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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修改記錄 

V1.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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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產品簡介 
 
1.1 產品包裝 

 

 

 

 

 

 

 

主機 x 1 快速安裝手冊 x 1 六角扳手 X1 

螺絲 X3 

傳輸線 x 1 

繼電器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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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功能特性 

 
 提供 門禁/卡鐘 模式設定功能。 

 可與電腦離線，獨立運作。 

 提供讀卡，按鍵及讀卡加密碼三種開門方式。 

 可自行設定 1,024/1,400/65,536 組合法卡(根據不同記憶體模式而定)。 

 提供 Master Code 設定碼/卡，可設定 Master Code 及是否可強制開門。 

 提供命令可設定讀卡機模式以及進行系統初始化 

 LCD 顯示日期，星期，時間，卡號，讀卡機狀態。 

 提供一組上班/下班時間設定功能，主機可自動依設定時間顯示目前的班別。 

 提供 8 組響鈴時區設定功能，主機可自動依設定時區動作輸出。 

 可自行設定開門時間及門未關妥偵測時間。 

 具主機防拆偵測設計，強化門禁安全機制。 

 提供脅迫碼/卡設定功能。 

 具持續開門設定/解除功能。 

 可設定為讀取卡片上序號或卡片區塊資料(RAC-520PMA 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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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 Watchdog 功能，確保主機長時間正常運作。 



1.3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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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型 Model RAC-520PEA RAC-520PMA 
處理器 CPU 8 Bit CPU 
記憶體容量 Memory  32K  
按鍵 Keypad 16 Key ( F1-F4, 0-9,CE，Enter ) 

輸入點 Input Ports Case SensorX1,Exit ButtonX1,Door SensorX1 
輸出點 Output Ports O.C 輸出 x 2 ( 可外接 ACU-30 控制電鎖/響鈴輸出  ) 

讀卡機介面 125KHz 13.56MHz 
卡片感應距離 15cm 5cm 
通訊介面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RS-485 (具通訊保護元件) 

傳輸速率 Communication Baud 

Rate 
19200 bps-N-8-1 

ID 設定 6 位 DIP Switch 

電源輸入 Operating Voltage DC 12V@1A 
消耗功率 10W (Max) 
工作溫度 Operating 

Temperature 
0℃~ 50℃/32℉~122℉ 

相對濕度 Relative Humidity 20% ~ 80% (不凝結成水珠的狀態環境下) 

體積 Dimensions 147mm(L)X45mm(W)X27mm(H) 
重量 weight 176g 



第二章 快速索引 
 
2.1 外觀尺寸說明 

 

      

                      Scale: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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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開關‧端子位置‧燈號及畫面顯示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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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W2  防拆除 Sensor 

B SW1  ID 設定   

 

      
 

C J1  接線說明  (請參閱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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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架構及安裝說明 
 
3.1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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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裝及接線說明 

 
3.2.1 主機安裝示意圖 

 
安裝主機底座時,請勿用力過大以避免造成彎曲變形。 

(A). 將主機底座固定在牆上或其他位置。 

(B). 依照接線說明將線接上，並將各接線端子插上。 

(C). 將主機往底座方向蓋合。 

(D). 使用面板旋鈕將主機與底座密合鎖上。 

(E). 使用六角扳手,將螺絲由下方底部密合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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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接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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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設定 
 
4.1 主機功能使用說明 

 
使用上述功能時，請輸入 Master Code，進入 COMMAND 模式。 

 
進入 COMMAND 模式後： 

 
 蜂鳴器會產生〝嗶嗶嗶嗶嗶〞五短聲，等待輸入 COMMAND 指令。 

 PWR 燈會呈現紅燈閃爍狀態。  

 輸入指令完畢後，蜂鳴器會產生〝嗶〞一聲，然後請依據各指令說明輸入各參數 

 
(指令 93 設定記憶體模式功能將會把內部卡號完全刪除，請確認後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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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功能說明 

  
4.2.1 新增單張合法卡號 

 
利用指令〔01〕可新增單張合法卡號。本系統允許輸入達 1000 張合法卡號，每張卡號的長

度可由 1~10 位元(記憶體模式為標準模式，但若為精簡或是共通卡時則需輸入固定 10 位數

之卡號)，並可選擇是否加設 4 位數密碼1。 

 

 
操作方法→新增單張卡號: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請鍵入 0 1 ↵ 後。 

 輸入欲新增的卡號(按鍵輸入後按 ↵ 或感應卡片皆可)。 

 輸入此卡號之附加密碼(四位數)後按 ↵ 後(若不想設密碼請直接按 ↵ 即可2)。 

 新增完成，可再重複執行前兩步驟即可，若要結束新增,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

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新增單張卡號: 

假設欲新增 00001 +密碼 1234 則操作方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01↵設定新增卡號 00001↵，

此時狀態燈會從紅燈轉為綠燈。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當狀態燈變綠燈且快速閃爍時，請再輸

入密碼(例如 1234)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 

進入 COMMAND 模式 

6.完成後，狀態燈變回紅燈快速閃爍，此

時可再新增卡號或不繼續新增按 CE 鍵跳

出。 

 
新增完成之後，輸入卡號 00001↵，主機”嗶”聲，狀態燈快速閃綠燈，再輸入密碼 1234，主

機狀態燈會恆亮綠燈 3~5 秒，且發出〝嗶-嗶嗶”3 短聲表示合法卡。 

 

                                                 
1 記憶體模式為共通卡模式時不允許輸入密碼  

2 卡號未設密碼，如果主機選擇讀卡或刷卡進入時，開門並無問題，但是選則刷卡+密碼才

能開門時，原先只有卡號並無密碼者，則會造成刷卡無法開門進入。(建議新增卡號時請一

併設定密碼。)  



