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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NB-IOT控制系

统的电梯控制器，包括NB-IOT模块、USIM模块、编

码模块、电梯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在原有电梯

的电路控制下添加NB-IOT控制电路，所述NB-IoT

模块采用Boudica120芯片，该芯片集成了基带芯

片、射频芯片、电源管理单元、应用处理器和存储

器，并支持丰富的外设接口，如USIM接口等，所述

USIM模块用于门锁注册连接NB-IoT网络，也用于

门锁的唯一身份标识，通过ISO7816接口信号与

NB-IOT芯片相连，为了减小面积，这里采用nano-

SIM的连接器，本实用新型在结合NBIoT智能门锁

和智能云管理平台，前台可以不要进行制卡发

卡；在安全方面，感NB-IoT知层节点可以直接与

小区内的基站进行数据通信直连蜂窝网，从而避

免了组网过程中潜在的路由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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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控制器，包括NB-IOT模块(1)、天线匹配电路(2)、

USIM模块(3)、译码模块(4)、电源模块(5)、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其特征在于，在原有电梯

的电路控制下添加NB-IOT控制电路；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分别连接于电梯和译码模块

(4)，译码模块(4)连接于NB-IOT模块(1)的BOudica120芯片；NB-IOT模块(1)分别双向连接

于天线匹配电路(2)和USIM模块(3)；电源模块(5)分别为NB-IOT模块(1)、天线匹配电路

(2)、USIM模块(3)、译码模块(4)、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NB-IOT

模块(1)采用邮票孔的模块设计，包含有32管脚；第13管脚为复位管脚，S1为复位开关，一端

接地，另一端接电阻R3上拉电阻并作为复位信号RST，电阻R3另一端接电源模块(5)输出V3-

3.3V电源VCC3，滤波电容C4一端接地，另一端接RST信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线匹

配电路(2)包含电阻R1、电容C1和电容C3，电阻R1一端与电容C3和NB-IOT模块(1)第31管脚

相连，电阻R1另一端与电容C1和外接的NB-IOT天线相连；电容C1和电容C3的另一端接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USIM模

块(3)包含一个SIM卡座J1和电源滤波电容，SIM卡座J1的第2管脚为USIM的电源管脚，第3管

脚为VPP高压编程管脚，直接与第2管脚和电容C2相连，电容C2另一端接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译码模

块(4)包含74HC154四-十六译码器芯片和去耦电容C9，74HC154芯片的第24管脚为电源输入

管脚，与电容C9一端相连后接到电源模块(5)；第18管脚、19管脚为使能输入管脚，只要控制

端任意一个为高电平，A、B、C、D任意电平输入都无效；必须都为低电平才能操作74HC154四-

十六译码器芯片；将两个管脚相连并连接到NB-IOT模块(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模

块(5)包含LDO芯片、电容C5、电容C6和电容C7四个元件；U4第3管脚为电源输入管脚，与电容

C5、电容C6相连，第2管脚为电源输出管脚，与电容C7相连后作为其它各个模块的电源供电；

电容C5、电容C6、电容C7另一端接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梯按

钮控制模块(6)包含由16个按钮的控制，可以控制16层楼的电梯；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控

制模块包含U3光耦芯片、二极管D1、固态继电器J2、NPN管Q1及电阻R2、电阻R4；光耦芯片U3

的第1管脚接1K电阻R2后接V3电源VCC3，第2管脚接译码模块的译码输出信号

(OUT1) ,第3管脚接电梯按钮的电源JDQ_VCC(12V)，第4个管脚通过510R电阻R4接到Q1

的基极；Q1的源极接地，漏极接继电器J2的第3管脚；二极管D1作为续流二极管，并联再继电

器第1管脚、3管脚上(D1正极接J2第三管脚)；固态继电器J2的第2管脚为输出公共端，接按

钮信号的一端；第5管脚为常闭管脚，悬空；第4管脚为常开管脚，接按钮信号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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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控制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NB-IOT控制技术领域，具体讲是一种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

控制器。

背景技术

[0002] 在酒店或公寓，目前对于电梯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非接智能、磁卡对电梯控制，电梯

上集成对应的读卡器读取卡片信息，在身份验证通过使能对应的楼层按钮，但这里需要有

一个前提是前台要进行制卡。随着人工智能在酒店、公寓上的应用，无卡的入住需求是未来

的一个趋势，为此就涉及到对电梯的智能化改造。

[0003] 另外，由于酒店、公寓大量使用的125K或MifareOne的卡片，这些卡片的保密程度

不高，容易被复制，对于安全方面有一定的影响。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因此，为了解决上述不足，本实用新型在此提供一种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

控制器。

[0005]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构造包括NB-IOT模块(1)、天线匹配电路(2)、USIM模块

