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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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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E-Access 系統
管理者(使用者)從手機上裝置
清單中點選欲註冊之藍牙門
禁控制器並輸入密碼登入。

加入使用者名稱:
管理者輸入使用者名稱。

密碼:
管理者輸入給新使用者登入E-Access
系統的註冊密碼。

登入說明

E-Access E1196
藍牙門禁控制器
App 使用手冊
®

1. 管理者必須輸入正確密碼，使
用者必須輸入管理者給予的密
碼登入。

新使用者會出現在用戶列表上。

2.管理者如何重設/更改帳戶:
(1) 重新開啟E-Access藍牙門禁控制
器電源，在30秒內輸入預設密碼
12345。
(2) 點選"登錄我的手機"，然後
回到首頁畫面，你就成為管理者。

E-Access E1196藍牙門禁控制器
App 使用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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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登入E-Access 系統
管理者(使用者)從手機上裝置清
單中點選欲註冊之藍牙門禁控
制器並輸入密碼登入。

App 主頁介紹
個人名稱：
首次使用時，輸入手機的管理者
(或使用者)姓名。

管理者從右到左滑動頁面，頁面出
現可啟用、停用除或刪除使用者帳
戶按鈕。
啟用:
開啟使用者帳戶。

登入說明

設定：
E-Access 藍牙門禁控制器設定頁面。

1. 管理者必須輸入正確密碼，使用者
必須輸入管理者給予的密碼登入。

裝置:
E-Access 裝置名稱。

停用:
停用使用者帳戶。

2. 管理者如何重設/更改帳戶:

刪除:
刪除使用者帳戶。

(1) 重新開啟E-Access藍牙門禁控制器
電源，在30秒內輸入預設密碼
12345。

個人資料
自動開門
自動開門 (免手動開門) :
門鎖設定
點選自動操作按鈕。

(2) 點選"登錄我的手機"，然後
回到首頁畫面，你就成為管理者。

常開功能:
按下Ｅ按鈕數秒，可啟動常開功能。
若要回覆正常功能，再按下E按鈕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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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E-Access藍牙門禁控制器裝
置名稱(例如: E1196)，手機就會出
現所有附近的E-Access藍牙門禁
控制器裝置。

管理者設定頁面
登錄我的手機
必須點選"登錄我的手機" 按鈕完成註
冊手續，才能使用手機開門。
用戶列表
只有使用者可以瀏覽、啟用或是刪除
使用者帳戶，和看到使用者密碼。
門鎖設定
包含設定感應距離，藍牙門禁控制
器裝置名稱，開門時間，以及刪除
所有使用者。

可從手機上裝置清單裡面選擇藍
牙門禁控制器，或是點擊清單中
的”AUTO”按鈕，自動選擇最靠
近的E-Access藍牙門禁控制器。

備份
可備份藍牙門禁控制器內所有使用者
資料。
回復
可把備份資料存於另一台E-Access
藍牙門禁控制器內。
變更密碼
建議管理者在更改或重設帳戶後變更
密碼 (預設密碼為12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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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鎖設定頁面
E-Access 藍牙門禁控制器裝置名
稱: 編輯E-Access 藍牙門禁控制器
名稱。
開門時間 (秒):
設定開門時間。
所有使用者 啟用/停用:
啟用或停用所有使用者帳戶權限。
刪除所有使用者:
刪除所有使用者帳戶。
感應距離(0~50米):
設定在AUTO 狀態下的感應距
離。

掃描 QR-code 並下載E-Access E1196 App或是搜尋
“E-Access E1196”下載E1196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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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列表
可從用戶列表中瀏覽所有使用者。
點選
增加使用者。

輸入個人名稱。
掃描 QR-code 並下載E-Access E1196 App 使用手冊

http://www.gianni.com.tw/pdf/guide/E1196.pdf

E -Access
Access E1196
E1196藍牙門禁控制器使用手冊
藍牙門禁控制器使用手冊
®

Security Products
Universal Security Products Ltd.