4.3.2 刪除單張卡號 

 
利用指令〔02〕可刪除單張合法卡號。經刪除的卡號將無法再合法開門。 

 
操作方法→刪除單張卡號: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請鍵入 0 2 ↵ 。 

 輸入欲刪除的卡號(按鍵輸入後按 ↵ 或感應卡片皆可)後若有找到並刪除成功發

出”嗶-嗶”聲，若無此卡號或刪除失敗則會發出”嗶嗶-嗶”聲。 

 若要再繼續刪除單張卡號則再重複執行前一步驟即可，若要結束刪除，則直接按 

↵ 即可,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刪除單張卡號: 

若要刪除 00001 卡號則操作方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02 設定卡號刪除 00001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 

主機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刪除成功時，主機會發出“嗶-嗶”兩聲，

且狀態燈持續紅燈且快速閃爍。若查無卡

號，會發出“嗶-嗶嗶”三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 

進入 COMMAND 模式 

6.完成後，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此

時可再刪除卡號或不繼續新增按 CE 鍵跳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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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刪除所有卡號 

 
利用指令〔03〕可刪除所有的合法卡號。刪除後，必須重新新增合法卡號，否則無法利用按

鍵開門。本指令請謹慎使用以免合法卡號遺失。 

 
操作方法→刪除所有合法卡號: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請鍵入 0 3 ↵ 。 

 要刪除請再輸入 0 3 ↵發出”嗶”短聲，系統進行刪除中。 

 經過數秒後表示成功，發”嗶-嗶嗶嗶”四短聲,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

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刪除所有合法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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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03，請再輸入 03，主機發出

”嗶”短聲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系統進行所有卡號刪除中，按鍵會無

效。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刪除所有卡號成功，主機會發出”嗶- 

嗶嗶嗶”四短聲，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 

燈正常閃爍。 



4.3.4 新增連續合法卡號 

 
本指令只允許在記憶體模式為共通卡模式下使用。 

利用指令〔04〕可新增連續合法卡號。本系統允許使用者輸入起始卡號及張數來新增連續範

圍的卡號，以節省使用者新增卡號的時間。 

 
操作方法→新增連續卡號: 

輸入指令 04 前，需先設定記憶體模式為共通卡模式，方可使用此指令。 

 以上設定如果完成，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請鍵入 0 4 ↵ 。 

 輸入欲新增連續卡號的起始卡號，卡號需輸入為 10 碼 (按鍵輸入後按 ↵ 或感應

卡片皆可)後會發出一”嗶”聲。 

 再輸入張數後按 ↵ 後則系統開始執行新增連續卡號的動作(所需時間需花費數秒

鐘，不限於新增的卡號張數而定， 多一次可新增 99 張卡號)，新增結束後會發

出”嗶嗶-嗶嗶嗶”5 短聲代表新增完畢,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

態，紅燈正常閃爍。 

新增連續卡功能，只限於在共通卡模式，如果在其他模式下執行此指令，則無動作。 

 
操作範例→新增連續卡號: 

      假設欲新增 0000000001 ~ 0000000010 連續 10 張卡則操作方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04 設定卡號起始碼

0000000001 按↵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聽到”嗶”聲，接著輸入張數 10 張( 多

一次可新增 99 張)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 

進入 COMMAND 模式 

6.新增連續卡成功，發出”嗶嗶-嗶嗶 

嗶”5 短聲代表新增完畢，主機回到待機 

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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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刪除連續卡號 

 
本指令只允許在記憶體模式為共通卡模式下使用。 

 
利用指令〔05〕可刪除連續合法卡號。經刪除的卡號將無權限開門。 

 
操作方法→刪除連續卡號: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0 5 ↵ 。 

‧ 輸入欲刪除連續卡號的起始卡號(按鍵輸入後按 ↵ 或感應卡片皆可)後會發出一”嗶”

聲。 

‧ 再輸入欲刪除的張數後按 ↵ 後則系統開始執行刪除連續卡號的動作(所需時間需花

費數秒鐘， 多一次可刪除 99 張卡號)，刪除結束後會發出”嗶”聲代表刪除完畢，

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刪除連續卡號: 

      假設欲刪除 0000000001 ~ 0000000010 連續 10 張卡則操作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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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05↵設定卡號起始碼

0000000001↵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張數 10 張↵ ( 多一次可刪除 99 

張)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刪除連續卡成功，發出”嗶嗶-嗶嗶”4 

短聲代表刪除完畢，主機回到待機狀態，

紅燈正常閃爍 



4.3.6 設定開門時間 

 
本功能〔10〕可設定於合法開門或按開門按鈕開門後之門開啟的時間。內定值為 4.00 秒

鐘，可更改時間為１～600.00 秒。(若設定為 0 或大於 600.00 秒時，則該時間設定無效) 

 
操作方法→設定開門時間: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1 0 ↵ 。 

‧ 再輸入欲設定之開門時間後按 ↵ 後發出”嗶嗶-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 輸入欲設定之開門時間換算方式為： 

系統的時間以 0.01 秒為一個單位，如果設定 4 秒為開門時間，則換算為： 

4 秒除以 0.01 秒等於 400 個單位 

所以輸入 400，系統會設定開門時間為 4 秒。 

或輸入 60000 單位時，系統換算為： 

60000 單位 X0.01=600 秒 

等於設定開門時間為 10 分鐘。(建議開門時間勿過短或過長) 

