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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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私保护提醒 

您安装了我们的产品，您可能会采集人脸、指纹、车牌、邮箱、电话、GPS 等个人信息。在使用

产品过程中，您需要遵守所在地区或国家的隐私保护法律法规要求，保障他人的合法权益。如，

提供清晰、可见的标牌，告知相关权利人视频监控区域的存在，并提供相应的联系方式。 

关于本文档 

 本文档供多个型号产品使用，产品外观和功能请以实物为准。 

 如果不按照本文档中的指导进行操作而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使用方自己承担。 

 本文档会实时根据相关地区的法律法规更新内容，具体请参见产品的纸质、电子光盘、二维

码或官网，如果纸质与电子档内容不一致，请以电子档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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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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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获取到的 PDF 文档无法打开，请使用最新版本或最主流的阅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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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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档详细描述了人脸识别一体主机的结构、安装和系统功能等内容。 

符号约定 

在本文档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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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高压危险。 

 
表示强激光辐射。 

 
表示静电敏感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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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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安全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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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概述 

人脸识别一体主机是新一代的人脸识别设备，支持门禁及考勤管理，功能更加强大。设备集成了

人脸、指纹、刷卡、密码多种识别方式，适用楼宇、园区等场景。 

1.1 功能特性 

 采用 4.3 寸触摸屏，480×272 分辨率，显示软件界面及操作提示，同时显示人脸框，实时监

测最大人脸，方便用户校准。 

 采用高清双目摄像头，可见光 200W，红外光 130W，面部识别距离 0.3m～0.5m。 

 支持人脸照片、手机人脸照片防假，支持强光环境自适应。 

 支持人脸 1：N 的比对，采用先进的人脸识别算法，型号不同最大支持 1000 或 3000 人脸库，

识别速度快，准确率高。 

 人脸比对时间≤1s，人脸验证准确率≥98%。 

 支持人脸、指纹、刷卡、密码多种方式的验证。 

 支持语音提示。 

 最大支持 1000 人的本地考勤统计，最多可支持 6 种自定义考勤状态。 

 最大可支持 30000 个用户、30000 个密码、30000 张卡、型号不同支持 1000 或 3000 人脸、

3000 枚指纹。 

 最多可存储 15 万条记录，方便事后查询。 

 支持本地登录管理、记录查询、设备参数设置、人脸参数设置，记录事件导入导出等。 

 自带 RTC（支持夏令时）、在线升级、NTP 校时、主动注册、Wi-Fi 通讯和 P2P。 

 防护等级：IP55，避免放置在阳光直射的环境下。 

 工作温度：-10℃～+55℃，工作湿度：≤95%。 

 

本产品如需外接电源，请务必使用 DC12V 2A 的适配器，且工作温度不得超出-10℃～+55℃范围。 

1.2 外观尺寸 

人脸识别一体主机的外观尺寸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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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外观尺寸（单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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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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1 个 DC12V 2A 

3 线缆 4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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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丝包 

1 包 

 ST3×18 自攻螺钉，4 颗 

 膨胀管，4 个 

无 86 盒时，用于固定支

架至安装面 

6 快速操作手册 1 本 - 

2.2 系统架构 

人脸识别一体主机系统架构如图 2-1 所示。 

图2-1 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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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装连接 

人脸识别一体主机的安装如图 2-2 和图 2-4 所示。 

图2-2 安装距离 

 

图2-3 后面板开孔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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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设备安装 

 

 按照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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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面板及接口介绍 

人脸识别一体主机如图 2-5、图 2-6 和图 2-7 所示，后面板接口说明请参见表 2-2。 

图2-5 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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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侧面接口 

 

图2-7 后面板 

 

表2-2 接口说明 

接口 说明 

CON1 韦根/RS485 输入输出。 

CON2 电控锁输出、门磁反馈、出门按钮。 

CON3 电源接口和网口。 

CON4 报警输入输出接口。 

2.5 接线说明 

端子序号从左到右 1～8，如图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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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韦根/RS485 输入输出接线说明 

 

