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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手册主要介绍人脸速通门的工程设计和安装，手册阅读对象为公司内部安装调试人脸速通门

员工、集成商及工程商的实施人员和维护人员。强烈建议上述人员先通读手册，然后着手设计施工

和设备接线安装。 

1 概述 
本手册主要介绍人脸速通门的工程设计和安装，手册阅读对象为公司内部安装调试人脸速通门

员工、集成商及工程商的实施人员和维护人员。强烈建议上述人员先通读手册，然后着手设计施工

和设备接线安装。 
人脸速通门系统，由速通门通道速通门、速通门人脸识别终端和速通门人脸管理服务器三部分

组成，其中人脸识别终端与人脸管理服务器间通过以太网连接。宇视科技将人脸识别方面的技术融

合到速通门产品进而推出人脸速通门，人脸速通门实现对人员出入的精确控制，防止传统速通门存

在的盗刷、代刷等现象。并支持人脸白名单识别（1：N）、人证核验（1:1）、刷卡、人脸+IC 卡

核验、人证核验+身份证白名单核验等多种识别开门方式。速通门人脸管理服务器是一款集中化管

理人脸识别终端的设备，可实现人员信息录入、存储及管理，并可快速同步至速通门人脸识别终端。

同时速通门人脸管理服务器将记录所有人员的出入记录、并配以考勤、陌生人出入信息等，保障园

区或者公司内部安全。还可与后端 VM 平台配合，上传相关数据，实现黑名单报警等功能。 

2 工程勘察 
现场工程勘察前首先要了解工程概况，包括：项目背景、规模、质量目标、项目开竣工时间；

认真研究招投标文件、工程合同、设计方案和图纸等资料。到达现场后可根据以上工程建设信息进

行勘察，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再结合客户的实际人脸速通门布点需求，确定人脸速通门建设的具

体位置。 

2.1  人脸速通门建设点选定依据 

 建议安装在规则宽度的过道或较宽阔的大堂； 
 确认现场通行人数，根据实际人流量确定闸机数量； 
 现场安装空间是否有预留人员排队通行的空间，避免拥堵； 
 现场安装是否需要预留物流门； 
 室外安装需配套雨棚，同时地面需预防雨水浸泡；如果闸机被雨水浸泡高度过高，可能会导致

红外单板、电机生锈、腐蚀，雨水浸泡高度不得超过 10cm；特大暴雨天产生洪涝时，务必将设

备断电处理； 
 室外安装需考虑机动车、非机动车的通行； 
 地基基面需要平整，不能凹凸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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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现场通讯光缆、取电位置等，安装位置需方便取电和联网，同时可避免安装地下走线时被

破坏； 
 检查地面材质，对于瓷砖和大理石地面，开槽前，需要确认该瓷砖或大理石的修复问题； 
 查看现场的电力、给水、通信等地下管网状况，施工尽量避开地下管道； 
 检查现场光线情况，人脸识别终端自带自动补光，一般均可满足，尽量避免强光、逆光场景； 
 检查现场玻璃门使用情况，玻璃门反光较严重，对玻璃门外的人脸影响也较大。须确保玻璃门

和核验头保持在 2-3 米的距离； 

2.2  速通门安装地面要求须知 

 速通门需要在“水平”地面安装（需使用“水平尺”测量）；斜坡地面安装时，必须要将地面

找水平，推荐浇筑安全岛，保证速通门地面基础水平。 
 地面有颗粒突起时，需先将地面彻底找水平后再继续安装；安装前需对地面清扫，清除掉活动

的小石子等异物，避免安装后因地面不平整而导致速通门晃动和电机异响等异常情况发生。 
 不允许使用干水泥拌沙的疏松地面基础，此地面安装膨胀螺丝无法有效固定，此类地面安装必

须浇筑安全岛。 
 现场为大理石、瓷砖等地面，且使用干水泥拌沙做基础铺设，需先确定地面底层材质。如底层

材质为水泥混凝土，则使用加长膨胀螺丝打至水泥混凝土地基来固定速通门。 
 如地面不允许钻孔和水泥浇筑，可选配速通门底座来配合安装。 

 

 

注意： 

在速通门安装前，均需使用“水平尺”测量主、辅闸机安装点位，确保如下图 “H”形三条

线处于水平状态。确保同一组速通门两两之间地面基础水平。 

 
如果速通门地面基础不水平，可能会造成机箱晃动、膨胀螺丝脱落、电机机芯偏移等问题，

从而影响速通门使用安全及电机机芯寿命。 

2.3  人脸速通门通道数量计算依据 

 现速通门的单通道的通行频率基本都在 20人/分钟，工程设计时需考虑到实际通行速率，选择

合适的通道数量避免拥堵。 

 根据需要最大并发通过速通门的人员数量和允许的时长计算通道数量。 
计算公式：总通道数=预计并发通过的人数 / 允许的时长/通行速率，向上取整 。 
 根据现场的场地宽度计算通道数量。  
计算公式：最大可容纳通道数=（总宽度-左边机宽度）/（中间机宽度+通道宽度）,向下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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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勘资料 

