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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管理中心操作手册

一、 登录

运行管理中心目录下的 文件，进入管理中心登录界面，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在用户输入框中输入正确的用户名（admin），在密码输入框中输入正确的密码（888）。

点击“进入”按钮进入管理中心主界面；点击“退出”，退出登陆界面。

 登陆后的主界面，如图 2-2 所示：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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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正确的 IP 地址，如图 2-3，2-4 所示：

图 2-3

图 2-4

点击“设置为”按钮就可以完成正确的 IP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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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视对讲

1. 呼叫

 管理中心呼出，如图 3.1-1 所示：

在通话输入框中选择要呼听的房号，点击“呼叫”按钮，若室内机接听，则显示同 xx 室内

机通话中；点击“挂断”按钮，挂断通话或挂断呼叫。

图 3.1-1

 室内机呼叫管理中心，如图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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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管理中心点击“接听”按钮，同室内机通话；点击“挂断”按钮，挂断通话；点击“挂断”

按钮，挂断室内机的呼叫。

 门口机呼叫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点击“接听”按钮，接听门口机的呼叫并通话；点击“开锁”按钮，为门口机开锁；

点击“挂断”按钮，停止同门口机的呼叫；点击“退出”按钮，挂断门口机的呼叫。

2. 监视

 监视门口机，如图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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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在监视时长输入框中输入监视每栋门口机的时间，选择监视的模式，设置监视列表,点击“手

动监视”按钮或“自动监视”按钮，开始对门口机进行监视。

 点击监视列表，如图 3.2-2 所示：

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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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息发布

1. 发信息

 发送小区消息.

标题 ：在输入框中输入发送信息的标题。

信息存储路径：点击“选择信息”按钮或点击“编辑新信息”按钮，来完成本信息的存储路

径。

在发送地址区域选择发送地址信息，点击“发送”按钮，发送小区信息。

小提示：

1、如果您选择发送业主消息，则必须选择房号才能发送，发送后室内机立即收到信息

2、如果您选择发送小区信息，则属于群发模式，群发模式可以选择分区、分栋、分单

元模式，发送后室内机要再次同步管理中心后收到小区信息。

2. 消息记录

 消息记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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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1、信息显示区

显示信息的类型、房号、信息的标题、网址、内容及发送时间。

2、查询区

2.1）按发送时间查询：在发送时间框内，选择发送信息的开始及结束时间，点击“查询”

按钮；

2.2）按发送位置查询：在发送位置框内，选择发送消息的位置，点击“查询”按钮；

2.3）按消息类型查询：在信息类型下拉选择框内，选择发送信息的类型，点击“查询”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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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物业管理

1. IC 卡管理

 IC 卡管理界面.：

小提示：

1、增加 IC 卡：在类型下拉选择框中，选择添加 IC 卡的类型（住户卡或巡更卡），选

择添加 IC卡的房号，在姓名输入框中输入持卡者的姓名，在 IC卡号输入框中输入 IC卡卡

号，点击“添加”按钮，为住户添加 IC 卡。

2、在增加 IC卡区域，设置要查询的 IC卡参数，点击“查询”按钮，对设置的相应参

数的 IC卡信息进行查询。

3、在显示 IC卡信息区域，选择需要删除 IC 卡的任意一条信息，点击“删除选定卡”

按钮，删除此 IC 卡的信息。

4、在显示 IC卡信息区域，选择要绑定相应门口机的 IC卡的任意一条信息，或在增加

IC卡区域，设置 IC卡参数，点击“同步选定卡”按钮，绑定此 IC 卡与相应门口机。

5、在显示 IC卡信息区域，选择要绑定门口机的 IC 卡信息，点击“同步选定门口机”

按钮，绑定所选择的门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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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击“退出”按钮，退出添加 IC卡界面。

2. 开锁记录

 开锁记录界面.

