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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sar 200 門禁機使用說明書 

 

1、.產品外觀 

1.1、正面 

 

1.2、背面 

 

0-9 數字鍵：輸入數位 0-9，按鍵 8 在管理介面為向上翻頁、按鍵 7 在管理介面

為向下翻頁； 

#   確認鍵：確認當前操作，在待機狀態下連續按三次該鍵可以進入管理介面，

部分功能表中用作輸入確認後返回鍵； 

*   取消鍵：取消當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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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設備管理功能表初始密碼為“123456”，請按說明更改該密碼； 

2、產品安裝及使用方法 

 

2.1、產品安裝  

 A) 打開包裝後，請確認附件是否齊全：門禁機，12V 變壓器及產品說明書。 

   B) 確認產品無誤後，將門禁機固定在欲裝置之位置。 

   C) 依門禁機背面 2 個固定孔將門禁機固定到牆面。 

 D) 周邊配備接好後，將電源變壓器接至電源接線柱（上端為：GND，下端為：

VCC）位置，再將變壓器插在電源插座上即完成安裝。 

 

2.2、安裝環境 

A) 適合安裝的環境：通風及溫度控制良好，無強電磁干擾。 

B) 請安裝在灰塵、濕氣、煙氣、振動較少而平坦之場所。 

   C) 請避免將裝有液體之物品(如：花瓶)放在本機上，以避免漏液造成機器線

路短路。 

   D) 請避免將本機安裝在長時間日光照射的地方，以免發生外殼部分變形或變

色之情形。 

   E) 請將本機裝在供應電壓穩定的場所，以保證門禁機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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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機器參數設置 

3.1、如何進入菜單  

    接通電源後進入開機畫面，待設備完成初始化後，系統進入待機介面，此時

可以進行刷卡操作或者進入管理介面； 

 

     至此，進入具體菜單設置專案； 

 

 

 

 

 

 

 

 

 

 

06-10-01 08:00:05 

請感應！ 

輸入系統密碼： 

按三次 ESC 鍵 

系統設置 

正確鍵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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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參數設置流程 

     功能表主要內容： 

     1.機器號碼設置（用做單機時不需要設置該項）； 

     2.設置開門密碼； 

     3.系統時間設置； 

     4.刷卡參數設置； 

     5.卡號許可權設置； 

     6.資料存儲查詢； 

     7.串列傳輸速率設置（用做單機時不需要設置該項）； 

     8.系統密碼修改； 

     9.系統初始化； 

3.2.1、機器號設置，進入功能表後，按‘#’鍵選擇“1 機器號設置”如下圖所

示； 

 

           按數字鍵，輸入機號（001-255 之間）如：005 後按‘#’鍵即可返

回上級功能表； 

3.2.2、開門密碼設置，進入功能表後，按‘9’鍵 菜單下翻一頁，按‘#’鍵選

擇“2 設置開門密碼”如下圖所示； 

系統設置 

06-10-01 08:00:05 

機器號 255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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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1’鍵即可輸入 4 位元的數位開門密碼； 

           按‘2’鍵即可刪除之前設置的一個或全部開門密碼； 

3.2.3、系統時間設置，進入功能表後，按‘9’鍵 下翻功能表，按‘#’鍵選擇

“3 系統時間設置”如下圖所示； 

 

                按數位鍵，輸入正確的時間後按‘#’鍵確認，即可返回上級功

能表； 

3.2.4、刷卡參數設置，進入菜單後，按‘9’鍵 下翻功能表，按‘#’鍵選擇“4

刷卡參數設置”如下圖所示； 

系統設置 ▲ 

系統設置 ▲  

06-10-01 08:00:05 

按‘#’鍵 

系統設置 ▲ 

系統設置 ▲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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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數字鍵‘1’，選擇“繼電器閉合時間”設置刷卡後繼電器保持

閉合的有效時間（0-99 秒），輸入正確的時間後按‘#’鍵即可返回上級

功能表； 

             按數字鍵‘2’，選擇“間隔打卡設置”設置同一張連續刷卡時

門禁機認為無卡或不回應該卡的時間（0-200 秒），輸入正確的時間後

按‘#’鍵即可返回上級功能表； 

3.2.5、卡號許可權設置，進入菜單後，按‘9’鍵 下翻功能表，按‘#’鍵選擇

“5 卡號許可權設置”如下圖所示； 

 