完成现场勘察后需输出现场工堪示意图，包括环境信息（安装预留宽度、是否需要雨棚、是否需要

遮光板或者补光灯、是否需要物流门等）和人脸速通门安装位置和方向等信息。据此示意图可确定

线缆长度和选型、所需的设备数量和种类，估算施工人员数量，形成最终的人脸速通门工程勘察报

告。详细的工勘要求请参照《人脸速通门工勘指导书 V3.1》。 

3 工程安全须知 
 请确保设备放置或安装平稳可靠，防止坠落。 
 请确保设备安装正确后再上电使用，以免因连接错误造成人身伤害和设备部件损坏。 
 移动设备前请断开电源，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请防止水或其他液体流入设备，以免损坏设备和发生电击、火灾等危险。 
 对于室外设备，请在工程安装时按规范要求做好防水工作。 
 请使用带保护接地连接的电网电源输出插座。 
 对有接地要求的设备，请确保接地合规。 
 请严格遵守当地各项电气安全标准。 
 需确保环境电压稳定并符合设备供电要求，务必在额定输入输出范围内使用设备, 注意整体供

电功率大于设备设计最大功率之和。 
 请确保设备放置或安装场所的温度、湿度、灰尘、腐蚀性气体、电磁辐射等指标满足设备使用

环境要求。 

4 工程准备 

4.1  安装工具 

人脸速通门安装过程中需用到的工具，详见下表。 

工具类型 工具图片 

内六角扳手 

 
用于打开/固定内六角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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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维修电子组套 

 
33 件套及以上，用于线缆接线。 

防静电手腕或者手套 
 

建议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防静电手套或者手腕，确保安

全。 

记号笔 不做特殊要求。 

卷尺 

 
测量尺寸。 

电锤 

 
用于破路及膨胀螺丝钻孔。 

铁锤 

 
用于将膨胀螺丝打进地面。 

切割机 

 
用于地面开槽。 

膨胀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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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固定速通门。 

膨胀螺丝型号可参考每款速通门的通道安装尺寸图（底

视图）。 

硅橡胶若干 

胶枪 
 

用于人脸识别终端防水安装。 

推荐使用可赛新 1587。 

网线、电源线若干 
用于人脸识别终端联网；建议选购超五类产品。 

电源线用于速通门 220V 供电。 

4.2  设备摆放 

通过外包装上的标签区分进向的左边机、中间机、右边机，然后进行拆箱摆放。 

4.3  安装环境 

人脸速通门安装环境按照实际情况分为新装类和改造类。下面就新装类与改造类在实际部署人脸速

通门时需提前准备的事项进行说明。 

4.3.1  新装类 

人脸速通门安装在新装类的场景中，工程装修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 预埋过桥线穿线管 

(一)确定速通门型号，明确通道宽度。通道宽度以实测为准。 

注：安装通道宽度合适，不随意改变通道设计宽度。 

表4-1 通道宽度 

闸机类型 推荐通道宽度 

DEL-511 系列人脸三辊式速通门 550mm 

DEL-611 系列人脸翼式速通门 550mm 

(二)明确速通门安装位置，参考速通门过线孔位置，明确预埋过桥线（人脸速通门机芯间通过若干

线缆，统称过桥线）穿线管具体位置。 

 速通门过线孔位置可从每款速通门的“安装尺寸底视图”查看。现资料底视图都是标准宽

度。 

 加宽通道相较于普通宽度，过线孔的长度加上“加宽宽度-标准宽度”的距离即可。 

表4-2 速通门过线孔 

速通门类型 过线孔位置 

DEL-511 参考 DEL-511 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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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611 参考 DEL-611 安装尺寸图 

(三)穿线管选材。 

 穿线管两端要对应不同速通门型号的线孔。 

 穿线管建议采用选择品牌穿线管。 

 穿线管数量及直径选择可参考下表，具体情况可根据现场做调整。 

表4-3 穿线管要求 

速通门类型 穿线管数量 穿线管尺寸 

DEL-511  2（强电、弱电分开） 外径 40mm*壁厚 2.0mm 

DEL-611  2（强电、弱电分开） 外径 40mm*壁厚 2.0mm 

(四)预埋穿线管。 

穿线管距离地面深度（建议深度 80-100mm）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但一定要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

