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用户：

首先非常感谢您购买本公司指纹门禁机。

为了使您更好的使用和保养本产品，使用之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

手册。

版本：指纹门禁机使用手册(P 版)V2.13（2018 年 5 月）

 本使用手册所有图片仅供功能说明参考，请以实物为准。

 本手册若存在印刷错误、描述不准确，或因产品升级，我司

将随时对其进行修订，并将这些更改编入本手册的新版本

中，恕不另行通知。

 关于涉及人权隐私方面的承诺:

我公司供应的指纹门禁机所采用的指纹识别设备仅仅采集指

纹特征点,不涉及指纹保留隐私，同时承认指纹特征点不能还原成

原始指纹图像，不会触犯您的人权。产品使用者如果对使用我们

的设备在人权复制、隐私方面有不同争议,作为设备的提供商不对

采用我公司设备行为产生的后果付任何直接或间接法律责任。请

直接与你们的雇主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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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简述

1.1 系统简介

指纹门禁机同时具有门禁和考勤的功能，可为企业提供安全

的门禁控制和方便的考勤管理。指纹门禁管理系统由指纹门禁机

（以下章节简称门禁机）、电锁控制器、电锁、门磁、报警器、开

门按钮、门铃、门禁电源、计算机及门禁管理软件组成。

门禁机主要负责用户信息的登记和日常出入的验证识别，以

及房客来访时的按铃。作为门禁用途时，用户无需使用钥匙，只

需通过身份认证便可实现开门动作。若公司作为门禁和考勤同时

使用，则员工只需进行出入验证或考勤即可。

门禁管理系统主要用于对设备的参数设置、数据备份、下载

出入记录，并按照管理者设定的考勤规则进行统计处理，生成各

种考勤统计报表，以及进行门禁出入查询。从而实现门禁、考勤

功能为一体的产品。

门禁机可以单独脱机运行，无需连接门禁管理软件，当不连

接门禁管理软件时将不能使用用户有效期和实时监控功能。

门禁机与门禁管理软件的通讯连接方式有：RS485 和 TCP/IP、

USB 通讯。

系统组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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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性能参数

机型 指纹门禁机

工作电压 12V

静电工作电流 150MA

动作电流 250MA

继电器触点电流 1A 120VAC/28VDC

液晶显示 2.4’ TFT彩屏

工作温度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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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mm） 186 × 83 ×36

工作相对湿度 20%～60%

指纹采集器 高硬度光学指纹采集器

按键 20个轻触开关按键

主处理板 SmartKM 双核低功耗架构

核心识别算法 工业级 HSA8.0

拒真率（FRR） ≤1%

认假率（FAR） ≤0.0001%

反应时间 ≤1秒

工作方式 脱机/连机

比对方式 1：N/1：1

认证方式 指纹-密码-卡片、指纹+密码、卡片+指

纹、卡片+密码、卡片+指纹+密码

指纹存储容量 2000枚

管理记录容量 1000条

记录容量 100000条

通讯方式 RS485、TCP/IP、USB、U盘

语言显示 中文简体、繁体、英文

语音提示 5段高清晰人性化语音

姓名显示 中英文长姓名显示

用户时组 30组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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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时段 50个时段

报警功能 防拆报警、超时开门报警、强行开门报

警、外部输入点报警

消防连动 有

胁迫报警功能 有

出门按钮 有

Weigand接口 支持标准 26/34输入输出

防拆功能 有

实时监控 有

用户有效期 有

扩展模块 ID / IC / HID

响铃功能 20组响铃

门铃接口 有

考勤功能 有

清除管理员 有

1.3 硬件安装

安装步骤

门禁机为挂式，详细安装步骤如下：

1） 定位：依照标配固定铁板的螺丝孔位，在要挂主机的墙壁

区域定位好相应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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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孔：用标配的螺丝分别将定位好的孔位打成合适的孔。

