击‘发卡’按钮，确认用户卡资料变更。

8.1.4 充值/缴费

点击‘充值/缴费’按钮或点击软件首页‘ ’快捷图标，进入‘充值/缴费’界面，可对收费用户

卡进行费用充值，如下图：

点击‘读卡’按钮，读取用户卡，填入充值金额，点击‘充值’按钮，充值成功。



8.2 功能卡

选择‘功能卡’选项，可进行‘设置卡、开放时间段卡、挂失/解挂卡、费率设置卡、查看卡、总线控

制卡’几项功能卡片的制作，如下图：

8.2.1 设置卡

此卡用于对设备进行权限设置，详细步骤见：‘5设备授权’说明。



8.2.2 开放时间段卡

点击‘开放时间段卡’按钮，进入‘梯控开放时段卡’设置界面，可进行‘计时开放、循环开放和永久

开放’3种时间段卡片的制作。

8.2.2.1 计时开放

1. 勾选‘启用计时开放’开启计时开放时间段卡设置界面；

2. 勾选所需开放的楼层信息；

3. 设定所需开放的时间；

4. 将加密过的空白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发卡’按钮，计时开放时间段卡制作成功。

刷计时开放卡后，所设置的楼层在设定的时间范围内，无需刷用户卡便可乘梯，开放

的时间从刷了计时开放卡后，以到计时的方式开放所设定的开放时间。



8.2.2.2 循环开放

选择‘循环开放’功能项，如下图：

启用循环开放：

1. 勾选‘启用循环开放’项，开启循环开放时间段卡设置界面；

2. 勾选所需开放的楼层信息；

3. 根据需要进行相关的功能设定；

4. 将加密过的空白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发卡’按钮，启用循环开放时间段卡制作成功。

功能组合解释：

日期段设置：单选此项，刷卡后，在设定的日期范围内都无需刷用户卡便可乘梯。

星期设置 ：单选此项，刷卡后，在设定的每个星期当天内都无需刷用户卡便可乘梯。

时间段设置：单选此项，刷卡后，每天在设定的时间段范围内都无需刷用户卡便可乘梯。

日期+星期：勾选这两项，刷卡后，在设定日期范围内的星期当天都无需刷用户卡便可乘梯。

日期+时间：勾选这两项，刷卡后，在设定日期范围每天设定的时间段内都无需刷用户卡便可乘梯。

星期+时间：勾选这两项，刷卡后，在每个设定星期当天的设定时间段内都无需刷用户卡便可乘梯。



日期+星期+时间：三项同时勾选，刷卡后，在设定日期范围内，每个设定星期当天的设定时间段内

都无需刷用户卡便可乘梯。

刷启用循环开放时间段卡后，所设置的楼层在设定的时间范围内，无需再刷用户卡或管理

卡便可乘梯。如若想恢复回刷卡乘梯管理方式，需刷撤消循环开放时间段卡。

撤消循环开放：

1. 勾选‘撤消循环开放’项，关闭循环开放时间段卡设置界面；

2. 将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发卡’按钮，撤消循环开放时间段卡制作成功。

8.2.2.3 永久开放

选择‘永久开放’功能项，如下图：

启用永久开放：

1. 勾选‘启用永久开放’项，开启永久开放时间段卡设置界面；

2. 勾选所需开放的楼层信息；

3. 选择‘开放’；



4. 将加密过的空白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发卡’按钮，启用永久开放时间段卡制作成功。

撤消永久开放：

1. 勾选‘启用永久开放’项，开启永久开放时间段卡设置界面；

2. 勾选所需撤消的楼层信息；

3. 选择‘撤消’；

4. 将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发卡’按钮，撤消永久开放时间段卡制作成功。

刷启用永久开放时间段卡后，所设置的楼层无需再刷用户卡或管理卡便可乘梯。如若想恢

复回刷卡乘梯管理方式，需刷撤消永久开放时间段卡。

8.2.3 挂失/解挂卡

点击‘挂失/解挂卡’按钮或点击软件首页‘ ’快捷图标，进入‘卡片批量挂失/解挂’界面，

如下图：

8.2.3.1 卡片挂失

勾选需要挂失的卡片信息，将加密过的空白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挂失卡’按钮，挂失卡制作成功。

拿着这张挂失卡到电梯读卡器上刷卡，那么丢失的那张卡片便不能使用了。

例如：住在一栋一单元 802房的张三，卡片丢了，进入‘卡片批量挂失/解挂’挂失对话框，找出并勾

选他的卡片信息，放入加密过的空白 IC卡点击‘挂失卡’按钮，拿着这张挂失卡到电梯读卡器上刷卡，张

三之前丢失的卡就不能使用了。



若勾选了‘全部选择’项，发出的挂失卡会将‘卡片挂失’列表内的所有用户卡、管

理卡及功能卡全部挂失。

8.2.3.2 卡片解挂

选择‘卡片解挂’切换到卡片解挂界面，如下图：

勾选需要解挂的卡片信息，将加密过的空白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解挂卡’按钮，解挂卡制作成功。

拿着这张解挂卡到电梯读卡器上刷卡，那么先前挂失的那张卡片便能使用了。

例如：之前住在一栋一单元 802房的张三,丢了的卡片找到了，进入‘卡片批量挂失/解挂’解挂对话框，

找出先前挂失的卡片信息，放入加密过的空白 IC 卡点击“解挂卡”按钮，拿着这张解挂卡到电梯读卡器上

刷卡，卡片就能正常使用了。

若勾选了‘全部选择’项或通过点击‘全解挂卡’按钮发出的解挂卡，会将先前挂失的

所有用户卡、管理卡及功能卡全部解挂。



8.2.4 费率设置卡

点击‘费率设置卡’按钮，进入‘梯控费率设置卡’设置界面，如下图：

设定好‘起始楼层’和‘终止楼层’，填入‘起始单价’和‘单层累加费率’，并在设定栏前面打上勾，

将加密过的空白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发卡’按钮，费率设置卡制作成功，到电梯读卡器上刷卡便完成