防止穿线管受压变形甚至破裂，影响速通门寿命。 

 
注意： 

 DEL系列速通门的过桥线有着标准长度，按照建议的深度放置预埋管过桥线长度是足够的； 

 当设置安全岛时，应该以安全岛的平面为正负零考虑预埋管的深度。 

 当设置安全岛时，安全岛高度建议不超过 10CM，以免影响识别高度。 

2. 预埋电源线 

根据速通门布局位置，在合适位置预埋电源线。电源线的规格可参考下表，保障各速通门通道能正

常工作。 

表4-4 电源线要求 

通道数量 电源线要求 

通道数≤5 RVV3*1.5 

3 根 1.5 平方毫米的铜芯线外加一层外护套。 

5＜通道数≤10 RVV3*2.5 

3 根 2.5 平方毫米的铜芯线外加一层外护套。 

通道数>10 通道数接近 10 的，电源线的要求可参考通道数在 5 到

10 以内的电源线要求。 

通道数比较多，可按照 10 个通道数为一组，每增加一组，

相应的增加一组供电源。 

3. 设计通信网线 

提前设计组网，确定机房位置，安装好机房与前端的通信网线（采用超五类及以上的优质网线，建

议选择品牌网线）。 

注意机房与前端的距离不易过远。 

4. 预留地面安装位置 

如果采用瓷砖等脆质地面，需提前规划，速通门安装后再进行铺砖，避免瓷砖铺好后再进行开槽、

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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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它注意项 

 速通门需要用膨胀螺栓固定在地面上。 

 螺栓孔周围地面不得埋有其他线路，避免打孔时破坏。 

 速通门安装位置要严格安装我司工勘说明进行选点，对于大厅场景，速通门距离大门口至少 3

米的距离。 

4.3.2  改造类 

人脸速通门安装在已经装修好的环境中时，一般需要地面开槽或者是安装底座的方式，完成过桥线

的铺设。 
 地面开槽，务必提前确认地下管线的走向，避免开槽破坏导致无法修复。 
 对于瓷砖和大理石地面，开槽前，需要确认该瓷砖或大理石的修复问题，需要专业修复人员（装

修前可统一考虑）完成。 
 对于确定无法修复的瓷砖或大理石等地面，可以考虑安装底座铺设过桥线。 
1. 地面开槽 
根据现场工勘示意图，确定好速通门安装位置后，需在速通门通道地面开槽。速通门地面所用材质

不同，具体施工方法也有区别： 
 对于浇筑类地面：如水泥路、混凝土、柏油路等 

1. 施工人员需先挖出一个槽位，开槽位置可参考速通门过线孔的位置。 

表4-5 速通门过线孔 

速通门类型 过线孔位置 

DEL-511 参考 DEL-511 安装尺寸图 

DEL-611 参考 DEL-611 安装尺寸图 

2. 将过桥线包括信号线和电源线等，按强电与弱电线分开布设在外径 40mm*壁厚 2.0mm 穿

线管，铺设在槽位内。避免裸线后续腐蚀问题，影响人脸速通门使用。 

表4-6 速通门过桥线 

速通门类

型 过桥线 

DEL-511 

强电： 

机芯电源线；PE 线缆； 

弱电： 

机芯信号线；红外发射线缆 EMIT 和端子板 PB 线缆；通行指示灯；机芯信号电源线； 

详细情况详见 FG6221 接线。 

DEL-611 

强电： 

机芯电源线；PE 线缆； 

弱电： 

机芯通讯线缆；红外发射线缆 EMIT 和端子板 PB 线缆；通行指示灯；DC12V 电源线缆； 

详细情况详见 FG8221 接线。 

3. 当人脸速通门安装完成后，施工人员需再修复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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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脆质地面：如瓷砖、大理石、水磨石等。 
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先完整的取出瓷砖等，后续再填充使用。 
1. 施工人员需先挖出一个槽位，开槽位置可参考速通门过线孔的位置，详细信息可参考表 3-5。 
2. 将过桥线按强弱分开布设在外径 40mm*壁厚 2.0mm 穿线管，铺设在槽位内。避免裸线后

续腐蚀问题，影响人脸速通门使用。 
3. 当人脸速通门安装完成后，施工人员需再修复地面。 

2. 安装底座 
对于确定无法修复的瓷砖或大理石等地面，则需要通过安装底座的方法去铺设过桥线。 
1. 根据现场工勘示意图，确定好速通门安装位置后，放置好速通门底座。 
2. 底座开孔，要求孔的位置需能通过塑封过桥线的穿线管。 
底座开孔位置可参考速通门过线孔的位置，详见表 3-5。 

3. 将过桥线按强弱分开铺设在底座内。 
4. 人脸速通门搬到底座上的安装位置，逐个对准地脚螺栓并预紧螺母（注意弹垫、垫片的位置）。 

4.4  线缆铺设要求 

线缆敷设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把定义好的线缆在布线前两端都做好标识，打好标签，以方便后期维护； 

