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

NetBotz® Rack
Access PX-HID
AP9361

This manual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on the APC Web site
(www.apc.com).
Dieses Handbuch ist in Deutsch auf der APC Webseite
(www.apc.com) verfügbar.
Este manual está disponible en español en la página web de
APC (www.apc.com).
Ce manuel est disponible en français sur le site internet d’APC
(www.apc.com).
Questo manuale è disponibile in italiano sul sito web di APC
(www.apc.com).
本マニュアル＜各国の言語に対応する＞は APC ウェブサ
イト (www.apc.com) からダウンロードできます。
Instrukcja obslugi w jezyku polskim jest dostepna na stronie
internetowej APC (www.apc.com).
Дан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доступно на
сайте APC (www.apc.com )
Este manual está disponível em português no site da APC
(www.apc.com).
Bu kullanim klavuzunun Türkçesi APC web sayfasinda
(www.apc.com) mevcuttur.
在 APC 公司的网站上 (www.apc.com) 有本手册的中文版。

基本信息
产品清单
数量
2

项目
HID 26 位标准门禁卡

通过 NetBotz 500 认证
本产品已获得认证，可与 APC NetBotz 500 装置
配合使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Botz 500
随附的说明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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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门禁卡
Web 界面
1. 通过 Web 界面登录。单击 Rack Access
（机架门禁）选项卡。
2. 在左侧导航菜单选项中选择 Door Properties
（门属性），选择卡类型，然后注销。支持
下列类型的卡：
H10301 - Standard 26 bit （标准 26 位）
（默认设置）：带 26 位卡 ID 编号和设施
代码的门禁卡。机架门禁 PX-HID 随附有
两张标准 26 位卡。
H10302 - 37 bit w/o facility code（37 位，
无设施代码）：带 37 位卡 ID 编号但无设
施代码的门禁卡。
H10304 - 37 bit w/ facility code （37 位，
带设施代码）：带 37 位卡 ID 编号和设施
代码的门禁卡。
Corporate 1000：带 35 位卡 ID 编号和唯
一公司 ID 代码的门禁卡。
3. 关闭并锁定机柜门。将门禁卡放在机架门
禁 PX-HID 锁的前方，直至听到蜂鸣声。
4. 通过 Web 界面登录。单击 Rack Access
（机架门禁）选项卡。
5. 选择左侧导航菜单项目中的 User Access
（用户权限）>Configuration（配置）。单
击 Web 页 中 "Unregistered Users"（未 注 册
用户）部分的卡 ID 编号。
6. 输入卡用户的姓名和联系信息。
7. 启用卡用户的帐户权限。如果要暂时拒绝
用户访问而不删除卡用户，只需禁用此选
项即可。
8. 指定配置的门禁卡将打开的门：Front（前
门）、Back（后门）或 Both（前、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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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 置 卡 用 户 每 周 可 以 进 行 访 问 的 日 期 和
时间段。
a. 要启用用户在某天内访问，请勾选该日
期旁的复选框。
b. 要指定所选日期内可以使用卡开启机架
的时间段，请输入时段的开始和结束时
间的小时和分钟数。有效时间是 00:00 至
23:59。
10. 单击 Register User（注册用户）应用卡的
配置设置。
控制台
1. 通过控制台登录。选择 Device Manager
（设备管理器），然后选择 Door Properties
（门属性）。选择 Card Format（卡类型），
然后输入与门禁卡类型相应的编号。
更多有关所支持的卡类型的信
息，请参阅第 2 页的第 2 步。
2. 选择 Accept Changes（接受更改），然后
注销。
3. 将门禁卡放在机架门禁 PX-HID 锁的前方，
直至听到蜂鸣声。
4. 通过控制台登录。选择 Device Manager
（设备管理器），然后选择 Door Properties
（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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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担保
此担保仅适用于购买后遵照手册进行使用的
产品。
担保条款
APC 保证，自购买之日起两年内，其产品不会
出现材料和工艺方面的问题。APC 将对本担保
适用的故障产品提供修理或更换服务。本担保
不适用于因偶然、疏忽或误用所造成的损坏或
以任何方式更改或改装过的产品。故障产品或
部件的修理或更换并不会延长原保修期。根据
本担保所提供的任何部件可能是全新的，也可
能是工厂翻新品。
不可转让担保
本担保只适用于进行过正确产品注册的原始购买
者。产品可通过 APC 网站注册：www.apc.com。
免责条款
若经 APC 测试和检测发现，购买者所声称的缺
陷根本不存在或由购买者或任何第三方误用、
疏忽、安装或测试不当引起，则 APC 不给予保
修服务。如属下列情况，APC 亦不提供保修服
务：未经授权擅自修理或改装、错误或不当电
压或连接、现场操作条件不当、腐蚀性环境、
修 理、安 装 和 打 开 设 备 外 壳、自 然 因 素、火
灾、失窃，或不依照 APC 建议或规格安装或更
改、损坏、移除 APC 序列号的任何情形，或者
进行其它超出使用范围的操作。
对于根据本协议及其相关条款销售、维修或提
供的产品，APC 在法律或相关法规允许的范围
内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对于本产品
用于特殊目的适销性、满意度和适用性，APC
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暗示担保。APC 的明示担保
不应被扩展、缩减或受到责任义务影响，APC
只提供与产品相关的技术或其他建议或服务。
上述的担保和补救措施仅适用于本产品并取代
所有其他担保和补救措施。APC 有违反上述担
保规定的，均构成 APC 的单方责任，应对购
买者予以独占的赔偿。APC 提供的担保仅授予
本产品购买者，任何第三方不得享受本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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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C 及其官员、主管、子公司或员工不对使
用、修理或安装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任何间接
的、特殊结果的或惩罚性的损害负责，不论此
类损害是来自于合同或民事侵权，不论是属于
故障、疏忽或严格责任，或者 APC 是否已预先
被告知损害的可能性。特别地，APC 对任何费
用不承担责任，例如损失利润和收入、设备损
坏、无法使用设备、软件损坏、丢失数据、替
代物的成本、第三方索赔或其它方面的费用。
APC 的任何销售人员、雇员或代理商无权对本
担保进行任何增补或修改。如有必要，仅可由
APC 官员和法律部门以书面形式签署对本担保
条款的修改。
担保索赔
提出担保索赔的客户可以通过 APC 网站的支持
页面 (www.apc.com/support) 访问 APC 客户支持
网络。请从网页顶部的国家选项下拉菜单中选
择您所在的国家/地区。选择 Support（支持）选
项卡以获取您所在地区的客户支持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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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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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责任方明确许可，用户不得
对此单元进行更换和维修，否则
将失去运行此设备的授权。

