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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结构 

系统安装示意图 

 
 

设备与电脑通过 TCP/IP 组网 

 
 

设备与电脑通过 TCP/IP 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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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装设备 

2.1 固定后挂板 

 
1、设备应安装在入口处的墙面上，安装高度为距地面约 1.4 米。将
安装模板贴到待安装位置并钻孔。 

2、取出设备，将后挂板与主机之间的螺丝取下，如图的①所示： 

3、将设备底部按箭头②方向轻轻抬起；然后沿着箭头③方向向下推；
即可分离后挂板和设备。 

4、安装膨胀螺栓，将后挂板固定。 

5、安装完成后确保后挂板的稳定、牢固、无松脱现象。 

2.2 连接外围设备 

在接线前，应确保设备电源已断开，在通电状态下接线可能会对设
备造成严重的损坏。请按照下面的介绍连接外围设备。 

 连接门磁  

设备通过门磁开关侦测到门被非法打开时，会输出报警，另
外，打开门后在超过规定时间内没有关好门，也会产生提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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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出门开关  

出门开关固定在距地面约 1.4 米处，应确保出门开关位置对
正、无偏歪，连线的准确、牢固。将未用到的线的裸露端掐断，
并用绝缘胶布包缠，并注意电磁干扰（如：照明开关、计算机等）。 

 连接报警器  

可将报警输出串联到简单报警器的电源回路中，也可用作高
级报警/监控系统的触发信号。（仅支持 12V DC 的报警器） 

 连接门铃  

设备的门铃接口端子是直通面板上的门铃按钮的，只需要把
现存的门铃的按钮开关改接到 BELL+和 BELL-上即可。 

 
 连接门锁  

电锁的选择：双开(可内开也可外开)玻璃门建议用电插锁；
公司内部的单开（只能内开或者只能外开）木门建议用磁力锁；
小区内使用时，推荐购买磁力锁和电控锁。 

注意：为了防止锁生锈，请做好锁的防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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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锁的接法：设备同时支持“常开型”和“常闭型”门锁。对通电
时打开、断电时锁闭的锁，应该使用 NO（常开）端子；对通电
时锁闭、断电时打开的锁，应该使用 NC（常闭）端子。 

 

锁与设备共用电源的方法，如图所示： 

 
 

以下情况时，推荐使用电锁单独供电的接法，如图所示： 

（1）锁的工作电源为 DC 12V，设备电源的电流不大于电锁
电流 1A 以上时。 

（2）锁的标称电压不是 DC 12V 时。 

（3）锁与设备之间的距离较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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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根功能  

本设备提供标准的 Wiegand26 输出，可作为读头使用。设备
到控制器的连接线的距离以不超过 15 米为宜。（如需要更远的传
输距离或周围干扰强的地方，可采用 Wiegand 信号延长器。） 

注意：不论指纹读头是否从门禁控制器供电，都必须确保它
和门禁控制器共地，以保证 Wiegand 传输稳定。 

 

 
 

GND 地线 

DATA1 输出 Wiegand data 1 信号 

DATA0 输出 Wiegand data 0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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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电源：如图所示。  

 

2.3 固定设备 

 

1、确定所有插线连接正确。 

2、将设备的铁盖板的凹槽与后挂板对应，向上推，如图箭头①所
示方向；然后将设备向后压，如图箭头②所示方向。 

3、将底部固定螺丝拧紧。 

4、安装完成后确保设备的稳定、牢固、无松脱现象。 

2.4 安装后的检查 

在给设备供电前，请检查是否正确安装设备，并检查锁驱动和其他
外围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1、设备供电之后 LED 的绿灯开始闪烁。 

2、进入主菜单用户管理新增用户指纹，登记一枚指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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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验证测试设备及门锁。 

2.5 复位及防拆开关 

由于误操作或其他意外故障，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时，通过设备
侧面的复位开关将设备重新启动。 

1、找一个直径小于 2mm 的顶部尖锐的工具。 

2、在设备的底端找到 Reset 标志及小孔。 

3、将工具插入小孔中，然后拔出，即可将设备复位。 
 

防拆开关位于设备背面中部，通过后盖板压住防拆开关来实现防拆
功能。当设备被拆除时，报警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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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快速使用流程 

用户登记 → 通讯设置 → 门禁设置 → 验证开门 → 查看记录 

3.1 用户管理 

按 进入主菜单界面，按键选中【用户管理】菜单，按 键，
进入用户管理界面： 

   