操作範例→設定開門時間: 

假設欲設定開門時間為 6 秒則操作順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10↵設定開門時間(內定時間

4 秒)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600(時間為 6 秒) 按↵，發出”嗶-

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此時選擇離開請按 CE 鍵，主機回到待

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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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設定開門偵測時間 

 
當現場有安裝 DOOR SENSOR 時，需利用本功能〔11〕設定開門偵測時間，若沒安裝 

DOOR SENSOR 則需將本模式的值設為 0 (出廠時預設值)，表示將 DOOR SENSOR 偵測

功能取消，可更改的偵測時間為 1～600.00 秒。(若設定為 0 表示 DOOR SENSOR 功能取

消，若設定值大於 600.00 秒時，則該設定無效)。 

當開門偵測時間設定完畢，若合法開門後在開門偵測時間內門沒有關閉，則主機會發出 0.5

秒間隔的持續”嗶”聲提醒門未關妥。此時使用者只要將門關好即可取消此連續”嗶”聲。另外

當開門偵測時間設定完畢，在沒有合法開門的情況下，若門被強制推開，則主機會啟動

Alarm Relay 警告被強迫開門，若要解除此 Alarm Relay，則需輸入解除碼(預設值為

0000) 。 

 
操作方法→設定開門偵測時間: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1   1  ↵ 。 

‧ 再輸入欲設定之開門偵測時間後按 ↵ 後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 輸入欲設定之開門偵測時間換算方式為： 

系統的時間以 0.01 秒為一個單位，如果設定 4 秒為偵測時間，則換算為： 

4 秒除以 0.01 秒等於 400 個單位 

所以輸入 400，系統會設定偵測時間為 4 秒。 

或輸入 60000 單位時，系統換算為： 

60000 單位 X0.01=600 秒 

等於設定偵測時間為 10 分鐘。(建議開門時間勿過短或過長) 

操作範例→設定開門偵測時間: 

假設欲設定開門偵測時間為 6 秒則操作順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11↵,設定開門偵測時間(內定

時間為 0)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600(時間為 6 秒) 按↵，發出”嗶-

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此時選擇離開請按 CE 鍵，主機回到待

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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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設定持續開門/解除設定 

 
本功能〔12〕可設定持續開門動作，輸入 1~9999 則為設定持續開門時間(秒)，此時門會開

啟並持續所設定的秒數後才關閉，若輸入 0 為則可解除持續開門狀態。 

 
操作方法→設定持續開門: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1 2 ↵ 。 

‧ 再輸入欲設定之模式值後，按 ↵ 後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設定持續開門模式: 

假設設定值 60 秒為持續開門時間則其操作順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12↵(00 為解除持續開門之設

定值)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60 按↵，發出”嗶-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此時選擇離開請按 CE

鍵，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主機開始持續開門 60 秒。 

 



4.3.9 卡號比較位數 

 
本功能〔13〕可設定卡號比較位數(支援韌體 V2.01 以上) 

 卡號比較位數=(起始位數-1)X16+取碼位數 

 取碼位數為 0 時代表全取 

 只支援標準卡號模式 

 
操作方法→設定比較位數: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請鍵入 1 3 ↵ 。 

 再輸入欲設定之值後，按 ↵ 後發出”嗶”表示成功，此時門將會開啟並回到 

COMMAND 狀態。 

操作範例→設定比較位數: 

卡號比較位數=(4-1)X16+2=50，其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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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 輸入指令 13 (出廠值=0)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 輸入 50 按↵，發出”嗶-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此時選擇離開請按 CE 鍵，主機回到待

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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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 控制功能 1 設定 

 
本功能〔20〕可設定各項控制功能模式，請參考下圖設定表。 

 
操作方法→設定控制功能啟用模式模式: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2 0 ↵ 。 

‧ 再輸入欲設定控制功能啟用之模式值(值請依下表算出)後，按 ↵ 後發出”嗶”表示成

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設定表 

功能 設定碼 動作 輸入 

加值 

0 門未關妥時，Alarm 動作 0 
門未關妥只發嗶聲 

1 門未關妥時，只發嗶聲 +1 

0 門被外力破壞 Enable 0 
門被外力破壞 

64 門被外力破壞 Disable +64 

0 門未關妥 Enable 0 
門未關妥 

128 門未關妥 Disable +128 

 
控制功能〔20〕，輸入值 00，則表示上列設定碼為 0 之功能均啟動。



例：  

65=1 + 64 
 

 

 

 

 

 

 

 

 

 

 
操作範例→設定控制功能 1 模式: 

假設設定值 65 則其操作順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20↵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65↵，發出”嗶-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此時選擇離開請按 CE

鍵，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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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未關妥只發嗶聲 

門被外力破壞 Disable 



4.3.11 控制功能 2 設定 

 
本功能〔21〕可設定各項控制功能模式，請參考下圖設定表。 

 
操作方法→設定控制功能啟用模式: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2 1 ↵ 。 

‧ 再輸入欲設定控制功能啟用之模式值(值請依下表算出)後，按 ↵ 後發出”嗶”表示成

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設定表 

功能 設定碼 動作 輸入值 

0 卡片感應 Disable 0 
卡片感應 

16 卡片感應 Enable +16 

0 按鍵靜音 0 
按鍵聲音 

32 按鍵發出嗶聲 +32 

0 Case Sensor Disable 0 
Case Sensor 動作 

128 Case Sensor Enable  +128 
例：  

176=16+32+128 
 

 

 

 

            

   

 
操作範例→設定控制功能 2 模式: 

      假設設定值 176 則其操作順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21↵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176↵，發出”嗶-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此時選擇離開請按 CE

