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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算机系统要求

    √ 能运行在Winxp、win7、win8、win10操作系统 

    √ 有USB接口(连接发卡机使用)

    √ 有网卡，局域网畅通（网络版使用）

二、安装步骤

    1）双击 Locking system.exe 压缩包,在出现的对话框内单击                     ,进入图2-1；Next >

     2） 从图2.1中看出,系统默认的安装路径 C:\Program files(X86)\ORBITA \LockingSystem5.3\；

 如果要改变默认安装路径，单击                     ，进入如图2-2所示的对话框；Browse

注意:在安装过程中，如果要对上一个对话框内已输入或选择的信息进行修改，则可以单击该对话框

内的                      返回上到一个对话框！ 

     

  < Back

三、连接读卡器

    读卡器是一款非接触IC卡阅读器，非接触式智能卡，

采用USB接口与PC或其它设备相连。连接示意图如图

3.1， 把USB端口接电脑端口，另一端接发卡机，接上

发卡机。

图 3.1

四、系统登录与注册

     1）双击 Locking system 快捷键 ,进入图4-1，同时用USB接口将读卡器连接到电脑上；

     2）输入默认的使用者名称"001"、密码 "001"、语言 "chinese"后点击                     进入图4-2 ；

图4-1

确定

图4-2

图2-1 图2-2

3) 将"Folder Name"下的默认安装路径更改为C:\Program files(X86)\ORBITA \LockingSystem5.3\单击                            

                   ，确认更改并返回对话框 2-1（注意此时图 2-1 中的默认安装路径已变成更改后的路了）;单

击图 2-1中的                    ，在出现的对话框内单击                     开始安装门锁管理软件; 当安装完成

后，在出现的对话框内单击                      。

确定

Next  > OK

Finish

     3）第一次登记会出现注册窗口，输入欧比特科技提供的注册号，点击                    ,出现注册成功图

4-3,如输入不是欧比特科技提供的注册号，出现错误注册号图4-5；

确 定

图4-3 图4-5

注意：如果没有注册或注册号码过期了，点击菜单栏<检查发卡机>有无反应。

五、菜单栏功能

检测发卡机

设置

客人卡

员工卡

设置卡

读卡

记录

日记

注销

注册

关于

退出

检测发卡机的连接状态

按上述操作方式设置所有房间和工作人员信息

客人入住时发客人卡

设置工作人员或经理卡

发功能卡来设置门锁并激活它

把卡放在发卡器上能读取卡内的信息

数据卡或手持机上下载门锁的开门记录

检查发卡记录

登出然后以其他工作人员的身份登入

当软件到期后输入注册号

检查软件和欧比特联系信息

退出门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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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六、设置

主要功能： A.客房   添加\删除\保存             B.公共房 编辑\保存         C.群组   添加\删除\保存

D.员工   添加\删除\编辑\保存     E.基本信息 设置              F.操作权限 设置

6.1. 客房清单设置

      1）点击菜单栏 <设置>，进入图6-1，默认选择客房选项卡；

      2）点击  <添加> 键输入楼栋、楼层、房间号、如楼栋为"CMifare" 、楼层为"二楼"、房号201到

210共10间房.同时可以选择房间型号，有套房和标准房两种房型.（你可点”..."键来增  加）如图6-2

      3）单击 <保存> ，保存添加的客房信息；         

      4）重复步骤2）-3），直到所在客房信息添加完毕；

图6-4

图6-3

6.3. 群组设置

     为了方便管理，可以将一定数量的房间设定为一组。如酒店有两个甚至更多的保洁员，一个负责一楼，那

么你可将一楼设为一组，然后发一张工作卡给保洁员，这样她能开这组内的所有房间；

新增群组

     1) 选择图6-1中群组选项卡,如图6-5所示；

     2) 选择楼栋CMifare，楼层 02 ，双击房号进行单一选择，也可以单击          行全选，单击最右边已选的

房号进行不选，也可以单击          进行已选房号清除，选择好房号后，输入群组名称，如图6-6所示 ； 

3）单击 <保存> ，保存添加的客房信息；

4）重复步骤2）-3），完成群组信息修改；

图6-2

6.2. 公共房设置

      最多可以设置8个公共区域，第一"会议室" 和第八个"保险箱" 不能编辑外，其他第二个到第七个区域

可根据实际修改；

      1） 选择图6-1中公共房选项卡,如图6-3所示；

      2）点击“公共 1”后，然后点击 <编辑> 激活后就可输入你想要的名称，如图6-4所示；

      3）单击 <保存> ，保存添加的客房信息；

      4）重复步骤2）-3），完成公共房信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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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图6-6

