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重認證功能

1. 按【開始】鍵 2.輸入密碼

0  1  2  3  4  5  *

按下外身手把内側【開始】鍵。 數字板燈亮起，輸入密碼。

3.再按【開始】鍵 2次

0  1  2  3  4  5  *

按下【開始】鍵 2次， 再按【4】字鍵， 内身的【設置】鍵，

既能設置或解除雙重認正功能。

設置音：嗶里里里

接觸音： 嗶里  

【設置】鍵【開始】鍵 2次

低電壓提示

1. 根據每個電池廠家、生產日期、使用環境

使用時間可不同。 

（带 4個 5號電池、不含連動模塊、每天 10次使用時，

大约可用 10個月）

2. 電池漏液導致產品故障。 請您定期確認。

（建議 6個月 1次）

注意

正常安装後，没電時發生“嗶里嗶里嗶里”報警。 

没電時建議您更换所有電池。

. 設置此功能，輸入密碼+掃指纹才能解鎖。 

* 出廠時雙重認證功能為解除状態。
參考

設置認證模式

1. 按【開始】鍵 2.輸入密碼

0  1  2  3  4  5  *

按下外身手把内側【開始】鍵。 數字板燈亮起，輸入密碼。

3.再按【開始】鍵 2次

0  1  2  3  4  5  *

按下【開始】鍵 2次， 再按【5】字鍵， 内身的【設置】鍵，

即能設置或解除雙重認證功能。

設置音：嗶里里里

接觸音： 嗶里  

【設置】鍵【开始】鍵 2次

嗶里

嗶里 嗶里

1.激活設置認證模式， 書入密碼才能進入設置系统。 

2.出廠時設置認證模式為激活狀態。
參考

自我診斷標準
根據數字板 LED燈明滅，可自己診斷。

明滅狀態   内容

【1】字鍵明滅

【2】字鍵明滅
- 設置/删除密碼、指纹有誤（重覆）

- 未設置的密碼，指纹

【3】字鍵明滅 指纹儲存空間不足或没有已登錄的指纹。

【4】字鍵明滅 火災警報

【5】字鍵明滅 反鎖狀態

【0】字鍵明滅 指纹模塊有問題题

所有 LED燈明滅 鎖舌有誤

使用方法簡要

1. 按【開始】键 2.輸入密碼

0  1  2  3  4  5  *
嗶里

按下外身手把内側【開始】鍵。 數字板燈亮起，輸入密碼。

3.再按【開始】鍵 2次

0  1  2  3  4  5  *
嗶里

按下【開始】鍵按两次， 再按【0】字鍵、内身的【設置】鍵，

即能設置或解除 3D TOUCH 功能。

設置音：嗶里里里

解除音： 嗶里  

【設置】【開始】键 2次
嗶里

3D Touch 功能

1.3D TOUCH功能是什麼：您輸入密碼時，

某個數字長按 1秒以上， 系统識别另外數字的功能。

例：長按 【1】字鍵，系统識别這不是 【1】字，

而識别【長按 1秒】

2. 激活 3D TOUCH 功能， 可加强您家保安。 

3. 每個數字都可以長按， 長按一秒以上就 LED燈閃亮。 

4. 出廠時 3D TOUCH功能為解除狀態。 

參考

1. 解除 3D TOUCH功能時， 密碼也初始化。（原密碼為 1234）

2. 設置模式、火災等情况下不會識别【長按數字】，

都識别為【一般數字】

注意

工廠初始化

1. 按【設置】鍵 5秒 2. 外身數字板燈亮後，

輸入“01234543210”

3. 按外身【開始】鍵 2秒

0  1  2  3  4  5  *嗶里
打開電池蓋， 

按【設置】鍵 5秒。

外身【開始】鍵 2秒，

待確認響起初始化完成。

1.工廠初始化時，所有設定都恢復初始值。注意

參考 初始值如下： 
 - 密码： 1234

 - 音量： 一般

 - 雙重認證模式：未開啟

 - 一般置認證模式：開啟

 - 3D Touch：未開啟

高温警報
内部感測器感應到火災相似的高温(60℃± 10℃),

為了您的安全，火警警報、自行開啟

外身緊急電源端口上接觸 9V電池， 同時輸入密碼，按【*】字鍵即能解鎖。 

緊急電源
電池没電、無法解鎖時。

1. 外身緊急電源端口上接觸 9V電池

外身緊急電源端口上連接行動電源（MICRO USB 5PIN）時輸入密碼，
按【*】字鍵即能解鎖。 

2. 行動電源（MICRO USB 5PIN）

按【開始】鍵

嗶里 哔里

* 虚位密碼功能是什麼？

　輸入密碼時，原密碼加上任意數字也可以解鎖的功能。　

　例）密碼：１２３４

  輸入密碼時，任意数字加上密碼：5231234,1234253,45123402

  都可以解鎖。

參考

  