鍵，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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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感應 Enable 

按鍵發出嗶聲 
Case Sensor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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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設定重複刷卡時間 

 
使用功能〔22〕是用來設定重複刷卡時間，可限制卡片在某時間內不能重複刷卡，當刷卡合

法後，再刷同張卡時，會出現重複，當限制時間過後或刷過不一樣的卡後才允許再刷同張

卡。 

 
操作方法→設定重複刷卡時間: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2 2 ↵ 。 

‧ 再輸入欲設定之模式值(0：取消重複刷卡功能，1~255 秒)後按 ↵ 。 

‧ 完畢後主機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

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設定重複刷卡時間: 

      假設欲設定重複刷卡時間為 10 秒，則其操作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22，↵ (內定為 00 表示否)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10↵ (表示 10 秒) 發出”嗶-嗶 

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下次刷母卡後，約 10 

秒內刷同張卡均會跳出重複卡號，且不會

開門。 



4.3.13 門偵測開關常開(NO)/常關(NC)設定 

 
使用功能〔23〕可用來設定門偵測開關 NO/NC，請參考下圖設定表。 

 
操作方法→設定門偵測開關 NO/NC 模式: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2 3 ↵ 。 

‧ 再輸入欲設定啟用之模式值後，按 ↵ 後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設 定 表  
功能 設定碼 動作 輸入值 

0 Exit Button “NC” 0 
Exit Button NO/NC 

+1 Exit Button ”NO” 1 

0 Door Sensor ”NO” 0 Door Sensor 

NO/NC +4 Door Sensor ”NC” 4 

 
操作範例→設定門偵測開關 NO/NC 模式: 

假設欲設定 5，則其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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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23↵，(例：04 為 Door 

Sensor “NC”)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5↵發出”嗶-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4. 設定成功之後如下： 

Exit Button ”NO”常開 

Door Sensor ”NC”常關 



4.3.14  Master Code是否開門 

 
使用功能〔24〕可用來設定 Master Code 可開門，當輸入 Master Code 時可連帶啟動開

門。 

 
操作方法→設定 Master Code 為可開門功能: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2 4 ↵ 。 

‧ 再輸入欲設定之模式值(0：否，1：是)後按 ↵ 。 

‧ 完畢後主機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

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Master Code 是否開門: 

 假設欲設定 Master Code 為開門卡，則其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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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24↵，(內定為 00 表示否)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1↵發出”嗶-嗶嗶”3 聲(表示 

Master Code 可開門)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下次刷母卡就能開門 

 



4.3.15 設定數字按鍵功能 

 
本功能〔27〕可設定使用數字按鍵功能模式，當模式值設定為 0 時表示禁止使用按鍵，當模

式值設定為 1 時表示按鍵啟用。(若設定為其他值，則該設定無效) 。 

 
另外使用此功能前，如 Master Code 是使用按鍵輸入之方式，且並無卡片代替，建議勿使

用此功能，以免造成無法以按鍵輸入 Master Code 進入主機 COMMAND 功能設定。 

 
操作方法→設定按鍵啟用模式: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2 7 ↵ 。 

‧ 再輸入欲設定數字按鍵是否啟用之模式值( 0 或 1 )後按 ↵ 後發出”嗶”表示成功，

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設定使用數字按鍵功能模式: 

      假設欲設定按鍵不啟用(值為 0)則其操作順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27↵，(內定數字按鍵為啟用 

01)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 輸入 00↵發出”嗶-嗶嗶”3 聲(0 為取 

消使用數字按鍵功能)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當觸碰主機上的數字鍵

均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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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 設定是否儲存非法卡 

 
使用本功能〔31〕可用來設定非法卡之儲存，設定值為 0 表示否，非法卡不儲存，設定值為

1 表示是，當刷非法卡時，其卡號會被記錄儲存。 

 
操作方法→設定是否儲存非法卡: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3   1  ↵ 。 

‧ 再輸入欲設定儲存非法卡之功能是否啟動設定值( 0 或 1 )後按 ↵ 後發出”嗶”表示

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設定是否儲存非法卡: 

假設欲設定儲存非法卡為 1 則其操作順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31↵，(內定模式為 00)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儲存非法卡為 1↵發出”嗶-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有非法卡刷卡均被儲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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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7 設定Mifare讀卡模式(限RAC-520PMA使用) 

 
使用本功能〔80〕用來設定 Mifare 讀卡模式，方式為 0：序號轉 10 碼，1：讀 Block(用

KEY A )，2：讀 Block(用 KEY B)。 

 
操作方法→設定 Mifare 讀卡模式: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8   0  ↵ 。 

‧ 再輸入欲設定讀卡模式值後按 ↵ 後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

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設定 Mifare 讀卡模式: 

      假設欲設定讀取 Block 為 2(KEY B)其操作順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80↵ (內定值為 0)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2↵發出”嗶-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讀卡模式更換為讀取

Block(KE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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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8 設定Mifare讀取Block(限RAC-520PMA使用) 

 
使用本功能〔81〕用來設定 Mifare 讀取 Block 值(0~63)。 

 
操作方法→設定讀取 Block 值: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8   1  ↵ 。 

‧ 再輸入欲設定取碼起始位數值後按 ↵ 後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設定讀取 Block 值: 

      假設欲取 Block 為 2 其操作順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81↵ (內定值為 0)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2↵發出”嗶-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Block 會從第 2 位數開

始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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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9 設定Mifare取碼起始位數(限RAC-520PMA使用) 

