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书
说明书仅供参考，如需要印刷请自行修改

1. 按键说明

*键为退出 #键为确认 13 键

2. ID 号说明

管理员：001~010，普通用户：011~100

3. 用户权限说明

管理员：进入管理菜单，添加、删除用户，修改密码等功能，任何条件下可开门。

普能用户：正常情况下可开门。

4. 使用说明

1. 首次使用
本产品出厂状态为没有录入管理员，（语音播报“当前没有录入管理员请及时录入”），这是体验模式，

输入任意密码，刷任意卡，按任意手指都可以打开门锁，所以建议安装完锁后，及时录入管理员。

用手摸触摸按键，唤醒指纹锁后，先按“*”再按“#”键，语音播报“请开始录入管理员”，可录入指纹、密

码、卡。录完一组后，语音提示可继续录入管理员。管理员最多录入 10 组（指纹，密码，卡一起 10 组），

录满后自动转入录入普通用户，或者录入了几个管理员后，按*号键，退出录入管理员，进入录入普通用户，

语音提示“请开始录入普通用户”。退出再按下*号键。

2. 管理员设置
点亮指纹锁， 先按“*”在按“#”键或短按后板设置键，语音播报“请验证管理员”，输入管理员信息（指

纹、密码、卡）,长滴一声，即管理员验证通过。语音播报“用户设置设置请按 1，管理员设置请按 2，系

统设置请按 3，附加设置请按 4”。

添加管理员

按数字键 2,语音播报“添加管理员请按 1，删除管理员请按 2”，按 1 可录入管理员信息。如下图：

删除管理员

按数字键 2,语音播报“添加管理员请按 1，删除管理员请按 2”，按 2 可按分类进行删除管理员。不可删除

当前管理员信息，即验证进入的管理员。如下图：



3. 用户设置
点亮指纹锁，先按“1”在按“#”键或短按后板设置键，语音播报“请验证管理员”，输入管理员信息（指

纹、密码、卡）,长滴的一声，即管理员验证通过，语音播报“用户设置设置请按 1 管理员设置请按 2，系

统设置请按 3，附加设置请按 4。”。按数字键 2“用户设置”，

添加用户

在按数字键“2”录入普通用户，语音播报“请开始录入开锁信息”，输入指纹、密码、或者卡。根据用户

身份定义用户类型。如下图：

删除用户

按数字键“2”,语音播报“添加用户信息请按 1，删除用户信息请按 2”，按 2 可按分类进行删除用户信息。

如下图：

4. 系统设置
点亮指纹锁， 先按“*”在按“#”键或短按后板设置键，语音播报“请验证管理员”，输入管理员信息（指

纹、密码、卡）,长滴一声，即管理员验证通过。语音播报“管理员设置请按 1 用户设置设置请按 2，系统

设置请按 3，附加设置请按 4”。按下数字键 3进入系统设置，

时间设置

按数字键“1”进入时间设置，当前时间为 20xx 年 xx 月 xx日 xx 时 xx 分 xx 秒，请输入两位，年”，输入当

年数字后俩位，语音播报“2020 年，确认请按#键，重新输入请按*号键”；“请输入两位，月”，输入数字

12，语音播报“12月，确认请按#键，重新输入请按*号键”；“请输入两位，日”，输入数字 03，语音播报：

03 日，确认请按#键，重新输入请按*号键；“请输入两位，时”，输入 11，语音播报“11 时，确认请按#键，

重新输入请按*号键”；“请输入两位，分”，输入 26，语音播报“26 分，确认请按#键，重新输入请按*号键”；

“请输入两位，秒”，输入 18，语音播报“18 秒，确认请按#键，重新输入请按*号键”；语音播报“设置时

间 2020年 12 月 03日 11:26:18”，即时间设置成功。

无需设置可按*键退出。如下图：如下图：



常开模式

按数字键“2”，正常请按 1，常开请按 2，返回上级菜单请按*号键。无需设置可按*键退出。如下图：如

下图：

定时上锁

按下数字键 3，语音播报“定时上锁关请按 1，10 秒请按 2，20 秒请按 3，30 秒请按 4，1 分请按 5，2 分

请按 6，3分请按 7 ，返回上级菜单请按*号键，重听请按#号键”

按数字键 1，语音播报“定时上锁关”

按数字键 2，语音播报“10秒”

按数字键 3，语音播报“20秒”

按数字键 4，语音播报“30秒”

按数字键 5，语音播报“1分”

按数字键 6，语音播报“2分”

按数字键 7，语音播报“3分”

