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室外曲臂式平开自动门机组

用户手册



●安装过程中开门机组输出线头切勿处于短路状态，可

能造成电机损坏，由此造成的电机故障，不在厂家的保

修范围之内。

●严格按照规定的线材布线

机组和控制箱距离 20 米以内

三芯线：RVV3*0.5

五芯屏蔽线：RVV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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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规范
本手册由专业安装人员使用，所有安装连接和调整都要

按照本手册操作

●安  装  前：损坏的机组及控制箱请不要安装使用。

              用于潮湿的环境防止水汽进入机壳。

              确保安装的墙体和门体结构的强度和稳   

              定性达到标准。

●配      线：应由专业电气工程人员施工，否则有触

              电的危险。

              接线前确保电源断开，否则有触电的危险。 

              本产品应连接可靠的接地线。

●接通电源前：确保电源电压等级是否为220V交流电，   

              输入输出的接线位置是否正确，并检查

              外围电路中是否有短路现象，所有接线

              端是否紧固，否则可能引起控制器损坏

              所有外围配件（例如电锁等）是否按本

              手册所提供电路正确接线，否则可能损

              坏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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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电  后：不要用手触摸控制器元件部分，否则有

              触电危险。

              防止有东西掉入机组中，否则可能引起

              设备损坏。

●安装维修中：在安装和维修的过程中，先切掉电源，    

              戴上绝缘手套。

●安装维修前：安装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不正 

              确的安装方式会造成危险，制造商对于

              因不正确的安装和操作而造成的后果不

              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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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曲臂式平开自动门机组，是以平开自动门输出轴通过

曲臂驱动实现门体的自动开启和关闭，主要为室外应

用。 

                                                                                       

曲臂式开门机

MPC-110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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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拉开门：短臂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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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开门：长臂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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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臂机配件装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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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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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箱参数表：

80W

MCP-1100Q



安装流程

一、确认开门机

收到货后，先接线通电确认开门机是否正常运转。

1. 用三角钥匙，将自锁开关，调整到释放解锁状态（非  

  自锁机组略过此步骤）。

2. 按照控制箱后盖接线图的线序，连接开门机两根共八

  芯线到控制主板通电后，开门机输出轴 360 度旋转

   ---- 为正常现象。

  注意：开门机输出轴上的键槽一定要在靠近安装底板

  一侧时断电停止。

二：安装步骤

1. 将安装孔位图贴纸，贴于安装面。

   注意：上面中间虚线为直臂配件与门体连接的中心位置

2. 用 3.0 开孔器打出线孔。

3. 将曲臂机出线头与控制箱布线按照相同颜色连接，如

   颜色不一致，请牢记对应颜色线序。

4. 将线导入竖框孔内。注意：不可拉直，一定要留有存

   余线材，以确保拆机能拉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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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固定机组四角螺丝。如竖框壁厚 3mm 以上，可直接用

   配件包中的燕尾螺丝固定。

6. 用三角钥匙，将自锁开关，调整到自锁状态（非自锁

   机组略过此步骤）。

7. 安装控制箱：按线序连接主板接线端子和 220V 输入

   通电后，曲臂机输出轴 360 度旋转为正常。      

   注意：开门机输出轴上的键槽一定要在靠近安装底板一

   侧断电

8. 连接配件：断电状态下

   1）曲臂与输出轴连接：根据门体开启方向，安装曲臂。      

   注意：曲臂内角朝门体开启方向。

   2）直臂与曲臂连接。

   3）直臂铰座与门体连接：参照图示。

  拉开门状态：门体保持在关门位，将曲臂与机组连接

牢固，再把曲臂、连杆、铰座依次连接，在保证曲臂与

门体之间夹角在10~30度的前提下，选好铰座安装位置，

固定牢固即可。

  推开门状态：门体保持在关门位，将曲臂与机组连接

牢固，再把曲臂、连杆、铰座依次连接，在保证曲臂与

门体之间夹角在60~80度的前提下，选好铰座安装位置，

固定牢固即可。



调试流程

1. 开门机复位：断电状态下,手动将门放置约45度位置， 

   控制箱上电。

   如果门体向关门方向运行，关闭到位时自动停止，

   复位完成。

   如果门体向开门方向运行，则调整参数 09 项。

2. 开门角度调整：参数 03 项。双门异步时，调整 13 项

3. 开关门速度调整：参数分别为 01 和 02 项。双门异步  

   时，调整 11 和 12 项。

4. 停留时间调整：参数 05 项。

5. 关门防夹灵敏度调整：参数 06 项。

6. 开关门缓冲调整：参数分别为 17 和 16 项。

7. 双门同步与异步调整：参数 20 项。

8. 遥控器添加与删除：参数 10 项和 2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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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连接端口：

