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线图

SET 键：
用于模块恢复出厂设置。 

Reboot 键：
用于模块配置或恢复出厂设置后的重启刷新。点击 Reboot 键，
模块短鸣两声，模块完成刷新重启。

ETHERNET 接口：
100\1000M 自适应网络接口，使用 CAT5E 以太网线缆连接
ETHERNET 端口 LED 指示灯显示通信活动、连接状态、速度
和模式信息

USB 接口：
A 型 USB2.0 端口，支持 USB 大容量存储类设备，用于数据备
份和还原，或用于升级系统固件

电源指示灯：
显示模块供电状态。模块控制电源供电正常，指示灯亮；控制
电源供电异常，指示灯不亮。

运行指示灯：
显示模块工作状态。当模块通电并自检正常后，模块进入运行
模式，指示灯规律闪烁；进入 ID 设置或者固件更新等模式时，
指示灯常亮，此时模块不受总线控制指令控制。

通讯指示灯：
显示当前网络通讯状态。

警报指示灯：
显示模块警报状态。正常状况下，警报指示灯不亮；当模块总
线接收到非法指令时，警报指示灯会闪烁。

IR 端口：
2 路红外信号输出端口，支持通用 38KHz 载波的红外输出，请
使用原装配送的红外发射器

RS-485 端口：
4 路标准 RS-485 通讯端口

T-NET 端口：
内部总线通讯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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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符号表示本设备附带的说明书中具有重要的操作和
维护说明。 

这个符号表示本设备附带的说明书中具有重要的操作和
维护说明。

重要安全说明
• 必须保留这些注意事项。
• 必须注意所有警告内容。
• 必须遵循所有注意事项。
•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设备。
• 只能用干布擦拭设备。
• 不要堵塞任何通风口。遵循制造商的说明进行安装。
• 不要将本设备安装在任何热源附近，如散热器、调温器、火

炉或其它可能产生热量的装置。
• 必须由合资格电工，按相关电气标准进行安装操作；产品的

运行调试须由经过系统培训的专业人员，按照指定规则说明
的进行。

• 在模块使用前，请确认控制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使用不
符合电压要求的控制电源，可能会引起模块工作异常，甚至
损坏模块。

• 在负载接入前，请确认负载功率或负载性质与模块的技术参
数要求是否相符，负载线径与负载功率是否匹配，以免损坏
模块或发生安全问题。

• 接线前必须断开所有通道电源以及总线电源，严禁带电操作。
• 保护电源线防止被脚踩踏或被夹紧，尤其是在插头、方便插

座和机身电源线引出处。
• 只能使用制造商指定的连接件 / 附件。
• 只能使用制造商指定的或随设备售出的手推车、支座、三角架、

托架或支撑台。如果使用手推车，在移动装有设备的手推车
时应注意安全，避免设备翻落。

• 在雷电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时，应拔出设备的插头，定期 1
周通电 3 小时。

• 所有维修均应由合格的维修人员执行。在设备因以下情况被
损坏时应进行维修：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液体泼溅到设备或
异物进入设备，设备暴露在雨水或潮湿环境中而无法正常工
作，或摔落到地上。

• 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可能滴水和溅水的地方。不要将装有液
体的容器（如花瓶等）放在本设备上。

• 电源插头或电器转接头应保持在随时可用状态。
• 应将符合 I 类标准设备连接到带有接地保护装置的主电源插

座。
• 为降低起火或电击危险，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环

境下。
• 不要尝试改装本产品。这样做会导致人身伤害或产品故障。
• 产品的使用环境条件必须符合技术参数中所限定的条件。

警告
此设备中的电压具有致命危险。设备内部没有用户可维修的部
件。所有维修均应由合格的维修人员执行。如果改变了厂方设
置的工作电压，则安全合格证书不再适用。

安装尺寸

安装说明
1. 使用一字螺丝刀拨出模块下方的黑色活动卡扣；
2. 将模块安装在 DIN35 导轨之上；
3. 使用螺丝刀将活动卡扣合上；
4. 模块固定完成后，再进行线路安装。

接线方式

智控管理服务器 
EMC- MINI

服务热线：400 803 2227

www.teslaria.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石洲中路 138 号 1319

泰思物联网科技 ( 广州 ) 有限公司
TESLARIA IOT TECHNOLOGY (GUANGZHOU) CO.,LTD.