 
使用本功能〔82〕用來設定 Mifare 取碼起始位數(1~15)，輸入起始位數後，取碼會以起始

位數開始算起。 

 
操作方法→設定取碼起始位數: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8   2  ↵ 。 

‧ 再輸入欲設定取碼起始位數值後按 ↵ 後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設定取碼起始位數: 

      假設欲取碼起始位數以第 2 位開始其操作順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82↵ (內定值為 1)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2↵發出”嗶-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卡號取碼起始位數會從

第 2 位數開始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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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 Mifare取碼長度設定(限RAC-520PMA使用) 

 
使用功能〔83〕可用來設定卡片之取碼有效位元數，當刷卡或卡片感應時，會先經過此設定

值取碼後才會執行卡號比較動作，前面兩位數字指出將原始碼取碼之起始位數，後面兩位數

字則指出要取多少位數( 0 表示全取，1~10 位)，例如當取碼起始位置為 2，取碼長度設定為

05 表示從起始位數算起開始取五位數，此時當外部感應的卡號為 12345678 時，則經過取

碼後將只會取 23456 為卡號，例如當設定為起始位置為 2，取碼長度設定為 00 表示將輸入

卡號從第二位開始取至 後一位，此時當外部感應的卡號為 12345678 時，則經過取碼後將

會取 2345678 為卡號。 

 
操作方法→卡片取碼有效位元數定: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先鍵入 8 2 ↵，設定好取碼起始位置 

‧ 再鍵入 8 3 ↵ 。 

‧ 再輸入欲設定之取碼有效位數數值(2 位數)後按 ↵ 。(兩位為 00 時表示由起始位數

開始至 後一位元數全部取碼) 

‧ 完畢後主機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

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卡片取碼有效位元數定: 

      假設欲設定取碼有效位數為取 6 位則其操作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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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83↵，(目前設定 00 為全取)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6↵發出”嗶-嗶嗶”3 聲 (取 6 位有效

位數)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卡號取碼位數為 6 



4.3.21 設定Mifare卡號壓縮 (限RAC-520PMA使用) 

 
使用功能〔84〕用來設定 Mifare 是否要壓縮(0：否，1：是)。 

 
操作方法→設定 Mifare 卡號壓縮: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先鍵入 8 4 ↵。 

‧ 再輸入欲設定之模式值後按 ↵ 。 

‧ 完畢後主機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

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設定 Mifare 卡號壓縮是否壓縮: 

       假設欲設定卡號要壓縮其操作順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84↵ (內定值為 00 不壓縮)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設定卡號要壓縮請輸入 1↵發出”嗶-嗶

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此時選擇離開請按 CE

鍵，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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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設定Mifare KEY(限RAC-520PMA使用) 

 
使用功能〔85〕用來輸入卡片之 KEY 值(需設 12 碼)，請輸入使用者所設之 KEY 值，KEY

值之輸入方式請參閱設定表。 

 
操作方法→設定 KEY 值: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先鍵入 8 5 ↵。 

‧ 再輸入欲設定之使用者所設之 KEY 值後按 ↵。 

‧ 完畢後主機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

燈正常閃爍。 

設 定 表  
輸入值 值 輸入值 值 

30 0 41 A 

31 1 42 B 

32 2 43 C 

33 3 44 D 

34 4 45 E 

35 5 46 F 

36 6   

37 7   

38 8   

39 9   

 
操作範例→輸入 KEY 值: 

假設欲設定 KEY 值為 FFFFFFFFFFFF 其操作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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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 輸入指令 85↵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 F 值為 46，輸入 12 個 46↵。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發出”嗶-嗶嗶”3 聲,設定才算成功， 

KEY 值為 FFFFFFFFFFFF。 



4.3.23 Mifare取碼方式 

 
使用功能〔86〕用來選擇取碼方式(支援韌體 v2.01 以上)。0：自動取碼(即遇不可辨識字元

才結束)、1：固定長度取碼(以功能碼 83 為主要長度)、只適用非壓縮卡號模式 

 
操作方法→設定卡號密碼模式：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8   6  ↵ 。 

‧ 再輸入欲設定之模式值(0：自動取碼、1：固定長度取碼)後，按 ↵ 後，發出”嗶”

聲，表示成功並回到 COMMAND 狀態。 

操作範例→變更取碼模式: 

假設欲變更 1 為固定長度取碼，其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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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 輸入指令 86 (出廠值=0)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 輸入 0(讀卡開門)按↵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 設定成功之後，發出”嗶-嗶嗶”3 聲,設

定才算成功。 

 



4.3.24 設定Master Code  

 
使用功能〔90〕可用來變更 Master Code，Master Code 內定值為〝30191000〞，如欲更

改請參照以下方法，輸入範圍在 10 位數以內之任何數值。更改後，若有執行過〝系統初始

化〞功能， Master Code 將回復內定值〝30191000〞。 

 
操作方法→變更 Master Code: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9 0 ↵ 。 

‧ 再輸入欲設定之新 Master Code (卡號 長 10 碼，以按鍵輸入或感應卡片皆可)後

按 ↵ 後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

常閃爍。 

操作範例→變更 Master Code: 

假設變更 Master Code 為 0123456789 操作順序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90↵ (內定 Master Code 為

30191000)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0123456789↵發出”嗶-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下次進入 COMMAND 

模式時，請輸入 Master Code 為 

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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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5 設定解除卡(碼) 

 
使用功能〔91〕可用來變更解除卡(碼)，解除卡(碼)內定值為〝0000〞，如欲更改請參照以

下方法，輸入範圍在 10 位數以內之任何數值。更改後，若有執行過〝系統初始化〞功能，

則解除卡(碼)將回復內定值〝0000〞。 

 
操作方法→變更解除碼: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9   1  ↵ 。 

‧ 再輸入欲設定之新解除碼( 多 10 碼)後按 ↵ 後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變更解除碼: 

