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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操作手册再版说明 
 

为了更加方便指引 SOYAL 产品的新用户对 SOYAL 产品进行测

试、使用，特由我公司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进行整理、汇总、改编

并出版了本操作手册，希望借此手册能够您及您的公司带来方便，

同时也感谢您和您公司选择了 SOYAL 产品，非常感谢！ 

撰稿人：郑春生 

                                     --郑春生  致 

                 MSN：zhengchunsheng78@hotmail.com 

                 手机：138 188 78386   021-22818311 

Q Q：496785659   http://www.idoor365.com 

中国门客论坛暨在线客服系统 

 

 

目录索引 

 

SOYAL AR-721HBR/AR-721HDR 键盘型三合一门禁机 

SOYAL AR-727HBR/AR-727HDR 液晶型三合一门禁机 

SOYAL AR-829EBR/AR-829EDR 考勤门禁一体机 

SOYAL AR-716EV3 十六门 485 型门禁控制器 

SOYAL AR-716Ei 十六门 TCPIP 网络型门禁控制器 

系统调试时的重点排查及重点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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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HBR/721HDR 初次投入使用的操作流程 

 
第一步、软件安装 
安装 701ServerSetup.exe 和 701ClientSetup.exe，安装完成后电脑系统会自动提示重

新启动计算机，701Server 会默认设置为随计算机自动运行，可以在桌面屏幕或下角的

状态栏中看到“S”图标。 

 
注：701Server 和 701Client 这个两个软件可以在随产品附送的光盘中找到，或到我

们的 FTP 站点下载：  FTP://soyal.vicp.net ，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下载  ： 
http://www.soyalchina.com  http://www.kio365.com 。 

 
第二步、硬件安装 
1、721HV3 的 485 通讯为二芯线插头接插座 CN4 上，绿线和蓝线分别为（485-）

和（485+）； 
2、721HV3 可以直接接电脑：485 通讯线可以直接接 701CM（232 转 485 通讯转换

器）的绿线和蓝线，再通过 COM 口进入电脑，达到数据的传输； 
3、721HV3 中的八芯线插头，接入插座 CN1，红线和黑线接 DC12V 电源正、负极

（接线情况可以参考 721HV3 的硬件说明书）； 
4、721HV3 还可以通过 716EV2 控制器连入电脑，485 通讯线细蓝、细绿连入控制

器的 CH1 或是 CH2 端口，再由控制器的 HOST－、HOST+连入电脑； 
5、701CM 和 721HV3 都通电后，使用 701Server 和 701Client 进行相应的设置。 
注：在进行软件设置前，先确认一下 721HV3 的站号（可以参考 721HV3 的产品说

明书）；并且做好绝缘工作后，再进行通电，以免发生短路，造成设备的损坏。 
 
第三步、软件介绍 
SOYAL 门禁管理系统软件共有两个部分组成，分别为 701Server 和 701Client。其

中 701Server 软件负责电脑与 716EV2 控制器的通信以及系统硬件的相关设置，如：通

信端口设定、资料自动收集、控制器参数设定、连线状态检查等；701Client 软件为门

禁、考勤数据的日常查询操作，如门组管制、时段管制、历史记录查询、用户资料设定、

日报表、月报表、统计报表等。 

注：在运行 701Client 软件时必须先运行 701Server 软件。 

 
第四步、701Server 软体操作 

701Server 软件一般被默认设置为随计算机的启动而自动运行，运行后自动缩略成

电脑屏幕右下角状态栏中的一个小图标 。可以双击屏幕右下角状态栏中的 图

标或者点击“开始”→“程序”→“Soyal Software”→“701Server”，运行后会弹

出一个“LOGIN”的对话框，要求输入登录名称和通行密码，系统初始默认的登录名称

和通行密码均为小写的“supervisor”（supervisor 为初始密码，可以自行更改），然后

点“登录”即可进入 701Server 的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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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701Server 界面后，可以看到一行工具栏，此工具栏为 701Server 的功能快捷

按钮。 

 