Add: Room 1319, No.138, Shizhou Middle Road, Shibi 
Street,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平台管理

平台 T-CES 系统平台

核心

处理器 专业级 T 系列处理器

系统 Linux 系统

网络控制器

100/1000Mbps，自动交换，自动协商，
自动发现，全 / 半双工，行业标准 TCP/
IP 协议，UDP/IP,CIP，DHCP，SSL，
TSL，SSH，SFTP(SSH 文件传输协议 )，
IEEE802.1X，BACnet/IP，IPv4

功耗 18W

电源 24V 直流

端口

网络接口 标准 RJ45 端口

USB 接口
高 速 USB2.0 主 机 接 口； 支 持 USB HID 
和 USB 大容量存储类设备；系统升级、
数据备份、数据还原

T-NET 接口 内部总线通讯端口

RS-485 端口 5 路标准 RS-485 通讯端口

IR 输出 2 路红外输出端口，采用 38kHZ 红外光，
支持市场上绝大数红外控制设备

RESET 重置按键

工作指示灯

STATUS 指示灯 绿色 LED 指示灯，表明设备运行正常

DATA 指示灯 绿色 LED 指示灯，表明网络连接正常

FAULT 指示灯 故障指示灯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范围 -18℃～ 63℃

工作湿度范围 <90%RH

尺寸

产品尺寸 72mm×92mm×66mm

安装尺寸 100mm×113mm×90mm

参数规格

序号 常见问题 可能原因 处理方法

1
模 块 电 源 不 工
作，电源指示灯
不亮

模块没有正常供
电， 总 线 端 子 电
源线接线错误或
接线松动

检查模块总线端子
上电源线接线是否
正确，接线是否松
动引起接触不良；

系统供电电源电
压不正确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
为 DC24V；

2
模块无法被 APP
管理软件识别；

总线端子通讯线
接线错误或接线
松动

检查模块网口上通
讯 线 接 线 是 否 正
确，接线是否松动
引起接触不良；检
查网络交换机是否
供电，网络通讯线
缆是否连接 ;

3
远程控制时，系
统反应慢

外部通讯网络质
量 差， 导 致 通 讯
延时

检查外部通讯网络
质量。

配置管理系统
EMC-MINI 可以通过 T-CES ™ 应用软件对系统进行配置和管
理，使用 EMC-MINI 会议协同系统前，需要准备一台已经安装
有 TESLARIA 操作软件的 iPad，通过一台 iPad 可以对多个房
间进行管理。T-CES ™ 可以直接与 EMC-MINI 进行通讯，不
需要任何其他三方软件。使用 T-CES ™ 应用软件，你只需点击
屏幕，就可以在任何房间管理所有设备，让设备管理在您指尖。

T-CES ™ 系统软件仅适用于 IOS 平台，可通过 iPad 对系统进
行配置，应用软件可以通过 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

系统信息：打开 T-CES ™ 应用软件，点击“系统信息”，可以
显示 EMC-MINI 的网络信息、设备名称及型号、软件版本等信
息。

设置时间：通过 T-CES ™ 应用软件，可以配置系统时间。

配置系统：通过系统信息菜单，您可以配置 EMC-MINI 的网络
参数，核心服务器默认 DHCP，您可以修改为手动，自行修改
设备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路由器地址。

系统更新：通过系统信息菜单，您可以查看是否有最新固件可
以升级，点击“检查更新”即可查找最新系统版本。

恢复出厂设置
长按模块上的 SET 键 5 秒，模块短鸣一声后，松开 SET 键，按
Reboot 键重启模块，模块短鸣两声，模块完成刷新重启。即
可使模块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操作会清除模块 ID 和
内部相关逻辑配置信息，操作前请仔细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