A、B、C端子：为电机驱动输出端子，分别接机组的蓝、

白、黄三根粗线。

HA、HB、HC、+5V、GND端子：为机组的信号线输入端子，

分别接机组的蓝、白、黄、红、黑五根细线，信号线传

输距离超过 5米时一定要采用屏蔽线并单端接地。

注意：3 芯电机线和 5 芯信号线必须要单独走线，防止

相互干扰。电线接头处要用焊锡焊接后套热缩管做好防

水处理。在安装过程中严禁将 3 芯电机线和 5 芯信号线

连在一起。

电锁控制端口：

１.L+：电锁 12V 输出，接电锁正极或自锁

２.L-： 电锁 12V 输出，接电锁负极或自锁

3.(+12V/GND)： 电源输出接口 , +12V 输出

电锁和 12V 电源输出之和，最大可提供最大电流 500mA

输出，支持磁力锁和断电开锁型电插锁。

控制信号输入端口功能：

(P1/GND)：开启信号输入端口 ,输入为无源开关量信号



(P2/GND)：强制关闭信号输入端口 , 为最高优先级，输

入为无源开关量信号

(P3/GND)： 保护开启信号输入端口 , 输入为无源开关

量信号

(P4/GND)：关门屏蔽开启信号输入端口，输入为无源开

关量信号

电压信号输入端口功能：

EV+：电压信号输入正极端口，输入为 12V 电压信号

EV-：电压信号输入负极端口，输入为 12V 电压信号

遥控接收端口：

可与选配的遥控接收器连接

联动端口：

P5/GND：双向联动端口，需要双门同步开启和关闭的时

候使用（常开信号输入）

P6/GND：双向联动端口，需要双门同步开启和关闭的时

候使用（关闭信号输入）

将两个控制器的 P5 和 P6/GND 端子连接到一起可以实现

双门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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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功能说明

参数设定说明：

按动▲键进入设置状态，按动参数号切换键选择要设定

的参数，再按动参数增加或减小键即可将进入参数号所

对应的参数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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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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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授权：

按上键将参数号调整到第 10 项，按动参数增加或减小

键可进入授权状态，这时按所需授权的遥控器的任意键，

授权指示灯（STATE）闪动 1 次，数码显示值为 1 说明

授权成功，如需多个遥控器授权重复上述步骤即可，最

多可授权 40 个遥控器。删除方法：将第 22 项参数调到

10，按存储 /退出键即可删除所有授权的遥控器。

遥控器功能：

开（1健）：连续开启信号，开启后不会关闭

开（2健）：关闭信号，由常开或停止转为关闭

开（3健）：立即停止，开关门时有效，待机时无效

遥控器为高优先级别。遥控开启和停止锁定状态 10 分

钟后会自动解除。恢复到自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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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参数设定：

注：10 项以后是不常用参数，除特殊情况外不需要设置；带 * 参

数需谨慎操作，以免带来不必要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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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参数设定：

注：长按▼建 10 秒键可进入系统参数设置，系统参数出厂已经设

定好，用户除特殊情况外不需要设置。

   设置不当会造成未知故障，如需设置请咨询代理商或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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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内开启安装示意图

拉开门：短臂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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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外开启安装示意图

推开门：长臂组件



  PWS-180A240A 底板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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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W-180240 底板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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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开门接线示意图

                单扇门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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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后用释放钥匙顺时针方向旋转至释放档位，即可手

动推开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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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档调整示意图

关门位置门档调整：松动两个调节螺丝后，手动推拉门

体至关门位置后，紧固螺丝即可。

 



26

曲臂式自动门机组用户手册

故障代码及处理办法：



保 修 协 议

1. 以上产品保修壹年（以合同签定日期为准），保修期  

  内按照使用说明书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产品发生故障

  或损坏，我公司负责免费维修。

2. 保修期内，因以下原因导致损坏，将收取一定的维修  

  费用：  

1)因使用上的错误及自行擅自修理、改造而导致的损坏。

2) 由于水灾、火灾、电压异常，其它天灾造成的损坏。

3) 购买后因为摔落、撞击及运输中导致的机器损坏。

4) 不按公司提供的用户手册操作导致的机器损坏。

5) 因机器以外的设备导致的故障或损坏。

6) 遥控器等易损件不在保修范围内。

3. 维修费，按照本公司最新的维修价目收取。

4. 在维修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我们代理商或我公 

  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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