删除群组

      1）选择群组 清洁二楼,右击鼠标，如图6-7所示；

      2）点击                 ，清洁二楼信息（子内容同时也删除了）；

      3）重复1）-2）步骤，删除其他不用的群组；

删除群组明细：

      4）单击清洁二楼子内容0202，右击鼠标，出现如图6-8所示；

      5）单击                  , 出现对话框选择 <确定> 后，0202从清洁二楼中消失了；

      6）重复4）-5）步骤，删除群组子内容；

图6-7

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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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员工设置 

添加员工

      1） 在图6-1中，选择员工选项卡；

      2） 点击 <添加> ，输入员工号，员工名，用户ID和密码等，如图6-9所示；

      3）单击 <保存> ，保存添加的客房信息。    4）重复步骤2）-3），添加其他员工信息；

图6-9

删除员工

       1） 选择要删除的员工，如图6-10所示；

       2）点击 <删除> ，,在对话框中选择 <确定> ,002员工信息删除了； 

       3）重复1）-2）步骤，删除其他员工信息；

图6-10

编辑员工信息

      1）选择要修改的员工，然后点击 <编辑>，如图6-11所示

      2）可以修改员工名，用户ID，密码信息，然后点 <保存>

      3）重复1）-2）步骤，修改其他员工信息

E. 基本信息设置

     1) 在图6-1中，选择基本信息选项卡，如图6-12所示；

     可以输入你的酒店名称、退房时间、过期格式、数据库位置。

图6-12

修改数据库位置:

      1） 单击    ，选择数据库存放位置，如图6-13所示；

      2）点击 <打开>, 数据库位置为变更为

图6-13

图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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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F. 操作权限设置

      设置工作人员的权限

      对于前台人员来说，通常仅允许她们有发客人卡和读卡的权限；

      对于酒店经理来说，通常勾"全选"然后按 <保存> 按钮；

     1) 在图6-1中，选择操作权限选项卡，如图6-14所示；

      2) 选择员工003，授权，如图6-15所示；

图6-15

3）点击 <保存>, 保存员工修改权限。如图6-16

图6-16

7.2 设置房间

  选择一个房间为“标准房”或“套房”（套房有5把锁，一个主门和4个房门）。你需要一个    

一个设置门锁。如，发一张201标准房的功能卡(图7-2)；

    1）选择 <设置房间>,单击       ,选择房间201；

    2）选择 <标准房>或者 <套房>，选择<套房>时，请选择 通道门\A\B\C\D,标准房不用选。

   3）把待发的新卡放在读卡器感应区上，单击 <设置卡>,听到读卡器一声滴响，同时系统显示

<发卡成功>；

     4）重复1）-3）步骤，完成其他房间设置卡；

七、设置卡 

7.1设置卡介绍

      在这个模块内，可选择设置的房间为“标准房”、“套房”、”通道门“、“公共门”。请注意一

把门锁只能设置一种状态。例如，不能将门锁同时设置成标准房和公共门的门锁。单击菜单栏 <设置卡

>,出现图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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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图7-1

7.3 设置通道 

     包括三种通道：大门通道，楼栋通道，楼层通道

     大门通道：所有在本系统内发行的开门卡都可以开；

     操作步骤：把待发的新卡放在读卡器感应区上，按图7-4操作；

     楼栋通道：所有属于本栋的开门卡都可以开；

     操作步骤：把待发的新卡放在读卡器感应区上，按图7-5操作；

     楼层通道：所有属于本楼层的开门卡都可以开；

     操作步骤：把待发的新卡放在读卡器感应区上，按图7-6操作；

图7-4 图7-5

图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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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设置公共房 

      设置公共区域 

      操作步骤：把待发的新卡放在读卡器感应区上，按图7-7操作；

7.5 设置群组

      将群组功能卡放在属于该组的每个房间门锁感应区域后所有的房间将被此卡识别；

      操作步骤：把待发的新卡放在读卡器感应区上，按图7-8操作；

图7-7 图7-8

7.6 时钟卡 

      发时钟卡来调整锁的时间；

      操作步骤：把待发的新卡放在读卡器感应区上，按图7-9操作；

注意： 由于时钟卡到门锁设置，门卡上的时间与实际时间将会有出入。你必须尽早的将时钟卡放在门

锁的感应区域内去调整过来。

7.7 封闭卡

   发封闭卡后将此卡放在客房门锁感应区域内感应后就可以阻止客人进入此房间。只有总控卡才能打

开此门锁.将封闭卡感应两次则限制取消。

      操作步骤： 把待发的新卡放在读卡器感应区上，按图7-10操作；

图7-9 图7-10

7.8 数据卡

     授权其为数据卡来收集门锁的开门记录；

     操作步骤：把待发的新卡放在读卡器感应区上，按图7-11操作；

7.9 密码 

     当点击                 时，将看到门锁系统酒店密码，图7-12；

图7-11 图7-12

重要提示：如果有手持机，在使用手持机设置门锁之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将密码输到手持机上。13 14