1、点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通讯埠设定”的对话框，这里选中 AR-701CM
转换器所接入电脑的串口号，一般为 COM1 或 COM2，勾选“主动查询控制器讯息”，

并且设定查询间隔，建议设为 200ms~300ms，然后点“确定”回到 701Server 主窗口。 

 

2、点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选出要查询讯息的站号”的对话框，勾选控

制器站号以及通过下拉式菜单选择控制器类型 721H/757HV3，无需勾选 IP 地址及输入

Port 值，点“确定”会到 701Server 主窗口。（注意在勾选控制器站号时，根据实际连接

的设备来勾选站号，不可多选，否则会影响数据的查询速度）。 

 

3、点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控制器连线状况”的对话框，在此对话框里

可以查询控制器与电脑的连接情况，绿色 Y 表示设备连接正常，红色 X 则表示设备未

连通。（以上连接正常时，状态栏中的“S”则会不停的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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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701Client 软体操作 

在桌面上双击 701Client 快捷图标 ，或者点击“开始”→“程序”→ “Soyal 
Software”→“701Client”，然后输入登录名称和通行密码（都是小写的 supervisor）进

入 701Client 的主窗口。 

 
进入 701Client 界面后，可以看到一行工具栏，此工具栏为功能快捷按钮。 

 
1、我们需要把控制器的时间与电脑的时间调成一致，以便通讯资料能够即时上传，

点击工具栏上 按钮进入“将资料下载到控制器”对话框，勾选相应的控制器站号，

这里同样不可多选；然后在本对话框内点击“时间”按钮，当目前进度状态条显示 100
％时便表示下载完成，点“离开”回到 701Client 主窗口。 

 
此时在门禁机上刷卡，可以在 701Client 的当日讯息档中看到一条记录，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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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卡片以及该卡片的 WG 组码和 WG 卡码，表明整套设备连线及通讯正常。 

2、注册一张卡片到 721HV3 控制器中，点击工具栏 按钮进入“卡片资料设定”

对话框： 

 
（1）在用户位址栏上选择 1，SOYAL 卡机采用的方法是在固定的物理地址上登记持

卡人的卡号等数据； 

（2）“锁定”需勾选，这样在卡片资料编辑时以防有其他刷卡记录上传引起该编辑

窗口抖动； 

（3）自动载入卡 ID：勾选此项，当在控制器下的卡机上刷卡时，便自动载入该卡

片的 ID 号，这时用户位址会自动跳到 2（也就是自动跳到下一位），退回到用户位址 1

时便可以在卡 ID 栏上看到刚刚载入的卡片 ID 码，在 ID 码后面选择该卡片的进出模式，

通过下拉式菜单选择读卡即可，最后点击“保存”按钮，再点击“下载”按钮（此按钮

为单张卡片的下载），这样一张卡片就已经注册完成。至于“卡片资料设定”对话框里

的其他功能（如时段、等级、通行门组等等）在以后的应用流程里会做详细介绍。 

注：在下载卡片的时候建议退出卡片编辑界面，点击 701Client 工具栏上的“下载”

按钮，进入“将资料下载至控制器”对话框，通过点击“卡片”按钮进行卡片的下载；

为防止在操作中遗忘了部分人员卡片资料的下载，我们在离开卡片资料编辑窗口时需要

到 中进行全面的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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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上的设置就可以使用注册过的卡片正常进出了，此时在 721HV3 上刷卡，可

以看到 701Client 的今日讯息档中显示正常进出。 
注：门禁机应稍微远离显示器；卡机之间的间隔要大于各自的感应距离以防相互干

扰。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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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HBR/727HDR 初次投入使用的操作流程 
 

第一步、软件安装 
安装 701ServerSetup.exe 和 701ClientSetup.exe，安装完成后电脑系统会自动提示重

新启动计算机，701Server 会默认设置为随计算机自动运行，可以在桌面屏幕或下角的

状态栏中看到“S”图标。 

 
注：701Server 和 701Client 这个两个软件可以在随产品附送的光盘中找到，或到我

们 的 FTP 站 点 下 载 ： ftp://soyal.vicp.net ， 也 可 以 到 我 们 的 网 站 上 下 载 ： 
http://www.soyalchina.com  http://www.kio365.com 。 
 

