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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声明 

商标声明 

 VGA 是 IBM 公司的商标。 

 Windows 标识和 Windows 是微软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在本文档中可能提及的其他商标或公司的名称，由其各自所有者拥有。 

责任声明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都不对因本文档中相关内容及描述的产品

而产生任何特殊的、附随的、间接的、继发性的损害进行赔偿，也不对任何利润、数据、商

誉、文档丢失或预期节约的损失进行赔偿。 

 本文档中描述的产品均“按照现状”提供，除非适用法律要求，本公司对文档中的所有内容

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质量满意度、适合特定目的、不侵犯

第三方权利等保证。 

关于本文档 

 产品请以实物为准，本文档仅供参考。 

 本文档供多个型号产品做参考，每个产品的具体操作不一一例举，请用户根据实际产品自行

对照操作。 

 如不按照本文档中的指导进行操作，因此而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使用方自己承担。 

 如获取到的 PDF 文档无法打开，请将阅读工具升级到最新版本或使用其他主流阅读工具。 

 本公司保留随时修改本文档中任何信息的权利，修改的内容将会在本文档的新版本中加入，

恕不另行通知。产品部分功能在更新前后可能存在细微差异。 

 本文档可能包含技术上不准确的地方、或与产品功能及操作不相符的地方、或印刷错误，以

公司最终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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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安全声明 

内容约定 

 若您将产品接入互联网需自担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可能遭受网络攻击、黑客攻击、病毒感染

等，请您加强网络、设备数据和个人信息等的保护，采取保障设备网络安全的必要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修改出厂默认密码并使用强密码、定期修改密码、将固件更新至最新版本等。本

公司不对因此造成的产品工作异常、信息泄露等问题承担任何责任，但本公司会提供产品相

关安全维护。 

 在适用法律未明令禁止的程度下，对于因使用或无法使用本产品或服务而引起的任何利润、

收入、销售损失、数据丢失或采购替代商品或服务的成本、财产损害、人身伤害、业务中断、

商业信息损失，或者任何特殊的、直接的、间接的、附带的、经济性、覆盖性、惩罚性、特

殊或从属损害，无论是基于何种责任理论（合同、侵权、过失或其他），本公司及其员工、

许可方或附属公司都不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其已被告知存在此种损害的可能性也是如此。某

些司法管辖区不允许对人身伤害、附带或从属损害等进行责任限制，则此限制可能不适用于

您。 

 本公司对您的所有损害承担的总责任限额（除了因本公司过失导致人身伤亡的情况，需遵循

适用法律规定）不超过您购买本公司产品所支付的价款。 

网络安全声明 

 建议您选择安全通信方式 HTTPS 访问设备，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 

 不建议您使用 Telnet、FTP 等不安全的协议，防止报文攻击。 

数据安全声明 

建议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以免因网络等不稳定因素导致个人数据泄露或丢失。 

安全审计声明 

建议您定期审计日志，以便及时定位和排查问题。 

产品升级声明 

 请您将产品固件和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以保证产品享有最新的功能和安全性。 

 请您通过数字签名校验升级软件或补丁的合法性，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操作。 

密码声明 

 首次使用产品时，请您设置出厂密码。 

 密码至少 8位且包含两种及以上字符，建议您根据系统提示设置强密码。 

 建议您定期修改密码并妥善保管，以免被人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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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概述 

本文档详细描述了考勤一体主机的结构、安装和系统功能等内容。 

适用型号：ASA2212A 

符号约定 

在本文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表示有高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会导致人员伤亡或严重伤害。 

 

表示有中度或低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导致人员轻微或

中等伤害。 

 

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忽视这些文本，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数据丢

失、设备性能降低或不可预知的结果。 

 

表示静电敏感的设备。 

 

表示高压危险。 

 

表示强激光辐射。 

 表示能帮助您解决某个问题或节省您的时间。 

 表示是正文的附加信息，是对正文的强调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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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安全须知 

下面是关于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为预防危险、防止财产受到损失等内容，使用设备前请仔细阅