假設欲變更解除碼為 12345 則其操作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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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91↵，(內定解除卡(碼)號為 

0000)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12345↵發出”嗶-嗶嗶嗶”4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解除卡(碼)已更換為 

12345 

 



4.3.26 設定脅迫卡(碼) 

 
使用功能〔92〕可用來變更脅迫卡(碼)，脅迫卡(碼)內定值為〝1190〞，如欲更改請參照以

下方法，輸入範圍在 10 位數以內之任何數值。更改後，若有執行過〝系統初始化〞功能，

則脅迫卡(碼)將回復內定值〝1190〞。 

 
操作方法→變更脅迫碼: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9   2  ↵ 。 

‧ 再輸入欲設定之新脅迫碼( 多 10 碼)後按 ↵ 後發出”嗶”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變更解除碼: 

假設欲變更解除碼為 12345 則其操作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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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92↵，(內定脅迫卡(碼)號為 

1190)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12345↵發出”嗶-嗶嗶嗶”4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脅迫卡(碼)已更換為 

12345 

 



4.3.27 設定記憶體模式 

 
使用功能〔93〕可用來變更記憶體模式，記憶體模式有區分為標準模式、精簡模式3、共通

卡模式4。 

 
在標準模式下可儲存 1000 張卡號加密碼/800 筆事件紀錄.  精簡模式則可以儲存 1600 張壓

縮卡號加密碼/1800 筆事件紀錄. 共通卡模式可哥儲存 64000 張卡號無密碼/1800 筆事件紀

錄. 

 
操作方法→變更記憶體模式: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9   3  ↵ 。 

‧ 再輸入欲設定之模式值(0：標準模式、1：精簡模式、2：共通卡模式)後，按 

↵ 後，再輸入一次指令 93，模式才會改變，且會清除掉所有的卡號及刷卡紀

錄，當發出”嗶”聲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機狀態，紅

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變更記憶體模式: 

假設欲變更記憶體模式為 2 共通卡模式其操作如下: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93↵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2↵ (共通卡模式)，再輸入 93↵發

出”嗶-嗶嗶嗶”4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模式更換 OK 

 

                                                 
3 精簡模式、共通卡模式均需輸入卡號 1 0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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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增連續卡及刪除連續卡只能在共通卡模式下使用，在標準模式及精簡模式，此兩功能均

無效。  



4.3.28 設定卡號密碼模式 

 
使用功能〔94〕可用來變更卡號模式，模式有分為讀卡開門、讀卡或按鍵開門、讀卡/按鍵+

密碼，限門禁模式使用，考勤模式則無效。 

 
操作方法→設定卡號密碼模式：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9   4  ↵ 。 

‧ 再輸入欲設定之模式值(0：讀卡開門、1：讀卡或按鍵開門、2：讀卡/按鍵+密碼

開門)後，按 ↵ 後，發出”嗶”聲，表示成功，按 CE 鍵或等 Time out，主機回到待

機狀態，紅燈正常閃爍。 

操作範例→變更卡號密碼模式: 

假設欲變更 0 為讀卡開門，其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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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94↵ (例:02 表示讀卡/刷卡+密

碼開門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輸入 0(讀卡開門)按↵發出”嗶-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設定成功之後，原按鍵可開門之功能則

無效。 



4.3.29 合法卡判斷模式 

 
使用功能〔95〕可用來變更判斷合法模式，模式有分為 0：正常模式、1：任意卡模式

1(Mifare Key 對即合法卡，沒有刷卡紀錄)、2：任意卡模式 2(Mifare Key 對且卡號模式要符

合，即合法卡有刷卡記錄，功能碼 01 新增的卡為黑名單，會動 Alarm，若黑名單要紀錄則

設定功能碼 31) 

 
操作方法→設定卡號密碼模式：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9   5  ↵ 。 

‧ 再輸入欲設定之模式值(0：正常模式、1：任意卡模式 1、2：任意卡模式 2)後，

按 ↵ 後，發出”嗶”聲，表示成功並回到 COMMAND 狀態。 

操作範例→變更卡號密碼模式: 

假設欲變更 1 為任意卡模式 1，其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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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 輸入指令 95 (出廠值=0)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 輸入 0(讀卡開門)按↵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 設定成功之後，發出”嗶-嗶嗶”3 聲。，

表示成功並回到 COMMAND 狀態。 



4.3.30 系統初始化 

 
本指令須由管理人員指導操作 

 
指令〔99〕〝系統初始化〞(Initial System)是將 RAC-520 的所有開門卡號、系統設定值(包

括 Master Code)等資料重新設回原內定值(Master Code 內定為 30191000 

)。執行後，所有合法卡號及所有參數皆必須重新設定。適用時機有二： 

 
當新機裝設完成時，請下達〝系統初始化〞指令，將 RAC-520 所有資料重設回原內定值。

讓程式順利執行。 

系統執行一段時間後，如果發生以下情形: 

 不正常運作。 

 欲重新初始化開門卡號及密碼資料時。 

可利用指令〔99〕〝系統初始化〞將您 RAC-520 的系統值重設回原出廠值。 

 
操作方法→系統初始化: 

本指令需由管理人員指導操作! 

本指令需由管理人員指導操作! 