人脸识别一体主机，本身可作为读卡器，也可外接读卡器。 

 当本身作为读卡器时为输出设备。 

 当外接读卡器时为输入设备。 

 您可以在“主菜单 > 通讯设置 > 韦根设置”中设置输入输出，详细操作请参见“3.9.3 韦根

设置”。 

 1 个门仅支持接入一种类型的读卡器，485 和韦根只能选择其一。 

在 CON1 中连接，对应端子说明请参见表 2-3。 

表2-3 韦根/RS458 输入输出接线端口说明 

端口 序号 标识 线缆颜色 说明 

CON1

（韦根

/RS458

输入输

出） 

1 RD+ 红色 电源正极 电源输出 

2 RD- 黑色 电源负极 

3 CASE 蓝色 韦根防拆 韦根输入/输出 

4 D1 白色 韦根 D1 

5 D0 绿色 韦根 D0 

6 LED 棕色 韦根灯 

7 B1 黄色 RS485- RS485 输入/输出 

8 A1 紫色 RS485+ 

表2-4 韦根/RS458 输入输出视频线缆规格和长度说明 

类型 连接方式 长度 

RS485 输入/输出 超 5 类网线，485 连接 100m 

韦根输入/输出 超 5 类网线，韦根连接 100m 

2.5.2 门锁、门磁、出门按钮接线说明 

在 CON2 中连接，接线端口说明请参见表 2-5。请根据锁的类型选择合适的连接方式，如图 2-8、

图 2-9 和图 2-10 所示。门磁和出门按钮连接方式如图 2-11 所示。 

表2-5 门锁、门磁、出门按钮接线说明 

端口 序号 标识 说明 

CON2（门锁、

门磁、出门按钮） 

1 COM 门锁控制输出 

2 NC 

3 NO 

4 SR 门磁反馈 

5 PUSH 出门按钮 

6 GND 门磁反馈、出门按钮共用接地 

7 RX 预留端口 

8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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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电机锁接线图 

 

图2-9 磁力锁接线图 

 

图2-10 电插锁接线图 

 

图2-11 门磁、出门按钮接线图 

 

2.5.3 电源和网口接线说明 

在 CON3 中连接，对应端子说明请参见表 2-6。 

表2-6 电源和网口接线说明 

端口 序号 标识 说明 

CON3（电源、

网口） 

1 12V 
电源正极 

2 12V 

3 ERX- 100M 网口 

4 GND 
电源负极 

5 GND 

6 ERX+ 
100M 网口 

7 E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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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序号 标识 说明 

8 ETX+ 

2.5.4 外部报警输入输出接线说明 

在 CON4 中连接，对应端子说明请参见表 2-7。 

表2-7 外部报警输入输出接线说明 

端口 序号 标识 说明 

CON4（外部报

警输入输出） 

1 COM2 
外部报警输出 2 

外部报警输出端口，可接

声光报警器等。 

2 NO2 

3 COM1 
外部报警输出 1 

4 NO1 

5 GND 
外部报警输入 2 外部报警输入端口，可接

烟感探测器、红外探测器

等。 

6 ALM2 

7 GND 
外部报警输入 1 

8 ALM1 

外部报警输出可有两种连接方式，请根据报警设备选择，例如 IPC 可使用方式一，声光警号选择

方式二，如图 2-12 和图 2-13 所示， 

图2-12 外部报警输出方式一接线图 

 

图2-13 外部报警输出方式二接线图 

 

外部报警输入如图 2-14 所示。 

图2-14 外部报警输入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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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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脸录入说明”。 

3.1 开机 

插上电源，按左侧开关按钮开机，开机后屏幕先亮白屏，等待 15s 设备进入待机界面，如图 3-2

所示。 

3.2 设备初始化 

设备初始化即首次登录设备时，需设置设备管理员、密码和手机号。若未设置密码，平台将无法

成功添加该设备。 

 

 此处设置的“管理员”和“密码”仅用于平台添加设备使用，并不具备人员管理中的管理员

的权限。 

 手机，预留手机号码，若忘记该管理员密码，可通过预留手机号在对应平台或者 ConfigTool

工具中重置密码。 

 密码可设置为 8 位～32 位非空字符，可以由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除“'”、

“"”、“;”、“:”、“&”外）组成，且至少包含 2 类字符。新密码和确认密码保持一致。请根

据密码强弱提示设置高安全性密码。 

图3-1 设备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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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待机界面 

您可以在此界面通过人脸、刷卡、密码等方式开门和考勤。 

 

若您在一个界面无操作超过 30 秒，将返回到待机界面。 

图3-2 待机界面 

 

 

您可以在“功能设置 > 快捷键定义”中自定义名称。详细设置请参见“3.10 功能设置”。 

3.4 主菜单 

在待机界面，按 ，屏幕显示主菜单界面，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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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主菜单 

 

3.5 人员管理 

您可以增加门禁或考勤用户和自定义部门名称，设置超级密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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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和人脸等。用户

可以通过指纹、刷卡或者密码开门或者考勤。系统最多支持 30000 个用户。 

 选择“人员管理 > 新建用户”。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4 所示界面。 

图3-4 新建用户 

 

 按对应参数，输入关信息，按 保存设置。详细参数请参见表 3-1。 步骤2

表3-1 新建用户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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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编号 输入用户编号，最长支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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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可切换中

英文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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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后弹出“设定为胁迫指纹？”对话框，设置为胁迫指纹后，使用该

指纹开门时，将触发胁迫报警。 

 

不建议将第一枚指纹设置为胁迫指纹。 

人脸 

采集人脸，根据语音提示，将脸置于方框中，开始注册。 

注册时请将头缓慢前后移动，轻幅度的左右转动，注册过程大约 15s 完

成。详细注册注意事项和操作请参见“附录 2 人脸录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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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禁管理 