八、设置其他卡

    8.1 客人卡

      点击菜单栏中 <客人卡> 进入图8-1；

图8-1

图8-2

图8-3

 4 ) 一卡可以开多个房单，最多8个房间，如图8-4；

图8-4

8.2 员工卡 

      点击菜单栏 <员工卡>，如图8-6

图8-5

图8-6

A.发卡：

      1） 输入楼栋，楼层，客间号，入住天数， 客人姓名，客户编号 ，, 如果想让客人进入其他公共区

域，可以右边公共房选择，图8-2  ；

      2） 把待发的新卡放在读卡器感应区上，点击<发卡>，提示发卡成功，点 <确认> ；

      3）  重复1）-2）步骤，完成其他客户人卡设置，如图8-3；

B.挂失

     1) 输入楼栋、楼层、房单号、入住天数、客户姓名等，后点击 <挂失>，如图8-5；

     2) 黑名单中点击挂失卡，把待发的新卡放在读卡器感应区，点击 <发卡>，弹出框中选择 <确认>；

     3）把新卡到挂失房间开门，原卡同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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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总控卡--能开所有房间门

     A.发卡：操作图8-7；

    B. 挂失：操作如图8-8 ； 

图8-7

图8-8

8.2.2 紧急卡  

      防止火灾或其他紧急突发，将此卡放在门锁感应区域，门锁将持续报警直至用另外卡感应门锁后才

会停止，操作如图8-9；

8.2.3 维修卡

      此卡为维修人员专用，此卡可为维修人员设置进入维修房间的次数和时间。维修人员在规定的时间

和次数内打开需要维修的房间，操作如图8-10；

图8-9

图8-10

17 18

张三

003 张三

挂失 复制

操作步骤:

1.选择员工

2.选择总控卡

3.点击挂失

4.把待发的卡放在发卡器感应区内，点发卡。



8.2.4 楼栋卡楼层卡

      除了反锁的房间外，楼栋卡可以开此栋楼所有的房间，操作设置如图8-11；

    楼层卡能开本楼层的所有房间，操作设置如图8-12；

图8-11

图8-12

8.2.5 群组

     为工作人员设置的房间组卡能开属于该组的房间门锁，一张卡最多可以设置8个房间组，操作设置

     如图8-13；

图8-13

九.读卡

     1）把卡放在读卡器感应区上，点击菜单栏 <读卡>，如图9-1；

     2）可按 <删除卡>，删除卡信息；

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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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记录

       1） 点击菜单栏 <记录>，弹出窗口如图10-1；

     2） 把数据卡放读卡器感应区，点             ，如图10-2。       3） 可查看记录、打印、导出等操作；

图10-1

图10-2

十一、日记

       1） 点击菜单栏<日志>,显示如图11-1。       2）可查询、打印、导出等操作；

图11-1

十二、注册

      1）点击菜单栏 <注册>，显示如图12-1；

      2）输入欧比特科技提供的注册号，点击 <确定> ；

图12-1

十三、 开锁程序 

      1）去"设置卡 "栏下发行一张设置卡来设置门锁。 

      2）设置客人卡或工作人员卡为以后开门锁用。 

十四、错误提示及解决方法

        问：红灯闪烁二次并发出二声哔哔声，表明此卡是其他房间门卡，或用维修卡开门时超过了规定

                 的开门次数。

        答：用正确的客人卡开门或重新设置新的维修卡。

        问：红灯闪烁三次并发出三声哔哔声，表明此卡的时间与门锁的时间不匹配。

        答：客人卡过期，重新发新的卡或更新门锁时间。

        问：红灯闪烁四次并发出四声哔哔声，表明此卡还未授权。

        答：发设置卡授权此卡。

        问：红灯闪烁五次并发出五声哔哔声，表明此卡已被挂失。

        答：如果之前的被挂失则无法使用。使用新卡。

        问：红灯闪烁六次并发出六声哔哔声，表明此门被反锁。

        答：门锁被反锁后，只有客人卡和总控卡才能开门。

        问：红灯闪烁七次并发出七声哔哔声，表明此锁被限制卡限开。

        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总控卡能开此锁或用限制卡再刷一次解限。

        问：红灯闪烁八次并发出八声哔哔声，表明此锁被来自其他系统的设置卡授权或此卡非本酒店卡。

        答：强制授权此锁或重新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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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无线联网锁

