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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注意： 

强烈建议您将密码设置为强密码，包含数字、大写字母、小写字母、特殊字符中至少三种，且字符

不小于 8位。 

 

• 截取的界面图仅当说明示例，各版本界面存在差异，请以实际界面为准。 

• 本公司保留在没有任何通知或者提示的情况下对本手册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但并不确保手

册内容完全没有错误。 

• 由于物理环境等不确定因素，部分数据的实际值可能与手册中提供的参考值存在偏差，如有任

何疑问或争议，请以本公司最终解释为准。 

• 您使用产品过程中，请遵守本手册操作说明。对于未按说明而引起的问题，我司恕不负责，感

谢您的配合。 

本书约定 

1.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页面名、窗口名、菜单名、复选框、单选框，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页面用“>”隔开，如“考勤管理 > 人员排班 > 时间段设置”。 

 

2.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格    式 意    义 

  
警告，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注意，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说明，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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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EZAccess 是一款基于人脸门禁的考勤软件应用程序，可与门禁设备配套使用。支持设备管理、人

员管理、访问控制、考勤管理等多种功能。支持灵活、多样的部署方式，满足中、小型项目中门禁

和考勤的需求。 

2 系统要求 

运行软件的电脑（下文简称 PC）应满足性能要求。具体要求与软件使用方式有关。 

 

规格 要求 

CPU Intel® Core™i5-3470 CPU @3.2GHz (4 CPUs)~3.2GHz以上 

内存 8GB及以上 

硬盘 可用空间20GB及以上 

显示器 1440*900分辨率及以上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7/Windows 10 64位操作系统 

 

 
注意： 

• 安装客户端软件前请先关闭杀毒软件。 

• 客户端软件运行时，会自动设置禁止电脑休眠或睡眠，请不要手动设置电脑休眠或睡眠。 

• 客户端软件运行时，杀毒软件可能会扫描出风险文件，请忽略或添加为信任文件。 

• 客户端软件使用的 MariaDB 数据库默认密码为“AcSoft20”，强烈建议您将密码修改为强密码。 

 

3 登录 

输入用户名及密码，单击<登录>。 

 
说明： 

• 首次登录客户端会弹出创建用户界面，输入待创建的用户名和密码创建用户，强烈建议您使用

强密码。 

• 如果登录时勾选[自动登录]，下次客户端启动时将跳过登录页面，直接使用最近一次登录成功

的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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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界面介绍 

登录成功后跳转至客户端的主界面。主界面由控制面板和一些功能按钮组成。 

1
2 3 4

 

 

序号 描述 

1 首页，包含设备管理、人员管理、访问控制和考勤管理模块。 

2 显示当前登录的用户名。单击可查看用户类型和登录时间。 

3 单击可修改密码或注销。 

4 帮助按钮。单击可查看软件信息和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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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流程 

 

6 设备管理 

客户端软件可以对门禁设备进行管理。添加门禁设备后，可进行访问控制和考勤管理。 

6.1  添加设备 

(1) 在主界面选择[设备管理]，进入设备管理界面。 

(2) 单击左上方的<精确添加>。 

(3) 输入设备名称、设备 IP、端口、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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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添加设备。 

(5) 完成添加后，查看设备在线状态。 

 
说明： 

• 最多可添加 32台设备。 

• 添加设备前请先在设备侧配置固定 IP和默认人脸库，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见设备用户手册。 

7 人员管理 

添加人员，用于考勤管理。 

7.1.1  基本组织 

(1) 在主界面选择[人员管理]，进入人员管理界面。 

(2) 在左侧组织列表中单击 编辑组织名称。 

(3) 若要新建下级组织，单击根组织右侧的 ，输入组织名。组织列表自动更新。可用同样的方

法继续添加下级组织。可单击 删除已添加的组织。最多支持十层组织。 

 
说明： 

• 不能删除或修改根组织。 

• 不能删除包含下级组织的组织。 

单击组织名称，显示该组织下所有人员（包括子组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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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添加人员 