Security Products

Universal Security Products Ltd.

尺寸:

規格:

• 輸入電壓: 12 to 24 VDC, 50mA, 1W
”
• 表面式安裝、防尾隨功能
/16 )
1 30mm
• 藍芽低功耗4.0規格
(3
• 操作距離: 50米
• 感應距離: 50米 (可設定自動感應開門下的感應距離)
• 操作溫度: 14º~104ºF (-10º to + 40ºC)
• 繼電器接點最大承受電流5A
• 長開功能: 若選擇開啟長開功能，按壓E按鈕數秒，則門可保持長開。
• LED 燈:
o 藍燈 (有藍牙訊號) o 綠燈(不上鎖狀態)
o 紅燈(管理者重新開啟電源，重設帳戶時)
• 蜂鳴器: 開門時間逾時有蜂鳴器警報提醒
• 1 位管理者(預設密碼為12345)，196位使用者
• 若要重設管理者帳戶，將電源重新開啟後，在30秒內輸入預設密碼12345登入系統。
此時LED為紅燈。按下"登錄我的手機"，管理者帳戶即完成重設或變更。
註: 若要跳過30秒的等待時間，可按下外出開關按鈕，LED燈號會從紅色變成藍色。
手機開門方式
• 手動開門: 註冊完成後，按下App首頁的E按鈕可解鎖開門。
• 自動開門: 註冊完成後，設定自動感應距離(0~50米)，之後按下App首頁
的AUTO按鈕開啟自動感應功能。不需手持手機開門。

步驟1: 管理者透過Apple Store 或是Google
(692 3/4
.5m ”
m)

管理者
下載 E1196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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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後，前往控制器前註冊手機。

步驟4: 使用者即可用手機開門，或變更使用

E-Access E1196
藍牙門禁控制器

©

使用者
下載 E1196 App
使用者人數: 196

PWR

NO

紅色

黑色

綠色

白色

黃色

紫色

咖啡

藍色

灰色

外出開關接點

NC

碼(最多196位)。

者密碼。

24 VDC (最大)
電源輸入

SEN

步驟2: 在App內新增使用者帳戶和密
步驟3: 告知使用者帳戶和密碼，使用者下載

4
(111/2”
4m
m)

接線說明:

EXIT

Play商店免費下載E1196 App。並在
控制器前註冊帳戶和密碼。

注意: 藍牙訊號傳輸距離為0至50米。管理者/使用者需在最靠近的
E1196控制器前註冊手機。一旦註冊完成，管理者/使用者即可用手機
開門，管理者並可開始設定其他功能。

註冊說明

管理者

使用者

步驟 1

下載E1196 App。

步驟 2

打開App，在App首頁上點擊手機裝置名稱， 打開App，在App首頁上點擊手機裝置名稱
自下拉選單中選擇最靠近的藍牙門禁控制器。 ，自下拉選單中選擇最靠近的藍牙門禁控制器。

步驟 3

輸入個人名稱和密碼(預設12345)登入。

輸入管理者所給帳戶名稱和密碼登入。

步驟 4

點擊"登錄我的手機"完成註冊，即成為管
理者。

點擊"登錄我的手機" 完成註冊。

下載E1196 App。

門位訊號

PSU
Jumper

使用Jumper停用門位訊號功能(預設)

Compatibility:
相容性:

(電源線不分正負極)
電鎖1
(斷電開門型)

掃描QR-code 即可下載E1196 App 或是透過網路搜
尋“E-Access E1196” 下載E1196 App

電鎖2
(送電開門型)

適用iOS
Requires iOS
8.1 and9.0以上版本
up to the latest 9.3.1
接續子
如何用接續端子接電線?
把電線插入接續端子確定線材放置到孔內底部，以鉗子壓平接續子前端。

下載E1196 App

適用Android
Requires Android
4.4 and4.4以上版本
up to the latest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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