第二步、安装硬件 
1、727HV3 的 485 通讯为七芯线插头接插座 CN1 上，粗绿和粗蓝分别为（485-）

和（485+）； 
2、727HV3 可以直接接电脑：485 通讯线可以直接接 701CM（232 转 485 通讯转换

器）的绿线和蓝线，再通过 COM 口进入电脑，达到数据的传输； 
3、727HV3 中的八芯线插头，接入插座 CN3，红线和黑线接电源正、负极（接线

情况可以参考 727HV3 的硬件说明书）； 
4、727HV3 还可以通过 716E 控制器连入电脑，485 通讯线连入控制器的 CH1 或是

CH2 端口，再由控制器的 HOST-、HOST+连入电脑； 
5、701CM 和 727HV3 都通电后，使用 701Server 和 701Client 进行相应的设置。 
注：在进行软件设置前，先确认一下 727HV3 的站号（可以参考 727HV3 的产品说

明书）；并且做好绝缘工作后，再行通电，以免发生短路，造成设备的损坏。 
 

第三步、软件介绍 
SOYAL 门禁管理系统软件共有两个部分组成，分别为 701Server 和 701Client。其

中 701Server 软件负责电脑与 716EV2 控制器的通信以及系统硬件的相关设置，如：通

信端口设定、资料自动收集、控制器参数设定、连线状态检查等；701Client 软件为门

禁、考勤数据的日常查询操作，如门组管制、时段管制、历史记录查询、用户资料设定、

日报表、月报表、统计报表等。 

注：在运行 701Client 软件时必须先运行 701Server 软件。 

 
第四步、701Server 软件操作 

701Server 软件一般被默认设置为随计算机的启动而自动运行，运行后自动缩略成

电脑屏幕右下角状态栏中的一个小图标 。可以双击屏幕右下角状态栏中的“S”图标

或者点击“开始”→“程序”→“Soyal Software”→“701Server”，运行后会弹出

一个“LOGIN”的对话框，要求输入登录名称和通行密码，系统初始默认的登录名称和

通行密码均为小写的“supervisor”（supervisor 为初始密码，可以自行更改），然后点

“登录”即可进入 701Server 的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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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701Client 界面后，同样可以看到一行工具栏，此工具栏为功能快捷按钮。 

 

1、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通讯埠设定”的对话框，这里选中 AR-701CM
转换器所接入电脑的串口号，一般为 COM1 或 COM2，勾选“主动查询控制器讯息”，

并且设定查询间隔，建议设为 200ms~300ms，然后点“确定”回到 701Server 主窗口。 

 

2、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选出要查询讯息的站号”的对话框，勾选控

制器站号以及通过下拉式菜单选择控制器类型 727H/747HV3，无需勾选 IP 地址及输入

Port 值，点“确定”会到 701Server 主窗口。（注意在勾选控制器站号时，根据实际连接

的设备来勾选站号，不可多选，否则会影响数据的查询速度）。 

 

3、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控制器连线状况”的对话框，在此对话框

里可以查询控制器与电脑的连接情况，绿色 Y 表示设备连接正常，红色 X 则表示设备

未连通。（以上连接正常时，状态栏中的“S”则会不停的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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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701Client 软体操作 

在桌面上双击 701Client 快捷图标 ，或者点击“开始”→“程序”→ “Soyal 

Software”→“701Client”，然后输入登录名称和通行密码（都是小写的 soyal 或 supervisor）
进入 701Client 的主窗口。 

 
进入 701Client 界面后，同样可以看到一行工具栏，此工具栏为功能快捷按钮。 

 
1、我们需要把控制器的时间与电脑的时间调成一致，以便通讯资料能够即时上传，

点击工具栏上 按钮进入“将资料下载到控制器”对话框，勾选相应的控制器站号这

里同样不可多选，然后再点击“时间”按钮，目前进度状态条显示 100％时便表示下载

完成，点“离开”回到 701Client 主窗口。 

 
此时在门禁机上刷卡，可以在 701Client 的当日讯息档中看到一条记录，显示为：

无效卡片以及该卡片的 WG 组码和 WG 卡码，表明整套设备连线及通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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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一张卡片到控制器中，点击工具栏 按钮进入“卡片资料设定”对话框： 