              按數位鍵‘1’，選擇“增加卡號許可權”系統提示“請輸入卡

號”此時可以感應或輸入要授權的感應卡號碼，操作完成後，系統提示

“增加密碼驗證”如需要該功能則可以輸入 4 位元數位密碼，即刷卡開

門時系統提示輸入密碼，只有卡和輸入的密碼識別正確後才有開門信號

系統設置 ▲ 

1.增加卡號許可權  

按‘#’鍵 

系統設置 ▲ 

1.繼電器閉合時間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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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出，如不需要該功能可以按‘*’鍵（此中方式授權的卡片只需要刷

卡即可開門），繼續授權其他卡號；輸入完成後按‘*’鍵即可返回上級

功能表； 

             按數位鍵‘2’，選擇“刪除卡號許可權”系統提示“1.全部 2.

某一個”可以根據需要刪除全部或某一個授權過的卡號； 

             操作完成後按‘*’鍵即可返回上級功能表，操作過程中部分專

案需要按‘#’鍵返回上級菜單； 

3.2.6、資料存儲查詢，進入功能表後，按‘9’鍵 下翻功能表，按‘#’鍵選擇

“6 資料存儲查詢”如下圖所示； 

 

               按數位鍵‘1’，選擇“刷卡存儲筆數”系統提示“1.查詢 2.

清空”，按數位鍵‘1’，可以查看系統存儲的刷卡記錄筆數，按數位

鍵‘2’，可以清除系統存儲的刷卡記錄； 

           按數位鍵‘2’，選擇“人事存儲筆數”系統提示“1.查詢 2.清

空”，按數位鍵‘1’，可以查看系統存儲的授權卡號筆數，按數位鍵

‘2’，可以清除系統存儲的授權卡號； 

          操作完成後按‘*’鍵即可返回上級功能表，操作過程中部分專案需

要按‘#’鍵返回上級菜單； 

系統設置 ▲ 

1.刷卡存儲筆數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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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串列傳輸速率設置，進入菜單後，按‘9’鍵 下翻功能表，按‘#’鍵選

擇“7 串列傳輸速率設置”如下圖所示； 

 

               按數位鍵‘1’、‘2’、‘3’、‘4’，選擇合適的通信速率，

選中後所選項會閃爍跳動，操作完成後按‘*’鍵即可返回上級功能

表； 

3.2.8、系統密碼修改，進入功能表後，按‘9’鍵 下翻功能表，按‘#’鍵選擇

“8 系統密碼修改”如下圖所示； 

 

            按數位鍵‘1’，選擇“修改母卡”（也稱管理卡）該功能可以

實現通過刷卡方便的進入系統功能表的功能，系統提示“請輸入卡

號”，可以感應或輸入要授權的感應卡號碼；  

           按數位鍵‘2’，選擇“修改密碼”該密碼實在沒有母卡的情況下通

過輸入密碼進入系統功能表的功能，系統提示“請輸入新密碼”，經過

系統設置 ▲ 

1.修改母卡 

按‘#’鍵 

系統設置 ▲ 

1. 9600   2. 4800 

3. 2400   4. 1200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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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輸入即可使新的系統密碼生效； 

              操作完成後按‘*’鍵即可返回上級功能表，操作過程中部分專案需

要按‘#’鍵返回上級菜單； 

3.2.9、系統初始化，進入功能表後，按‘9’鍵 下翻功能表，按‘#’鍵選擇“9

系統初始化”如下圖所示； 

 

            按數位鍵‘1’，選擇“確定”該操作將清空記憶體中刷卡記

錄、人事授權資訊、開門密碼等資訊； 

           按數位鍵‘2’，選擇“返回”取消該次操作； 

             操作完成後按‘*’鍵即可返回上級功能表； 

 

 

 

說明：由於技術的不斷發展與進步，實際使用可能與使用手冊有所不同，請與本

公司技術支持部門聯繫。聯繫電話：+86-755-8398 3520 /8398 3588 轉技術支援部

或 EMAIL：tech@szsunhill.com,如有不便之處請涼解！ 

系統設置 ▲ 

1.確定 

按‘#’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