(3)、译码模块(4)、电源模块(5)、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其特征在于，在原有电梯的电路控

制下添加NB-IOT控制电路；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分别连接于电梯和译码模块(4)，译码模

块(4)连接于NB-IOT模块(1)的BOudica120芯片；NB-IOT模块(1)  分别双向连接于天线匹配

电路(2)和USIM模块(3)；电源模块(5)分别为NB-IOT模块  (1)、天线匹配电路(2)、USIM模块

(3)、译码模块(4)、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供电。

[0006] 本实用新型和现有技术相比，其优点在于：

[0007] (1)一种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控制器，包括NB-IOT模块、USIM模块、编码模

块、电梯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在原有电梯的电路控制下添加NB-IOT控制电路，NB-IOT  模

块采用BOudica120芯片，该芯片集成了基带芯片、射频芯片、电源管理单元、应用处理器和

存储器，并支持丰富的外设接口，如USIM接口等，USIM模块用于门锁注册连接NB-IOT 网络，

也用于门锁的唯一身份标识，通过ISO7816接口信号与NB-IOT芯片相连，为了减小面积，这

里采用NanO-SIM的连接器，编码模块使用74HC154四-十六译码器芯片，NB-IOT  模块的5个

GPIO管脚作为信号输入，其他中OE1是74HC154的使能信号，IA/IB/IC/ID为译码器的四个输

入信号，四个信号的高低电平的组合输出16路译码信号，输出的信号用于电梯的按钮控制，

电源模块采用LDO芯片，输入电源有门锁的电池进行供电，输出3.3V电源用与NB-IOT模块和

光耦芯片的供电，电梯按钮控制模块的EL817光耦芯片AnOde管脚有  VCC3V3电源供电，

CathOde端有译码模块的译码输出信号控制，当译码输出信号为低时，光耦的发光管导通，

从而导通EL817中的接收管。EL817的Emitter端接电梯的电源12V，当接收管导通后，Q1NPN

管导通。J1继电器在Q1导通，COM与NO端导通。

[0008] (2)在酒店或公寓，目前对于电梯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非接智能、磁卡对电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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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上集成对应的读卡器读取卡片信息，在身份验证通过使能对应的楼层按钮，但这里需

要有一个前提是前台要进行制卡。随着人工智能在酒店、公寓上的应用，无卡的入住需求是

未来的一个趋势，为此就涉及到对电梯的智能化改造。另外，由于酒店、公寓大量使用的

125K或  MifareOne的卡片，这些卡片的保密程度不高，容易被复制，对于安全方面有一定的

影响，本发明在结合NB-IOT智能门锁和智能云管理平台，前台可以不要进行制卡发卡；在安

全方面，感NB-IOT知层节点可以直接与小区内的基站进行数据通信直连蜂窝网，从而避免

了组网过程中潜在的路由安全问题，NB-IOT感知层节点与小区内基站的身份认证是“双向

的”，即基站应对某个NB-IOT感知节点进行接入鉴权，NB-IOT节点也会对当前小区基站进行

身份认证，防止“伪基站”带来的安全威胁。以上端到端的身份认证机制、密钥协商机制，为

NB-IOT的数据传输提供机密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同时也能够有效认证消息的合法性，与其

他无线通信协议相比，总体在安全性能上提高一个等级。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实用新型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控制器的流程图；

[0010] 图2是本实用新型NB-IOT模块(1)原理框图；

[0011] 图3是本实用新型天线匹配电路(2)的原理框图；

[0012] 图4是本实用新型USIM模块(3)的原理框图；

[0013] 图5是本实用新型译码模块(4)的原理框图；

[0014] 图6是本实用新型电源模块(5)的原理框图；

[0015] 图7是本实用新型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的电路图；

[0016] 图8是本实用新型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控制器的时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附图1-图5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

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

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

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此外，术语“第一”、

“第二”、“第三”、“上”、“下”、“左”、“右”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

重要性。同时，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相连”、“连接”应

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

接，也可以是电性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本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18] 一种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控制器，包括NB-IOT模块(1)、天线匹配电路(2)、 

USIM模块(3)、译码模块(4)、电源模块(5)、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在原有电梯的电路控制

下添加NB-IOT控制电路；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分别连接于电梯和译码模块(4)，译码模块

(4)连接于NB-IOT模块(1)的BOudica120芯片；NB-IOT模块(1)分别双向连接于天线匹配电

路(2)和USIM模块(3)；电源模块(5)分别为NB-IOT模块(1)、天线匹配电路(2)、USIM模块

(3)、译码模块(4)、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供电。

[0019] 具体优化的：NB-IOT模块(1)采用邮票孔的模块设计，包含有32管脚；第13管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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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管脚，S1为复位开关，一端接地，另一端接R3上拉电阻并作为复位信号RST，R3另一端接