费率设置步骤。此设置卡可同时设置 8个不同楼层段的收费费率标准，即，同一栋楼，可设置多个楼层段

收费费率标准。

起始单价:是指该楼层段最底楼层的收费起始单价金额。

单层累加费率：是指在前一层的收费标准上所需增加的金额。

假设：￥代表楼层实收金额，A 代表起始单价，B代表单层累加费率，N 代表实际楼层数；那么，每个

楼层的收费标准计算方式是：￥=A+（N－1）*B

例如：一 20 层高的单元楼，收费起始楼层是 1层，终止楼层是 20 层，起始单价 0.2 元，单层类加费率

是 0.2 元，那么，此时刷 8楼扣费卡时，8楼每次刷卡的扣除金额是：0.2+（8-1）*0.2=1.6 元



8.2.5 查看卡

点击‘查看卡’按钮，进入‘查看卡’操作界面，如下图：

将加密过的空白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发卡’按钮，查看卡制作成功，到电梯读卡器上刷卡后，将

卡放入发卡器点击‘查看参数’按钮，便可查看设备的详细授权信息。

8.2.6 总线控制卡

将加密过的空白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总线控制卡’按钮，总线控制卡制作成功，到电梯读卡器上

刷卡便可控制总线继电器的动作。

8.3 管理卡

选择‘管理卡’选项，进入‘管理卡’制作界面，如下图：



8.3.1 全电梯管理卡

选择‘适合全部电梯’项，点击‘楼层设置’按钮，进入‘授权楼层选择’界面，如下图：

勾选所需授权的楼层，点击‘确定’按钮，返回‘管理卡’制作界面，设定相关的功能选项，将加密过

的空白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发卡’按钮，全电梯管理卡制作成功，在任一电梯上刷卡后，都可到达被

授权的楼层。

8.3.2 指定电梯管理卡

选择‘只适合特定电梯’项，点击‘地址及楼层设置’按钮，进入‘授权电梯及相应楼层选择’界面，

如下图：

选择授权电梯位置信息，勾选所需授权的楼层，点击‘确定’按钮，返回‘管理卡’制作界面，设定相

关的功能选项，将加密过的空白 IC卡放入发卡器，点击‘发卡’按钮，指定电梯管理卡制作成功，在指定

的电梯上刷卡后，可到达被授权的楼层。一共可指定 4部电梯进行授权。



9.其它功能

点击软件主界面右上角 下接菜单，可进行‘默认参数设置、操作员管理、备份设置、项目信

息编辑、卡信息查询、用户卡到期查询、用户卡缴费历史查询收费单价查询及阅读产品软硬件说明书’几项

功能的操作，如下图：

9.1 默认参数设置

在软件右上角的下接菜单中选择‘默认参数设置’项，进入‘默认参数设置’操作界面，如下图：

本系统是梯控、门禁综合性系统，可以在‘系统类型默认设置’栏中选择系统类型。在‘项目默认设置’

栏中可以选择默认的项目。



9.2 操作员管理

在软件右上角的下接菜单中选择‘操作员管理’项，进入‘操作员管理’操作界面，如下图：

可对软件默认登陆密码进行修改，每次登陆需输入修改后密码才能登入软件；也可以添加新的操作管理

员。

9.3 备份设置

在软件右上角的下接菜单中选择‘备份设置’项，进入‘备份设置’操作界面，如下图：



9.3.1 自动备份

软件安装后，系统默认为自动备份数据库，如果不勾选‘启用自动备份’，系统将不自动备份数据库。

9.3.2 即时备份

通过此功能可对系统数据库进行临时的备份，点击‘浏览’，选择好保存数据的位置，点击‘开始备份’

按钮就可以将当前的数据库进行备份。

9.3.3 数据恢复

在系统日常使用中，如果系统崩溃或管理电脑重装系统后，数据库没有数据了，那么此时就可以通过此

功能将先前备份好的数据导入到重新安装的软件系统数据库中，恢复系统的一个正常使用。

9.4 项目信息编辑

详细步骤参照‘3设置项目信息’。

9.5 读卡信息

在软件右上角的下接菜单中选择‘读卡信息’项，或点击软件首页‘ ’快捷图标，进入‘读

卡信息’操作界面，如下图：

放入需读取卡片信息的 IC卡，点击‘读卡’按钮，读取卡内信息。



9.6 用户卡到期查询

在软件右上角的下接菜单中选择‘用户卡到期查询’项，或右键单击软件主界面右下角‘通知栏’，点

击‘详细信息’进入‘用户卡到期查询’界面，如下图：

可查看看快到期的用户卡信息，并可设置到期提配的天数，便于更好的物业管理。

9.7 用户卡缴费历史查询

在软件右上角的下接菜单中选择‘用户卡缴费历史查询’项，进入‘用户卡缴费历史查询’界面，如下

图：

可查看到用户卡缴费的历史详细信息，通过‘搜索’可快速找到指定用户卡缴费历史详细信息。



9.8 收费单价查询

在软件右上角的下接菜单中选择‘收费单价查询’项，进入‘收费单价查询’界面，如下图：

可查看设置了收费功能电梯的收费费率标准。

9.9 卡片注消

用于清除卡片内数据资料信息，将需清除数据的卡片放入发卡器，点击软件首页‘ ’快捷图标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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