 信号线和电源线的电缆必须分开绑扎以防止强电对信号的传递产生干扰； 

 在布置网线时需要考虑传输线路不应太长，传输距离超过 80 米时，应增加信号增强设备或考

虑使用光纤的方式来进行数据传输； 

 布线时，需从闸机主机端预留 RVV2*1.0 通道开关线缆（每个通道 1 根），通过预埋线管铺设

至就近保安岗亭、监控室或物业等，通过通道开关控制某个通道； 

 布线时，需从闸机主机端预留 RVV2*1.0 消防按钮线缆（每个通道 1 根），通过预埋线管铺设

至就近保安岗亭、监控室或物业等，通过消防按钮控制所有通道； 

 穿线时注意轻拉轻拽，防止划破损坏线缆； 

 管道内所有线缆穿过后的总面积不得超过管道截面积的 50%，以便管道穿线及导线散热； 

 所有的设备均要求有良好的接地措施。 

4.5  工程设计 

4.5.1  室内工程设计 

当人脸速通门安装在室内场景时： 

1. 人脸识别终端自带补光功能，一般环境下均可满足需求。人脸速通门区域没有补光，建议在速

通门的正上方离地面 3 米处每隔 1 米安装一个 25 瓦的白光日光灯灯进行补光，同时保证人脸

左右两边的补光均匀，无阴影，高光溢出等，否则会影响人脸抓拍率。 

2. 对于过宽的过道等场所，人脸速通门可配套围栏、物流门一起安装。 

物流门需保证一定的宽度，此处建议 1.2~1.5米，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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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室内工程设计 

 

4.5.2  室外工程设计 

当人脸速通门安装在室外场景时： 

1. 室外场景时推荐装顶棚，防止光线直射和雨水凝结。 

效果图 4-2只是一个展示，雨棚用户可根据实际设计安装。 

2. 安装在室外时，需要采取措施防止雨水浸泡，如果速通门安装位置易积水，务必设置安全岛（水

泥平台）。安全岛的高度不超过 10cm，防止识别终端过高，影响人脸识别。 

3. 室外安装场景时，如果是安装在门口，还需考虑到机动车、非机动车的通行，物流门等。提前

设计好图纸，避免施工过程返工。 

如果门口电动车、机动车等车流量比较大，必须在进出方向增加减速带。 

图4-2 室外雨棚效果图 

 

5 安全施工条例 

(1) 施工人员应先按要求穿戴防静电手腕或者手套然后再进行施工作业； 

(2) 切勿带电作业，确保用电安全。有电线外漏部分，要求首先测量验电，确定后再进行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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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作业过程中，避免电线线头外漏，接线部位应作严格的绝缘包扎； 

(4) 现场安装过程中，要求尾线（电源线、网口线等）不能过度弯折，避免长时间应力作用导致线

缆接触不良，影响设备使用。 

6 工程安装 

6.1  速通门安装 

6.1.1  DEL-511 三辊式速通门 

整体外观见下图 6-1，设备外观请您以实物为准。 

图6-1 DEL-511 系列三锟式速通门产品单通道外观 

 

下图 6-2所示为一组双通道，通道宽度为 550、550mm。 

1. 以水平中心线为基准，画三条与之正交的垂直平行线，其间距为 830mm。垂直平行线的位置即

为速通门机箱的中心线位置。 

2. 以水平中心线为中心基准，在其上下两侧，距离水平中心线为 473mm的位置，确定两条与其平

行的线。 

3. 以每条垂直平行线为中心基准，在其左右两侧，距离为 90mm的位置，确定两条与其平行的线。 

上述第 3 步所画的 6 条垂直线与第 2 步画的 2 条平行线相交的位置即为安装孔位置（共 12 个）。

具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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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通道安装尺寸图 

 

安装之前，需要对速通门进行部分拆卸，具体见下图所示说明。 

图6-3 速通门部分拆卸图 

 

步骤1 用附件中的钥匙将速通门底部门板打开。 

步骤2 确定 4个安装孔位位置之后，钻孔，埋下膨胀螺丝。 

步骤3 将闸机分别搬到相应的安装位，逐个对准地脚螺栓并预紧螺母。 



 

第 12 页, 共 59 页 

 
说明： 

默认环境下，对于每台闸机需要安装 4个膨胀螺丝。膨胀螺丝的规格可选择 M10 M12 为宜，膨胀
螺丝的长度应不小于 120mm, 建议使用长度 150mm的膨胀螺丝。 

6.1.2  DEL-611 系列翼式速通门安装 

整体外观见下图 6-4，设备外观请您以实物为准。 

图6-4 DEL-611 系列翼式速通门产品单通道外观 

 

下图 6-5 所示为一组双通道速通门，通道宽度定为 550、550mm。 

(1) 以水平中心线为基准，画三条与之正交的垂直平行线，其间距为 830mm。垂直平行线的位置

即为速通门机箱的中心线位置。 
(2) 以水平中心线为中心基准，在其上下两侧，距离水平中心线为 461mm 的位置，确定两条与其

平行的线。 
(3) 以每条垂直平行线为中心基准，在其左右两侧，距离为 90mm 的位置，确定两条与其平行的

线。 
上面第 3 步所画的 6 条垂直线与第 2 步所画的 2 条平行线相交的位置即为安装孔位置（共 12 个）。 
具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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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通道安装尺寸图（底视图） 

 

 
注意： 

 通道宽度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设备尺寸以实物为准。 

 开槽宽度、深度、长度，图中给出参考数值，具体以实际为准。 

安装之前，需要对速通门进行部分拆卸，具体见下图所示说明。 

图6-6 速通门部分拆卸图 

 
步骤1 用附件中的钥匙将速通门底部门板打开。 
步骤2 确定 4 个安装孔位位置之后，钻孔，埋下膨胀螺丝。 
步骤3 根据闸机上的进出标签(通过打开闸机顶部盖板查看)，将闸机分别搬到相应的安装位，逐个对准地