读本说明书并在使用时严格遵守，阅读后请妥善保存说明书。 

使用要求 

 请勿将设备放置和安装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或发热设备附近。 

 请勿将设备安装在潮湿、有灰尘或煤烟的场所。 

 请保持设备的水平安装，或将设备安装在稳定场所，注意防止本产品坠落。 

 请勿将液体滴到或溅到设备上，并确保设备上没有放置装满液体的物品，防止液体流入设备。 

 请将设备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场所，切勿堵塞设备的通风口。 

 仅可在额定输入输出范围内使用设备。 

 请勿随意拆卸设备。 

 请在允许的湿度和温度范围内运输、使用和存储设备。 

电源要求 

 请务必按照要求使用电池，否则可能导致电池起火、爆炸或燃烧的危险！ 

 更换电池时只能使用同样类型的电池！ 

 产品必须使用本地区推荐使用的电线组件（电源线），并在其额定规格内使用！ 

 请务必使用设备标配的电源适配器，否则引起的人员伤害或设备损害由使用方自己承担。 

 请使用满足 SELV（安全超低电压）要求的电源，并按照 IEC60950-1 符合 Limited Power Source

（受限制电源）的额定电压供电，具体供电要求以设备标签为准。 

 请将 I 类结构的产品连接到带保护接地连接的电网电源输出插座上。 

 器具耦合器为断开装置，正常使用时请保持方便操作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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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概述 

考勤一体主机是一款集读卡、指纹、配置和执行为一体的考勤设备，产品外观简洁时尚，适合办

公楼、写字楼、工厂、学校等小型办公场所。 

该设备主要功能如下： 

 支持触摸按键+液晶显示，TCP/IP 传输协议。 

 支持固定考勤和自由考勤两种模式。 

 支持卡、指纹或者密码考勤。 

 最多可支持 3000 枚指纹，1000 个用户。 

 最多可存储 15 万条刷卡记录。 

 支持响铃输出功能。 

 支持 64 组节假日设置。 

 

本产品如需外接电源，请务必使用 DC12V 0.5A 的适配器，且工作温度不得超出-5℃～55℃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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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安装指导 

2.1 物品清单 

安装前请按照表 2-1 核对包装内物品。 

表2-1 装箱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说明 

1 主机 1 台 - 

2 安装支架 1 个 - 

3 安装定位图 1 张 - 

4 
M4×30 十字槽盘头平尾机

牙螺钉 
2 颗 用于固定支架至 86 盒 

5 
M3×6 内六角花形沉头平尾

机牙螺钉 
1 颗 

用于从设备底部固定设

备至安装支架 

6 T10 内六角花形扳手 1 个 - 

7 螺丝包 

1 包 

 ST3×18 自攻螺丝，4 颗 

 膨胀管，4 个 

无 86 盒时，用于固定支

架至安装面 

8 快速操作手册 1 本 - 

2.2 面板及接口介绍 

考勤一体主机如图 2-1、图 2-2 和图 2-3 所示，功能操作说明请参见表 2-2。 

图2-1 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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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功能操作说明 

图标 说明 

0～9 数字键，用于数字和字母输入 

 
返回或退出 

 
向上选择 

 
向下选择 

 
进入或确认 

 退格 

 切换键，可切换功能或者输入法 

图2-2 底部接口 

 

图2-3 后面板 

 

接线端说明请参见表 2-3。 

表2-3 接线端口说明 

端口 说明 

+12VIN DC 12V 电源 

GND GND 

PUSH 开门按钮 

NC/BELL- 门锁 NC 端或者响铃 BELL-端（断开触发） 

COM/BELL+ 门锁 COM 端或者响铃 BELL+端 

NO/BELL- 门锁 NO 端或者响铃 BELL-端（闭合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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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外观尺寸 

考勤一体主机的外观尺寸如图 2-4 所示。 

图2-4 外观尺寸（单位 mm） 

 

2.4 安装连接 

考勤一体主机的安装如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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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设备安装 

 

安装步骤如下： 

 将安装定位图粘贴在安装面，按照定位图中标识的位置开孔，并将膨胀管安装到孔内。 步骤1

 安装支架。 步骤2

 若有 86 盒，通过螺钉 A 将支架固定到 86 盒上。 

 若无 86 盒或者无法良好固定，通过螺钉 B，将支架直接固定于墙体，固定前必须在

墙体对应位置先预埋膨胀管。 

 将设备按图纸箭头方向，通过挂孔挂在安装支架的挂钩上。 步骤3

 从设备底部，拧入螺钉，锁紧安装支架，完成设备安装。 步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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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系统操作 

 

 操作中涉及到指纹录入，详细按压方法请参见“附录 1 指纹按压说明”。 

 操作中涉及到输入法，详细输入方法请参见“附录 2 输入法说明”。 

3.1 考勤 

 

考勤过程中，请勿修改系统配置和系统时间，否则可能导致考勤结算异常。 

插上电源，设备进入开机状态，开机后屏幕显示时间信息，如图 3-1 所示。 

 

若您在一个界面无操作超过 45 秒，将返回到待机界面。 

图3-1 待机界面 

 

 按数字键，系统显示如图 3-2 所示界面，输入“用户编号”和“密码”，可通过密码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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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密码考勤 

 