小提示：

1、开锁记录信息显示区

显示被开锁门口机编码、开锁时间、开锁类型及开锁者或 IC 卡号。

3. 开锁

 开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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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选中门口机编码，再点击“开启电控锁”按钮，就可以开启此门口机的锁了。

4. 报警管理

 报警记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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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1、报警记录信息显示区

显示报警的房号、报警类型、报警时间、当前状态及短信息内容。

2、查询区

2.1）通过报警时间查询：在报警时间框内，选择报警的开始及结束时间，点击“查询”

按钮；

2.2）通过报警地点查询：在报警地点框内，选择报警的房号，点击“查询”按钮；

2.3）通过报警类型查询：在报警类型下拉列表框内，选择报警类型，点击“查询”按

钮。

5. 视频与图片广告

 视频与图片广告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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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您可以点击“浏览”进行广告下载，下载成功后，可对其进行增加，修改，删除。

6. 固件升级

 固件升级：对分机，门口机，别墅门口机等机器进行软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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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需要升级的设备的升级包放在 2000EServer\WebServer\Software 目录下，然后点击
“浏览”按钮，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升级包，点击 “增加”就可以添加到升级列表中，设备
向管理中心同步时就可以进行升级，点击删除可以删除升级包。

第二卷 管理中心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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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概述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开始步入网络时代，数字化浪潮席卷了各行

各业，传统的楼宇对讲产品也逐渐朝着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家居的方向发展，

它不再只扮演一个访客身份确认系统的角色，而是成为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能够提

供对讲、家居安防、家电控制、信息获取和多媒体影音娱乐等为一体的智能化家居平台。

二、 产品的性能和特点

项目 硬件参数 特点说明

中央处理器 400M ARM+DSP 双核 CPU 高速处理器

内存 64M DDR-I 高速内存

闪存 256M NAND FLASH 高速闪存
显示 4.3 寸显示屏 标准配置

输入操作 触摸按键 标准配置
视频采集 130 万像素摄像头 标准配置

音频输入、输出 麦克风、喇叭 标准配置
其它接口 RJ45（网口）1个

RS485 接口 1个
电源接口 1个

开门按钮接口 1个
IC/ID 读卡器接口 1个

锁接口 1个

标准配置

功耗 整机最大工作电流 460 毫安，最
大功耗 5.52W.

低功耗

工作温度 -20℃ –70℃ 行业标准

三、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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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界面

门口机的待机主界面，如图4.1.1所示：

图 4.1.1

状态栏提示：

呼叫 — 门口机正在呼叫住户/管理中心。

占线 — 门口机呼叫的住户/管理中心忙。

通话 — 对方接听，双方可通话。

用户可根据主页面上的简要提示，进行相应的功能操作。

2. 呼叫对讲

1.来访呼叫住户，如图4.2.1“请输入房号”栏提示，按键盘上数字键输入相

应房号即可呼叫住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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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操作提示：

1、 完整房号定义：区号 2位+栋号 2位+单元号 2位+房号 4位。

2、 楼栋门口机呼叫本楼内住户，例如：呼 201 房，可输入 201 进行呼叫，如图 4.2.1。

或输入 4位房号（0201）进行呼叫。

3、 大门口机拨号呼叫要求输入完整的房号信息。例如：呼叫 1区 3幢 2单元 401 房，应

输入“0103020401”进行呼叫。

4、通话中，如要挂断或输入错误，请按“*”键挂断或清除。

5、通话中，按数字“4”，“6”键，可进行通话音量大小的调整。

6、呼通住户，住户远程开锁，门口机将显示“大门锁已打开”。

7、呼叫住户，住户未接通，住户室内机有留言的功能，可以给住户留言。

4.3 公共密码开锁

1） 公共密码开锁，如图4.3.1“密码开锁”栏提示。

2） 先按键盘上“#”键，输入密码（出厂默认为：123456），再按“#”键，

进行开锁。如下图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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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3） 密码输入正确，大门锁就打开。如下图4.3.2