无需设置，可按*号键退出。

如下图：

音量设置

按数字键 4，语音播报“当前设置为 8，音量减请按 4，音量加请按 6，返回上级菜单请按*号键，重听请按

#号键”。无需设置可按*键退出。如下图



5. 附加设置
点亮指纹锁，先按“*”在按“#”键，语音播报“请验证管理员”，长滴一声，输入管理员信息（指纹、密

码、卡）,按下数字键“4 进入附加设置”，初始化系统请按 1，组合开锁请按 2，防撬开关请按 3，配网设

置请按 4，自弹设置请按 5，快开设置请按 6，返回上级菜单请按*号键，重听请按#号键”。

初始化

按数字键 1，“取消请按*号键，确认请按#键”，按#键，语音播报“系统初始化中，请稍后，初始化成功”

如下图：

组合开锁

按数字键 2，语音播报“组合开锁关闭请按 1，密码与指纹请按 2，指纹与卡请按 3，密码与卡请按 4，返

回上级菜单请按*号键，重听请按#号键”。无需设置可按*键退出。如下图：

防撬设置

按数字键 3，语音播报“当前设置默认防撬关闭，防撬打开请按 1，防撬关闭请按 2，返回上级菜单请按*

号键，重听请按#号键”，无需设置可按*键退出。如下图：



自弾锁体

按数字 4，语音播报“当前设置为关，开请按 1，,关请按 2，返回上级菜单请按*号键，重听请按#号键”。

无需设置可按*键退出。如下图：

快开设置

按数字 5，语音播报“开请按 1，关请按 2，返回上级菜单请按*号键，重听请按#号键”无需设置可按*键

退出。如下图：

手动模式与自动模式

按数字 6，系统会自动切换，无需设置可按*键退出。待机界面输入“1#”即可快捷切换，插入备用电源，

自动切换为手动模式。如下图：

APP 绑定

按数字 7，语音播报“APP 绑定请按 1，APP 解邦请按 2，返回上级菜单请按*号键，重听请按#号键”按 1

输入手机微信小程序“共享密码”中的 10位 ID 号 （详见临时密码操作）需设置可按*键退出。如下图：

APP 解绑



按数字 7，语音播报“APP 绑定请按 1，APP 解邦请按 2，返回上级菜单请按*号键，重听请按#号键”按 2

即可解绑之前绑定共享密码。无需设置可按*键退出。如下图：

5. 强制恢复出厂设置
长按开锁按键，显示屏进入倒计时，15 秒后，语音播报“初始化系统，按*号键退出，#键确认”

6. 其他

防撬报警

当指纹锁受到暴力撬锁或震动时，触动防撬开关，发出报警声音。

低电压报警语音提示

系统检测到工作电压低于某个值时，会有语音提示，低电压报警，请及时更换电池。

抗干扰适应性强

独立上锁键

门铃键为#键
抗小黑盒子

6 个 6 可进入工程模式

7. 参数

工作电压 7.0V-8.4V，7.2V 低电压报警

工作电流 平均小于 200mA
休眠电流 小于 70-80uA
工作电源 8.4V 锂电池（正正空负负）

开锁时间 小于 1 秒

自带功能 指纹开锁、密码开锁、刷卡开锁、文字显示、临时开锁密码

UI 编程 可支持添加 LOGO
应急电源 充电宝 5V
抗静电参数 接触式放电±8KV,空气放电±15KV
工作环境 温度：-20℃- +60℃，相对湿度：20%RH-90%RH
虚位密码 最长可输入 64 位

指纹采集头 电容式采集头

密码 按键数 12 键，0 – 9 数字键和* #
触摸操作方式 电容式触摸感应

支持卡类型 A 类卡 13.56nz
显示语言 中文简体

显示屏 0.96 寸 OLED 屏

后板按键： 上锁键 开锁键（初始化键）



8. 共享密码

使用共享密码开锁 APP,必须在锁那边录入管理员密码。

微信小程序。进入微信---点击收索小程序--输入“共享密码”--进入共享密码小

程序---点击底部“添加绑定设备”--锁端输入 10位 ID 号--锁端确认 ID 号是否正

确---命名确认---绑定成功

使用共享密码

点击刚刚绑定成功的共享密码中的“动态秘密”---选择需要授权时间“小时，天

数。星期，月数”输入最大数值为 30---在输入锁端的管理员密码---生成 12 位临

时密码。（在有效时间段输入即可，每生产临时密码以最后一次输入锁端临时密

码为什有效时间段）

共享密码分享

生产有效共享密码---点击发送给好友--选择微信好友---发送

共享密码有时间限制请在有效时间内使用



9. 语音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