 
（1）在用户位址栏上选择 1，SOYAL 卡机采用的方法是在固定的物理地址上登记持

卡人的卡号等数据； 

（2）“锁定”需勾选，这样在卡片资料编辑时以防有其他刷卡记录上传引起该编辑

窗口抖动； 

（3）自动载入卡 ID：勾选此项，当在控制器下的卡机上刷卡时，便自动载入该卡

片的 ID 号，这时用户位址会自动跳到 2（也就是自动跳到下一位），退回到用户位址 1

时便可以在卡 ID 栏上看到刚刚载入的卡片 ID 码，在 ID 码后面选择该卡片的进出模式，

通过下拉式菜单选择读卡即可，最后点击“保存”按钮，再点击“下载”按钮（此按钮

为单张卡片的下载），这样一张卡片就已经注册完成。至于“卡片资料设定”对话框里

的其他功能（如时段、等级、通行门组等等）在以后的应用流程里会做详细介绍。 

注：在下载卡片的时候建议退出卡片编辑界面，点击 701Client 工具栏上的“下载”

按钮，进入“将资料下载至控制器”对话框，通过点击“卡片”按钮进行卡片的下载；

为防止在操作中遗忘了部分人员卡片资料的下载，我们在离开卡片资料编辑窗口时需要

到 中进行全面的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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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上的设置就可以使用注册过的卡片正常进出了，此时在 727HV3 上刷卡，可

以看到 701Client 的讯息档中显示正常进出。 
注：门禁机应稍微远离显示器；卡机之间的间隔要大于各自的感应距离以防相互干

扰。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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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EBR/829EDR 初次投入使用的操作流程 
 

第一步:软件安装 

安装 701ServerSetup.exe 和 701ClientSetup.exe，安装完成后电脑系统会自动提示重

新启动计算机，701Server 会默认设置为随计算机自动运行，可以在桌面屏幕或下角的

状态栏中看到“S”图标。 

 

注：701Server、701Client 这两个软件可以在随产品附送的光盘中找到，或到我们

的 FTP 站点下 载 ： FTP://soyal.vicp.net ， 也 可 以 到 我 们 的 网 站 上 下 载 ：

http://www.soyalchina.com   http://www.kio365.com 。 
 
第二步、硬件安装 
1、打开 829E 设备的后盖，插上后备电池； 
2、根据说明书的指示，829E 的 485 通讯线为粗蓝（485+）、粗绿（485-），与 701CM

的对应颜色连接； 
3、根据说明书的指示，829E 的 DC12V 直流电源线为粗红（正极）和粗黑（负极）；

当然也要给 701CM 通上 DC12V 的直流电源； 
4、通电后，先确认一下 829E 的站号，请参考 829E 的产品说明书； 
5、关于 829E 的 LCD 屏幕操作语言，请参考 829E 的说明书进行操作； 
6、请注意做好连接线的绝缘工作，防止短路，造成设备损坏。 
 
第三步，软件介绍 
SOYAL 门禁管理系统软件共有两个部分组成，分别为 701Server 和 701Client。其

中 701Server 软件负责电脑与 716EV2 控制器的通信以及系统硬件的相关设置，如：通

信端口设定、资料自动收集、控制器参数设定、连线状态检查等；701Client 软件为门

禁、考勤数据的日常查询操作，如门组管制、时段管制、历史记录查询、用户资料设定、

日报表、月报表、统计报表等。 

注：在运行 701Client 软件时必须先运行 701Server 软件。 

 
第四步、Server 软体操作 

701Server 软件一般被默认设置为随计算机的启动而自动运行，运行后自动缩略成

电脑屏幕右下角状态栏中的一个小图标 。可以双击屏幕右下角状态栏中的“S”图

标或者点击“开始”→“程序”→“Soyal Software”→“701Server”，运行后会弹

出一个“LOGIN”的对话框，要求输入登录名称和通行密码，系统初始默认的登录名称

和通行密码均为小写的“supervisor”（supervisor 为初始密码，可以自行更改），然后

点“登录”即可进入 701Server 的主窗口。 

 
进入 701Server 界面后，可以看到一行工具栏，此工具栏为功能快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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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通讯埠设定”的对话框，这里点 701CM 转