 在指纹区，按指纹，可通过指纹考勤。 

 在刷卡区，刷卡，可通过刷卡考勤。 

 按 ，切换考勤状态，例如签入、签出。连接到平台后可同步改状态到平台，在平台侧使用。 

 个人考勤后，按 ，可以显示个人的考勤记录，以刷卡为例，如图 3-3 所示。 

图3-3 个人记录查询 

   

 

 添加密码、指纹和卡详细设置请参见“3.3.1 新建用户”。 

 考勤状态详细设置请参见“3.6.2 状态设置”。 

3.2 主菜单 

按 ，系统显示主菜单界面，如图 3-4 所示。 

 

若已添加管理员用户，可通过指纹、刷卡或者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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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主菜单 

 

 按 或者 选择，按 或者直接按功能对应的数字键，进入各功能项。 

 当插入 U 盘后，在屏幕右上角显示 。 

 当插入 SD 卡后，在屏幕右上角显示 。 

 连接网线后，在屏幕右上角显示 ，若未连接显示 。 

3.3 用户管理 

您可以增加考勤用户和部门，查询和编辑用户及部门信息。您可以将用户与部门关联，对整个部

门设置统一班次。 

进入主菜单后，按 或者 选择“用户管理”，按 。或者直接按数字【1】键。屏幕显示

如图 3-5 所示界面。 

图3-5 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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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新建用户 

您可以新建用户，可以为新用户登录信息，包括编号、姓名、指纹、卡号、密码和照片等。用户

可以通过指纹、刷卡或者密码考勤。系统最多支持 1000 个用户。 

 选择“用户管理 > 新建用户”，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6 所示界面。 

图3-6 新建用户 

   

 按 或者 选择参数，按 确定，按数字键输入相关信息，再次按 保存信息。步骤2

详细参数请参见表 3-1。 

 

“编号”、“卡号”、“密码”、“部门”和“班次”应用还可以通过按数字键或者退格键进

入编辑。 

表3-1 新建用户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编号 输入用户编号，最长支持 11 位数字。例如：工号。 

姓名 输入用户姓名，最多支持 10 个汉字或者 32 个字符。按 可切换输入

法，包括中文、英文、符号和数字。 

指纹 采集指纹，一个用户最多可采集 3 枚指纹，每枚指纹需要验证 3 次，请

根据语音提示进行操作，完成后提示“添加成功”。 

卡号 输入卡号，或者将卡放在刷卡区，系统将自动识别该卡卡号。 

密码 输入密码，密码支持 1 位～8 位数字。 

部门 

按 选择预先设置好的部门，设置部门详细操作请参见“3.3.3 新建

部门”。 

应用班次 输入预先设置好的班次。 

 如果不输入班次，则按照选择部门关联的班次执行考勤。 

 如果输入班次且与选择部门关联的班次不一致时，按照输入的班次

执行考勤。 

设置班次详细操作请参见“3.4.1 设置班次”。 

照片 

按 拍照，照片保存在 SD 卡中，作为用户的个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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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用户权限 

按 ，切换权限。 

 用户，仅有考勤权限。 

 管理员，可以登录系统，进行相关配置。 

 参数配置完成后，按 。 步骤3

屏幕提示“确认保存？”。 

 按 保存，完成配置。 步骤4

3.3.2 查询和编辑用户 

您可以查询系统内的用户，修改和删除用户信息。 

选择“用户管理 > 查询&编辑用户”，按 。若有用户信息则在屏幕中显示，如图 3-7 所示。 

图3-7 查询和编辑用户 

 

“考勤方式”下方的图标表示当前用户可用的考勤方式。 

 ，表示刷卡考勤方式。 

 ，表示密码考勤方式。 

 ，表示指纹考勤方式。 

 权限，“0”表示普通用户，“1”表示管理员。 

编辑和删除单个用户 

按 或者 选择用户，按 ，屏幕显示如图 3-8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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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编辑和删除 

 

 

 选择“编辑”，按 ，可编辑该用户信息。 

 选择“删除”，按 ，可删除该用户。 

删除和查询所有用户 

按 ，切换到界面上方的删除和查询，如图 3-9 所示。 

图3-9 删除和查询 

 

 选择 ，按 ，可删除所有用户。 

 选择 ，可按照“编号”查询用户。 

3.3.3 新建部门 

您可以建立部门，按照部门对用户分组，不同部门可以设置不同的班次。系统最多支持 20 个部

门。 

 选择“用户管理 > 新建部门”，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10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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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新建部门 

 