      无线联网锁在E3041基本上增加ZigBee无线管理模块，可实现远程开门、应急、封闭、挂失、换

房、延期、读取时间、更新时间、VIP客户入住、VIP客户退房、查电量、反锁查询、读取版本号等功

能。开门记录实时上传，电量不足报警，刷卡错误报警、时钟异常报警等。 使用之前需要把网关连接

好电脑或交换机，确保网关与电脑能联通。

      无线联网锁分为：网关设置、VIP客户卡、门锁管理、应急封闭、报查查询、数据采集中心等；

      网关设置：把网关信息添加到系统中，可以进行配网指令，把相应的门锁加入进来，加进来后才能

对门锁进行远程操作； 

      VIP客户卡：发放VIP客户卡，VIP客户可以入住酒店指定好的房间(不是固定的房间号)。

      门锁管理：可远程开门、应急、封闭、挂失、换房、延期、读取时间、更新时间、VIP客户入住、           

                       VIP客户退房、查电量、反锁查询、读取版本号等；

      应急与封闭：有一键应急所有门锁、封闭所有门锁与解除封闭所有门锁；

      报查查询：可查询开门记录信息、电量不足报警、刷卡错误报警、时钟异常报警、门锁反锁状等；

      数据采集中心：门锁信息传送的桥梁，在服务器端运行，不影响前台操作门锁；

15.1网关设置

      网关是无线联网锁与服务器进行通信的工具；出厂前我们是设置好IP，用户可以按需更改IP； 

      确保网关与电脑网络畅通，无线联网锁使用之前需要配网，加入网关后才能与电脑进行通信；

供电：USB供电  U=5V  I=1A以上

RJ45口：有线连接交换机或电脑

网关IP更改方法：如图15-a/b/c

打开IE输入网关地址：http://192.168.1.100

输入用户:root        密码:123456    

点击菜单栏上的 <无线联网锁> 下的 <网关设置> ，出现如图15-1；

1) 添加网关

     点击 <添加> 按钮,输入网关名称，网关IP，网关Mac，序号（从1开始递增），如图15-2,输入完成

     后，点击 <确定>；

网关图片

图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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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a

图15-c



图15-1

图15-2

Cancel

OK

2）删除网关

      左边点击要删除的网关，如图15-3。点击                  按钮，在弹出框中选择                     确定删除

选择                       取消删除；

 

3）编辑网关

      左边点击要编辑的网关，如图15-4 ；

      点击 <编辑> 按钮，，修改网关IP,网关MAC,备注，序号，然后点击 <保存> 按钮；

      可以查询当前网关网络通不通；

       1）左边选择要检测的网关，然后点击 <在线监测> ，出现检测结果，如图15-5； 

图15-3

图15-4

图15-5

5）开启配网

       1) 左边选择要配网的网关，如图15-6；

图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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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开启网配>，网关进入应许加网模式，进入120秒加网倒计时，如图15-7；

在需要加网的门锁上刷一下组网卡，门锁进入加网请求（公司配有网组卡，如有丢失，可到菜单栏

<设置卡>中的                            ，制作一张组网卡）结束时出现已加入网关 [1] 房间号，如图15-8； 

图15-7

图15-8

6）设备列表

      1) 左边选择要查询的网关，如图15-9；

      2 ) 点击 <设备列表>,可多点击几次（组好网后会自动对应房号），出现已加入该网关的门锁房号，

      如图15-10；

图15-10

其他说明：如一个门锁更改房号或退网后，请点击菜单栏中 <设置>，，在窗口中客户中点击

然后在网关设置中点击 <设备列表>，自动对应最新房号；

16.2 VIP客户卡

     VIP客户卡客户可以凭VIP客户卡直接进入酒店确定好的房间；

     点击菜单栏上 <无线联网锁>，中 <VIP客户卡>，出现如图15-11；  

1）添加(发VIP客户卡)，

      连接发卡机，把卡片放在读卡机上， 点击 <添加>按键，输入联系电话,VIP用户卡，卡号（6位数，

      如不输入，系统将随机生成6个数字），然后点击 <保存>按键，听到读卡器滴的一声，VIP客户卡

      制作完成；

2）删除 

      左边选择要删除的VIP客户卡，然后点击 <删除>按键，在弹出框中，选择                      ，VIP客户

      资料删除                      ，取消删除；

OK

Cancel

图15-11

图15-9

15.3 门锁管理

      点击菜单栏上的 <无线联网锁> 中的，<门锁管理>，进入如图15-12，已加入网的门锁的资料才显

      示，可以进行远程操作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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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门锁管理

