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用

特色 簡介

套房

教室

分電盤

宿舍

套房設施 分租辦公室

商店 市場

隨插隨用

使用者付費

卡機具顯示功能，方便了解使用狀況

使用IC卡加值，方便管理

強制功能

溫度控制

低餘額警報

使用時段限制功能

電度、水度計費

賒帳功能

階梯電價

時間電價

如同使用IC卡式電話一般，只要插入IC卡即可供電，當IC卡快使用完

時，會有低金額警告，提醒消費者換卡或是加值。加值IC卡機除如

上述之基本功能外，還具備多種功能提供選擇，有賒帳功能、AB時

段功能、階梯電價、時間電價、卡片費率、卡機費率、延遲功能、

防竊功能、強制功能、溫度控制功能，一對多功能，水度計費功能

。可依不同的需求選擇所要增加的功能選項。

當本系統搭配之電表為雙向通信功能時，電表可經由RS485通信與中

控系統連線，可讀取與設定，如：累計電度、累計水度、卡片餘額

、賒帳金額、水電費率等資訊，不但可以更彈性管理，亦可以稽核

各卡機電表之使用狀態。

P.1



室內卡機

連線軟體

�I�C卡

卡機功能

加值機

具備電源供應器與電源開關，無須配合電腦軟體即可獨立作業

2行16字中英文LCD液晶顯示加值機各項資訊，簡明易懂

具備0~9及功能碼按鍵，設定操作便利

附系統卡、紀錄清除卡、測試卡與時間設定卡(無連現型)供管理者使用

開機後插入系統卡解鎖，即可開啟加值機功能

電源一經斷復電，加值機立即上鎖，除非重新解鎖才能開啟起加值機功能，高安全防護性

具智慧辨識功能，可判定IC卡與系統是否相容，如不相容會顯示錯誤代碼

具有獨立專屬該用戶的加值鎖碼系統，彼此間互不通用，並可辨識不同單位之IC卡

具備加值、製卡、退款功能

具備對IC卡進行加值、製卡、退款額度之設定功能及分別設定加值與製卡費率(須為卡片費率)

具備加值、製卡、退款之累積張數、累計金額與紀錄清除時間查詢功能

可顯示現在時間與韌體版本

連線型加值機可儲存加值、退款記錄各1000筆，並可紀錄總製卡張數及累計金額，以上資料

可透過USB介面連線至電腦專用軟體讀取紀錄，並可儲存或列印紀錄供日後稽核使用

可用紀錄清除卡分別將加值、製卡與退款之紀錄清除，亦可將全部紀錄資料一次清除

具備對系統卡做功能參數設定功能，配合各項選配功能做設定(參考卡機選配功能)

型號：ICR815L

尺寸：120*98*35（mm）

重量：140g

安裝：牆面固定式

讀卡：下方插卡式

按鍵：兩功能按鍵，切換顯示用

使用環境：攝氏 0 ~ 60 ℃

               濕度 0 ~ 90% 

               (non-condensing)

電源：直接取自電表,無需外接

　　　電源消耗功率小於1VA

符合ISO7816-1/2/3標準

ISO 7816 T=1，T=0 傳輸協定

連線型加值機適用，開啟軟體後需密碼登入，登入後可修改登入密碼

可選擇連線埠

讀取紀錄：可快速讀取加值、製卡與退款之累計張數與累計金額以及加值機之時間

讀取逐筆紀錄：加值紀錄與退款紀錄分開讀取，每種最高1000筆

每一筆加值紀錄內容：序號、IC卡卡號、加值費率、本次加值金額、加值前金額、加值後金

                              額、累計加值總金額、加值時間（年月日上下午時分秒）

每一筆退款紀錄內容：序號、IC卡卡號、IC卡內費率、本次退款金額、退款前金額、退款後

                              金額、累計退款總金額、退款時間（年月日上下午時分秒）

讀取逐筆紀錄後會顯示上次紀錄清除時間

讀取逐筆紀錄後可將紀錄匯出成Excel檔案備存供日後會計對帳稽核使用

可將加值機內建時鐘與電腦系統時間同步

可分別將加值、製卡與退款之紀錄刪除，亦可將全部紀錄資料一次刪除

尺寸：54*86*0.76 (mm)

耐溫：耐溫可達50℃

讀寫資料：可讀取次數至少100000次

卡片資料：具密碼保護、安全性高

材質：符合ISO標準之塑膠卡片，PVC材質

6位數亮度LED顯示IC卡機資訊，遠處直觀清晰

與電表連線以快速接頭連接，安裝快速簡易無需外加工作電源

採下方插卡式，容許插卡次數達100000次

LED燈號與中文面板說明目前LED顯示器顯示項目

附通訊指示燈，IC卡機主動詢問水/電表之狀態，如有斷線會顯示錯誤代碼

具備辨識發行單位機制避免與其他系統混用，可自動判別IC卡資料之正確性

並可顯示錯誤代碼

16種混合編碼系統

IC卡機故障可直接更換，更換後與水電表之連線無需重新設定

讀卡機本體為強化塑膠PVC製品，以避免觸電漏電問題並附鉛封防破壞

與電度表通信格式相容，透過相互之通訊查核執行電度查核，扣款確認以及

防止人為外部破壞等安全機制

具自行檢測功能，停復電後卡機可自行確認功能與電表連線狀態

型號：ICP820W

尺寸：190*103*58 (mm) 

重量：331g

類型：桌上型

讀卡：側面插卡式

連線：1組USB埠

         (連線功能選購)

