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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设备简介

本章概要的介绍星辰e盒电梯物联网终端ESDT 500的软件功能，

硬件配置和安装调试流程。

图1.1星辰e盒组网图

1.1 概述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采用无线NB/EMTC/2G通信方式的电梯物联

网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电梯应急救援，电梯监管和电梯维保管理。给电梯行业应

用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上海新时达和中国移动合作开发的ESDT 500电梯物联网终端，为用户提

供高速、永远在线的虚拟专用数据网络。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和星辰物联网电梯管

理平台，实现对电梯数据信息的采集，传输和处理。



星辰e盒 ESDT400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

图1.2 星辰e盒 ESDT 500终端

ESDT 500终端提供CAN、RS232和RS485接口，适用于电梯监控的应用

场合。

本说明书将为您更好地使用ESDT 500提供帮助。

1.2 系统功能与特点

基本功能、特点

主要功能：

 电梯数据运行采集

 电梯告警数据采集（主动）

 电梯被动响应平台实时监控指令

 终端与电梯主板协议定制化服务

 终端与平台协议定制化对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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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置设备云协议，支持远程升级服务

增强功能

 透明数据传输与协议转换

 支持动态数据中心域名和IP地址

 自诊断与告警输出

 优化电磁兼容设计，适合电磁环境恶劣和要求较高的应用需求

 采用先进电源技术，供电电源适应范围宽，提高设备的稳定性

 采用可插拔式接线端子，适合工控行业应用

1.3 技术参数

ESDT 500 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特性：

 TDD-LTE ：B39

 FDD-LTE ：B3/B5/B8(EMTC,NB)

 GSM/GPRS/EDGE 900/1800 MHz

 NB-IoT

 EMTC

数据传输规范：

 LTE CAT M1(EMTC)

上行最大速率 375kbps,

下行最大速率 375kbps

 NB-IoT

上行最大速率72Kbps,

下行最大速率 32Kbps

 EDGE Class: *

最大数据 236.8Kbps(DL/UL)

 GPRS *

 最大数据. 85.6Kbps(DL/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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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RS-232/422/485接口，或TTL电平接口

 使用方便、灵活、可靠

 数据终端永远在线

接口

 天线接口 50Ω/SMA/阴头

 SIM/UIM卡 3V

 串行数据及配置接口

 类型 RS-232/RS-422/RS-485/TTL

 数据速率 300~115,200bits/s

 接口端子 3.81mm可插拔接线端子(可接14~24AWG线缆)

 告警输出接口 电平输出(3.81mm可插拔接线端子)

供电

 电压 +9~30VDC，纹波小于300mV

 功耗

 通信中 平均400mA@+12VDC

 空闲时 300mA@+12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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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参数

 重量 约250g

 工作环境温度 -20~+70℃

 相对湿度 95%(无凝结)

 尺寸 132.3mm（高）x40mm（宽）x108.2mm（深）

(不包括天线、接插件和DIN卡扣)

图1.3 ESDT 500 外部尺寸



星辰e盒 ESDT400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

1.4 供电电源

ESDT 500 产品可以应用于复杂的外部环境，通常电源的变化范围都比较

大，为了很好地自适应复杂的应用环境，提高系统的工作稳定性，采用了先进的

电源技术。供电电源从可插拔接线端子的PIN1和PIN2向模块供电，第3PIN是启

用内部电池的触发端口。连接端子参见对应的接线表。

ESDT 500支持+9~+30VDC电源，供电电源纹波应小于300 mV；推荐

使用24VDC/0.5A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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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软件功能说明

本章主要介绍ESDT 500终端的软件功能。

2.1软件功能列表

主要功能：

2.1.1运行状态类

属性标识符 数据范围 备注

电梯

数据生成时间
YYYY.MM.DD
HH.MM.SS

监测终端的当前

时间

当前服务模式

停止服务

正常运行

检修

故障

消防

VIP
超载

满载

司机

检修状态时，不输

出告警故障，事件

和报警。

轿厢运行状态

停止

上行

下行

电梯当前楼层 电梯物理楼层 平台校准配合

关门到位
关门到位

无关门到位

电梯困人
困人告警

困人告警取消
软件算法定义

表 2.1 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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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电梯内外呼数据

属性标识符 数据范围 备注

电梯

内呼 内呼楼层

上召 上召楼层

下召 下召楼层

表 2.2 内外呼数据

2.1.3终端维护功能

内置设备云协议，支持远程升级服务。

2.1.4 UPS备电功能（内置电池）

启用内置备电的方法：电源插头PIN2和PIN3直接短接，相当于PIN3脚与

GND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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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硬件配置说明