‧ 若已在 COMMAND 模式則可省略此步驟否則請鍵入 Master Code ↵ 。 

‧ 請鍵入 9 9 ↵ 。 

‧ 再輸入  9 9  ↵ (確認作系統初始化動作) 。 

‧ 主機自動執行初始化動作(約 10~20 秒)，同時 PWR 燈呈”紅”色狀態。 

‧ 主機初始化完畢後發出一聲”嗶”表示成功並自動重置後回到待機狀態。 

操作範例→系統初始化: 
1.主機待機狀態，狀態燈維持紅燈正常閃

爍。 

4.輸入指令 99↵  

 
2.刷或輸入 Master Code 按↵之後，主機

發出” 〝嗶-嗶嗶嗶〞四短聲。 

5.再一次輸入 99 系統初始化，出現〝嗶-

嗶嗶〞3 聲。  

3.此時狀態燈亮紅燈且快速閃爍，表示進

入 COMMAND 模式 

6.主機自動執行初始化動作  成之後會發

出〝嗶-嗶嗶〞3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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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測試 
 
主機安裝後，請照下列步驟執行系統設定。 
 
步驟 1 請依安裝圖及配線圖施工，接上電源後，PWR 燈呈現亮成綠燈，待 3~5 秒發出”

嗶”聲，之後狀態燈亮紅燈閃爍。 
 
步驟 2 按 Exit Button，Door Relay 動作，電鎖動作 4 秒。 
 
步驟 3 讀卡後發出”嗶-嗶嗶”三短聲，狀態燈亮綠燈表示合法卡，”嗶-嗶嗶”三長聲，狀態

燈亮紅燈表示為非法卡。 
 
步驟 4 刷卡開門，此時 Door Relay 動作，門開啟，狀態燈會隨 Door Relay 動作而亮綠

色(”嗶-嗶嗶”三短聲表示為合法卡，”嗶-嗶嗶”三長聲表示為非法卡。 
 
步驟 5 經過 4 秒(開門時間內定值)，Door Relay 恢復成不動作狀態。 
 
步驟 6 如需其他功能設定，請參照使用手冊之說明或洽詢工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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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異常排除 
 
Q1: PWR 燈沒有亮. 
A: 請檢查 12V 電源是否確實送到控制器或是輸入電壓極性是否接反。 
 
 
Q2:卡號感應時,主機的蜂鳴器沒有發出任何聲響, 狀態燈也沒反應 
A: 請確認主機在待機狀態下(燈為紅色)且感應的卡片為 EM/Mifare 的卡片。 
(建議使用 Mifare 卡片請確認讀取的 Block 與 key 值是否正確) 
 
 
Q3:刷 Master Code 時無法進入 COMMAND 模式 
A: 因若無 Master Code 將無法進入 COMMAND 模式，需以其他方式做 Initialize 動作，請

連絡本公司客服人員。 
 

 
Q4:刷卡無法開門 
A: 1.請確認 RAC-520 的蜂鳴器在刷卡後有發出聲響 
 2.請確認卡片為合法卡號 
 3.請確認門鎖為正確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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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請確認 CMD:10 開門時間設定正確 



第七章 附錄 
 
附錄一： RAC-520 簡易操作表 

 
Master：Master Code:301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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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碼 功能 操作方法 

01 新增單張卡號 [MASTER]↵ [01]↵ [卡號]↵[密碼]↵完成 

02 刪除單張卡號 [MASTER]↵ [02] ↵ [卡號]↵完成 

03 刪除所有卡號 [MASTER]↵ [03]↵ [03]↵完成 

04 新增連續卡 

(只支援記憶體模式 2) 

[MASTER]↵ [04]↵ [輸入卡號起始號碼]↵ [卡號數量]↵ 

完成 

05 刪除連續卡 

(只支援記憶體模式 2) 

[MASTER]↵ [05] ↵ [輸入卡號起始號碼]↵ [卡號數量]↵

完成 

10 開門時間 

(出廠值=400,代表 4

秒) 

[MASTER]↵ [10]↵ [輸入單位數]↵完成 

◣可設 1~60000(單位為 0.01 秒) 

11 門偵測時間 

(出廠值=0) 

[MASTER]↵ [11]↵ [輸入單位數]↵完成 

◣0：取消或 1~60000(單位為 0.01 秒) 

12 持續開門設定/解除 [MASTER]↵ [12]↵ [輸入秒數]↵完成 

◣0：解除，1~9999 持續開門時間(秒) 

13 卡號比較位數 

( 支 援 韌 體 v2.01 以

上)(出廠值=0) 

[MASTER]↵ [13]↵ [輸入取碼位數]↵完成 

◣卡號比較位數=(起始位數-1)x16+取碼位數 

◣取碼位數為 0 時代表全取 

◣只支援標準卡號模式 

20 控制功能 1 

(出廠值=1) 

[MASTER]↵ [20]↵ [輸入值]↵完成 

◣[+1] 門未關妥只發生嗶聲，否為 Alarm 動作 

◣[+4] 卡號顯示*號，0 為顯示卡號 

◣[+16] 顯示英文，0 為繁體中文 

◣[+32] 顯示簡體，0 為繁體中文 

◣[+64] 門被外力破壞 Disable，0 為 Enable 

◣[+128] 門未關妥 Disable，0 為 Enable 

示範: 

門未關妥發生嗶聲，門被外力破壞關閉 

1+0+0+1+64+0=65 故數值請輸入 65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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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控制功能 2 

(出廠值=48) 