换器所接入电脑串口号，一般为 COM1 或 COM2，勾选“主动查询控制器讯息”，并且

设定查询间隔时间，建议设为 200ms~300ms，然后点击“确定”回到 701Server 主窗口。 

 

2、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选出要查询讯息的站号”的对话框，勾选控

制器站号以及通过下拉式菜单选择控制器类型 829EV3，无需勾选 IP 地址及输入 Port 值，

点击“确定”回到 701Server 主窗口。（注：在勾选控制器站号时，根据实际连接的设备

来勾选站号，不可多选，否则会影响数据的查询速度） 

 

3、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控制器连线状况”的对话框，在此对话框里

可以查询控制器与电脑的连接情况，绿色 Y 表示设备连接正常，红色 X 则表示设备未

连通（以上连接正常时，电脑屏幕右下角的状态栏中的“S”图标则会不停的闪烁）。 

 
 

第五步、Client 软体操作 

在桌面上双击 701Client 快捷图标 ，或者点击“开始”→“程序”→ “Soyal 
Software”→“701Client”，然后输入登录名称和通行密码（都是小写的 supervisor）进

入 701Client 的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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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Client 界面后，可以看到一行工具栏，此工具栏为功能快捷按钮。 

 
1、我们需要把控制器的时间与电脑的时间一致，以便通讯资料能够即时上传，点

击工具栏上 按钮进入“将资料下载到控制器”对话框，勾选相应的控制器站号这里

同样不可多选，然后再点击“时间”按钮，当目前进度状态条显示为 100％时，便表示

已下载完成，点击“离开”回到 701Client 主窗口。 

 
此时在门禁机上刷卡，可以在 701Client 的当日讯息档中看到一条记录，显示为：

无效卡片以及该卡片的 WG 组码和 WG 卡码，表明整套设备连线及通讯正常。 

 2、注册一张卡片到 829E 控制器中，点击工具栏 按钮进入“卡片资料设定”对

话框： 

 
（1）在用户位址栏上选择 1，SOYAL 卡机采用的方法是在固定的物理地址上登记持

卡人的卡号等数据； 

（2）“锁定”需勾选，这样在卡片资料编辑时以防有其他刷卡记录上传引起该编辑

窗口抖动； 

（3）自动载入卡 ID：勾选此项，当在控制器下的卡机上刷卡时，便自动载入该卡

片的 ID 号，这时用户位址会自动跳到 2（也就是自动跳到下一位），退回到用户位址 1

时便可以在卡 ID 栏上看到刚刚载入的卡片 ID 码，在 ID 码后面选择该卡片的进出模式，

通过下拉式菜单选择读卡即可，最后点击“保存”按钮，再点击“下载”按钮（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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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张卡片的下载），这样一张卡片就已经注册完成。至于“卡片资料设定”对话框里

的其他功能（如时段、等级、通行门组等等）在以后的应用流程里会做详细介绍。 

注：在下载卡片的时候建议退出卡片编辑界面，点击 701Client 工具栏上的“下载”

按钮，进入“将资料下载至控制器”对话框，通过点击“卡片”按钮进行卡片的下载；

为防止在操作中遗忘了部分人员卡片资料的下载，我们在离开卡片资料编辑窗口时需要

到 中进行全面的下载。 

 
经过以上的设置就可以使用注册过的卡片正常进出了，此时在 829E 上刷卡，可以

看到 701Client 的讯息档中显示正常进出。 
注：门禁机应稍微远离显示器；卡机之间的间隔要大于各自的感应距离以防相互干

扰。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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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EV3 门禁控制器初次投入时的操作流程 

 