   

 

    

 

   

    

  
    

音量調節功能

1. 按【開始】鍵

2.輸入密碼

0  1  2  3  4  5  *

按下外身手把内側【開始】鍵。

數字板燈亮起，輸入密碼。

3.再按【開始】鍵，使用【1】、【3】字鍵調節音量

0  1  2  3  4  5  *
嗶里

【1】字鍵，音量大

【3】字鍵，音量小

【*】鍵

【開始】鍵

1. 音量節數分為 8段。 

2. 無聲狀態下按數字版時數字版燈光一閃一滅。
參考

靜音功能

此功能只有 1次性。 再次解鎖時，還是有動作音。參考

與音量大小無關， 可設置一次性靜音功能。 

設置方法

1-1. 按下外身【開始】鍵两次, 輸入密碼後【*】字鍵

 

1-2. 按下外身【開始】鍵两次, 掃描指紋就解鎖

嗶里

嗶里

設置左手、右手模式

1. 按下【設置】鍵

嗶里
打開電池蓋， 

按下【设置】键。

2. 按下【開始】鍵

嗶里

按下外身内側【開始】鍵。

3. 再按下【設置】鍵

嗶里

打開電池蓋， 

再按下【設置】鍵就會設置左、右模式。

1. 設置後外身數字版倒置時

   請按上述方法重新設置一次。 
參考

反鎖功能

1. 設置方法

將門關上，長按内身【反鎖】鍵 3秒以上， 

待確認音響起設置完成。

設置反鎖功能時， 從外輸入密碼、掃描指紋也五法開啟門。 

嗶里
【反鎖】鍵

1. 設置反鎖功能時， 外側數数字板閃爍。參考

嗶里

設置密碼

設置指紋

刪除指紋

室內解鎖

室內上鎖

室外解鎖

室外上鎖

左/右手設置

反鎖功能

解除反鎖功能

情景(靜音)模式

音量調節

解除警報音

雙重認證設置

單一認證設置

3D 密碼設置

功能 原始設定 設置/解除方式

[設置]鍵>原密碼>[1]字鍵>輸入新密碼>按[*]字鍵

[設置]鍵>密碼>[5]字鍵>按[*]字鍵5秒以上

手動模式時: 按下[反鎖]鍵

按壓手把

密碼: LED燈亮>輸入密碼>按[*]字鍵
指紋: 掃描指紋

自動上鎖: 關門即自動鎖門
手動上鎖: 按[開始]鍵上鎖

[設置]鍵>>[開始]鍵>[設置]鍵

按[反鎖]鍵3秒以上

室內: 開門即解除反鎖功能

室外: 輸入密碼>[開始]鍵>按[0]字鍵

增加音量>輸入密碼>按[開始]字鍵>[1]字鍵
降低音量>輸入密碼>按[開始]字鍵>[3]字鍵

密碼:按【開始】鍵两次, 输入密碼後【*】字鍵

指紋:按【開始】鍵两次, 掃描指紋

室內: 取出電池
室外: 輸入密碼/指紋

[設置]鍵>原密碼>[2]字鍵>掃描指紋4次

[開始]鍵>輸入密碼>按[開始]鍵2次>按[4]字鍵>
[設置]鍵  設置音：嗶里里里  解除音： 嗶里

[開始]鍵>輸入密碼>按[開始]鍵2次>按[5]字鍵>
[設置]鍵  設置音：嗶里里里  解除音： 嗶里

[開始]鍵>輸入密碼>按[開始]鍵2次>按[0]字鍵>
[設置]鍵  設置音：嗶里里里  解除音： 嗶里

1234

右手

未激活

未激活

未激活

激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