 按 或者 选择参数，按 确定，按数字键输入相关信息，再次按 保存信息。步骤2

详细参数请参见表 3-2。 

表3-2 新建用户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部门 ID 系统默认数字，不可修改。 

部门组名 自定义部门名称，最多支持 10 个汉字或者 32 个字符。按 可切换输

入法，包括中文、英文、符号和数字。 

班次 输入预先设置好的班次，则属于该部门的所有用户，按照该班次考勤。

设置班次详细操作请参见“3.4.1 设置班次”。 

 参数配置完成后，按 。 步骤3

屏幕提示“确认保存？”。 

 按 保存，完成配置。 步骤4

3.3.4 查询和编辑部门 

您可以查询系统内的部门，修改和删除部门信息。 

选择“用户管理 > 查询&编辑部门”，按 。若有用户信息则在屏幕中显示，如图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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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查询和编辑部门 

 

编辑和删除单个部门 

按 或者 选择部门，按 ，屏幕显示如图 3-12 所示界面。 

图3-12 编辑和删除 

 

 选择“编辑”，按 ，可编辑该部门信息。 

 选择“删除”，按 ，可删除该部门。 

删除和查询所有部门 

按 ，切换到界面上方的删除和查询，如图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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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删除和查询 

 

 选择 ，按 ，可删除所有部门。 

 选择 ，可按照“部门 ID”查询部门。 

3.4 考勤排班 

您可以根据考勤时间，设置考勤班次，给部门或者用户分配相应的班次。 

进入主菜单后，按 或者 选择“考勤排班”，按 。或者直接按数字【4】键。屏幕显示

如图 3-14 所示界面。 

图3-14 考勤排班 

 

3.4.1 设置班次 

您可以添加考勤班次，设置班次的考勤时间和考勤类型，最多支持 20 个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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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增加班次 

 选择“考勤排班 > 班次设置 > 班次”，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15 所示界面。 

图3-15 班次 

 

 按 ，切换到界面上方功能键，选择 ，按 。 步骤2

屏幕显示如图 3-16 所示界面。 

图3-16 添加班次 

 

 按 或者 选择参数，按 确定。按数字键输入相关信息，再次按 保存信息。步骤3

详细参数请参见表 3-3。 

表3-3 班次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编号 系统自动生成，不可修改。 

班次名 自定义班次名称，最多支持 10 个汉字或者 32 个字符。按 可切换输

入法，包括中文、英文、符号和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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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班次类型 选择考勤类型，包括固定考勤和自由考勤。 

 固定考勤，按照设置的时间段考勤，签入签出之间的时间段满足该

时间段时，为正常考勤，否则为异常考勤。 

 自由考勤，不限制下班时间，按照每天工作总时间考勤，每天满足

几小时工作即可。 

详细设置请参见“班次类型”。 

循环类型 设置工作和休息时间，仅对工作日考勤。包括按周循环和按月循环。 

 按周循环，可按照星期设置工作日和休息日。 

 按月循环，按照日期来设置工作日和休息日。 

详细设置请参见“循环类型”。 

 参数配置完成后，按 。 步骤4

屏幕提示“确认保存？”。 

 按 保存，完成配置。 步骤5

班次类型 

选择“班次类型”，按 。屏幕显示如图 3-17 所示界面。 

图3-17 班次类型 

 

固定考勤 

 选择“固定考勤”，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18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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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固定考勤 

 

 按 或者 选择参数，按 确定。按数字键输入相关信息，详细参数请参见表 3-4。 步骤2

表3-4 固定考勤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时间段一、时间段二 设置考勤时间段，即签入签出之间的时间段满足该时间段时，为正常考

勤，否则为异常考勤。系统支持两个时间段。 

若设置两个时间段，时间段一和时间段二都必须执行正常签入签出操

作，才视为正常考勤。 

加班 设置加班时间段，即加班签入签出之间的时间段满足该时间段为加班。 

 

加班签入时，要在“时间段一”或者“时间段二”中设置的下班时间和

设置的加班签入时间之间刷卡，才视为有效。 

迟到 签入时间晚于上班时间的范围，例如 8：00 上班，如果“迟到”时间设

置为“5”分钟，则 8：05 以后签入为迟到。 

早退 签出时间早于下班时间的范围，例如 17:00 下班，如果“早退”时间设

置为“5”分钟，则 16：55 之前签出为早退。 

 

设置的所有考勤时间精确到分钟，例如 8：05 以后签入为迟到，8:05:59 秒钟算正常签到，8:06

以后算迟到。 

 按 保存信息。 步骤3

返回到添加班次界面。 

自由考勤 

 选择“自由考勤”，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19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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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自由考勤 

 