 时段，选择事先设置好的门禁时间段，时间段详细操作请参见“3.6.1

时间段管理”。 

 卡类型，选择卡类型。 

 普通卡 

无次数限制。 

 VIP 卡 

无次数限制，在持卡者进入时后台对服务人员提醒。 

 来宾卡 

有次数限制，当超过使用次数后，此卡失效。 

 巡逻卡 

可在任何时间巡逻进行刷卡，记录刷卡信息，不能成功开门。 

 黑名单卡 

无次数限制，在持卡者进入时后台对服务人员提醒。 

 胁迫卡 

无次数限制，可以正常打开门禁，但系统会产生报警信息上传

至管理中心。 

 使用次数，仅对来宾卡有效，设置该人员卡片使用次数。 

 有效期，设置该人员门禁有效时间。 

考勤管理 

 照片 

拍摄照片，刷卡时会在屏幕中显示对应用户的照片。 

 部门 

用户按照部门关联的班次执行考勤。 

 排班方式 

 部门排班，按照个人所在部门关联的班次执行考勤。 

 个人排班，按照个人关联的班次执行考勤。个人与班次的关联

请参见“3.7.2.1 配置个人排班” 

 权限 

 

该权限对全局有效，不仅针对考勤管理。 

 用户，仅有使用权限。 

 管理员，可以登录系统，进行相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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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配置完成后，按 。 步骤3

屏幕提示“是否保存设置”。 

 按【确认】保存，完成配置。 步骤4

3.5.2 用户列表 

您可以查询系统内的用户，修改和删除用户信息。 

选择“人员管理 > 用户列表”。若有用户信息则在屏幕中显示，如图 3-5 所示。 

图3-5 用户列表 

 

 “考勤方式”下方的图标表示当前用户可用的考勤方式。 

 ，表示人脸考勤方式。 

 ，表示指纹考勤方式。 

 ，表示刷卡考勤方式。 

 ，表示密码考勤方式。 

 权限，则对应显示该用户的权限类型，包括用户和管理员。 

编辑用户 

 选择需要编辑用户所在行。 步骤1

屏幕显示“编辑用户”界面，如图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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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编辑用户 

 

 选择对应参数，可编辑修改，按 。 步骤2

屏幕提示“是否保存设置”。 

 按【确认】保存，完成配置。 步骤3

查询用户 

单击 ，屏幕显示“搜索人员”界面，人员编号，可查询人员信息。选择对应参数可进行修改。 

删除用户 

选择用户，单击 ，可删除选择用户。 

 

按 和 执行翻页。 

3.5.3 部门列表 

系统最多支持 20 个部门，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部门组名。 

 选择“人员管理 > 部门列表”。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7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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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部门列表 

 

 选择对应部门，修改部门组名，按 保存。 步骤2

 单击 。 步骤3

返回人员管理界面，修改完成。 

3.5.4 超级密码 

使用超级密码时，不用输入用户 ID，不受用户限制，不受任何门禁权限限制，建议一台设备仅设

置一个超级密码。 

 选择“人员管理 > 超级密码”。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8 所示界面。 

图3-8 超级密码（1） 

 

 按【超级密码】。 步骤2

屏幕显示如图 3-9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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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超级密码（2） 

 

 单击 。 步骤3

屏幕显示如图 3-10 所示界面。 

图3-10 超级密码（3） 

 

 按【编号】，输入 1 位～8 位编号，按 ，保存编号。 步骤4

 按【密码】，输入超级密码，按 ，保存密码。 步骤5

 按 。 步骤6

屏幕提示“是否保存设置”。 

 按【确定】。 步骤7

完成超级密码设置。返回到图 3-8 界面。 

 按“启用”后面的开关，启用超级密码。 步骤8

 ，表示启用。 

 ，表示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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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门禁管理 

您可以对门分时段管理、设置开门模式、报警和状态等。 

3.6.1 时间段管理 

您可以设置开门的时间段，包括刷卡时段、假期时段、模式时段和常开时段。 

3.6.1.1 配置时段 

系统支持 0～127，共 128 个时段配置。在每个时段中，又需要设置星期一至星期日每天的时间表，

每天支持 4 个时间段的配置。 

用户在开门时，门禁会判断当前时间是否处在时段设置的值内，系统仅支持在设置时段内开启门

禁，其余时间则开门无效。 

 选择“门禁管理 > 时间段管理 > 时段配置”。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11 所示界面。 

图3-11 时段配置（1） 

 

 输入时段序号，可输入 0～127 之间的任意数字，单击 。 步骤2

屏幕显示如图 3-12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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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时段配置（2） 

 

 选择对应星期，按对应时段，输入对应的起始和结束时间，按 保存。 步骤3

 依次配置其他星期时段，按 。 步骤4

屏幕提示“是否保存设置”。 

 按【确定】，完成时段配置 步骤5

3.6.1.2 配置假日 

系统支持可设置为 0～127，共 128 个假日。您可以对所有假日进行统一管理，所有假日期间可按

照假日时间段配置关联的时段开启门禁，其余时间则开门无效。 

 选择“门禁管理 > 时间段管理 > 假日配置”。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13 所示界面。 

图3-13 假日配置 

 

 输入假日序号，按 。 步骤2

屏幕显示如图 3-14 所示界面。 



系统操作  20 

图3-14 假日配置 

 

 输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按 。 步骤3

屏幕提示“是否保存设置”。 

 按【确定】，完成假日配置 步骤4

3.6.1.3 配置假日时间段 

将假日与时段进行绑定，绑定后所有假日按照所选的时段开启门禁，其余时间开门无效。 

 选择“门禁管理 > 时间段管理 > 假日时间段配置”。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15 所示界面。 