      点击菜单栏上的 <无线联网锁> 中的，<门锁管理>，进入如图15-12，已加入网的门锁的资料才

      显示，可以进行远程操作与管理；

1）开门

      左边选择要操作的房间号如101，点击 <开门>，出现如图15-13；

      如果开门信息下达失败，房间101不能远程开门；

      备注：可以到设置中 <基本信息> 设置延时多少秒后开门；

图15-12

图15-13

a) 左边选择要挂失的房间号如101，点击 <挂失>，按钮,弹出窗口如图15-17；

b) 选择内容后，点击确定，出现如图15-18,   挂失成功；  

2）应急

      如遇紧急情况，左边选择要操作的房间号如101，点击 <应急>，按钮，出现如图15-14

      房间号101启动应急报警，如遇应急信息发送失败，应急指令门锁不执行。

      备注：可以到窗口 <应急封闭> 中全部应急门锁；

3）封闭

      左边选择要操作的房间号如101，点击 <封闭>,按钮，出现如图15-15；

      可到客人发卡窗口中看到101已封闭 <101>,或报查询报中查询

      如要解封闭，左边选择好房间如101，再点击 <解除封闭>按钮即可；

图15-14

4）挂失---客人卡丢失

图15-15

图15-17

29 30



5）换房

      比如给客户发了房间101客人卡，客户不满意，看中102房间,要入住102房间。

      a) 左边选择102房间，点击 <换房>，按钮，在弹出窗口如图15-19

      b) 选择内容后，点击确定后，出现如图15-20

      原房间号101对应的卡现在可以开102房间号且不能开101房单号，换房成功。

图15-19

图15-20

6）延期

      客户想延长入住日期，可以打开电话给前台，不用拿卡到前台去操作；如客户房，想延长两天；

      a) 左边选择房间号102，点击 <延期>按钮，弹出窗口，如图15-21；

图15-21

b) 在弹出框中选择要延期的日期：如2018-3-25 14:00，如图15-22；

C) 选择相应的内容，点击确定，出现如图15-23；

     客间号102延期到2018-5-18 14:00,延期成功；

图15-22

7）读取时间

      读取门锁时间：左边选择读取的房间号如101，点击 <读取时间>，按钮，如图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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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更新时间

      系统会每天自动更新门锁时间，也可以单独更新门锁时间；

      a) 左边选择要更新的房间号如101，点击 <更新时间>，如图15-25，更新成功后，可点击<读取时

      间>，完成验证；

图15-24

图15-25

9）VIP客户入住

      a) 左边选择要分配的房间号如101，然后点击 <VIP客户入住>，弹出窗口，如图15-26；

      b) 在弹出窗口中双击VIP客户资料如卡号“888888”，出现如图16-27，可通知VIP客户卡“888

      888”，入住房间101；

10）VIP客户退房

     如： VIP客户卡“888888”，要退房，通知前台退房；

     左边选择VIP客户退房的房间号如101，点击 <VIP客户入住> , ，出现如图16-28，VIP退房后客户

    “888888”不能打开房间号101；

11）查电量

     电量不足，门锁会自动上传信息，提醒管理员更换电池，可到报表查询中查看；

     左边选择要查询的房间号如101，点击 <查电量>按钮，出现如图16-29；

     查询结果提示不需要更换电池，电池剩余43%；

图15-26

图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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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反锁查询

      可查询当前房间号的状态，有些客户不想被打扰，可到报表查询中打印更新的反锁房间号；

      左边选择要查询的房间号，点击 <反锁查询>，出现如图15-30；

      查询结果显示房间号101未反锁；

13）读版本号

      可查询当前门锁的程序版本；

      左边选择要查询的房间号如101，点击 <读版本号>，出现如图15-31；

      查询结果显示房间号101的版本为V01.30；

图15-28

图15-29

图15-30

图15-31

15.4 封闭与应急

      可以一键封闭所有的门锁与一键报警所的门锁；

      打开菜单栏上的 <无线联网锁> 中的 <应急封闭>，出现如图15-32；

      可选择当前房间或全部房间远程应急、开门、封闭、解除封闭；

图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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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员工卡挂失