 按 或者 选择参数，按 确定。按数字键输入相关信息，详细参数请参见表 3-5。 步骤2

表3-5 自由考勤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满 设置要求每天需要满足的工作时间。 

迟到 设置迟到时间，即晚于设置时间，则为迟到。 

 按 保存信息。 步骤3

返回到添加班次界面。 

循环类型 

选择“循环类型”，按 。屏幕显示如图 3-20 所示界面。 

图3-20 循环类型 

 

按周循环 

 选择“按周循环”，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21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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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按周循环 

 

 选择星期，按 选择“休息”或者“工作”。 步骤2

 按 保存信息。 步骤3

返回到添加班次界面。 

按月循环 

 选择“按月循环”，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22 所示界面。 

图3-22 按月循环 

 

 选择日期，按 选择“休息”或者“工作”。 步骤2

 按 保存信息。 步骤3

返回到添加班次界面。 

3.4.1.2 查询和编辑班次 

您可以查询系统内的班次，修改和删除班次信息。 

编辑和删除单个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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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班次设置 > 班次”，界面显示现有班次，选择班次，按 。屏幕显示如图 3-23 所示界

面。 

图3-23 编辑和删除 

 

 选择“编辑”，按 ，可编辑该班次信息。 

 选择“删除”，按 ，可删除该班次。 

删除和查询所有班次 

按 ，切换到界面上方的删除和查询，如图 3-24 所示。 

图3-24 删除和查询 

 

 选择 ，按 ，可删除所有班次。 

 选择 ，可按照“班次编号”查询班次。 

3.4.1.3 添加假期 

您可以设置假期时间段，最多可添加 64 个时间段，所有班次在假期时间段内不进行考勤。 

 选择“考勤排班 > 班次设置 > 假期”，按 。 步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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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显示如图 3-25 所示界面。 

图3-25 假期 

 

 按 ，切换到界面上方功能键，选择 ，按 。 步骤2

屏幕显示如图 3-26 所示界面。 

图3-26 添加假期 

 

 输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按 保存信息。 步骤3

返回到假期界面。 

3.4.1.4 查询和编辑假期 

您可以查询系统内的假期，修改和删除假期信息。 

编辑和删除单个班次 

选择“班次设置 > 假期”，界面显示现有假期，选择假期，按 。屏幕显示如图 3-27 所示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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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编辑和删除 

 

 选择“编辑”，按 ，可编辑该假期信息。 

 选择“删除”，按 ，可删除该假期。 

删除和查询所有假期 

按 ，切换到界面上方的删除和查询，如图 3-28 所示。 

图3-28 删除和查询 

 

 选择 ，按 ，可删除所有假期。 

 选择 ，可按照“假期编号”查询假期。 

3.4.2 部门排班 

您可以为不同的部门，设置不同的班次，各部门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班次即不同考勤

时间。 

 选择“考勤排班 > 部门排班”，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29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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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9 部门排班 

 

 按 或者 选择排班的“部门 ID”。 步骤2

 按数字键输入“班次号”，按 保存信息。 步骤3

3.4.3 设置验证 

您可以设置重复验证时间，即在设置的时间内连续刷卡，仅记录第一次刷卡时间。例如上班时在

设置时间内重复刷卡，仅记录第一次刷卡时间。 

 选择“考勤排班 > 设置验证”，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30 所示界面。 

图3-30 验证设置 

 

 输入“重复验证”时间，在此时间内连续刷卡，仅记录第一次。 步骤2

 按 ，完成设置。 步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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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记录管理 

 

导出考勤记录前请确认已插入 U 盘，导出过程中请勿拔出 U 盘或者执行其他操作，否则将导致

操作失败。 

你可以根据需要查询并导出考勤和刷卡记录，系统最多可存储 15 万条刷卡记录。 

进入主菜单后，按 或者 选择“记录管理”，按 。或者直接按数字【3】键。屏幕显示

如图 3-31 所示界面。 

图3-31 记录管理 

 

3.5.1 查询记录 

 选择“记录管理 > 查询考勤及刷卡记录”。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32 所示界面。 

图3-32 查询 

 

 输入“用户编号”和“考勤时间”。 步骤2

 输入“用户编号”即可带出对应的“用户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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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切换时间，可查询当月和前一个月的考勤记录，设置好时间后将光标移动

到“用户编号”或者“用户姓名”处。 

 按 ，开始查询。 步骤3

屏幕显示查询结果如图 3-33 所示界面。 

 

 白色表示休息日或者已设置的假期。设备投入使用前的日期也显示为白色。 

 蓝色表示考勤正常。 

 红色表示考勤异常，包括：迟到、早退、旷工等。 

 再次按 ，可导出该用户所查月份的考勤记录，生成 Excel 文件保存在 U 盘中。 

图3-33 查询结果 

 