输入工号（最大长度为 9 位）、姓名、指纹、卡号和密码（最大长
度为 6 位），设置用户权限（普通用户或管理员）及门禁权限（设置
人员所属分组、验证方式、胁迫指纹和使用组时间段）。 

3.2 通讯设置 

按 进入主菜单界面，按键选中【通讯设置】菜单，按 键，
进入通讯设置界面： 

 

网络设置：设置本机 IP 地址（默认为 192.168.1.201）、网关地址（默
认为 192.168.1.254）和子网掩码（默认为 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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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设置：设置设备与 PC 机通讯的波特率（通讯速率）。 

连接设置：设置设备机号和连接密码（默认为 0，即密码为空）。 

韦根设置：进行韦根功能配置。 

3.3 门禁设置 

按 进入主菜单界面，按键选中【门禁设置】菜单，按 键， 

进入门禁设置界面： 

 

门禁参数：设置设备的锁和其他相关设备参数。 
时间段设置：为设备添加门禁时间段，按已设置的时间段控制门禁。
节假日设置：新增门禁节假日，并设置该节假日使用的门禁时间段。
门禁组设置：对人员进行分类管理，组内的人员默认都使用组的时
间段。（注：需要在用户门禁权限中设置用户所属分组） 

开锁组合设置：为设备添加开锁组合，并设置该组合使用的门禁组
的开门人数。（注：各门禁组开门人员的总数必须小于或等于 5。） 

胁迫报警参数：设置发生胁迫报警时的报警延迟时间（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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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用户验证 

在设备上按压指纹/输入密码/刷卡；验证成功后，界面如下图所示。 

   

3.5 查看用户数据及门禁记录 

a) 在设备上查看门禁记录（主菜单→【记录查询】） 

   

进入记录查询界面，输入工号查询和查询时段，按 查询。 

b) 通过 U 盘下载数据（主菜单→【U 盘管理】→【U 盘下载】） 

  
将 U 盘插入设备的 USB 接口，下载设备上的考勤记录及用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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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过软件查看门禁报表 

1.将设备连接到网络。 

2.运行 Access3.5 软件。 

3.将设备添加到软件中，下载设备记录，并进行报表分析与查看。
注：Access3.5 软件的操作说明，请参见《Access3.5 门禁软件用户手
册》。 

3.6 快捷键定义及状态模式切换 

按 进入主菜单，按键选中【个性设置】→【快捷键定义】，将
按键定义为考勤状态快捷键或者菜单功能键，界面如下图： 

   

状态键              功能键 

按 键返回个性设置界面，按键选中状态键模式设置，设置状
态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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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数据管理 

为防止误操作删除设备上的数据，可随时将数据备份到本地或 U 盘
（主菜单→【数据管理】）。 

 

3.8 时间和日期 

设置当前的时间和日期（主菜单→【系统设置】→【时间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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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安装注意事项 

1、安装前和安装过程中，请确保已关闭电源系统。带电操作，可能
损坏设备的核心部件。 

2、所有接线端子的裸露部分不得超过 5mm，以防过长的裸线意外
的接触，导致设备的损坏，同时要求您使用不同颜色的连接线。 

3、在静电非常严重的地方或者冬季，请先连接地线，再进行其他接
线的安装，以防止过大的瞬间静电损坏设备。 

4、请先连接好其他连线后再连接电源线，如果发现设备不能正常运
行，请先断掉电源总开关，再进行检查。谨记：一切带电的接线将
会意外损坏设备，我们将不对该类操作导致的损坏进行正常的保修。 

5、设备安装的高度推荐为 1.4~1.5 米。 

6、完成设备安装后，请在使用设备之前撕掉指纹采集器上的保护膜。 

7、请在门外有人时测试出门开关；因为有时意外的问题可能导致您
无法正常出门调试。 

8、为了保障设备长期稳定运行，我们在出厂前设置了自动休眠及唤
醒功能，请仔细检查该功能在投用前的正常设置。 

9、本设备额定工作电压为 DC 12V，额定电流为 300mA。如电源没
有达到以上要求，可能导致无法正常驱动电锁甚至损坏设备。 

10、对设备进行接线时，请阅读并严格遵照本文中的说明进行接线。
因异常接线导致核心板烧坏，指纹头烧坏所引起的设备不启动，均
不属于保修范围。 

11、若电源与设备之间间距较长，请勿使用网线或其他种类的线代
替电源线。选择电源线时，应要考虑到传输距离过长造成电压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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