USA—FCC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A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when the equipment is operated in a
commercial environment.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user manual,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Operation of this equipment in a
residential area is likely to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he user will bear sole responsibility for correcting
such interference.
Canada—ICES

This Class A digital apparatus complies with Canadian
ICES-003.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A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Japan—VCCI

This is a Class A product based on the standard of the
Voluntary Control Council for Interference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VCCI). If this
equipment is used in a domestic environment, radio
disturbance may occur, in which case, the user may be
required to take corrective actions.
この装置は、情報処理装置等電波障害自主規制協
議会（VCCI）の基準
に基づくクラス A 情報技術装置です。この装置
を家庭環境で使用すると、電波
妨害を引き起こすことがあります。この場合に
は、使用者が適切な対策を講ず
るように要求されることがあります。
Taiwan—BSMI

警告使用者 :
這是甲類的資訊產品 , 在居住的
環境中使用時 , 可能會造成射頻
干擾 , 在這種情況下 , 使用者會
被要求採取某些適當的對策。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is is a Class A product. In a domestic
environment, this product may cause radio
interference, in which case the user may be
required to take adequate measures.
European Union
This product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EU Council Directive 89/336/EEC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PC cannot accept responsiblity for any failure to
satisfy the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resulting from
an unapproved modification of the product.
This produc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Class 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according to CISPR 22/European
Standard EN 55022. The limits for Class A
equipment were derived for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interference with license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This is a Class A product. In a domestic
environment, this product may cause radio
interference, in which case the user may be
required to take adequate measures.

APC 全球客户支持
可以通过以下任何方式免费获得本产品或其他任何 APC 产品的客
户支持：
• 访问 APC Web 站点，以获得常见问题 (FAQ) 的解答，访
问 APC 知识库中的文档，并提交客户支持请求。
– www.apc.com （公司总部）
连接到特定国家 / 地区的当地 APC Web 站点，站点中
会提供客户支持信息。
– www.apc.com/support/
包含 FAQ、知识库和 e-support 的全球支持。
• 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联系 APC 客户支持中心。
– 地区支持中心：

–

InfraStruXure Direct
Customer Support Line

(1)(877)537-0607

APC headquarters U.S.,
Canada

(1)(800)800-4272

Latin America

(1)(401)789-5735
(USA)

Europe, Middle East,
Africa

(353)(91)702000
(Ireland)

Australia

(61) (2) 9955 9366

中国

(86) 80 0810 0160

Singapore

(65) 6398 1000

国家 / 地区专属的当地支持中心：有关联系信息，请
访问 www.apc.com/support/contact。

有关如何获取当地客户支持的信息，请与购买 APC 产品处的 APC
代表或其他服务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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