3） 固定铁板：将固定铁板放到打孔区域的合适位置，再分别

将螺丝钉入孔位内并紧固。

4） 挂机：将门禁机挂到固定铁板上（机底离地面约 1.4 米）。

5） 开机：参照接线图把设备接好，最后通电即可自动开机。

6） 连接电脑：本产品与电脑连接的方式有 RS485和TCP/IP

网络通讯。首先选择门禁机与管理电脑的通讯方式，并在门禁机

上设置通讯参数（参考 4.3章节）。使用通讯线同时连接门禁机和

电脑主机，然后在管理电脑上安装门禁管理软件并且设置好与门

禁机通讯相关的参数，设置的参数必须与门禁机上设置的一致（具

体操作方式请参考软件说明书）。

安装注意事项

1） 门禁机建议安装在室内，如果在室外使用，必须保证不能

被阳光直射与雨淋。同时建议夏天采用遮阳伞和散热设备，冬天

采用保暖设施。

2） 门禁机如果使用 RS485通讯，RS485通讯线必须使用双

芯屏蔽线，不能使用网线，走线不要和强电（220V）走在一起，

RS485 通讯的最远距离是 1100 米，为了保证通讯可靠超过 800

米距离时必须外加中继器。RS485 通讯最好设置通讯波特率为

19200，波特率越低通讯越稳定可靠，传输距离越远，但传输速度

会变慢。

3） 出门按钮走线不要绕太长，离机器越近越好。



指纹门禁机使用手册

- 8 -

4） 锁控电源尽可能离机器和电锁近。

5） 机器内继电器可直接控制电锁，最大承受电流 30VDC/2A。



1.4 产品外观

指纹头

触摸按键

U盘口

喇叭

液晶屏





1.5 接口说明

（2）门禁接口 1（设备背面左边 12P接口）定义：

线序 定义 说明

1 D1_IN 韦根信号输入1

2 D0_IN 韦根信号输入0

3 D0_OUT 韦根信号输出0

4 D1_OUT 韦根信号输出1

5 WG GREEN 读头电源指示灯

6 WG BEEP 读头的蜂鸣器

7 GND 门磁地

8 LK Sensor 门磁信号

9 GND 开门按钮信号地

10 LX Open 开门按钮信号

11 RS485A RS485+

12 RS485B RS485-

（3）门禁接口 2（设备背面右边 12P接口）定义：

1 +12V +12V电源

2 GND 电源地

3 BELL+ 门铃信号正极

4 BELL- 门铃信号地

5 NC1 锁常闭端

6 NO1 锁常开端

7 COM1 锁公共端

8 NC2 报警控制输出常闭端

9 NO2 报警控制输出常开端

10 COM2 报警控制公共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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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按压方法

安装好门禁机后，先进行指纹登记，再进行验证操作。指纹

登记时，推荐的手指：食指和中指。

正确的按压方式：手指平压于指纹采集窗口正上方，指纹纹心尽

量对正采集窗口的中心。手指按压方式如上图所示。

第二章 基本功能介绍

2.1 键盘

键盘配置如下图所示。

正确

太垂直 太偏

倾斜 太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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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位功能说明：

ESC：退出或取消；OK：确定键；MENU：菜单键；▲或▼：向

上或向下键；0…9：可输入数字；

菜单

门禁机可通过功能键和数字键灵活地进行菜单选择、键盘输

入及各种设置。一级菜单包括数据管理、设置、门禁设置和系统

信息四个大项，各菜单下又分别包含不同的下属二级、三级菜单、

四级菜单，可进行相应的操作。

2.2.1 菜单结构

主菜单的构成分别为：

1） 数据管理：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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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与删除用户或管理者的指纹、密码或感应卡数据，删除

全部记录、设置算法安全值；

2） 设置：用于设置门禁机的系统参数；

3） 门禁设置：用于设置门禁机的门禁参数；

4） 系统信息：用于查看门禁机的系统信息。

主菜单结构显示如上图所示。一级菜单“设置”和“门禁设置”

只有超级管理员才有权限进入。普通管理员只可进入一级菜单“数

据管理”下属的部分二级菜单和一级菜单“系统信息”操作。

一级、二级、三级菜单结构详细介绍如下：

2.2.1.1 数据管理菜单

在一级菜单中使用上下键选择“数据管理”，按 OK 键，进

入其二级菜单，共 6 项。同级菜单可利用上下键移动光标，按

OK 键进入当前选中菜单的下级菜单，按 ESC 键返回上级菜单。

三级菜单“超级管理员”与“登记管理员”下又分别包含有下

属四级菜单，其菜单内容与二级菜单“用户登记”下属的三级菜

单一致。

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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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感应卡为非标准功能，需外接感应读头使用。