脚螺栓并预紧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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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默认环境下，每台闸机需要安装 4 个膨胀螺丝。膨胀螺丝的规格可选择 M10、M12 为宜，膨胀螺
丝的长度应不小于 120mm，建议使用长度 150mm 的膨胀螺丝。 

6.1  防水塑料板安装 

将随机发送的防水塑料板安装至闸机盖板处，详情见图。 

图6-7 防水塑料板安装 

 

6.2  人脸识别终端安装 

6.2.1  ET-B32L 人脸核验终端安装 

ET-B32L、ET-S32L@W、DET-532L、QET-5301L@W 四款人脸核验终端，安装步骤一致。以下

以 ET-B32L 核验终端为例。 
步骤1 在闸机盖板上开孔。 

(1) 参考下图将开孔图纸贴到闸机盖板顶部，箭头方向指示闸机的入口方向。确定打孔尺寸及打孔

角度，并用记号笔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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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人脸速通门盖板开孔安装图 

      

 

说明： 
此开孔图以右边机为例，实际通道在开孔也可以在闸机的左侧。 

(2) 取下闸机的盖板，参考开孔图纸上 A、B 位置，在相应位置开孔（孔 A 直径：38mm，孔 B 直

径 6mm。 
(3) 在开孔位置的背面焊接 3mm 厚的衬板，保证支撑强度。 

步骤2 将密封圈上的凹槽对准支架底部密封槽内的凸台，均匀按入密封槽内。安装后检查一遍，保

证密封圈安装到位。 



 

第 16 页, 共 59 页 

图1-3 凹槽内安装密封圈 

 
 

图1-4 密封圈安装前/安装后 

 
步骤3 将人脸核验终端安装到闸机上，安装过程，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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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人脸核验终端安装图 

 
 

1.人脸核验终端 2.闸机盖板 

3. M6 内六角螺钉 4. L 型内六角扳手 

(1) 将安装过密封圈的人脸核验终端放置到闸机盖板上。 
(2) 将人脸核验终端调整到合适的角度，确保底座螺纹孔与闸机盖板安装孔对准。 
人脸核验终端角度调节方法： 
人脸核验终端底座底部共 8 个螺纹孔，共四对，如下图所示。序号 2 与序号 4 指示的两对孔调节角

度为±15°。序号 1 与序号 3 指示的两对孔调节角度为±30°。贴纸上的标识线与设备外壳底部平

齐，帮助 M6 内六角螺钉定位。 

图1-6 人脸核验终端安装图 

 
(3) 在安装孔位处放入 M6 内六角螺钉，并用 L 型内六角扳手拧紧螺钉。 

 
注意：六角螺丝需拧紧，确保密封圈有一定压缩量，才能起到防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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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人脸核验终端安装完成实拍图 

 
步骤4 安装遮阳罩。 

图1-8 遮阳罩安装示意图 

 
1.M3 螺钉 2.遮阳罩 

3. 人脸核验终端  

(1) 如上图，将遮阳罩套在核验终端顶部，并对准螺钉孔位。 
(2) 用随机附带的 M3 螺钉安装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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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遮阳罩安装实拍图 

 

 
注意：如果室外安装，必须加装遮阳罩。 

6.2.2  ET-SF1L 人脸核验终端安装 

1. 在闸机盖板上开孔。 
(1) 参考下图将开孔图纸贴到闸机盖板顶部，箭头方向指示闸机的入口方向。 

图1-1 人脸速通门盖板开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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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旋钮结构安装的识别终端实物图 

 
(2) 取下闸机的盖板，参考开孔图纸上 A、B 位置，在相应位置开孔。在开孔位置的背面焊接 3mm

厚的衬板，保证支撑强度。 
(3) 将识别终端倒立，在其底部两处凹槽内涂满硅橡胶，用于密封防水。凹槽内硅橡胶要连续，

不允许断胶。 

图1-3 识别终端点胶图 

 
2. 将人脸识别终端安装到闸机上，安装过程，详见下图。 

图1-7 人脸识别终端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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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脸识别终端 2.闸机盖板 

3.垫片 4.M3沉头螺钉 

5.M36螺母 6.M36简易开口扳手 

(1) 将涂满硅橡胶的人脸识别终端放置到闸机盖板上。 
(2) 将人脸识别终端调整到合适的角度。 
(3) 通过垫片和螺钉对人脸识别终端进行定位。 
(4) 在人脸识别终端底部的螺纹上涂抹适量硅橡胶。 
(5) 拧上 M36 螺母，并用开口扳手拧紧。 