第一步、软件安装 

安装 701ServerSetup.exe 和 701ClientSetup.exe，安装完成后电脑系统会自动提

示启动计算机，701Server 被默认设置为随计算机启动而自动运行，可以在桌面屏幕右

下角的状态栏中看到 图标。 

 
注：701Server 和 701Client 这个两个软件可以在随产品附送的光盘中找到，或到

我们的 FTP 站点下载： FTP://soyal.vicp.net ，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下载

http://www.soyalchina.com  http://www.kio365.com 。 

 

第二步、硬件安装 

1、检查 716EV2 设备的本身设置：JP2、JP3、JP4、JP5 的跳线必须跳到 485 状态上；

J5 必须跳到 Run 上；716EV2 的地址码设定可以参考 716EV2 的产品说明书；再检查一下

控制器的后备电容电池有没有插好。 

2、716EV2 向上的 485 通讯接口为 HOST－（绿色为 485－）、HOST＋（蓝色为 485＋），

用于连接 485 通讯转换器（AR-701CM）接入电脑的串口。 

3、716EV2 向下通讯分为两组 485 通讯，分别为 CH1 和 CH2 两组卡机接线柱，每组

接线柱可以连接 8 台卡机。即：CH1 中可以连接的卡机站号为 001～008；CH2 中可以连

接的卡机站号为 009～016；716EV2 设备下端根据所连接的前端门禁机的型号不同，其

站号的设定也不同，具体的站号设置请参考相关产品的说明书。 

4、在使用 716EV2 设备之前最好先初始化一下硬件设备存储资料，初始化方法：先

拔开 716EV2 设备的后备电池、把 J5 处的跳线改成 Clear 状态，等待 5秒钟后，再把 J5

处的跳线恢复原始位址 Run，并把后备电池插好。 

5、两个 VIN 接线柱是用于连接直流电源的，716EV2 控制器可以自适应 DC9－24V，

建议使用 DC15V 比较好，VIN 接线柱的两个接线点可不分正负极。 

6、AR-701CM 通讯转换器的电源（红＋、黑－）可以为 DC9～24V，建议单独使用电

源。 

注：这里所有的操作都应该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进行；必须在系统通讯线、电源线

连接完毕后，并做好了绝缘工作后，再行通电，以免发生短路，造成设备损坏。 

 

第三步、软件介绍 

SOYAL 门禁管理系统软件共有两个部分组成，分别为 701Server 和 701Client。其

中 701Server 软件负责电脑与 716EV2 控制器的通信以及系统硬件的相关设置，如：通

信端口设定、资料自动收集、控制器参数设定、连线状态检查等；701Client 软件为门

禁、考勤数据的日常查询操作，如门组管制、时段管制、历史记录查询、用户资料设定、

日报表、月报表、统计报表等。 

注：在运行 701Client 软件时必须先运行 701Server 软件。 

 

第四步、701Server 软件操作 

701Server 软件一般被默认设置为随计算机的启动而自动运行，运行后自动缩略成

电脑屏幕右下角状态栏中的一个小图标 。可以双击屏幕右下角状态栏中的“S”图

标或者点击“开始”→“程序”→“Soyal Software”→“701Server”，运行后会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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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LOGIN”的对话框，要求输入登录名称和通行密码，系统初始默认的登录名称

和通行密码均为小写的“supervisor”（ supervisor 为初始密码，可以自行更改），然

后点“登录”即可进入 701Server 的主窗口。（新版为 supervisor）。 

 

进入 701Server 界面后，可以看到一行工具栏，此工具栏为 701Server 的功能快捷

按钮。 

    

1、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通讯埠设定”的对话框，在这里选中 AR-701CM

通讯转换器所接驳的电脑串口号，一般为 COM1 或 COM2；勾选“主动查询控制器讯息”，

并且设定查询间隔，建议设为 200ms~300ms，然后点“确定”回到 701Server 主窗口。 

 

2、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选出要查询讯息的站号”对话框，勾选控

制器站号以及通过下拉式菜单选择控制器类型 716EV3/EI（升级关系，型号以此为据），

无需勾选 IP 地址及输入 Port 值，点击“确定”回到 701Server 主窗口。 

 