图3-15 假日时间段配置 

 

 输入预先在“时段配置”中配置好的时段序号，按 。 步骤2

屏幕提示“绑定成功”，完成假日与时段的绑定。 

3.6.1.4 配置常开时间段 

设置常开时段后，门禁在该时段内一直处于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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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门禁管理 > 时间段管理 > 常开时间段配置”。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16 所示界面。 

图3-16 常开时间段配置 

 

 输入预先在“时段配置”中配置好的时段序号，按 。 步骤2

屏幕提示“绑定成功”，完成常开时间段配置。 

3.6.1.5 配置常闭时间段 

设置常闭时段后，门禁在该时段内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选择“门禁管理 > 时间段管理 > 常闭时间段配置”。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17 所示界面。 

图3-17 常闭时间段配置 

 

 输入预先在“时段配置”中配置好的时段序号，按 。 步骤2

屏幕提示“绑定成功”，完成常闭时间段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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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6 远程验证时间段管理 

在该时间段中开门，除正常开门外，还需要在平台下发远程开门指令，才可开门。 

 选择“门禁管理 > 时间段管理 > 远程验证时间管理”。 步骤1

 输入时间段，按 。 步骤2

3.6.2 开门模式管理 

开门模式包括任意组合开门、分时段开门和多人组合开门。 

3.6.2.1 任意组合开门 

可以使用卡、指纹、人脸和密码任意一种或者多种组合的方式开门。 

 选择“门禁管理 > 开门模式管理 > 任意组合开门”。 步骤1

 按上下键，选择组合方式。 步骤2

 /，表示或，例如：卡/指纹，表示使用卡或者指纹都可以开门。 

 +，表示和，例如：卡+指纹，表示先刷卡，再刷指纹才可以开门。 

 按 。 步骤3

屏幕提示“是否保存设置”。 

 按【确认】。 步骤4

系统返回到“开门模式管理界面”。 

 按“任意组合开门”后面的开关启用。 步骤5

 ，表示启用。 

 ，表示关闭。 

3.6.2.2 分时段开门 

可以不同时段分别设置不同的开门方式。例如：时段一选择卡开门，时段二选择指纹开门。 

 选择“门禁管理 > 开门模式管理 > 分时段开门”。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18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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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分时段开门配置 

 

 按对应时段，设置时间，按后面对应的开门方式，选择开门方式。 步骤2

 按 。 步骤3

系统提示“是否保存设置”。 

 按【确认】。 步骤4

系统返回到“开门模式管理界面”。 

 按“分时段开门”后面的开关启用。 步骤5

 ，表示启用。 

 ，表示关闭。 

3.6.2.3 多人组合开门 

您可以设置多个用户或者多个用户组授权后才能开门。 

 选择“门禁管理 > 开门模式管理 > 多人组合开门”。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19 所示界面。 

图3-19 多人组合开门 

 

 按 ，新建组，详细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3-2。 步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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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显示如图 3-20 所示界面。 

图3-20 新建组 

 

表3-2 新建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人员 

往新建组中添加人员。 

1. 按【人员】。 

2. 在弹出的页面中，按 。 

3. 输入用户编号，按 。 

重复步骤 2～步骤 3，继续添加人员，最多可添加 50 人。 

4. 按 ，根据页面提示按【确认】保存。 

开门方式 

选择开门方式，包括卡、指纹、密码和人脸。 

1. 按【开门方式】，选择方式。 

2. 按 ，根据页面提示按【确认】保存。 

有效人数 

需满足有效人数的人员均开门后，开门成功。 

 有效人数不能大于人员总数。 

 当有效人数等于人员数时，需组内所有人员开门后，开门成功。 

 当有效人数小于人员数时，组内任意人员达到有效人数即可，均开门后，

开门成功。 

 按 。 步骤3

屏幕提示“是否保存设置”。 

 按【确定】，完成多人组合开门配置。 步骤4

3.6.3 配置报警 

您可以开启或关闭报警，系统报警包括闯入、防拆、胁迫、门磁、门超时和门磁启动。 

 选择“门禁管理 > 报警设置”。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21 所示界面。 



系统操作  25 

图3-21 报警设置 

 

 根据需要设置报警，详细参数说明书请参见表 3-3。 步骤2

 ，表示启用。 

 ，表示关闭。 

表3-3 报警设置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闯入 门未正常开启的情况下，门磁被打开，会产生闯入报警。 

反潜 
开启反潜功能后，若人员已验证进门，但出门时未验证，则再次验证进门时

触发报警。 

胁迫 使用胁迫卡、胁迫密码、胁迫指纹进入，会产生胁迫报警。 

门超时 

当门禁开门时间大于“门超时时间”时，会产生超时报警。 

按【门超时】，输入超时时间（1s～9999s），按 保存。 

门磁启动 开启门磁，仅当门磁开启后，闯入和门超时报警生效。 

3.6.4 配置门状态 

您可以设置门禁的状态为正常、常开或常闭。 

 选择“门禁管理 > 门状态设置”。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22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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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门状态设置 

 