6.3  读卡器安装 

6.3.1  IC卡读卡器安装 

IC卡读卡器是一款配合宇视人脸速通门使用的刷卡设备，结合宇视人脸速通门人卡核验或刷卡核验

模式，可以将 IC 卡内的个人信息资料读出，并将此信息上传至配套的宇视人脸速通门识别终端。

设备出厂时，将嵌入速通门顶端盖板下，且电源线（12V）已完成连接。 

6.3.2  身份证读卡器安装 

身份证读卡器是一款专门用于识别第二代身份证的内置阅读机具，采用非接触式 IC 卡技术，与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进行数据交换，可将身份证内的个人信息资料读出，并将此信息上传至配套的宇视

人脸速通门识别终端。设备出厂时，将嵌入速通门前端盖板下。 

6.3.3  二维码读卡器安装 

二维码读卡器是一款配合宇视人脸速通门使用的刷卡设备，结合宇视人脸速通门人卡核验或刷卡核

验模式，可以将二维码中的个人信息资料读出，并将此信息上传至配套的宇视人脸速通门识别终端。

设备会根据定制需求，出厂时将嵌入速通门顶端盖板下。 

7 工程接线 

7.1  速通门电气部件接线 

设备出厂时，基本的电气连接线缆已经连接完毕，用户安装时只需要连接通道线槽的线缆（过桥线）。

并接入市电交流 AC220V 为整个系统供电。线缆出厂时放在左机箱里面，穿过线孔、过线槽接入右

机箱里面的电控柜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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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接入电压要求稳定，波动范围不超过 220VAC±10%，50Hz。 

 强电接入，确保用电安全，设备安装过程中及进行故障检修时，请务必断开速通门箱体内

空气开关的上一级开关。 

 系统进线必须接地，过桥接地线必须接入接地端子。 

DEL 系列速通门采用相同的主机主板和辅机主板，因此该系列的电气零部件：开关电源、通道控制

器、电机驱动器、通道端子板、红外发射及接收光幕、通道指示灯、蜂鸣器等，组成基本相同。 

7.1.1  系统进线 

市电 AC220V接至右边机及中间机侧面的空气开关上，分别为 L、N、PE。空开进线为 L（火线）、N

（零线），黄绿线为 PE端子。 

图7-1 速通门电源空开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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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DEL-511接线 

图7-2 DEL-511 系列三辊式速通门控制板实物图 

 

图7-3 DEL-511 系列三辊式速通门主板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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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DEL-611接线 

图7-4 DEL-611 翼式速通门主控板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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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DEL-611 翼式速通门通道副机接线图 

 

  

7.1.4  桥线连接 

将过桥线从主机通过线槽或者线管穿到辅机后接入辅机转接板。接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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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系列速通门主机板与辅机板过桥线接线实物图 

 

图7-7 DEL 系列速通门主机板与辅机板过桥线示意图 

 

7.2  人脸核验终端接线 

7.2.1  ET-B32L/DET-532L 人脸核验终端 

ET-B32L、DET-532L 两款人脸核验终端，结构及接线一致。以下以 ET-B32L 核验终端为例。     
设备外观及尾线外观见下图，具体请您以实物为准： 

 

1.补光灯 x2 2.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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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显示屏 4.通行指示灯 

5. 麦克风 6. 扬声器 

7.韦根输出(WIEGAND_OUT) 8.韦根输入(WIEGAND_IN)  

9. RS232 10. RS485 

11. 网口 12. 报警输入(ALARM_IN) 

13. IO-1 14.IO-2 

15. USB 16. 电源输出（DC5V） 

17.电源输入(DC12V±25%)  

7.2.2  ET-S32L@W/QET-5301L@W 人脸核验终端 

ET-S32L@W、QET-5301L@W 两款人脸核验终端，结构及接线一致。以下以 ET-S32L@W 核验

终端为例。 

 

1.补光灯 x2 2. 可见光摄像头 

3.红外灯 4.红外摄像头 

5.显示屏 6.通行指示灯 

7.麦克风 8.扬声器 

9.韦根输出(WIEGAND_OUT)  10.韦根输入(WIEGAND_IN) 

11. RS232 12. RS485 

13.网口 14.报警输入(ALARM_IN) 

15. IO-1 16. 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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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USB 18.电源输出（DC5V） 

19.电源输入(DC12V±25%)  

7.2.3  ET-SF1L 人脸核验终端 

设备外观及尾线外观见下图，具体请您以实物为准： 

 
 

1.摄像头 2.补光灯 

3.显示屏 4.电源输入(12V) 

5.网口 1 6.网口 2 

7.韦根进口（WIEGANDIN） 8.韦根出口（WIEGANDOUT） 

9.RS232 10.IO 

11.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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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读卡器接线 

7.3.1  IC卡读卡器接线 

EG121@IC 设备外观及接线如下所示： 

图7-8 EG121@IC 读卡器 

 

尾线接线如下： 

接线颜色 如何接线 

红（Red） 
VCC+（6~14V） 

电源接线，需接入闸机（12V 供电）。 

黑（Black） 
GND 
地线，需接入闸机。 

白（White） 
Wiegand D1 
韦根接线，与人脸识别终端 WIEGAND IN 1 D1 连接。 

绿（Green） Wiegand D0 

 