三级菜单“超级管理员”、“登记管理员”、“1：1安全设置”、

“1：N安全设置”、“删除全部记录”“U盘管理”只有超级管理

员权限才可以进入且“删除登记数据”只能删除用户登记数据与

同级管理员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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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设置菜单

在一级菜单中光标停留在“设置”项时按 OK 键，进入其二

级菜单，共有 3个设置项，二级菜单下又分别有相应的子项，即

三级菜单，如下图所示：

注：二级菜单“系统设置”、“通讯设置”、“记录设置”需超级管

理员才有权限进入。

2.2.1.3 门禁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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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级菜单中光标停留在“门禁设置”项时按 OK 键，进入

其二级菜单，共有 9个设置项，如下图所示：

注：“门禁设置”的下属二级菜单需要超级管理员才有权限进入。

2.2.1.4 系统信息菜单

在一级菜单中光标停留在“系统信息”时按 OK 键，进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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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菜单，显示七个菜单项。菜单结构如上图所示：

第三章 使用流程

3.1 初次使用

购买门禁机后初次使用流程如下：

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3.1.1. 硬件安装

详细安装步骤与方式请查阅 1.3节。

3.1.2. 用户登记

指纹门禁机有三种登记验证方式：指纹、密码和感应卡。在

使用之前必须对用户进行注册登记。登记时，每个用户只能使用

唯一的 ID号。ID号是门禁机上的数据与管理软件中用户信息相

对应的号码。每个 ID号最多可登记 3枚指纹和 1组密码、一张

感应卡。ID号的位数可由用户自由设置（1~10），机器默认 ID号

为 8位。

门禁相关设置

考勤/门禁进出操作记录查询

用户登记及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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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登记： 每个用户最多可登记 3枚指纹。

在待机状态下，按 MUNU 键，进入 菜单 ->数据管理 ->用

户登记 ->指纹登记 ->新登记 ->输入 ID 号码 ->按压手指三次

->保存 登记成功。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按 MENU 键后显示如图 2，如已登记管理员则显示如图 3，

需经过管理员验证后才可进入菜单，操作方法请查阅 4.1章节。

在图 2界面下，选择数据管理，按 OK 键显示如图 4：

选择用户登记，按 OK 键进入登记类型选择界面如图 5: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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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指纹登记后按 OK 键进入是否新登记界面如图 6:

按 OK 键，显示如图 7，第一次使用时，ID号默认为 00000001，

也可手动修改。输入相应的 ID号后按 OK 键，显示如图 8：

根据提示信息连续使用同一手指按压指纹三次即可登记成功，

显示如图 9：

注：00000001-0 中最后一位数字 0 代表第一枚指纹，依次类推，

其中第 3 枚指纹为胁迫报警指纹。

按 OK 键保存此登记，保存成功后进入是否继续登记界面如

图 6 图 7

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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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若此时按 ESC 键，则进入备份指纹登记界面如图 11。备

份时，输入已登记的 ID 号，用另外一枚手指按压三次，保存即

可。如果三次按压的指纹不同，则提示失败并要求重新登记，登

记时，若系统发现有相似的指纹，将拒绝登记且提示“指纹重复”。

密码登记：每位用户除了可登记 3枚指纹外，还可登记 1组密码。

在图 5的界面下，选择密码登记，按 OK 键，显示如图 12：

在图 12的界面下按 OK 键，进入登记号码输入状态，输入登

记号码后（如 00000001），继续按 OK 键，显示如图 13，输入两

图 10 图 11

图 12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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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1~4位相同的密码，再次按 OK 键保存即可。在图 12中如果