      可远程挂失总控卡、紧急卡、维修卡、楼栋、楼层、群组卡；

      打开菜单栏上的 <无线联网锁> 中的 <员工卡挂失>，出现如图15-34；

图15-33

      A.总控卡挂失

            1. 先制作新的总控卡，如图15-35；

            2. 然后在图15-34中选择卡类型为“总控卡”，再点击 <挂失> 按钮，如图15-36，门锁收到指

                令后，原来的总控卡失效；

B.紧急卡挂失

      1.先制作一个新的紧急卡，如图15-37

      2. 然后在图15-34中选择卡类型为“紧急卡”，再点击 <挂失> 按钮，如图15-38，门锁收到指

         令后，原来的紧急卡失效

图15-34

图15-35

图15-36

图15-37

图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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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维修卡挂失

      1.在图15-34中，选择卡类型为：维修卡，然后点击挂失按钮；

      2.在弹出窗口中双击要挂失的卡号，如101房，卡号777793；门锁执行指令，如图15-39；

D.楼栋卡挂失

      1.在图15-34中，选择卡类型为：楼栋，然后点击挂失按钮；

      2.在弹出窗口中双击要挂失的卡号，如楼栋1，卡号251762；门锁执行指令，如图15-40；

图15-39

图15-40

E.楼层卡挂失

      1.在图15-34中，选择卡类型为：楼层，然后点击挂失按钮；

      2.在弹出窗口中双击要挂失的卡号，如楼栋1，卡号114290，门锁执行指令，如图15-41；

F.群组卡挂失

      1.在图15-25中，选择卡类型为：群组，然后点击挂失按钮；

      2.在弹出窗口中双击要挂失的卡号，如楼栋1，卡号989739，门锁执行指令，如图15-42；

图15-41

图15-42

15.6 报表查询

       可查询开门记录信息，门锁反锁信息，刷卡错误信息，门锁时钟异常，门锁电池不足报警信息；

       点击菜单栏上的 <无线联网锁> 中的<报表查询>，出现如图15-43；

       可筛选楼栋、楼层、房间号、类型、类型，点击 <查询> 按钮；

       点击 <查询当前时间反锁房号> 按钮，可查询当前时间的反锁房号；

       点击 <查询当前时间封闭房号> 按钮，可查询当前时间的封闭房号；

       点击 <导出> 按钮，可导出查询的内容；

15.7 数据采集

      文件LocksystemCJ.exe 在服务器上打开，不要关闭，门锁信息实时更新。如图15-44；

      15.7.1 对接说明

      客户提供IP与端口，启动服务；

      数据采集输入IP与端口，连接服务；

      演示如下：

      a.打开TCP工具，创建端口600，启动服务；如图15-45；

图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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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4

图15-45

b.数据采集中心输入IP与端口，连接服务；如图15-46；

c.查看TCP工具，数据采集中心与TCP创建的服务已连接好了；如图15-47；

图15-46

图15-47

d. 用TCP服务开门：

在连接中输入:F1|1|101(备注F1开门1楼栋 101房间号),点击发送;数据采集中心已回应:如图15-48；

e.开门记录上传到TCP：

有门锁开门时，开门记录会自动传到TCP创建的服务中；如图15-49；

说明:  |FAA|FA20|   1  |  101  |2018-07-07 16:41:47|机械钥匙|000000|FA|；

          |FAA|FA20|楼栋|房间号|           时   间                |    类 型  |   卡  号  |FA|；

图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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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9

2.如果数据库丢失，重新设置好数据库房间，网关内容，点击设备列表，会自动找房号，不用再

组网；

3.房态说明；

代表是当前房间为空房

代表当前房间为空房反锁

代表当前房间有警报信息

代表当前房间为封闭状态

代表当前房间为有人入住

代表当前房间为入住房反锁

代表当前房间有警报信息

代表当前房间为封闭状态

代表当前房间为VIP客户

最终解释权，修改权归属惠州市欧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说明：

      1.远程换房或延期出现日期异常，请把日期格式改成“yyyy-MM-dd”；

      单击电脑日期，点击“更改日期和时间设置”，点击“更改日历设置”在自定义格式中选择日期，

      更改确定后，重新进欧比特管理系统。如图15-50；

图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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