 
说明： 

• 人员总数量不能超过 5000人。单个组织下人员数量不能超过 500人，不包含子组织。 

• 若新增/导入的人员编号在客户端中已经存在，则无法再添加该人员到其他组织中，需删除

已有人员信息。 

• 每人最多上传六张人脸图片，单张图片大小 10KB-512KB之间；宽度小于 1920px且高度小于

1080px；仅支持 jpg格式。 

1. 批量导入 

(1) 在主界面选择[人员管理]，进入人员管理界面。 

(2) 单击<模板下载>，下载默认模板。 

(3) 在下载的模板中，输入需要导入的人员信息。其中人员编号、姓名、证件号为必填项。 

(4) 在左侧组织列表中选择添加人员所属的组织，单击<批量导入>。 

(5) 选择编辑后的文件并单击<确定>。 

(6) 人员列表自动更新，查看导入的人员。 

 
说明： 

单次导入人员数量不能超过 500人。 

2. 单独添加 

(1) 在主界面选择[人员管理]，进入人员管理界面。 

(2) 在左侧组织列表中选择添加人员所属的组织，单击<添加>。 

 

(3) 输入人员信息。其中人员编号、姓名、证件号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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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完成人员添加。 

在左侧组织列表中选择组织，右侧显示该组织下的人员列表。 

3. 批量导图 

(1) 单击<批量导图>。 

(2) 上传 ZIP 压缩包。压缩包中图片命名格式为：部门_人员编号_序号。 

(3) 单击<确定>，即可将人员图片批量导入。 

7.1.3  删除人员 

1. 批量删除 

(1) 在左侧组织列表中点击需要删除人员所属的组织。 

(2) 勾选需要删除人员。 

(3) 单击<删除>。  

(4)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  

2. 单独删除 

(1) 在左侧组织列表中点击需要删除人员所属的组织。 

(2) 单击需要删除的人员操作列下方的 。 

(3)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  

7.1.4  查询人员信息 

在页面上方输入姓名或证件号码，单击<查询>，下方显示查询结果。 

7.1.5  导出人员信息 

可在左侧组织列表中选择对应组织，在右侧单击<导出>导出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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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访问控制 

8.1  门禁权限 

[访问控制>门禁权限] 

为人员设置对应门禁权限，使其获取通行指定门的权限。 

(1) 单击<新增授权>。 

(2) 输入权限组名称，选择门禁设备， 

(3) 单击 。选中的门禁设备被添加到右侧列表中。 

(4) 单击<下一步>。 

 

 

(5) 勾选需要添加该门禁权限的人员，单击 。选中的人员被添加到右侧列表中。 

(6) 单击<确定>。完成后，已选择的人员将会具有所选门禁点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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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好的权限组出现在列表中。单击 可查看授权状态。可单击 或 按钮编辑、删除权

限组。 

8.2  假日管理 

[访问控制>假日管理] 

设置法定假日或指定日期为假日，所设置的有效时间的认证权限高于基本考勤规则的认证权限。当

某人员或部门已设置了基本考勤规则，如周一到周五正常 9:00~17:00 上班，那么周一到周五的上

班时间需执行考勤规则。若该人员或部门又设置了元旦假日计划，该假日包括周一到周五，那么优

先执行假日计划，未设置的时段则按照基本考勤规则执行。 

 

(1) 单击<添加>，输入假日名称、时段。假日名称必须唯一。 

(2) （可选）勾选[按年循环]，每年都将该时间段设置为假日。 

(3) 单击<确定>。 

单击操作栏下的 或 按钮编辑、删除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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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最多可设置 32个假日。 

 

9 考勤管理 

设置考勤制度、人员排班，进行考勤处理及统计操作。 

9.1  考勤制度 

[考勤管理>考勤制度>考勤规则] 

设置考勤规则。 

 

每天开始时间：必须早于当天中午十二点。 

已签到，迟到超过 x 分钟，记为迟到：晚于上班时间 x 分钟之内，考勤状态为正常，x 不超过 120。 

已签退，早退超过 x 分钟，记为早退：早于下班时间 x 分钟之内，考勤状态为正常，x 不超过 120。 

 
说明： 

当前配置的考勤规则只对时间段设置中设置了必须签到/必须签退的人员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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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人员排班 

9.2.1  时间段设置 

[考勤管理>人员排班>时间段设置] 

设置工作时段及有效打卡时间。 

单击 。 

(1) 输入时间段名称。 

(2) 选择上下班时间。当下班时间早于上班时间时，自动+1 天。上/下班时间需在有效签到/签退时

间范围内 。 

(3) 选择有效签到/签退时间：设置上下班的有效打卡时间段，不包括边界值。即设置有效签退时

间为 17:00-18:00，则可签退时间为 17:01-17:59。 

(4) 若不必须签到、签退可去除勾选，有效签到、签退时间设置灰显。 

(5) 单击<保存>。 

单击时间段名称，即可在右侧窗口中修改对应信息。 

 
说明： 

• 设置的所有时间均不可早于考勤制度中设置的每天开始时间，不可晚于次日中午十二点。 

• 有效签到时间范围与有效签退时间范围不可重叠。 

 