3.5.2 导出单月考勤记录 

您可以将当月或者前一个月单月所有考勤记录导出到 U 盘中。 

 选择“记录管理 > 导出单月考勤记录”，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34 所示界面。 

图3-34 导出单月考勤记录 

 

 按 或者 选择“考勤时间”，按 。 步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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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 Excel 文件保存在 U 盘中。 

3.5.3 导出单月异常考勤记录 

您可以将当月或者前一个月单月所有异常考勤记录导出到 U 盘中。 

 选择“记录管理 > 导出单月异常考勤记录”，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35 所示界面。 

图3-35 导出单月异常考勤记录 

 

 按 或者 选择“考勤时间”，按 。 步骤2

生成 Excel 文件保存在 U 盘中。 

3.6 功能设置 

进入主菜单后，按 或者 选择“功能设置”，按 。或者直接按数字【6】键。屏幕显示

如图 3-36 所示界面。 

图3-36 功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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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批量登记 

输入起始编号后，您可以刷卡对卡批量登记。 

 选择“功能设置 > 批量登记”，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37 所示界面。 

图3-37 批量登记 

 

 输入“开始编号”，按 。 步骤2

系统显示如图 3-38 所示界面。 

图3-38 刷卡提示 

 

 在刷卡区依次刷卡，编号随着刷卡依次增加并与卡绑定。 步骤3

完成后可在“用户管理 > 查询&编辑用户”中查看和编辑。 

3.6.2 状态设置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考勤状态和对应的时间，设置的状态主要应用于平台侧。 

 选择“功能设置 > 状态设置”，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39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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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9 状态设置 

 

 按 或者 选择，按 切换状态，按数字键输入时间，状态说明请参见表 3-6。 步骤2

表3-6 状态设置说明 

参数 说明 

签入、签出 设置上班打卡、下班打卡时间。 

外出、外出归来 如果需要记录外出，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时间。 

加班签到、加班签出 如果需要记录加班，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时间。 

 按 保存设置。 步骤3

在待机界面，显示对应时间内的状态，例如，签入时间为 8:00，在 8:00 之前均显示“签

入”。 

3.6.3 响铃设置 

响铃主要是连接外部的响铃，起到定时提醒的作用。如学校上课铃声，工厂上下班铃声等。 

当“继电器模式”设置为“响铃”时，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定时响铃的时间，当到达该时间时触

发外部响铃，到达响铃时长时自动停止响铃。继电器模式设置请参见“3.7.4 继电器模式”。 

3.6.3.1 新建响铃 

系统最多支持 8 个响铃，详细步骤如下。 

 选择“功能设置 > 响铃设置 > 新建响铃”，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40 所示界面。 



系统操作  29 

图3-40 新建响铃 

 

 按 或者 选择参数，按 确定。按数字键输入相关信息，详细参数请参见表 3-7。 步骤2

表3-7 新建响铃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响铃编号 系统自动生成响铃编号。 

响铃名称 自定义响铃名称，最多支持 10 个汉字或者 32 个字符。 

响铃时间 输入响铃开始时间。 

响铃时长 响铃响声持续时间。 

 按 保存信息，按 确定。 步骤3

3.6.3.2 编辑删除响铃 

您可以查询系统内的响铃，修改和删除响铃信息。 

选择“功能设置 > 响铃设置 > 编辑删除响铃”，按 。若有响铃信息则在屏幕中显示，如图

3-41 所示。 

图3-41 编辑删除响铃 

 

编辑和删除单个响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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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响铃，按 。屏幕显示如图 3-42 所示界面。 

图3-42 编辑和删除 

 

 选择“编辑”，按 ，可编辑该响铃信息。 

 选择“删除”，按 ，可删除该响铃。 

删除和查询所有响铃 

按 ，切换到界面上方的删除和查询，如图 3-43 所示。 

图3-43 删除和查询 

 

 选择 ，按 ，可删除所有响铃。 

 选择 ，可按照“响铃编号”查询响铃。 

3.7 系统设置 

您可以设置系统时间日期、声音音量、恢复默认设置、继电器模式和重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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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主菜单后，按 或者 选择“系统设置”，按 。或者直接按数字【7】键。屏幕显示

如图 3-44 所示界面。 

图3-44 系统设置 

 

3.7.1 设置时间日期 

设置系统日期和时间。 

3.7.1.1 设置日期 

设置系统日期和时间显示格式，屏幕将根据您选择的日期格式显示日期。 

 选择“系统设置 > 时间日期设置 > 格式设置”，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45 所示界面。 

图3-45 日期设置 

 