 按对应状态，对应状态后面显示 ，启用该状态。 步骤2

3.7 考勤管理 

3.7.1 配置班次 

3.7.1.1 增加班次 

您可以添加考勤班次，最多支持 24 个班次。 

 选择“考勤管理 > 班次设置 > 班次”。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23 所示界面。 

图3-23 班次 

 

 选择班次，对各班次配置参数，配置各参数按 保存，详细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3-4。 步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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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班次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班次名称 自定义班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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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班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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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迟到分钟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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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早退分钟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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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 步骤3

屏幕提示“是否保存设置”。 

 按【确定】，完成班次设置。 步骤4

3.7.1.2 导入班次 

 

导入班次表前请确认已插入 U 盘，上传过程中请勿拔出 U 盘或者执行其他操作，否则将导致上

传失败，甚至可能导致考勤机无法正常工作。 

 更新对应的文件，放入 U 盘中。 步骤1

 选择“考勤管理 > 班次设置 > 班次导入”。 步骤2

屏幕提示“确认导入？”。 

 按【确认】，执行导入。 步骤3

3.7.1.3 导出班次 

 

下载班次表前请确认已插入 U 盘，下载过程中请勿拔出 U 盘或者执行其他操作，否则将导致下

载失败，甚至可能导致考勤机无法正常工作。 

可将系统内的班次下载到 U 盘中。 

 选择“考勤管理 > 班次设置 > 班次导出”。 步骤1

屏幕显示“确认导出”。 

 按【确认】，执行导出。 步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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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4 配置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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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管理 > 班次设置 > 假期”。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24 所示界面。 

图3-24 假期 

 

 按 。 步骤2

屏幕显示如图 3-25 所示界面。 

图3-25 新建假期 

 

 输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编号自动按顺序生成，按 。 步骤3

屏幕提示“是否保存设置”。 

 按【确定】，完成假期配置 步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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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配置排班 

3.7.2.1 配置个人排班 

您可以为单个用户设置当月和下一个月的班次，当用户在考勤管理排班方式中选择“个人排班”

时则按照该班次设置执行考勤。 

 选择“考勤管理 > 班次设置 > 个人排班”。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26 所示界面。 

图3-26 个人排班 

 

 输入用户编号，按 。 步骤2

屏幕显示如图 3-27 所示界面。 

图3-27 排班日期表 

 

 按对应日期，选择班次号。 步骤3

 按 切换月份，支持当月和下月。 步骤4

 按 。 步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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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提示“是否保存设置”。 

 按【确定】，完成个人排班。 步骤6

3.7.2.2 配置部门排班 

选择部门，为对应的部门按照周循环的方式设置班次。 

 选择“考勤管理 > 班次设置 > 部门排班”。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28 所示界面。 

图3-28 部门排班 

 

 选择部门，设置每周的考勤班次，如图 3-29 所示。 步骤2

图3-29 设置部门班次 

 

 按 。 步骤3

屏幕提示“是否保存设置”。 

 按【确定】，完成部门排班。 步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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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3 导入排班 

 

导入排班表前请确认已插入 U 盘，上传过程中请勿拔出 U 盘或者执行其他操作，否则将导致上

传失败，甚至可能导致考勤机无法正常工作。 

 更新对应的文件，放入 U 盘中。 步骤1

 选择“考勤管理 > 班次设置 > 排班导入”。 步骤2

屏幕提示“确认导入？”。 

 按【确认】，执行导入。 步骤3

3.7.2.4 导出排班 

 

导出排班表前请确认已插入 U 盘，下载过程中请勿拔出 U 盘或者执行其他操作，否则将导致下

载失败，甚至可能导致考勤机无法正常工作。 

 选择“考勤管理 > 班次设置 > 排班导出”。 步骤1

屏幕提示“确认导出？”。 

 按【确认】，执行导出。 步骤2

3.7.3 配置重复验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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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管理 > 重复验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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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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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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系统设置 

3.8.1 配置时间 

设置系统日期、时间显示格式，夏令时和 NTP 校时等。 

 选择“系统设置 > 时间设置”。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31 所示界面。 

图3-31 时间设置 

 

 配置参数，详细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3-5，各项参数设置完成后，按 保存设置。 步骤2

表3-5 时间设置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24 小时制 开启后，时间按照 24 小时制显示，否则按照 12 小时制显示。 

日期设置 

1. 按【日期设置】。 

2. 输入年月日。 

3. 按 保存。 

时间设置 

1. 按【时间设置】。 

2. 输入时间。 

3. 按 保存。 

日期格式 

1. 按【日期格式】。 

2. 在弹出的界面中按文本框，选择日期格式，包括日-月-年、年-月-

日、月-日-年可选。 

3. 按 保存。 

夏令时设置 

1. 按【夏令时设置】。 

2. 按启用后面的开关，显示 表示启用。 

3. 按【夏令时类型】，选择按周或者按月。 

4. 按【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设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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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NTP 校时 

设置 NTP 校时功能。 

1. 按【NTP 校时】。 

2. 设置参数，按 保存。 

 服务器 IP 地址，填写校时服务器的 IP 地址，设备将按照该服

务器校时。 

 端口，填写校时服务器的端口号。 

 间隔（min），间隔多久进行一次校时。 

3. 按启用后面的开关，显示 表示启用。 

4. 按 保存。 

3.8.2 配置人脸参数 

 