9.2.2  班次管理 

[考勤管理>人员排班>班次管理] 

设置班次并选择对应工作时间段。 

单击 ，输入班次名称新增班次。 

单击<选择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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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班次开始的工作日。 

(2) 勾选在时间段设置中设置的时间段，为该时间段设置班次。 

(3) 选择该时间段对应的工作日。可勾选<全部>一键复制到周一到周日。 

(4) 单击<确定>。 

单击<清空>可以清空所有有效时间段。 

9.2.3  排班管理 

[考勤管理>人员排班>排班管理] 

为部门或人员设置班次。 

单击<人员排班>。 

 

(1) 选择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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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选）输入关键字搜索部门。 

(3) 勾选需要排班的部门或人员。已配置班次人员不可重复排班。 

(4) 单击<确定>。 

勾选人员单击上方的<取消排班>或单击人员操作列下的 取消人员排班。 

单击人员操作列下的 可对单个人员进行排班。 

9.3  考勤处理 

9.3.1  请假处理 

[考勤管理>考勤处理>请假处理] 

 

(1) 在组织列表中选择需要请假的人员。 

(2) 单击[请假/出差]。 

(3) 在弹出的请假框中输入请假主类型，请假开始、结束时间等。 

(4) 选择子类型。仅当请假主类型选择<请假>时，显示子类型选择框。 

(5) 单击<确定>。 

单击操作栏下的 或 按钮编辑、删除请假。 

 
说明： 

仅支持事前请假，事后补请假申请会导致考勤异常。 

 

9.3.2  补签处理 

[考勤管理>考勤处理>补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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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员考勤状态异常时（比如缺勤、迟到等），支持手动更正签到或签退记录。补签数据处理后，

考勤状态及异常时长会即时刷新。 

 

(1) 在左侧组织列表中，选择部门或选择人员。 

(2) 选择起止时间，显示所选部门或人员在该时间段内的考勤异常。 

(3) 单击需要处理考勤异常人员操作列下的 （补签到）或 （补签退）。 

(4)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补签时间。 

(5) 单击<确定>。 

 
说明： 

• 补签时间需在设置的有效签到/签退时间范围内。 

• 补签操作不可回退。 

 

9.4  考勤统计 

客户端将每天开始时间至次日中午十二点作为一个考勤日，每日十二点处理并生成前一天考勤数据。 

原始数据：查看起止时间段内所有刷脸识别记录。 

考勤明细：查看起止时间段内考勤明细，显示考勤状态、异常时长等信息。每人每日仅一条记录。 

考勤汇总：查看人员在起止时间段内累计考勤异常时长和明细。 

9.4.1  原始数据 

[考勤管理>考勤统计>原始数据] 

查看起止时间段内所有刷脸识别记录。例如，当日出入门禁共五次，即显示五条记录。 

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搜索查看某部门或人员的信息记录，包括人员编号、姓名、部门、日期、时

间、体温、是否佩戴口罩。 

 

(1) 在组织列表中选择部门或人员。 

(2) 设置考勤起止时间。 

(3) （可选）设置体温范围、是否戴口罩。需要门禁设备支持并配置对应功能。 

(4) 单击<查询>。 

搜索到的人员出现在列表中，可单击<导出>，导出人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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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考勤明细 

[考勤管理>考勤统计>考勤明细] 

查看起止时间段内考勤明细，显示考勤状态、异常时长等信息。每人每日仅一条记录。 

当天的所有原始数据都将在第二天中午 12 点进行处理并生成考勤明细。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搜

索查看某部门或人员的信息记录，包括人员编号、姓名、部门、日期、时间、签到/签退时间等。 

 

9.4.3  考勤汇总 

[考勤管理>考勤统计>考勤汇总] 

查看人员在起止时间段内累计考勤异常时长和明细。例如，每月汇总计算出人员当月累计迟到、早

退、缺勤等时长。 

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搜索查看某部门或人员的信息记录，包括人员编号、姓名、部门、考勤异常、

考勤明细等。 

 

单击考勤明细列下方的 查看该人员考勤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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