按 ESC 键，并输入已登记的 ID号，便可备份注册一组密码或修

改之前注册的密码。

感应卡号登记：每个员工还可以登记 1张感应卡。

图 5的界面下，选择感应卡号登记，按 OK 键，显示如图 14：

按 OK 键，进入登记号码输入状态，输入登记号码后（如

00000001）继续按 OK 键确认，显示如图 15，刷卡后卡片号码将

自动填入，再次按 OK 键保存即可。若在图 14 状态下按 ESC 键，

输入已登记的 ID号，便可备份注册一张感应卡或重新注册。

温馨提示：

1> 在设有登记管理员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修改门禁机的设

置。当登记了管理员后，则必须经过管理员验证才能进入管理菜

单修改门禁机设置。因此建议至少注册一位管理员，以便日常管

理门禁机的数据及设置。进入【管理者登记】菜单后按照提示登

记即可。管理者的注册操作步骤与用户登记的步骤相同。

图 14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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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注册了管理员后，非管理员用户即普通用户，其权限只能

用于上下班考勤或门禁开门。

3> 管理员包含有“超级管理员”和“登记管理员”两种。其中

“超级管理员”具有最高权限，可以对门禁机进行任何操作；“登

记管理员”的管理权限次于“超级管理员”，只能进行“用户登记”、

“删除普通用户登记数据”、查看“系统信息”等操作。若您遗失

了管理权限，可通过门禁管理软件取消管理员权限。

4> 进行管理员验证时，若输入普通用户的登记信息，则会提示

“非法操作”，不能进入主菜单进行各项设置操作。

5> 输入 ID号或输入密码时，数字前面的零可不输，直接输入后

面的数字即可。如员工 ID号码为 00000050，则只需输入“50”

即可。

6> 注册完成后可验证一下您的指纹，以检测指纹注册的有效性。

检测方法是在待机状态下，按压您所注册的指纹，如果识别成功，

则您的指纹纹路清晰，登记质量良好。如果识别难通过，则您登

记的指纹质量不高或指纹纹路不好，需重新注册或更换另一手指

登记。

3.1.3. 删除登记数据

当员工离职或登记有误时，应删除已存在员工的登记号码。

依次进入 菜单 →数据管理 →删除登记数据，进入数据删除状态

如图 16，输入要删除的登记号码（例如：00000001），按 OK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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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显示如图 17，再次按 OK 键进入是否删除界面，直接按 OK
键确认即可删除。

注：00000001-0 的最后一位 0 表示第 1 枚指纹，同理如果是 1、2

则分别表示第 2 和第 3 枚指纹，如果是 P，则表示删除密码数据，

如果是 C，则表示删除的是感应卡数据。按上下键可进行选择。

3.1.4. 门禁相关设置

用户注册成功后，还要通过【用户控制设置】菜单，选择该

用户的用户类型，如果选择“考勤”，则该用户的权限只用于上下

班考勤，不受门禁权限控制，并且只实现单一识别模式，不具备

开门权限；如果选择“门禁”，则此用户受门禁权限的控制，并最

终实现对门的开关控制。在设备上登记的用户默认为考勤用户。

初次使用门禁机进行门禁用途时，必须先要进行“时段”、“时

组”、“用户控制设置”等设置，用户才能正常进行开门操作。在

待机状态下按 MENU 键，选择门禁设置进入门禁设置界面，共

图 16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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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设置项，如图 18、图 19。

3.1.4.1 时段设置

用于设置门禁的进出时间段，最多可设置 50个时间段。每个

时间段可设置星期一至星期日的进出时间。在图 18界面下，选择

时段设置，按 OK 进入设置界面如图 20。按上下键移动光标选择

要设置的时间段，再按 OK 键确认，使用上下键选择需要设置的

日期，再按 OK 键移动光标至数字上，直接输入数字或按上下键

输入设置值，按 OK 键确认，最后按 ESC 键退出并保存即可。

3.1.4.2 时组设置

图 18 图 19

图 20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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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门禁的时组，可以把不同的用户进行分组，最多可以设置