图 4.3.2

4） 如密码错误，则语音提示“密码错误”。

3. 呼叫管理中心

2、呼叫管理中心，如图“呼叫管理中心”栏提示。

3、按键盘上数字键输入“0000”即可呼叫管理中心。如下图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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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

4. 系统设置

【本项务必由专业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操作！用户不可轻意更改！！！】

系统设置项有：地址设定、管理员密码、开锁密码、密码权限、音量设置、开锁设置、门磁
设置、语言设置、日期时间设置、系统信息、卡片管理、恢复出厂设置共12项工程设置功
能。

4.1 设置注意事项

 房号编号规则：房号编号为 13 位。最前 1位为机器属性（1代表室内机；2
代表门口机；7代表大门口机）。

 房号组成： 属性（1位）+区号（2位）+栋号（2位）+单元号（2位）+层
号（2位）+房号（2位）+主机号（2位）。例如 1区 1栋 1 单元 1号门口机，
房号编号为 2 01 01 01 0101 01 。

4.2 进入系统设置

先按“#”键，弹出密码输入界面，如下图 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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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1

输入管理员密码（出厂默认初始密码：666666），再按“#”键，密码正确，

弹出门口机设置界面：如下图 4.5.2.2

图 4.5.2.2

按“#”键选择当前设置项，按“*”键退出系统设置。

操作提示： 使用键盘上的“4”和“6”可左右移动进行设置项选择。

4.3 地址设定

【地址设置即房号设置：房号一经设定，非专业工程技术人员，不可轻意改动！！！】

地址设定是在工程安装时设置或修改对应的门口机的编号。如下图 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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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3.1

操作提示：

按“0”和“1”键选择输入数字还是字母，按“#”键后光标出现地址输入框处，按“*”

键清除旧编号，按“#”键确认。如果设置正确则显示“设置成功！”，否则，显示“设置失

败！”

4.4 管理员密码

管理员密码是设置或修改管理员密码。如下图 4.5.4.1

图 4.5.4.1

操作提示：

首先，输入旧的管理员密码，然后按“#”键，光标出现新密码输入框处，输入新密码后再

按“#”键确认，光标出现在新密码确认框处，再次输入新密码后再按“#”键确认。如果

旧管理员密码错误，则提示“密码错误”；如果旧管理员密码正确，并且两次输入的新密码

一致，弹出“设置成功！”；反之，显示“密码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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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开锁密码

开锁密码是设置或修改公共开锁密码。如下图 4.5.5.1

图 4.5.5.1

操作提示：

按“#”键，光标出现在管理员密码输入框处，输入密码后再按“#”键，光标出现在新开

锁密码输入框处，输入新开锁密码，再按“#”键，光标出现在新密码确认输入框处，再次

输入新开锁密码，按“#”键确定。如果管理员密码错误，则显示“密码错误！”，如果管理

员密码正确，并且如果两次输入密码一致，弹出“设置成功！”；反之，显示“密码不一致！”

4.6 音量设置

音量设置用来设置广告音量和铃声音量。如下图 4.5.6.1

图 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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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提示：

按“0”键选择设置广告音量，按“1”键选择设置铃声音量。按“#”键确认，按“*”键

退出。按“4”键和“6”键来增减音量。

4.7 开锁设置

开锁电平设置有通电开锁和断电开锁两种选择。如下图 4.5.7.1 注：开锁只输出干接点信

号，无电平信号。

图 4.5.7.1

操作提示：

按“0”键选择断电开锁，按“1”键选择通电开锁，按“#”键确认，光标出现在开锁延时

输入框处，设置延时秒数，按“#”键确认，页面弹出“设置成功！”，按“*”键退出。

4.8 门磁设置

门磁延时设置时间段为 1～99 秒。如下图 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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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8.1