 按 或者 选择参数，按 切换，即时生效。 步骤2

 日期格式，YY-MM-DD，MM-DD-YY，DD-MM-YY，Y 代表年、M 代表月，D 代

表日。 

 时间格式，默认为 24 小时制，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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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2 设置时间 

设置系统日期和时间。 

 选择“系统设置 > 时间日期设置 > 时间设置”，按 。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46 所示界面。 

图3-46 时间设置 

 

 输入“设备日期”和“设备时间”，按 ，完成设置。 步骤2

3.7.2 设置音量 

您可以调整设备的音量，控制按键和提示音大小。 

 选择“系统设置 > 声音设置”。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47 所示界面。 

图3-47 声音设置 

 

 按 或者 调节音量，即时生效。 步骤2



系统操作  33 

3.7.3 恢复设置 

 

执行恢复出厂设置，会导致数据丢失，请谨慎操作。 

您可以对设备恢复出厂默认设置。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是否保留用户信息和日志。 

 恢复出厂设置，恢复人员在内的所有设置，设备信息、人员信息等将被清空。 

 恢复出厂设置（保留用户信息和日志），恢复后班次排班会被清除，需重新配置。 

选择“系统设置 > 恢复设置”，屏幕显示如图 3-48 所示界面。按 或者 选择，按 确

认。 

图3-48 恢复设置 

 

3.7.4 继电器模式 

继电器模式包括响铃、开门和无三种。 

 响铃，外接响铃设备后，按照设置的时间定时响铃。 

 开门，外接门锁后，考勤的同时可以控制门锁，开锁保持时间为设置的“开锁时间”，超过

该时间后自动上锁。 

 无，关闭继电器模式，不做任何联动。 

选择“系统设置 > 继电器模式”，屏幕显示如图 3-49 所示界面。按 或者 选择，按 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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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9 继电器模式 

 

3.7.5 重启设备 

选择“系统设置 > 重启设备”，按 确认重启，可对设备执行重启操作。 

3.8 通讯 

当考勤主机与平台连接时，需要配置设备的 IP 地址用于平台添加设备。 

设置前请确认网线已连接，在屏幕右上角显示 表示已连接网线，若未连接显示 。 

 进入主菜单后，按 或者 选择“通讯”，按 。或者直接按数字【5】键。屏幕步骤1

显示如图 3-50 示界面。 

图3-50 通讯 

 

 选择“IP 地址”，按 ，屏幕显示如图 3-51 所示界面。 步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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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 IP 地址 

 

 按 或者 选择数字位置，按数字键输入，详细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3-8。 步骤3

表3-8 IP 地址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DHCP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启用 DHCP 功能，可自动获取 IP 地址，此时“IP 地址”、“子网掩码”

和“默认网关”不可设。 

IP、掩码、网关 不启用 DHCP 功能时，设置设备 IP 地址、掩码和网关，IP 地址和网关

必须在同一网段。 

 按 ，保存设置。 步骤4

3.9 U 盘应用 

 

导出用户信息和升级前请确认已插入 U 盘，导出或者升级过程中请勿拔出 U 盘或者执行其他操

作，否则将导致导出信息或者升级失败。 

您可以将用户信息导出至 U 盘中，也可以通过 U 盘对系统执行升级操作。 

进入主菜单后，按 或者 选择“U 盘应用”，按 。或者直接按数字【2】键。屏幕显示

如图 3-52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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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2 U 盘应用 

 

3.9.1 导出用户信息 

选择“U 盘应用 > 导出用户信息”，按 进入，再次按 确认导出。 

 

导出的用户信息中，不包括指纹信息。 

3.9.2 脱机升级 

 将升级文件拷贝到 U 盘中，重命名为 update.bin，将 U 盘插到设备 USB 接口。 步骤1

 选择“U 盘应用 > 脱机升级”，按 进入。 步骤2

 再次按 ，执行升级操作。 步骤3

3.10 系统信息 

您可以查看用户容量、指纹容量和记录容量以及当前的使用情况，还可以查看设备信息。 

进入主菜单后，按 或者 选择“系统信息”，按 。或者直接按数字【8】键。屏幕显示

如图 3-53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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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3 系统信息 

 

按 或者 选择参数，按 进入界面，查看对应信息。 

 用户容量、指纹容量和记录容量，可显示总容量、已用容量和剩余容量。 

 设备信息，显示当前版本号、MAC 地址和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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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常用操作 