3.1面板指示灯说明

在ESDT 500的面板上有六个LED指示灯，指示ESDT 500的工作状态和

网络状态：

图 3.1终端指示灯

指示灯 状态 说 明

信号

全灭 信号等级在0-5

一格 信号等级在5-10

两格 信号等级在10-20

三格 信号等级在21以上

NET

亮 NB/EMTC/2G网络连接正常则NET常亮

灭 搜寻网络失败或断开连接

1秒闪烁 处于搜寻网络状态下

DATA
灭 无通讯状态或通讯超时状态

1秒闪烁 DATA通讯正常

COMM
灭 终端与主板通讯失败

1秒闪烁 终端与主板通讯正常



星辰e盒 ESDT400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2

表 3.1 终端指示灯

3.2 ESDT500端口配置说明

序号 端口名称 配置说明

1
NB/EMT

C/2G

SMA通讯天线接口

2
DC

9-30V

电源输入端口

3 CAN
与电梯主板CAN总

线通讯端口

4 RS485
与电梯主板RS485

总线通讯端口

5 RS232

终端近端配置端口，

用于终端SN写号，更

新SN号等用途。

6
IO开关量

检测

备用端口，未使用

图 3.2端口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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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电梯控制系统与 ESDT500端口连接图

3.3.1 F5021

图 3.3 F5021物联网端口

3.3.2 AS380

图 3.4 AS380物联网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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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C7000

图 3.5 C7000物联网端口

3.3.4 AS380S（新国标）

图 3.6 AS380S新国标物联网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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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AS380S

图 3.7 AS380S物联网端口

3.3.6 S8

图 3.8 S8物联网端口

3.3.7 SM.01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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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SM.01PA/D端口

3.3.8 OT.EM/A和SM.01PA/D

图 3.10 OT.EM/A，SM.01PA/D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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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装调试指导

4.1硬件安装

4.1.1终端固定

4.1.1.1导轨安装

将终端固定在控制箱的DIN导轨上：采用先挂后推的安装方法，快速完成终端固

定。（示例图片为AS380，终端采用CAN接口通讯；对于其他控制系统，请参考

3.3的端口连接表。）

安装示

意图

图 4.1 导轨安装



星辰e盒 ESDT400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8

4.1.1.2螺钉安装

安装示

意图

图 4.2 螺钉安装

注：终端支持螺钉安装方式，挂耳已经附带在终端侧面，只需改变两个挂耳的方

向，就可以直接使用。

4.1.2数据线连接

直接采用成品数据线缆，将电梯控制系统与终端连接。

通讯方式 适用类型 接口名称 终端接口图片

CAN

AS380 JP6

SM.01PA/D JP15

OT.EM/A JP2

RS485

F5021 JP22

AS380S JP6

AS380S新国标 JP3

S8 JP9

C7000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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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天线安装

先安装天线的主体部分，固定在控制箱外，天线垂直于地面，指向机房窗户或门

的位置；然后将射频线缆引入控制箱，把SMA接头旋紧在终端的SMA插座上。

1.吸盘天线 2.贴片天线 3.SMA接头

（两种天线二选一）

图 4.4 天线安装

4.1.4电源线连接

安装前请执行电梯停止程序，使电梯停止运行，断开电梯控制箱总电源，确保操

作安全。

1.安装终端侧电源插头 2.安装控制柜电源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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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 +12/24V

黑色 GND

图 4.5 电源线连接

注：终端的电源输入具有防接反功能，如果通电后终端不工作，请检查电源正负

极。

4.2软件配置【星辰物联网平台】

终端现场完成安装后，终端无需任何配置；以下配置属于星辰物联网平台配置。

4.2.1添加终端

电梯档案》电梯信息》新建

图 4.6 电梯新建入口

输入电梯基本信息：

添加DTU编号，DTU型号，节点编号，默认为：01；

添加终端SIM卡号码和ICCID，用于统计终端的流量使用情况。

图 4.7 电梯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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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参数：

图 4.8 扩展参数

图 4.9 通用参数

4.2.2修改楼层显示

图 4.10 楼层显示表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楼层显示模板，或者手动配置楼层显示表。

点击“保存”，完成电梯数据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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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检查终端状态

电梯档案》设备管理》查看对应的星辰e盒状态

图 4.11 检查终端在线情况

4.2.4测试电梯运行状态

图 4.12 检查电梯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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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补充情况说明

ESDT 500终端无需安装工程师现场配置，固定好终端主机后，插上数据

线和电源线即可使用。

终端安装完成后，建议安装工程师通过手机APP，确认终端已经上线运行。

ESDT 500终端须注意其天线所处的具体位置及信号接收情况，在信号接

收不良的环境下(如用户的金属机壳内、地下室等)，请使用外接天线。

如果信号非常弱，建议增加机房信号放大器，请联系技术支持工程师。

使用室外的外接天线时，请注意防雷和外力破坏；有关天线防雷的问题请

联系新时达技术支持。

4.4星辰 e盒终端配置工具使用说明书

此附件中的说明书，仅限于修改星辰e盒的接入平台地址，端口，运营商拨

号APN参数。

星辰e盒终端配置
工具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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