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9 智慧主机说明书

（专业版 V2.3）

致用户：

尊敬的用户，感谢您选择使用本公司产品。

为了方便您使用，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照说明书的步骤操作。使用时无论有任何问题请按照保修卡的电话、地址联系我们，我们

时刻恭候为您服务!使用前请详细阅读本说明书

请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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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呼叫：10-999mm（用户可精准灵活调整距离）

设备唤醒：1-2 米唤醒，并有欢迎光临语音播报

胁迫报警：支持 6 位胁迫密码报警到智慧终端

逗留报警：门口长时间逗留，支持主机报警、分机报警和同时报警

开锁密码：支持密码开锁

门禁功能：支持 IC 卡开门 超过 8 万张卡片本地数据存储

指纹开锁：支持本地 500 枚指纹的超大容量

时 钟：支持 RTC、NTC 互联网时间校正

通 讯 录：支持用户自行添加或编辑通讯录

存 储：支持 TF 卡存储

呼 叫：主机支持同时呼叫 99 台分机

特色功能：支持远程无线开锁 （选配）。支持无线门铃呼叫室内机 （选配）

操作方式： 钢化玻璃、全屏触摸，精准感应触发

显 示： 4.3 寸 IPS 全视角 TFT 彩色液晶显示屏

分 辨 率： 480*272

处 理 器： 900MHz 32-bit ARM9 CPU

内 存： 512MB

操作系统： Linux 操作系统

防水级别： IP65 级防水

摄 像 头： 高清 130 万像素

连接方式： LAN/WLAN，支持有线和 WiFi 无线连接方式

网络配置： 支持动态 DHCP \静态 IP

支持协议：TCP/IP、UDP、RTSP、SIP、ONVIF 协议

视频解码：H264/720P

音频解码：G.711

振 铃：电子铃声≥70dB

工作电压：DC12V

工作电流：≤ 350mA

待机电流：≤ 300mA

工作温度：-20℃ ≥+70℃

最大功耗：< 5W

安装尺寸：180*85.5*23.5mm 明装壁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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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电压：DC12V

2， 设备接线：

（1） 网口接网络交换机(568B 方式)

（2） 开锁信号接门禁电源 PUSH/GND

（3） DC12V/GND 接门禁电源+12V/GND

（4） 电锁接门禁电源 COM/NC(磁力锁) 或者 COM/NO（电控锁）。

4 芯线静音锁（灵性锁）则接门禁电源 DC12V/GND/COM/NO。

注意：通电之前请确保电源正负不反接，网线用测试仪测试后再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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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智慧终端编号范围（1-9999）

密码；密码开门/进入管理后台/胁迫报警

通讯录上一页

通讯录下一页

呼叫编号为 1 的智慧终端

4.1，点击呼叫图标手动输入编号发起呼叫。例如编号 101，可输入编号 101 或者 0101 进行呼叫。

4.2，点击密码图标输入工程密码 516516 进入管理后台。

4.3，点击密码图标输入默认开锁密码 123456 开锁。反向为胁迫密码，如开锁密码 123456，胁迫密码 654321。

输入胁迫报警密码后，智慧终端自动弹出智慧主机视频，并反复播报语音“胁迫报警，请注意”。

注意：密码设置的规则是正反序不能一致。

4.4 通讯录里超过 4 个房间信息的话，可以点前后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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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置：位置信息，可在本机设置编辑。

编 码：主机当前组号信息，999-1

IP 地址、网关、子网掩码信息

厂商电话：（支持定制）

厂商信息：（支持定制）

固件版本：软件版本信息

7.2；通讯录

编辑主机界面快捷键

第一步增加

请输入地址，任意数或分机号，编码 1-9999 任意数

请输入位置，可编辑数字、姓名、医院科室等。

修改/删除。可点击某条通讯录进行修改/删除。

7.3；卡片管理

请输入地址，任意数或分机号，4 位编码 1-9999 任意数

点击增加“提示请刷卡”，在主机刷卡位置刷一下卡片

语音提示登记成功。

注：一个编号下可添加 8 张卡片 ，如需删除，选中卡片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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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指纹管理

请输入地址，任意数或分机号，4 位编码 1-9999 任意数

点击增加，根据语音提示录入指纹（3 次采集）。

注：一个编号下可添加 8 个指纹，如需删除，选中指纹删除。

7.5； 开锁密码

点击开锁密码

输入新的开锁密码

点击确认，提示设置成功

注意：开锁密码数字不能重复，

如开锁密码：123456，胁迫密码是：654321

7.6；工程密码

点击工程密码

输入新的工程密码

点击确认，提示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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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本机设置

点击位置，（选填）可修改编辑。

类型：默认别墅主机，不可修改

组号：1-9999 任意数，

机号：1-99 任意数，

点击保存

7.8；门禁设置

继电器选择：默认不可修改

触发方式：可选择常开（NO）或者常闭（NC）

开门时间：可自行添加选择，默认 1 秒

点击保存

7.9；时间日期

时间：点击时间栏，输入时间，点击确定即可

日期：点击日期栏，输入日期，点击确定即可

点击保存

注：主机联网之后，日期时间会自动更新并保存，

设备内置有纽扣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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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本地网络

状态：默认启用

网络连接：可选有线网络、无线网络、无线热点

IP 配置：选择动态 IP/静态 IP

IP 地址/网关/子网掩码（动态自动获取，静态手动指定）

7.11； 数据清空

清空主机的所有数据，包含卡片、指纹。

请慎重使用！！！

7.12; 传感器设置

1，唤醒距离：默认 1950mm，最大不超过 2000mm

2，呼叫开关：默认禁用，启用（主机自动呼叫默认房号）

呼叫挂断（隔空呼叫，隔空挂断）

3，呼叫距离：设置隔空呼叫距离 0-999mm

4，触发开关：

（1）禁用、

（2）本机报警（门口有人逗留，主机报警）

（3）分机报警（门口有人逗留，分机报警）

（4）同时报警（门口有人逗留，主机，分机同时报警）

5，触发周期：设置门口逗留报警触发时间

6，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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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摄像头设置

型号：默认、勿动

方向：默认、勿动

码率：默认、勿动

补光灯：可选择禁用、启用

7.14; 系统重启

主机重新启动

7.15; 系统更新

主机连接互联网，点击系统更新，自动下载更新到最新版本

（注：主机升级时不可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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