该参数建议由专业人员调试使用，不建议用户调整。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摄像头参数，保证图片清晰度。 

选择“系统设置 > 人脸参数设置”。屏幕显示如图 3-32 所示界面。 

图3-32 人脸参数设置 

 

3.8.3 配置红外灯亮度 

您可以设置红外灯的亮度。 

 选择“系统设置 > 红外灯亮度设置”。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33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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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 红外灯亮度设置 

 

 通过 和 调节亮度。 步骤2

3.8.4 配置音量 

您可以调节设备的音量。 

 选择“系统设置 > 音量设置”。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34 所示界面。 

图3-34 音量设置 

 

 通过 和 调节音量。 步骤2

3.8.5 配置人脸检测启动方式 

 选择“系统设置 > 人脸检测启动方式”。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35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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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5 人脸检测启动方式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启动方式，按 保存设置。 步骤2

 动检，在摄像头范围内，检测到移动物体触发人脸识别，屏幕显示“人脸识别”界

面。 

 接近感应，当物体在设备正面 30cm～50cm 范围内红外感应被遮挡时，触发人脸识

别，屏幕显示“人脸识别”界面。 

 动检+接近感应，建议室内使用。 

 仅动检，建议室外使用。 

3.8.6 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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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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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恢复出厂设置”，屏幕显示如图 3-36 所示界面。选择恢复出厂设置的方式并

按【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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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6 恢复出厂设置 

 

3.8.7 重启设备 

选择“系统设置 > 重启设备”，按【确定】确认重启，可对设备执行重启操作。 

3.9 通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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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网络设置 

 选择“通讯设置 > 网络设置”。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37 所示界面。 

图3-37 网络设置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添加方式。 步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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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设置 

 选择“IP 设置”。 1.

屏幕显示如图 3-38 所示界面。 

图3-38 IP 设置 

 

 根据实际情况配置，详细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3-6。 2.

表3-6 IP 设置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P 地址、子网掩码、

网关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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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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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禁用 P2P 
使用时无需申请动态域名、进行端口映射或部署中转服务器，实现轻松

便捷地管理设备。 

 按 保存设置。 3.

 主动注册 

 选择“主动注册”。 1.

屏幕显示如图 3-39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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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9 主动注册 

 

 选择“启用”，将存储设备注册到平台服务器或指定的代理服务器上，用户可通过平2.

台服务器或客户端软件来远程访问存储设备。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服务器 IP 地址”、“端口”和“子设备 ID”，详细参数配置请参3.

见表 3-7。 

表3-7 主动注册参数配置 

参数 说明 

服务器 IP 地址 需要注册到的服务器 IP 地址。按 保存。 

端口 服务器用于自动注册的端口号。按 保存。 

子设备 ID 服务器端分配的，用于该设备的 ID。按 保存。 

3.9.2 串口设置 

根据连接设备的用途，选择输入输出方式。 

选择“通讯设置 > 串口设置”。 

 当外接其他读卡器时，选择“串口输入”。 

 当连接第三方设备或者定制设备时选择“串口输出”。 

3.9.3 韦根设置 

根据连接设备的用途，选择输入输出方式。 

选择“通讯设置 > 串口设置”。 

 当外接其他读卡器时，选择“韦根输入设置”。 

 当设备本身作为读卡器时，选择“韦根输出设置”，可接入控制器。详细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3-8。 

表3-8 韦根输出设置 

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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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韦根输出类型 

即设备能够识别的输出卡号或者编号的位数。 

 韦根 26，识别 3 个字节，6 位。 

 韦根 34，识别 4 个字节，8 位。 

 韦根 66，识别 8 个字节，16 位。 

脉冲宽度 
设置韦根输出的脉冲宽度和间隔。 

脉冲间隔 

输出数据类型 

获取数据的类型。 

 编号，若选择编号，则按照卡用户的编号，输出对应数据。 

 卡号，若选择卡号，则按照卡用户的卡号，输出对应数据。 

3.9.4 WiFi 

通过添加无线网络将设备接入到网络。 

 选择“通讯设置 > WiFi”。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40 所示界面。 

图3-40 WiFi 

 

 选择“启用”，启用 Wi-Fi 连接功能。 步骤2

 按 ，选择需要连接的无线网络。 步骤3

 输入密码后，按 保存。 步骤4

3.10 功能设置 

进入主菜单后，选择“功能设置”，屏幕显示如图 3-41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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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 功能设置 

 

3.10.1 拍照功能 

开启此功能，开门时，设备自动抓拍人脸图片，照片存放到本地（最多可存放 1 万张照片），若

设备连接平台，则照片同时会自动上传至平台。若关闭此功能，设备不抓拍和存储照片。 

 ，表示启用。 

 ，表示关闭。 

3.10.2 指纹图像 

开启此功能，当设备采集指纹时，在扫描框中会显示真实指纹图像。若关闭此功能，则不显示真

实指纹图像。 

 ，表示启用。 

 ，表示关闭。 

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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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42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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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2 状态设置 

 