注意： 
未使用的尾线用绝缘胶带包裹避免短路，用防水胶带包裹避免进水；或剪掉并用胶密封

处理。 
网口接线处需接上圆形防水套件，操作详见右图。先将密封圈套在网口上，依次套入防水螺

帽、筒型防水圈、防水螺栓（筒型防水圈塞入防水螺栓中，防水螺帽拧在防水螺栓上），将网线
插入网口完成防水连接。 

 

如图所示，依次套入

密封圈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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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根接线，与人脸识别终端 WIEGAND IN 1 D0 连接。 

黄（Yellow） 

（无次线仅支持 WG34） 

WG26 接地 

WG26/34 模式选择，当使用 WG26 协议时与人脸识别终端 GND 地线相连， 

使用 WG34 协议时无需接线。 

灰（Grey）/紫（Purple） 实际不使用，无需接线。 

图1-8 人脸核验终端与 IC 读卡器接线图 

 

7.3.2  身份证读卡器接线 

EG121@ID 设备外观及接线如下所示： 

图7-9 EG121@身份证读卡器 

 

尾线接线如下： 

接线颜色 接线方式 

VCC（红色） 电源接线，需接入速通门或识别终端（5V 供电）。 

GND（黑色） 
GND 

地线，需接入速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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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人脸识别终端与身份证读卡器接线图 

 

7.3.3  二维码读卡器接线 

设备外观及接线如下所示 

图7-11 二维码读卡器 

 

尾线接线如下： 

线缆接头 接线方式 

RJ45 接头  与读卡器 RJ45 接口连接。 

USB 接头 剪开接头，其中红、黑尾线与识别终端 5V+、5V-连接。 

R232 串口 剪开接头，其中绿、白尾线与识别终端 RS232-TXD、RS232-RXD

TXD（黄色） 发送数据线，与人脸识别终端 RS232_1 RXD 连接。 

RXD（橙色） 接收数据线，与人脸识别终端 RS232_1 TXD 连接。 

其余颜色线 实际不使用，无需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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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图7-12 二维码读卡器接线图 

 
实物连接图如下： 
根据需求剪开 USB 及串口接头，将内部信号线与人脸识别终端尾线连接。 

1、 保留 RJ45 接头，剪开 USB 接头及 R232 串口。 

 

2、 RJ45 接二维码读卡器。 

 

3、 四芯尾线连接识别终端的 RS232 与 5V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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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8.1  速通门消防按钮安装 

速通门安装在公共场所，需要考虑紧急情况下如地震、火灾、消防演习等，人员的疏散问题。除切

断速通门的总电源外，还可通过在有人值守的门岗或前台位置安装消防按钮。在紧急情况下实现一

键开启所有通道门翼，实现人员的快速通行。消防按钮接线方式如下图所示。 

图8-1 消防按钮接线示意图 

 

 
说明： 

 所接 IO 板为速通门的出方向，确保紧急按钮按下后是出方向开门； 

 使用的紧停按钮为按钮按下接通、旋转复位断开； 

 多个通道中的 IO 板上的 0V 和 0V；DI1和 DI1可以拧在一起； 

8.2  速通门通道开关安装 

速通门安装在公共场所，需考虑可灵活控制单通道对人员进行放行。可通过在有人值守的门岗或前

台位置安装通道开关来控制某个通道，实现人员的快速通行。通道开关接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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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通道开关接线示意图 

 

 
说明： 

 所接主机板 IO端为进向开门。以便外访人员进入时，门翼朝进入方向开启。 

 一个通道连接一个通道开关按钮，以便可通过通道开关，单个控制某个通道。 

8.3  速通门遥控器模块安装 

8.3.1  遥控器介绍 

速通门遥控器包含接收器与遥控器两部分组成，接收器与闸机控制板完成连接且遥控器与接收器完

成配对后，用户可通过遥控器直接控制闸机开关门，操作十分便捷。遥控接收器及遥控器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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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接收板/遥控器 

 

8.3.2  接收器安装接线说明 

1. 接收器安装 
1）根据现场调试情况将接收器安装在闸机内合适位置（尽可能靠近亚克力面板）。 
2）将接收器用紧固带绑定。 
3）撕去紧固带一面贴纸后，将其粘贴在选定的安装位置上，完成接收器安装。 
2. 接收器接线 
接收器安装完毕后，与闸机主机板连接，接线如下图所示。 

继
电
器

继
电
器

调
试
接
口

接线端

LED灯

学习按键

天线模块

A
B

接收器 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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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接收器与 DEL-511主机板接线图 

 

图 8-5 接收器与 DEL-611主机板接线图 

 

    说明： 
 接收器为 DC12V 供电，需配备相应规格适配器，或与闸机 12V 供电端子连接。 
 接线时需将遥控器随机附件中的连接线一端的接线端子剪掉后再进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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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遥控器配置 