30个。在图 18界面下，选择时组设置，按 OK 进入设置界面如

图 21。按上下键选择要设置的时组，按 OK 键确认，并按 OK
键移动光标至“多用户”或“时间段”或“识别模式”设置项上，

再进行各项的设置。设置成功后按 OK 键确认并按 ESC 键退出

并保存即可。

说明：

1> 多用户：设置范围 0~5，每个时组最多可设置 5个用户。其中

“0”表示不启动多用户。如果是“1~5”数值则表示启用多用户

并且只有在同一时组的用户在 30秒内同时打卡，门才能打开，否

则不能将门打开。例如：把值设置为“3”，该时组的用户开门时，

必须要其中 3个人在 30秒内同时打卡，门才能打开。

2> 时间段：最多可同时设置 3 个不同的时间段。若不在该设置

时间段的范围内，该用户就不能将门打开。

3> 识别模式：该组用户打卡验证的识别方式，有指—密码—卡、

指纹+密码、卡+指纹、卡+密码、卡+指纹+密码等 5种模式。

注：如果启用了多用户，多模识别模式



指纹门禁机使用手册

- 16 -

对多用户无效，多用户只能实现单一的识别模式。01-01-01中时

间段的输入顺序可以随意输入，无关大小顺序。

3.1.4.3 用户控制设置

每个门禁用户都有一个用户控制设置参数。在图 18界面下，

选择用户控制设置，按 OK 键，输入要设置的 ID号后，继续按

OK 键进入如图 22界面，按上下键选择要设置的参数类型并按

OK 键确认，再按上下键选择参数并按 OK 键确认，再按 ESC
键退出并保存即可。

设置项说明：

1> 类型：包含“考勤”和“门禁”两个参数。考勤类型用户，

不受门禁权限的控制，并且只实现单一识别模式，并会产生考勤

记录，但不具备开门权限；门禁类型用户，受门禁权限的控制，

并最终实现对门的开关控制。

2> 时组：每个门禁用户都要分配一个时组，并按照该时组的设

置规则进行控制。共有 30个时组可选择。

3> 启用用户时间段：这是个开关设置，它控制是否启用用户自

己的时间段还是使用时组的时间段，如果选择“是”则启用用户

自己的时间段，不受时组的时间段控制。

4> 时间段：为用户自己的时间段，和时组的时间段一样，如果

“启用用户时间段”选择为“是”则这个时间段生效，否则时组

时间段生效。注：启用后，还会受到该用户时组中的“多用户”

功能控制，建议若启用用户时间段，其时组请选择不启用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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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组。

5> 启用用户识别模式：这是个开关设置，它控制是否启用用户

自己的识别模式，还是使用时组的识别模式。

6> 识别模式：用户自己的识别模式，如果“启用用户识别模式”

选择为“是”则这个识别模式生效，否则不启用该模式。

7> 启用用户有效期：用户有效期时间必须通过配套的软件进行

设置。如果设置为“否”则不启用该功能，如果设置为“是”则

启用该功能。

3.1.4.4 双门互锁

双门互锁功能也就是 AB门联动控制：要在 A门验证通过后

开门，必须 B门是关上的，如果 B门是打开的，即使验证通过了，

也是禁止开门的。反之如果要在 B门验证通过后开门，必须 A门

是关上的。

一体门禁机要实现双门互锁功能，其方式就是把安装于 A门

一体门禁机的门磁安装于 B门，而安装于 B门的一体门禁机的门

磁安装于 A门。

如果要使用双门互锁功能，必须要用配置工具在 device mode

一栏中选择“1-双门互锁”，并写入设备。设备菜单的【门禁设置】

下才会显示“双门互锁”这一菜单。

使用双门互锁的条件：

（1）、必须安装门磁，或设置检测门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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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打开门点时，该门点和其他门锁都是关闭的。

在设备菜单的【门禁设置】下，把“双门互锁”项设置为“是”，

按“ESC”退出并保存，即启动了双门互锁功能。

注意：

（1）为了使双门互锁的的功能更好发挥，请尽量把开门延时的时间设置短一点。

（2）如果实际不是按照启动双门互锁功能安装方式的用户，请不要启动该功能，否则会

导致无法开门的问题。

3.1.5. 考勤/门禁出入操作

完成了用户登记和相关门禁设置后，门禁机便可投入使用。

1、门禁机验证操作：根据门禁识别模式参数的设置，共有 7种验

证方式：单独指纹、单独密码、单独卡、卡+指纹、卡+密码、指

纹+密码、卡+指纹+密码。

1）单独指纹验证：指纹验证有两种验证方法。

1：N 验证 在指纹感应器上按压

指纹，若验证成功则语音提示“谢

谢”，显示如图 23。

1：1验证 先在键盘上输入 ID号，

屏幕显示“1：1指纹确认”时按

压对应的指纹，如验证成功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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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提示“谢谢”。当指纹验证失败时，则语音提示“请重按手指”，