1 如何进入菜单操作界面 

答： 

 第一次进入菜单界面，直接按 。 

 若添加管理员用户，系统需要验证管理员权限后才能进入主菜单，管理员权限可以通过刷卡，

按指纹或者输入密码的方式。详细操作请参见“3.1 考勤”。 

2 如何用密码进行验证 

答：在待机界面下，直接输入工号，如 123，按方向键选择，按数字键输入密码，按 完成考

勤。详细操作请参见“3.1 考勤”。 

3 如何设置使设备控制开门 

答：通过管理员验证，选择“系统设置 > 继电器模式 > 开门”，设置“开锁时间”按 保存。 

 

本设备对门禁的管理只有开门时间设置，没有门磁与报警设置。 

4 如何设置使设备支持外接响铃 

答：响铃主要是连接外部的响铃，起到定时提醒的作用。如学校上课铃声，工厂上下班铃声等。

新添和编辑响铃都可以设置响铃的起始时间和持续时长。 

 通过管理员验证，选择“系统设置 > 继电器模式 > 响铃”，按 保存。 步骤1

 选择“功能设置 > 响铃设置”，新添或编辑响铃。响铃最多可以设置 8 个。 步骤2

5 如何在本机设置考勤时间表并排班 

答： 

例如：设置部门 1 在每周的周一～周五的 8：30-17:30 上班，周六周日休息。 

 设置班次，设置 8:30～17:30 为上班时间。 步骤1

 选择“考勤排班 > 班次设置 > 班次”，将“考勤类型”选择“固定考勤”。 1.

 设置时间段，将“时间段一”设置为“8:30～17:30”。 2.

 设置班次循环方式，以周或以月循环。 3.

 设置部门排班，即选择部门绑定班次。 步骤2

选择“用户管理 > 部门排班”，在“班次号”中输入步骤 1 中设置的班次编号。 

 

 设备同时支持灵活考勤，即在“考勤排班 > 班次设置 > 班次”，将“考勤类型”选择“自

由考勤”。详细设置请参见“班次类型”。 

 详细班次和部门设置，请参见“3.4.1 设置班次”和“3.4.2 部门排班” 

6 如何查看个人考勤记录（适用普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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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个人考勤后，按 ，可以显示个人的考勤记录。 

图4-1 个人记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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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常见问题处理 

1 刷卡提示非法卡，无法考勤 

答：确认卡对应人员是否已经加入考勤名单。 

2 响铃无法正常工作 

答：确认连线是否正常，同时确认系统设置中继电器模式中是否选择了响铃。 

3 通过 USB 升级无法正常升级 

答：确认 USB 是否已识别，同时确认升级文件命名（update.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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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纹按压说明 附录1

注意事项 

 按指纹前手指保持清洁，不沾油污、沾水。 

 录制或者刷指纹时，手指平压于指纹采集窗口上，指纹纹心尽量对正窗口中心。 

推荐手指 

推荐使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大拇指和小拇指不容易放到采集窗口上。 

附录图1-1 推荐手指 

 

按压方法 

 正确方法 

附录图1-2 正确按压示意图 

 

 错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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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图1-3 错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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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法说明 附录2

设备支持中文、英文、数字和符号输入，按 ，切换输入法。 

中文输入 

 按 ，切换输入法，显示如附录图 2-1 所示为中文输入。 步骤1

附录图2-1 中文输入（1） 

 

 输入拼音，例如“王”输入“wang”，如附录图 2-2 所示。 步骤2

附录图2-2 中文输入（2） 

 

 按 或者 选择拼音（wang），按 确认拼音，如附录图 2-3 所示。 步骤3

附录图2-3 中文输入（3） 

 

 输入汉字前面对应数字“3”，选择汉字，若此页没有对应汉字，按 或者 翻页，步骤4

如附录图 2-4 所示。 

附录图2-4 中文输入（4） 

 

 按 确认汉字，如附录图 2-5 所示。 步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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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图2-5 中文输入（5） 

 

数字输入 

 按 ，切换输入法，如附录图 2-6 所示为数字输入。 步骤1

附录图2-6 数字输入（1） 

 

 输入数字，按 确认，如附录图 2-7 所示。 步骤2

附录图2-7 数字输入（2） 

 

英文输入 

 按 ，切换输入法，如附录图 2-8 所示为英文输入。 步骤1

附录图2-8 英文输入（1） 

 

 输入字母，按数字键选择对应的字母，如附录图 2-9 所示。 步骤2

附录图2-9 英文输入（2） 

 

 

 按 确认。 步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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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输入 

 按 ，切换输入法，如附录图 2-10 所示为符号输入。 步骤1

附录图2-10 符号输入（1） 

 

 按数字键选择对应的符号，若此页没有对应符号，按 或者 翻页，如附录图 2-11步骤2

所示。 

附录图2-11 英文输入（2） 

 

 按 确认。 步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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