應用架構

電腦連線

電腦

網路

轉換器

讀取紀錄開啟

登入 報表顯示

水電師傅安裝容易

模式 1.  一對一控制

模式 2.  一對三控制 模式 3.  一對一加水表計費

電度表與一般電表安裝方式相同

卡機與電表以4C扁平電話線及6P4C插頭安裝

卡機與電表間之最長連線距離為30m

水表信號請使用2C銅網鋁箔隔離對絞線

水表信號線與卡機間最長連線距離為100m

4C扁平電話線

(30m為限)

2C銅網鋁箔隔離對絞線

(100m為限)4C扁平電話線(30m為限)

4C扁平電話線

(30m為限)

2C銅網鋁箔隔離對絞線

本方案需電表具備雙通信功能時，才可使用

DEM510 DEM510 DEM510 DEM510

DEM510 DEM510 DEM510

DEM510

水表

賒帳

卡機費率計費

插入IC卡，卡片內有金額，即可供電

隨著用電度數自動對IC卡扣款

計費方式：每使用0.1度扣款一次

(每次扣款金額=費率*0.1)

IC卡餘額為0即停止供電

IC卡機與電表讀值同步

IC卡之剩餘金額快不足時，自動發出警示音

提醒使用者

LED可顯示用電狀況、卡片餘額、費率、電

度值

階梯電價

時間電價

卡片費率計費

AB時段

延遲

防竊

一對三

水度計費

溫度限制

當IC卡片餘額為零即進入賒帳模式不會立即斷電

以卡機內設定之費率計費

IC卡機可對應累積使用電度值的多寡，對卡片進行不同

費率的扣款，以一個月為單位，可設定4個階段5種費率

分夏月和非夏月，並依照星期分為平日、週六、週日，

可依時間分為3個時段設定不同費率

卡機直接讀取IC卡片內之費率計費

開放使用時段與不開放使用時段

拔卡後會延遲30秒後才斷電(固定值)

可在ICR815L卡機上設定卡片之單獨運作權限，卡片一
旦經過儲值後即恢復通用格式

一台卡機最多可同步控制與讀取三台電表並統一扣款

卡機可搭配脈衝型水表進行水度紀錄與用水計費

可設定溫度上下限，決定可使用之室溫區段

賒帳

卡機費率

AB時段

最大賒帳金額與時間

用電費率

起始與終止時間

溫度限制

水度計費

溫度上下限

水度費率

階梯電價

時間電價

階度與費率

時段與費率

選配功能 說明

選配功能設定內容

基本功能

特殊選配功能 說明

轉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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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可印製單位名稱及序號

（請洽業務人員）

儲值額度依需求儲存於卡片內，最高

金額可達新台幣99999元，卡片可重

覆加值使用

強制免費供電 不需插卡免費用電

不需插卡但會計費

不供電

強制計費供電

強制斷電



ICR815L+DEM datasheet-1.1c

搭配電錶

尺寸圖

DEM540

單相三線式

DEM600

三相三線式

三相四線式

DEM510C

單相二線式

DEM510C (單相二線)：110VAC 、 220VAC，60Hz

DEM540 (單相三線)：110/220VAC，60Hz

DEM600（三相三線）：220VAC，60Hz

DEM600（三相四線）：120/208VAC、220/380VAC，60Hz

(上述之電表電壓為±15%範圍內可正常運作)

50A電表：參比電流10A，最大電流50A；直接接入50A

80A電表：參比電流20A，最大電流80A；直接接入80A

6位LED數字顯示器(包含小數點後一位)，顯示所累積之使用電度數(kWh)顯示

電源與消耗功率

各電表之共同規範

用電狀態燈長亮、斷電狀態燈熄滅

直接取自量測電源（含工作電源與IC卡讀卡機），本身小於3VA、最大小於5VA

停電保持記憶達10年之久，具自動檢測功能

復電後以"              "輪巡顯示(LED顯示)電表地址號與通信鮑率

以0.1kWh為扣款計量單位

6KV，1.2μs/50μs，8μs/20μs，符合IEC61000-4-4、IEC61000-4-5

直接投切50A(電阻性負載)；負載啟動短時過載可達60A

直接投切80A(電阻性負載)；負載啟動短時過載可達90A

量測精度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鉛封，功因0.5超前或滯後，誤差小於1% 

生產標準 符合CNS14607規範、IEC61036規範

負荷測試 應通過瞬間啟動負載測試、連續負荷測試、溫升試驗

第一通信埠(卡機用)

防護

DEM510C DEM540 DEM600

除非破壞鉛封否則無法觸及牆面螺絲及電氣接線

電表內部及電驛電路，均完全鉛封

耐燃材質，端子區高絕緣度電木結構

上下盒間具防水膠圈避免水滴侵入

第二通訊埠 可供中央監控系統讀取有效電度、地址、鮑率 標準Modbus RTU，8/n/1 通信協定，通信速率：1200、2400、4800、9600(可設)

維護 電表發生故障可直接更換，設定地址後即可使用，系統無須重新設定

50A電表

80A電表

置入箱體或固定於牆面安裝固定方式

攝氏 0 ~ 60 ℃　 濕度 0 ~ 90%（non-condensing）操作溫度環境

內含比流器（CT），無須外置感應元件

耐突波衝擊

負載ON/OFF指示燈

控制電驛容量

(保持型電驛)

停電保護

單相電表3200imp/kWh；三相電表1600imp/kWh

（每閃現3200/1600次表消耗1度電）
電表常數燈號

與IC卡機進行雙向通信，顯示讀值完全相同，當卡機斷線電表會自動斷電

端子區鉛封

本體區鉛封

外殼防護

防水防護

主顯示區

計量單位

範例：DEM540接線圖
4P扁平電話線(30m為限)

4P扁平電話線
至卡機插頭

DEM540 DEM600DEM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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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m 6mm

132mm

4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