同时屏幕显示“请重新按手指！”。

2）单独密码验证：

待机状态下，输入用户 ID号码，按 OK键→输入 1~4位密码→

按 OK确认，验证成功，语音提示“谢谢”。若验证失败，则门禁

机“嘀”短鸣后，屏幕提示“请重新输入！”，应重新验证一次。

3）感应卡验证：待机状态下，将感应卡靠近门禁机的刷卡区域，

当距离足够近时，门禁机便能识别并语音提示“谢谢”，若验证失

败或未注册的卡刷卡，门禁机“嘀”短鸣后，屏幕提示“请重新

输入！”。

4）卡+指纹验证：待机状态下，必须先刷卡再按同一登记号码的

手指指纹，才能验证成功并语音提示“谢谢”。

5）卡+密码验证：待机状态下，必须先刷卡再输入同一登记号码

的密码，才能验证成功并语音提示“谢谢”。

6）指纹+密码：待机状态下，必须先按指纹再输入对应的密码，

才能验证成功并语音提示“谢谢”。

7）卡+指纹+密码验证：待机状态下，必须先刷卡再按指纹再输

入密码，才能验证成功并语音提示“谢谢”。

2、外置读头验证操作如下：

员工除了在门禁机上进行考勤/门禁验证以外，还可以通过与门禁

机相连的MF10和外置感应卡读头上进行验证。

A、MF10验证操作： MF10只支持单独指纹、单独密码、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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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卡等 3种单一的验证方式，即使门禁机把用户设置为多模识

别方式，在MF10上验证也会自动变成单一的识别模式。详细验

证操作步骤请参考 5.3章节。

B、外置感应卡读头验证操作如下：此感应卡读头只支持单独的

感应卡验证方式。即使门禁机把用户设置为多模识别方式，在该

感应卡读头上验证也会自动变成单一的识别模式。其操作方式同

门禁机和MF10的刷卡操作方式一样。请参考 5.3章节。

3.1.6. 记录查询

员工考勤或门禁进出后，记录保存在门禁机上，此时可通过

配套的管理软件进行记录的下载并查看。详细操作步骤请看配套

的软件说明书。

3.2 日常使用

住户日常进门时，将所登记的手指按到室外主机的指纹采集

仪上，若验证成功，则会开锁，住户可开门进入。出门时按一下

装在室内（一般为门旁边）的开门按钮进行开门即可。

第四章 管理操作

4.1 进入管理菜单

在待机状态下,按 MENU 键即可进入管理菜单，显示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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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已登记管理员则需要经过管理员验证后才可以进入。先按

MENU 键，待界面显示“管理员确认”时，再进行验证，验证

方法同用户验证相同。如管理者身份验证失败（指纹不正确、密

码错误、感应卡片不正确）则显示“非法操作！”并发出提示音。

需重新确认管理者身份。如验证成功，即可进入管理菜单界面。

4.2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菜单包含用户登记、管理员登记、删除全部数

据、删除全部记录、安全等级设置。

用户登记：请查阅 3.1.2节。

管理员登记：在数据管理界面下如图 4，选择管理者登记按 OK
键进入管理者权限选择界面如图 24。登记方法同用户登记。

删除全部数据：请查阅 3.13节。

删除全部记录：依次进入 菜单 →数据管理 →删除全部记录，按

OK 键即可删除全部记录，如图 25。

图 24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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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通过此项删除全部记录后，将不能再恢复数据，请慎用。

安全等级设置：详细功能介绍如下：

设置内容 设置值 说明

1：1安全设置 1~50 个别验证难通过的用户可以将该

值降低，以提高其验证通过率。

1：N安全设置 1~4 是基于所有用户的安全等级值，

一般设置为 1.