[MASTER]↵ [21]↵ [輸入值]↵完成 

◣[+1] LCD 背光 ON，0 為 OFF 

◣[+2] 按鍵背光 ON，0 為 OFF 

◣[+8] 功能鍵 Enable，0 為 Disable 

◣[+16] 卡片感應 Enable，0 為 Disable 

◣[+32] 按鍵要發嗶聲，0 為靜音 

◣[+128] Case Sensor Enable，否為 Disable 

示範: 

卡片感應啟動，按鍵發嗶聲 

0+0+0+16+32+0=48 故數值請輸入 48 即可 

22 重複刷卡時間(出廠值

=0) 

[MASTER]↵ [22]↵ [輸入秒數]↵完成 

◣0：取消，1~255 秒 

23 門 偵 測 開 關 NO/NC

設定 

[MASTER]↵ [23]↵ [輸入值]↵完成 

◣[+1] Exit Button 輸入為 NO，0 為 NC 

◣[+4] Door Sensor 輸入為 NC，0 為 NO 

 
示範 

Exit Button 為 NO，Door Sensor 為 NO 

1+0=1 故數值請輸入 1 即可 

24 Master Code 是否開

門(出廠值=0 否) 

[MASTER]↵ [24]↵ [輸入值]↵完成 

◣0：否 1：是 

27 數字按鍵功能 [MASTER]↵ [27]↵ [0]◣ 取消↵完成 

          [1]◣ 啟用 

31 是否儲存非法卡(出廠

值=0 否) 

[MASTER]↵ [31]↵ [0] ◣ 否↵完成 

          [1] ◣ 是 

80 Mifare 讀卡模式(內定

值為 0) 

[MASTER]↵ [80]↵ [0] ◣ 讀序號(轉 10 碼)↵完成 

          [1] ◣ 讀 Block(用 KEY A) 

 [2] ◣ 讀 Block(用 KEY B) 

81 Mifare 
讀取 Block 

[MASTER]↵ [81]↵ [數值]↵完成 

Block0~63(◣ 內定值為 0) 

82 Mifare 取碼起始位置 [MASTER]↵ [82]↵ [數值]↵完成 

◣位數 1~15(內定值為 1) 

83 Mifare 取碼長度 [MASTER]↵ [83]↵ [數值]↵完成 

0◣ ；全取 1~1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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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Mifare 卡號是否壓縮 [MASTER]↵ [84]↵ [0] ◣ 否↵完成 

        [1] ◣ 是 

85 設定 KEY 值 [MASTER]↵ [85]↵[輸入值]↵完成 

86 Mifare 取碼方式 

(支援韌體 v2.01 以

上)(出廠值=0) 

[MASTER]↵ [86]↵[輸入值]↵完成 

[0] ◣ 自動取碼(即遇不可辨識字元才結束) 

[1] ◣ 固定長度取碼(以功能碼 83 為主要長度) 

◣只適用非壓縮卡號模式 

90 設定 Master Code 

(出廠值=30191000) 

[MASTER]↵ [90]↵[輸入值]↵完成 

91 設定解除卡(碼)(出廠

值=0000) 

[MASTER]↵ [91]↵[輸入值]↵完成 

◣ 大 10 碼 

92 設定脅迫卡(碼)(出廠

值=1190) 

[MASTER]↵ [92]↵[輸入值]↵完成 

◣ 大 10 碼 

93 設定記憶體模式 [MASTER]↵ [93]↵ [0] ◣ 標準模式↵ [93]↵完成 

[1] ◣ 精簡模式 

[2] ◣ 共通卡模式 

94 卡號密碼模式 

(限門禁模式) 

[MASTER]↵ [94]↵ [0] ◣ 讀卡開門↵完成 

[1] ◣ 讀卡或按鍵開門 

[2] ◣ 讀卡/按鍵+密碼開門 

95 合法卡判斷模式 

(支援韌體 V2.01 以

上)(出廠值=0) 

[MASTER]↵ [95]↵ [輸入值]↵完成 

[0] ◣ 正常模式 

[1] ◣ 任意卡模式 1(Mifare Key 對即合法卡，沒有刷卡

紀錄) 

[2] ◣ 任意卡模式 2(Mifare Key 對且卡號模式要符合，

即合法卡有刷卡紀錄，功能碼 01 新增的卡為黑名單，

會動 Alarm，若黑名單要紀錄則設定功能碼 31) 

99 初始化 [MASTER] ↵ [99]↵[99]初始化↵完成 



產品保固證明書 
 
 

  我們保固此產品於購買日起一年之內因為材料上或是生產製造中所產生的缺陷，所造成

的外觀上，或是功能上的缺陷及故障問題。若是您在此保固期限之內發現此類問題，請聯絡

本公司的服務人員，退回此產品，我們將替您免費維修或是更換產品。 

 
  當您退回此產品時，請依照原始的包裝方式包裝此產品，或是給予同等級的包裝保護；

若是我們收到此產品時，產品上沒有出廠時的序號標籤，或是產品已經拆開或與出廠時有任

何不同，這個保固將變得無效。 

 
  此保固不包含天然的，以及人為的破壞或改變 、或是意外事故、不正常操作、誤用、

濫用等外在因素所造成的損壞。 

 
  此保固不包含不當的操作或保養，不當的連結至其他設備，或是由本公司以外的人員企

圖修復此產品。 

 
  起因於使用這種產品，在間接、特別、次要因素，或者隨之發生，造成伴隨著軟體或其

他文檔的損害，本公司的責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超過這產品的售價。 

 
  關於產品的軟體和文檔編制的全部內容，本公司並沒有表示保證或法定它的性能、暢銷

性、或者適用於任何特別的目的。  

 
  本公司保留權利修正或者不斷改進它的產品，軟體或者文檔編制無義務通知任何個人或

者購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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