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销门禁基础知识科普

海康威视门禁产品培训



• 课程时间
n 45分钟

• 课程目标
n 帮助学员了解门禁基础知识

课程说明



内容概要

1 门禁的基本概念

2 开门权限的识别过程

3 卡片的原理介绍及分类

4 门禁通用线缆及协议的基础知识



门禁系统，在智能建筑领域，意

为Access Control System，简

称ACS。指“门”的禁止权限，

是对“门”的戒备防范。

门禁基础概念与核心产品

控制器

读卡器

开门按钮

电锁

管理软件

对于门禁设备进行管理和控制

对ID卡，MiFare卡进行读取

PC端，手机端对设备进行控制



内容概要

2 开门权限的识别过程

1 门禁的基本概念

3 卡片的原理介绍及分类

4 门禁通用线缆及协议的基础知识



门禁识别过程展示

n 问题1：卡号是如何识别的？

n 问题2：卡号是如何传输的？

n 问题3：权限是如何识别的？

n 问题4：门是如何打开的？



门禁权限的识别流程

管理平台门禁控制器读卡器

韦根协议
网络协议

平台软件编辑权限

  权限下发至门禁控制器

刷卡时，卡号信息上传
至门禁控制器

门禁控制器判断刷卡权限，
合法则开门，非法则不开门

刷卡事件提示上传
管理平台



内容概要

3 卡片的原理介绍及分类

1 门禁的基本概念

2 开门权限的识别过程

4 门禁通用线缆及协议的基础知识



射频卡核心技术-RFID

RFID-无线射频技术

p 读卡器持续发射射频信号

p当射频卡片进入到读卡器的感应区

域后，凭借感应电流获取能量

p通过获取的能量，向读卡器发送卡号信息

p读卡器读取信息并解码后，送至控制

系统判断权限



射频卡的组成



卡片的分类

分类方式 标准 常见卡名称 特点及应用

能量供给方式
(电池供电)

无源 ID、IC、 相比有源系统，无源系统在阅读距离及适应物体运
动速度方面有限制，但无需维护。

有源 2.4G 一般具有较远的阅读距离。不足之处是电池的寿命
有限(3～5年)

工作频率(单位
Hz)

低频(LF): 125kHz ID、HID 阅读距离较短(无源情况，典型阅读距离为5-10cm)，
标签外形多样(卡状、环状、钮扣状、笔状)，阅读
天线方向性不强等

高频(HF) :13.56MHz M1、CPU

超高频(UHF):400MHz、
915MHz 915

电子标签及阅读器成本较高、标签内保存的数据量
较大、阅读距离较远(可达几米至十几米)，适应物
体高速运动性能好，外形一般为卡状，阅读天线及
电子标签天线均有较强的方向性。

微波频段(MW):2.45GHz、
5.8GHz 微波卡、ETC

电子标签及阅读器成本高、标签内保存的数据量较
大、阅读距离较远(可达几米至几十米)，适应物体
高速运动性能好，外形一般为卡状，阅读天线及电
子标签天线无方向性，读卡距离不稳定。



ID卡介绍

ID卡

p 只能读，不能写

p 天线线圈一般较粗3-8MM

p 感应距离一般1-20CM

p 载波频率一般为125K

p 数据存储于EEPROM，数据存储容量64位，存储了制造

商、发行商、用户代码、卡号

p 安全性不高，可复制



常见IC卡与ID卡

ID卡是一种不可写入的感应卡，生活中常见的有考勤卡，门禁卡等。

 IC卡支持读写功能，常见的除门禁卡，考勤卡外还有公交卡 ，员工卡等
（可用于消费）。

PS：IC卡的安全性能 远高于 ID卡的安全性能



M1卡介绍

菲利浦出品的芯片缩写
全称NXP Mifare1

p工作频率13.56MHZ

p真正的防冲突机制

p工作距离一般3-5CM

p数据保存大于10年

p擦写寿命大于10万次

p读写时间1-2ms

p三轮认证，高度安全性保证

p固定密钥，KAYA/KAYB，目前已被破解

Ps：S50和S70两种
S50存储容量1Kbit，有16个扇区
S70存储容量4Kbit，有32个常规扇区和8个特殊扇区



内容概要

4 门禁通用线缆及协议的基础知识

1 门禁的基本概念

2 开门权限的识别过程

3 卡片的原理介绍及分类



用线分类 网线（五类/超五类） RVV（100米内） RVVP（100米内）

通讯线 不推荐 不推荐 推荐0.75以上线径

控制器电源线 不可用 推荐0.75线径 推荐0.75线径

电锁电源线 不可用 推荐0.75线径 推荐0.75线径

特性 压降损耗大、抗干扰能力弱 线径粗压降小，无抗干
扰能力

线径粗压降小，抗干扰
能力强

线类推荐及特性

PS：RVV线缆是非屏蔽类线缆

        RVVP线缆是屏蔽类线缆



阳极锁100m（RVV4*0.5）： 压降至8.2V，不落锁

阳极锁100m（RVV4*1.0） 压降至11.2V，落锁

RVV线缆测试

磁力锁100m（RVV4*0.5） 压降至9.2V，吸合

磁力锁100m（RVV4*1.0） 压降至10.5V，吸合

磁力锁200m（RVV4*0.5） 压降至7.4V，吸合

磁力锁200m（RVV4*1.0） 压降至9.2V，吸合

阳极锁200m（RVV4*0.5）： 压降至6.4V，不落锁

阳极锁200m（RVV4*1.0）： 压降至8.3V，不落锁

阳极锁100米 RVV线缆测试 阳极锁200米 RVV线缆测试

磁力锁100米 RVV线缆测试 磁力锁200米 RVV线缆测试



两线制

p 两芯线传输

p 使用RVVP屏蔽线

传输距离

p 最大可达1219米（理论）

p 实际传输距离在800米左右

连接节点

p 最大支持32个节点

传输方式

p 差分信号传输

p 手拉手方式连接

p 半双工方式

1 2

43

RS485
电气特性

485详解



三线制

p 三芯线传输，

DATA0/DATA1/GND

p 使用RVVP屏蔽线

传输距离

p 最大可达110米（理论）

p 实际传输距离在80米左右

连接节点

p 单个节点

传输方式

p 单工

p 一对一连接

1 2

43

韦根接口
电气特性

韦根详解



读卡器常用通讯协议

韦根协议 RS485协议

协议定义各个厂家不通用

信号线二芯总线式可手拉手接多个读卡器
（二进制拨码确定禁区分类）

最大可达1219米（理论）
实际传输距离在800米左右

半双工，可对读卡器参数下载

通用性

连接方式

传输距离

数据传输

标准协议通用
（经销产品使用私有协议，不通用）

信号线3芯（DATE0,DATE1,GND）
一条信号线只能接一个读卡器

最大可达110米（理论）
实际传输距离在80米左右

单 工，只能上传卡号信息



门禁锁类介绍

常开常闭指的是门禁继电器的一种开关状态

常开（NO）型指的是继电器平常时间断开，感应到信号后闭合

常闭（NC）型指的是继电器平常时间闭合，感应到信号后断开



门禁锁类介绍

         通电吸合，断电开锁

         专业术语：常闭型

磁力锁

         

              通电上锁，断电开锁

           专业术语：常闭型      

电插锁

  

             断电上锁，通电开锁

            专业术语：常开型

阴极锁



THANK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