出厂时默认 1：1默认 27，1：N默认 1

4.3 设置

用于系统参数的设置。依次按【MENU】→【设置】进入其

菜单，共含 3项内容：系统设置、通讯设置、记录设置。如图 26。

系统设置：在图 26界面下，选择系统设置，按 OK 键进入，其

界面显示如图 27。详细说明如下：

图 26 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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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内容 设置值 说明

管理者总数 1~10 设置门禁机管理者的总人数。出厂

默认值为 5。

语言 ------- 包括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

界面上显示的内容分别为简体中

文、繁体中文、英文。出厂默认为

简体中文。

时间设置 --------- 使用上下键选择正确的日期数字设

置门禁机的日期。

时间格式 年月日/

月日年

按上下键选择门禁机日期的显示顺

序。出厂默认值为“年月日”。

语音提示 是或否 若选择“是”，验证时有语音提示。

若选择“否”，验证时无语音提示，

验证通过时蜂鸣器响“嘀嘀嘀”3

声，不通过时响“嘀”1 声。出厂

默认值为“是”。

灵敏度调节 ------- 选择此项，门禁机将对感应器进行

校准，以到达最佳状态。

最大 登记号

长度

1~10 设置门禁机登记号的长度。出厂默

认值为 8。

恢复 出厂设 ------- 选择此项后，会把设备上所有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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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据都清除并将所有设置都恢复到出

厂默认值。请慎用该功能。

通讯设置：通讯设置包含机号、波特率、端口号、通讯密码、

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等 7项内容，详细说明如下：

1> 机号

设置值 说明

1~255 设置门禁机的机号

出厂设置 1

注：机号是唯一标识这台机器，若联网使用中有相同机号的门禁

机，则不能进行正确的工作，且计算机门禁管理软件获取考勤数

据时会产生混乱，因此联网时请特别注意该设置的唯一性。

2> 波特率

设置内容 设置值 说明

波特率 ------- 设置值越低通信越稳定可靠，传

输距离越远，但传输速度会变慢。

设置值包括 9600bps、19200bps、

38400bps、57600bps、115200bps。

出厂设置 19200bps

注：如选择 RS485通讯方式，此值有效且设定值必须与计算机的

通讯端口一致，否则无法通讯。建议使用波特率 19200 bps。

3> 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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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内容 说明

1—9999 设置门禁机 TCP/IP通讯的软件端口

出厂设置 5005

注：该端口必须和计算机管理机中软件的端口号一致。

4> 通讯密码

设置内容 说明

0—999999 设置 TCP/IP通讯时的访问密码

出厂设置 否

5> IP地址

设置内容 说明

192.168.000.010 设置 TCP/IP通讯时访问机器的 IP地址

出厂设置 192.168.000.010

注：在本地局域网中 IP地址是唯一。

6> 子网掩码

设置内容 说明

255.255.255.000 设置 TCP/IP通讯时本地局域网的子网掩码

出厂设置 255.255.255.000

注：子网掩码必须跟本地局域网的子网掩码一致。

7> 默认网关

设置内容 说明

192.168.000.001 设置 TCP/IP通讯时本地局域网的默认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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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设置 192.168.000.001

注：默认网关必须跟本地局域网的默认网关一致。

记录设置：记录设置包含有 2项内容，详细说明如下：

1> 管理记录警告

设置值 说明

否 门禁机不警告管理记录的溢出。若管理记录溢出，

则门禁机覆盖以前的管理记录。

1—255 门禁机根据设定值告知管理记录的溢出。若该值为

100，则从第 1401条记录开始发出警告。若管理记

录溢出，则门禁机覆盖以前的管理记录。

出厂设置 100

注：以显示和提示音方式告知用户管理记录存储器的空间将满，

请及时采集。

2> 出入记录警告

设置值 说明

否 门禁机不警告出入记录容量已满。若验证记录已满，

则门禁机覆盖已读取过的验证记录。

1-1500 当门禁机的剩余记录容量为设定值时发出警报。若

验证记录已满，则门禁机覆盖已读取过的考勤记录。

出厂设置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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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门禁设置

用于对用户权限的设置。依次按【MENU】→【门禁设置】

进入其菜单，菜单包含有 9项设置：开门延时、开门超时警告、

非法开门警告、时段设置、时组设置、用户控制设置、胁迫报警、

胁迫动作、韦根格式。界面显示如图 18、图 19。

关于“时段设置”、“时组设置”、“用户控制设置外”的设置

请参考 3.1.4章节。开门延时、开门超时警告、非法开门警告、胁

迫报警、胁迫动作、韦根格式等 6项内容，详细说明如下：

1> 开门延时

设置内容 说明

否~255 设置开门时间长，单位为“秒”