电源模块5输出VCC3V33.3V，C4滤波电容一端接地，另一端接RST信号。

[0020] NB-IOT模块(1)的工作原理：采用BOudica120芯片，该芯片集成了基带芯片、射频

芯片、电源管理单元、应用处理器和存储器，并支持丰富的外设接口，如USIM接口等；在该模

块上采用邮票孔模块设计，模块上集成电源管理芯片、时钟电路和天线匹配电路。

[0021] 具体优化的：天线匹配电路(2)包含R1、C1和C3，R1一端与C3和NB-IOT模块(1)  第

31管脚相连，R1另一端与C1和外接的NB-IOT天线相连；C1和C3的另一端接地。

[0022] 天线匹配电路(2)的工作原理NB-IOT模块(1)已经集成天线匹配电路，为了方便后

面的调试，预留了由R1、C1、C3组成的PI型匹配电路。

[0023] 具体优化的：USIM模块(3)包含一个SIM卡座J1和电源滤波电容，J1第2管脚为USIM 

的电源管脚，第3管脚为VPP高压编程管脚，对于现在的USIM已不再需要该功能，这里直接与

第2管脚和C2电容相连，C2电容另一端接地。

[0024] USIM模块(3)的工作原理：用于门锁注册连接NB-IOT网络，也用于门锁的唯一身份

标识；通过ISO7816接口信号与NB-IOT芯片相连，为了减小面积，这里采用NanOSIM的连接

器。

[0025] 具体优化的：译码模块(4)包含74HC154四-十六译码器芯片和去耦电容C9，

74HC154  芯片的第24管脚为电源输入管脚，与C9一端相连后接到电源模块(5)；第18、19为

使能输入管脚，只要控制端任意一个为高电平，A、B、C、D任意电平输入都无效；必须都为低

电平才能操作芯片，这里直接将两个管脚相连并连接到NB-IOT模块(1)。

[0026] 译码模块(4)的工作原理：使用74HC154四-十六译码器芯片，NB-IOT模块的5个

GPIO  管脚作为信号输入，其他中OE1是74HC154的使能信号，IA/IB/IC/ID为译码器的四个

输入信号，四个信号的高低电平的组合输出16路译码信号，输出的信号用于电梯的按钮控

制。

[0027] 具体优化的：电源模块(5)包含LDO芯片、C5、C6和C7四个元件；U4第3管脚为电源输

入管脚，与C5、C6相连，第2管脚为电源输出管脚，与C7相连后作为其它各个模块的电源供

电；C5、C6、C7另一端接地。

[0028] 电源模块(5)的工作原理：采用LDO芯片，输入电源有门锁的电池进行供电，输出

3.3V 电源用与NB-IOT模块和光耦芯片的供电。

[0029] 具体优化的：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包含由16个按钮的控制，可以控制16层楼的电

梯；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控制模块包含U3光耦芯片、二极管D1、固态继电器J2、NPN管Q1及

电阻R2、电阻R4；光耦芯片U3的第1管脚接1K电阻R2后接V3电源VCC3，第2管脚接译码模块的

译码输出信号(OUT1) ,第3管脚接电梯按钮的电源JDQ_VCC(12V)，第4个管脚通过510R 电阻

R4接到Q1的基极；Q1的源极接地，漏极接继电器J2的第3管脚；二极管D1作为续流二极管，并

联再继电器第1管脚、3管脚上(D1正极接J2第三管脚)；固态继电器J2的第2管脚为输出公共

端，接按钮信号的一端；第5管脚为常闭管脚，悬空；第4管脚为常开管脚，接按钮信号的另一

端。

[0030] 电梯按钮控制模块(6)的工作原理：EL817光耦芯片AnOde管脚有VCC3V3电源供电， 

CathOde端有译码模块的译码输出信号控制，当译码输出信号为低时，光耦的发光管导通，

从而导通EL817中的接收管；EL817的Emitter端接电梯的电源12V，当接收管导通后，Q1N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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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导通；J1继电器在Q1导通，COM与NO端导通。

[0031] 一种具有NB-IOT控制系统的电梯控制器的整体工作原理：本实用新型主要是在传

统电梯控制器的基础上，加装NB-IOT通信模块，在不改变原有电梯控制器功能的基础上，新

增手机控制电梯的功能。结合对应的智能门锁云管理平台，在下发云门锁锁匙的基础上可

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微信小程序下发电梯楼层控制的授权，从而对电梯进行控制，提升电

梯使用的便利性和智能化，结合酒店公寓入住云管理系统和智能门锁的云管理平台，可以

实现对酒店、公寓的整体智能化改造，尤其适合公寓和酒店的管理。

[0032]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实用新

型。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

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

此，本实用新型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

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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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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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8

CN 208848067 U

8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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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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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1

CN 208848067 U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