 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参数，状态说明设置说明请参见表 3-9。 步骤2

 ，表示启用。 

 ，表示关闭。 

表3-9 状态设置说明 

参数 说明 

自动/手动模式 

按【自动/手动模式】，在界面中，设置每个状态对应的时间段，按 保

存设置。 

则在待机界面中，按照设置的时间，显示对应的状态。 

强制模式 
开启后，待机界面的不显示默认考勤状态，需通过快捷键选择对应的显

示状态。 

固定模式 
开启后，选择状态，则在待机界面中，按照设置显示对应的状态，且状

态不能被手动改动。 

3.10.4 快捷键定义 

自定义快捷键中对应的状态名称。 

 选择“功能设置 > 快捷键定义”。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43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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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3 快捷键定义 

 

 选择需要更改的快捷键，可更改名称。 步骤2

 按 保存设置。 步骤3

3.10.5 响铃设置 

响铃主要是联动设备扬声器，起到定时提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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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44 所示界面。 

图3-44 响铃设置 

 

 选择需要编辑的响铃。按数字键输入相关信息，详细参数请参见表 3-10。 步骤2

表3-10 新建响铃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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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时间 输入响铃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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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时长（s） 响铃响声持续时间。 

 按 保存设置。 步骤3

3.10.6 门锁保持时间 

刷卡后，门锁保持打开状态的时间，超过该时间门锁自动关闭。 

 选择“功能设置 > 门锁保持时间”。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45 所示界面。 

图3-45 门锁保持时间 

 

 通过【 】键删除原数据，输入“门锁保持时间”，并按 保存设置。 步骤2

3.10.7 人脸识别启动时段设置 

只有在设置的启动时段内，人脸识别功能才会生效。 

 选择“功能设置 >人脸识别启动时段设置”。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46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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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6 人脸识别启动时段设置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启动时段。 步骤2

 数字键输入时间后，按 保存设置。 步骤3

 按 。 步骤4

屏幕提示“是否保存设置”。 

 按【确定】，完成设置。 步骤5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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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1 刷卡记录查询 

选择“记录管理 > 刷卡记录查询”，屏幕显示如图 3-47 所示界面。可查看所有刷卡记录，包括

刷卡时间、姓名、结果和识别方式等。 

 

按 和 执行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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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7 刷卡记录查询 

 

3.11.2 报警记录查询 

选择“记录管理 > 报警记录查询”，屏幕显示如图 3-48 所示界面。可查看所有报警记录，包括

报警类型和报警时间。 

 

按 和 执行翻页。 

图3-48 报警记录查询 

 

3.11.3 管理员记录查询 

 选择“记录管理 > 管理员记录查询”。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49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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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9 管理员记录查询 

 

 输入管理员编号，按 保存设置。 步骤2

屏幕显示查询的信息如图 3-50 所示。 

图3-50 查询结果 

 

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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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51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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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 导出单月考勤记录 

 

 按 或者 选择月份。 步骤2

 按 导出记录，按【确定】。 步骤3

生成 Excel 文件保存在 U 盘中。 

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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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52 所示界面。 

图3-52 导出单月异常考勤记录 

 

 按 或者 选择月份。 步骤2

 按 导出记录，按【确定】。 步骤3

生成 Excel 文件保存在 U 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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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U 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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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导入至 U 盘中，也可以通过 U 盘对系统执行升级操作。 

3.12.1 U 盘导出 

 选择“U 盘管理 > U 盘导出”。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53 所示界面。 

图3-53 U 盘导出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需要导出的信息。 步骤2

 按 导出记录，按【确定】。 步骤3

信息保存到 U 盘中。 

3.12.2 U 盘导入 

 选择“U 盘管理 > U 盘导入”。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54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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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4 U 盘导入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需要导入的信息。 步骤2

 按 导入记录，按【确定】。 步骤3

将 U 盘中的信息导入到设备中。 

3.12.3 U 盘升级 

通过 U 盘对系统执行升级操作。 

 将升级文件重命名为“update.bin”，存放在 U 盘根目录下，将 U 盘插入设备。 步骤1

 选择“U 盘管理 > U 盘升级”。 步骤2

系统弹出“确认升级？”对话框，如图 3-55 所示。 

图3-55 确认升级 

 

 按【确定】。 步骤3

系统开始升级，升级完成后自动重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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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自动测试 

您可以对设备的屏幕、按键、指纹采集等测试或者自动测试。 

3.13.1 屏幕测试 

 选择“自动测试 > 屏幕测试”。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56 所示界面。 

图3-56 屏幕测试 

 

 按触摸屏，屏幕轮流显示红、绿、蓝、黑、白五色屏，用户可查看屏幕显示是否异常。 步骤2

 按 ，退出屏幕测试。 步骤3

3.13.2 语音测试 

 选择“自动测试 > 语音测试”。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57 所示界面。 

图3-57 语音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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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触摸屏进行播放，按 或者 进行切换，用户可听系统提示音是否异常。 步骤2

 按 ，退出语音测试。 步骤3

3.13.3 按键测试 

 选择“自动测试 > 按键测试”。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58 所示界面。 

图3-58 按键测试 

 