出厂设置 5

注：若设置为“0”，开门后，门就会长期打开，不会自动关闭。

2> 开门超时警告

设置内容 说明

否~3600 设置开门时间超过多长时间后进行报警，单位为

“秒”，当值为“否”时，则不启动该报警功能。

出厂设置 否

3> 非法开门警告

设置内容 说明

否~255 当在设定值过后，设备检测到门磁信号被非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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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后，机器会启动报警。单位为“秒”。当值为“否”

时，则不启动该报警功能。

出厂设置 否

注：非法开门报警继电器的解除方法有 1、在控制器内关闭强制

开门报警。2、用电脑主机向控制器发送关闭报警命令。3、将门

关闭后给一正常的开锁信号。

4> 胁迫报警

设置内容 说明

是 启动胁迫报警功能

否 关闭胁迫报警功能

出厂设置 否

5> 胁迫动作

设置内容 设置值 说明

开门 是 当用第三枚备份指纹验证时只开门

否 当用第三枚备份指纹验证时不开门

报警 是 当用第三枚备份指纹验证时报警器只

发出暗报警但不开门

否 当用第三枚备份指纹验证时报警器不

发出暗报警也不开门

开 门 + 报

警

是 当用第三枚备份指纹验证时开门并且

报警器发出暗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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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当用第三枚备份指纹验证时或者只开

门或者报警

注：胁迫报警动作只有在胁迫报警功能启动的情况下才有效并且

此三项只能设置一项为“是”。必须注册满三枚指纹，第三枚指纹

默认为胁迫指纹。给一正常开锁信号即可解除报警。

6> 韦根格式

设置值 说明

26 韦根输出的格式为WG26格式

34 韦根输出的格式为WG34格式

出厂设置 26

注：若韦根输出的格式为 26，那么其外置读卡器设备也必须是

WG26的格式，若韦根输出的格式为 34，那么也只能兼容WG34

格式的外置读卡器。

4.5 系统信息

用于查看门禁机的存储状态。依次按【MENU】→【系统信

息】进入其菜单，共包含 7项内容，详细说明如下：

设置内容 说明

用户登记 查看用户登记的总数量

管理者登记 查看管理者登记的总数量

指纹登记 查看指纹登记的总数量



指纹门禁机使用手册

- 30 -

感应卡号登记 查看感应卡号登记的总数量

密码登记 查看密码登记的总数量

出入记录 查看出入记录的总数量

管理记录 查看管理记录的总数量

4.6 机器异常处理功能

门禁机具备异常处理功能。在开机的同时长按 OK键，即可进

入“应急操作”菜单，此菜单下，可进行查看通讯参数、清除管

理员、恢复出厂设置（保留用户数据、MAC 设置）等操作。

更多帮助

欲获取更多信息及技术支持，您可以：

1） 请浏览配套光盘中介绍更为详尽的电子版硬件说明书，须借

助 PDF文档阅读器。

2） 关于考勤管理软件的安装请登录官方网站，下载电子版软件

说明书，须借助 PDF文档阅读器。

登录嘉品官方网站：www.japin.com.cn
4）致电嘉品售后服务中心 400-126-1688



指纹门禁机使用手册

- 31 -


	目录
	第一章  产品简述
	1.1系统简介
	1.2性能参数
	1.3硬件安装
	1.4产品外观
	1.5接口说明
	1.6按压方法

	第二章  基本功能介绍
	2.1键盘
	2.2.1菜单结构

	第三章  使用流程
	3.1初次使用
	3.1.1.硬件安装
	3.1.2.用户登记
	3.1.3.删除登记数据
	3.1.4.门禁相关设置
	3.1.5.考勤/门禁出入操作
	3.1.6.记录查询
	3.2日常使用

	第四章  管理操作
	4.1进入管理菜单
	4.2数据管理
	4.3设置
	4.4门禁设置
	4.5系统信息
	4.6机器异常处理功能

	              更多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