1. 按一下接收器上学习按键，待 LED 灯开始慢闪，接收器进入学习状态。 
2. 需同时按下与接收器配对的遥控器上 A、B 两个按键。 
3. 接收器 LED 灯停止慢闪后，表示配对成功。 

8.4  速通门温控模块安装 

温控模块由加热器和温控器组成，控制速通门内部温度保持在设定值。 

通过设置低温参数保证产品在低温、潮湿环境中工作依然稳定，提升了速通门的环境适用性。 

8.4.1  加热器技术参数 

名称 加热器 

型号 CSH3B-K-100W，220V 

高度尺寸 160*100mm*70 

额定电压 220VAC 

功率 100W 

工作环境温度 -20℃-60℃ 

存储环境温度 -40℃-80℃ 

工作环境湿度 5-90%RH 

存储环境湿度 0-95%RH 

安装方式 螺丝空位固定 

8.4.2  温控器技术参数 

名称 温控器 

型号 MTC01-50 

尺寸 60*33*43mm 

额定电压 220VAC 

负载电流 10A 

触点 常闭 

工作环境温度 -20℃-60℃ 

最高保护温度 80℃ 

存储环境温度 -40℃-80℃ 

工作环境湿度 5-90%RH 

存储环境湿度 0-95%RH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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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接线方式 

图8-3 温控模块接线方式 

 

将 220V 的 L（火线）接在温控器接线口，N（零线）直接接在加热器上，然后再从温控器上引出一

条线接在加热器接线口上（无正负区分）。同时将加热器上的风扇接线直接接在加热器的接线柱上。 

 
说明： 

 多个加热器连接时应采用并联，不能采用串联； 

 加热器接线端子应朝下，应安装在设备下部区域； 

 加热器与温控器、电缆之间应至少间隔 50mm。 

8.4.4  温控模块安装 

1.将加热器置于速通门机体内，找到加热器在速通门内的预留安装位置，用螺丝固定。 
2.温控器安装需先将导轨安装在预留位置，用螺丝固定，将温控器固定在导轨上。 
3.按照接线方式进行连接。 

图8-4 固定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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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速通门与消防模块接线说明 

8.5.1  消防模块工作原理 

模块内嵌的微处理器与火灾报警控制器通讯、电源总线掉电检测、输出控制、输入信号逻辑状

态判断、输入输出线故障检测、状态指示灯控制。模块接收到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启动命令后，吸合

输出继电器，并点亮指示灯。模块接收到设备传来的回答信号后，将该信息传到火灾报警控制器。 

8.5.2  速通门与消防模块接线说明 

闸机仅需向消防模块提供一组无源输入接口即可实现消防联动。连接可采用以下接线方式： 

图8-5 接线实物图 

  

模块无源输出 NO,COM 接闸机 IO 控制板上的 EMERGENCY_IO 
D1,D2 接 24V 开关电源 
Z1,Z2 接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总线 

 
注意： 
 消防模块工作电压为 24V，一般情况下消防模块应由消防主机统一供电，速通门内目前没

有 24V 电源接口，如需要可额外加配 24V 电源适配器。 
 消防模块只能与配套的消防主机通信，不同品牌之间不可混用 

8.6  速通门底座安装 

1. 组装前准备 
组装前，请提前将工具准备好，所需物品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物品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速通门 组 1 以现场实际数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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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物品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2 速通门底座 个 1 
需选择与现场安装速通门对应型号

的底座。 

3 速通门维护门钥匙 把 2  

4 内六角扳手 套 1 

 

2. 安装步骤 
DEL 系列速通门底座分为底座 01 和底座 02 两种，单通道时只需要底座 01，如果需要多通道

的底座，则需在单通道底座 01+底座 02 组合，组合规格图如下： 

图8-6 DEL 系列速通门底座 01+底座 02 组合规格 

 
步骤1 用附件中的钥匙将速通门底部门板打开。 
步骤2 取下底座上的固定螺栓，将底座安放到对应位置，预留过桥线。 
步骤3 闸机安放至底座上方，对准腰孔，上螺栓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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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依次将侧门板和顶盖还原。 

8.7  速通门标配标语粘贴 

速通门安装完成后，请将标配标语粘贴在门翼或侧筒处；也可以根据需要适当裁剪后进行粘贴。 

图8-7 警示标语粘贴示意图 

 

8.8  速通门机箱晃动说明 

速通门在非规范安装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机箱晃动问题。若出现此类情况，请及时参照以下步骤进

行排查处理。 
步骤1 检查机箱底部与地面连接处的膨胀螺丝是否松动。若松动，需重新紧固。 
步骤2 若膨胀螺丝未松动，则需检查膨胀螺丝规格是否满足推荐要求。膨胀螺丝规格不应低于

“M10*120”。 
步骤3 若以上步骤无法解决晃动问题，则需使用水平尺测量闸机水平状态，测量方法请参考 2.2 速通

门安装地面要求须知。根据测量情况，确认安装地面是否符合水平要求。 
步骤4 若地面不符合水平要求，则需先将地面找水平。具体找水平方法，请参考 2.2 速通门安装地面

要求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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