 触控符号显示在屏幕中，在相应位置触摸屏幕，进行测试。 步骤2

 按 ，退出按键测试。 步骤3

3.13.4 指纹测试 

 选择“自动测试 > 指纹测试”。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59 所示界面。 

图3-59 指纹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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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系统提示将手指放在指纹采集区，检查是否可以正常显示指纹。 步骤2

 按 ，退出指纹测试。 步骤3

3.13.5 人脸测试 

选择“自动测试 > 人脸测试”，检测是否能够检测到人脸。 

3.13.6 时钟测试 

 选择“自动测试 > 时钟测试”。 步骤1

屏幕显示如图 3-60 所示界面。 

图3-60 时钟测试 

 

 通过按“开始”或“清除”键，测试时间是否正常。 步骤2

 按 ，退出时间测试。 步骤3

3.13.7 自动测试 

选择“自动测试 > 自动测试”，设备系统开始自动测试。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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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界面，选择“系统信息”，屏幕显示如图 3-61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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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1 系统信息 

 

3.14.1 查看数据容量 

选择“系统信息 > 数据容量”，屏幕显示用户、指纹、人脸、报警记录、刷卡记录、管理员记录、

管理员数量和超级密码的现在使用情况和最大容量。 

3.14.2 查看设备版本 

选择“系统信息 > 设备版本”，屏幕显示序列号、MAC 地址、IP 地址、软件版本和单片机版本。 

3.14.3 查看固件信息 

选择“系统信息 > 固件信息”，屏幕显示固件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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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技术参数 

参数分类 参数名称 参数值 

系统参数 
主处理器 A11 核处理器 

存储容量 512M 

门控参数 

门锁控制 1 路 

门磁检测 1 路 

开门按钮 1 路 

外接读卡器 1 路（韦根） 

报警参数 
报警输入 2 路 

报警输出 2 路 

门禁功能 

门超时报警 
门禁开门时间大于“门超时时间”时，会产生超时报警。门超

时报警需要设置 

闯入报警 未经过刷卡或密码等方式闯入门禁时，会产生闯入报警 

胁迫报警 使用胁迫卡进入，会产生胁迫报警 

防拆报警 当门禁设备被拆除，则会触发防拆报警按钮，产生防拆报警 

开门模式 支持卡、密码、指纹、人脸等组合方式 

远程验证 支持时间段的绑定 

时段表 128 组 

假日时段表 128 组 

网络更新升级 可使用网络进行设备的统一升级 

巡逻卡 巡逻卡只能在巡逻点进行刷卡记录，不能成功开门 

来宾卡 可设置卡的使用次数，当超过使用次数后卡失效 

考勤功能 

考勤时段 24 个 

排班模式 个人排班（月）、部门排版（周） 

考勤记录 150000 

考勤报表 单机 USB 导出 EXCEL 表 

接口参数 

网络接口 1 个 

RS232 接口 1 个 

RS485 接口 1 个 

常规参数 

供电 DC 12V 

功耗 ≤10W（不含读卡器） 

工作温度 -10℃～＋55℃ 

工作湿度 5%～95% 

大气压 86kPa～106kPa 

尺寸（mm） 215mm×122m×102mm 

重量 1.0kg 

安装方式 桌面/壁挂 

使用环境 室内、半室外，避免放置在阳光直射的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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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常见问题处理 

1 设备上电后无法启动 

答：请确认 12V 电源是否连接正确，是否按下左侧的开关按钮。 

2 开机后人脸无法识别 

答： 

 请确认“功能设置 >人脸识别启动时段设置”，人脸识别是否在人脸识别启动时间段内，详

细操作请参见“3.10.7 人脸识别启动时段设置”。 

 请查看“门禁管理 > 开门模式管理 > 任意组合开门”中是否配置人脸模式，详细操作请参

见“3.6.2.1 任意组合开门”。 

3 设备和第三方控制器对接韦根接口无信号输出 

答：请确认设备 GND 线和第三方控制器 GND 线是否连接。 

4 忘记管理员导致无法执行相关设置 

答：请使用配套提供的 PSS 软件对管理人员进行删除，或者联系技术支持人员，使用专业软件工

具进行远程解锁。 

5 人员信息、指纹、人脸导入出错 

答：请确认是否改动 XML 文件的名称和表内的头名称，系统会根据名称进行自动判断文件。 

6 人脸出现自己人脸识别成其他人员 

答：请确认自己在人脸录入的时候周边无其他人脸出现，如果出现此类问题请删除原有人脸后再

重新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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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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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脸录入说明 附录2

注意事项 

 登记时戴眼镜、戴帽子和胡子都可能影响登记效果。 

 戴帽子请勿遮住眉毛。 

 胡子过长或者面积过大会影响登记效果，建议登记和使用中胡子变化不要太大，否则会影响

识别。 

 登记和验证时，请保持脸部清洁。 

注册说明 

附录图2-1 人脸注册 

 

 登记时请将人脸置于框中，根据提示移动头部，移动过程中要注意头缓慢前后移动，轻幅度

的左右转动。 

 框上面的每个点代表一张图片，当上面的点全部标记完成后，表示登记完成，整个注册过程

大约 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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