操作提示：

按“1”键选择门磁启用，按“0”键选择门磁禁用。当选择门磁启用，并按“#”键后，光

标出现在请输入延时时间输入栏处，输入延时时间如“10”秒，再按“#”键确认。页面弹

出“设置成功！”。

4.9 语言设置

语言设置可以选择系统语言为中文或英文，如下图 4.5.9.1

图 4.5.9.1

操作提示：

按“0”键选择简体中文，按“1”键选择英文。按“#”键确认，页面弹出“设置成功！”，
按“*”键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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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设置可以设定系统的日期和时间，如下图 4.5.10.1

图 4.5.10.1

操作提示：

按“#”键开始设置年份，设置完成再按“#”键，进行下一个设置，直到结束为止，页面
弹出“设置成功！”，按“*”键退出。

4.11 系统信息

显示系统的详细信息，包括 IP地址，本机网关，本机子网掩码，本机编号，厂商版本信息
等。如图 4.5.11.1

图 4.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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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密码权限

禁用或启用门口机公共密码以及用户密码，如图 4.5.12.1

操作提示： 图 4.5.12.1
按“0”禁用密码开锁，按“1”启用公共密码开锁，按“2”启用住户密码开锁。“#”
键完成设置，“*”键退出设置。

4.13 卡片管理

添加或删除卡片，如图 4.5.13.1

图 4.5.13.1

操作提示：

按“0”选择添加卡片，按“#”键后有请输入号码提示，如果是门口机发卡，则输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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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房号（如 0101），如果是大门口机发卡，则输入 10位房号（如 0101010101）
输入完毕后按“#”，主机提示请将门禁卡置于读卡器上。。。，刷卡后会有添加卡成功
提示。取消按“*”键。如图 4.5.13.2 。

按“1”选择删除卡片，删除卡片的方式有 3种，按“0”按卡号删除卡片，按“1”
按房号删除卡片，按“2”删除所有本地发出的卡片，选择操作方式后按“#” 确
定操作，按“*”键取消操作。

图 4.5.13.2

4.14 恢复设置

恢复设置用来把系统所有的参数都恢复到刚出厂时的状态。如图 4.5.14.1

图 4.5.14.1



第 29 页

5. 其他事项

（1）请不要将主机安装在太阳光直射 、高温、高湿、多尘、有化学物质等地方。

（2）非专业人员请不要打开机器。如有故障，请与物业管理公司或直接与我公司联系。

（3） 请不要用含有化学物质的清洁剂擦拭机器。如需清洁，请用干净的软布蘸上清水擦

拭，然后用干布擦干。

（4） 本说明书的解释权为本公司所有，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与我公司联系。

（5）为了改进设计或提高可靠性，我公司保留更改本说明书所述之规格、特性、数据、材

料、结构等其他内容而不另行通知的权利。

（6）本产品符合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设计要求，产品的存放、使用和弃置应遵照相关国家

法律、法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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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室内分机操作手册

一、 产品概述

1. 外接框图

2. 接口说明

位置 接口

J1 网络接口

J3 安防接口

J4 安防接口

PW1 电源接口

J11 门铃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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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品使用说明

1. 界面说明

1）系统启动时进入主界面，包含状态栏和菜单项，如图。

2）状态栏图示从左到右依次表示：时间日期、网络状态、安防状态、静音状态。

3）菜单项：呼叫、功能、监视、静音。

4）显示屏右侧面框有四个按键，与四个功能菜单一一对应，按相应按键即可进行相

应的操作。

2. 设置

3.1 音量设置

1）按“呼叫中心”呼叫物业中心时，设置音频音量大小，通话音量范围为 0~15，

状态显示在屏左上角。

3.2 密码设置

1）可设置用户开锁密码、用户撤防密码、工程密码。出厂时的开锁密码为“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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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防 6位密码为“123456”，工程原始密码为“666666”， 可自行设置密码。

3.3 房号设置

1）设置当前设备的房号，包括 xx 区 xx 栋 xx 单元 xx 层 xx 室 xx 分机等信息，例

如设置为 01 区 03 栋 01 单元 01层 01 室 01 分机，点击确定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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