注：在勾选控制器站号时，根据实际连接的设备来勾选站号及登记型号，不可多选，

否则会影响通讯迟钝、缓慢等。 

3、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一个“701E Parameter”的对话框，输入控

制器的站号（若在不知道控制器站号的情况下，可以输入“255”来读取控制器的设定

资料），点击“读取”按钮进入“连线读卡机”标签页；然后勾选控制器下卡机的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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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没有连接的卡机站号，否则会造成资料读取缓慢。 

 

 

        4、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控制器连线状况”的对话框，在此对

话框里可以查询到控制器与电脑的连接情况，绿色 Y表示设备连接正常，红色 X则

表示设备未连通（以上连接正常时，电脑屏幕右下角的状态栏中的“S”则会不停

的闪烁）。 

 
亦可以在 716EV2 的设备上，根据指示灯的闪烁情况来确定设备连接正常与否，当

电脑和控制器连通时 Host 的 RX、TX 指示灯在不停的闪烁；卡机与控制器的连接正常可

以根据 ch1、ch2 的 RX，TX 指示灯的闪烁来确认。 

 

第五步、701Client 软件设定 

在桌面上双击 701Client 快捷图标，或者点击“开始”→“程序”→ “Soyal Software”

→“701Client”，然后输入登录名称和通行密码（都是小写的supervisor）进入701Client

的主窗口。 

注：运行 701Client 前必须确认 701Server 软件已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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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701Client 界面后，同样可以看到一行工具栏，此工具栏为功能快捷按钮。 

    

1、我们需要把控制器的时间与电脑的时间调成一致，以便通讯资料能够即时上传，点

击工具栏上 按钮进入“将资料下载到控制器”对话框，勾选相应的控制器站号，

在这里同样不可多选；然后在本对话框内点击“时间”按钮，当目前进度状态条提示为

100％时，便表示已下载完成，点击“离开”回到 701Client 主窗口。 

 

此时在门禁机上刷卡，可以在 701Client 的当日讯息档中看到一条记录，显示为：

无效卡片以及该卡片的 WG 组码和 WG 卡码，表明整套设备连线及通讯正常。 

2、注册一张卡片到控制器中，点击工具栏 按钮进入“卡片资料设定”对话框： 

 
（1）在用户位址栏上选择 1，SOYAL 卡机采用的方法是在固定的物理地址上登记持

卡人的卡号等数据； 

（2）“锁定”需勾选，这样在卡片资料编辑时以防有其他刷卡记录上传引起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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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抖动； 

（3）自动载入卡 ID：勾选此项，当在控制器下的卡机上刷卡时，便自动载入该卡

片的 ID 号，这时用户位址会自动跳到 2（也就是自动跳到下一位），退回到用户位址 1

时便可以在卡 ID 栏上看到刚刚载入的卡片 ID 码，在 ID 码后面选择该卡片的进出模式，

通过下拉式菜单选择读卡即可，最后点击“保存”按钮，再点击“下载”按钮（此按钮

为单张卡片的下载），这样一张卡片就已经注册完成。至于“卡片资料设定”对话框里

的其他功能（如时段、等级、通行门组等等）在以后的应用流程里会做详细介绍。 

注：在下载卡片的时候建议退出卡片编辑界面，点击 701Client 工具栏上的“下载”

按钮，进入“将资料下载至控制器”对话框，通过点击“卡片”按钮进行卡片的下载；

为防止在操作中遗忘了部分人员卡片资料的下载，我们在离开卡片资料编辑窗口时需要

到 中进行全面的下载。 

 
经过以上的设置就可以使用注册过的卡片正常进出了，此时在卡机上刷卡，可以在

701Client 的今日讯息档中显示正常进出。 

注：门禁机应稍微远离显示器；卡机之间的间隔要大于各自的感应距离以防相互干

扰。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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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EI 门禁控制器初次投入使用时的操作流程 

 

第一步:软件安装 

安装 701ServerSetup.exe、701ClientSetup.exe、Soyal RFID Device Tools.exe

三个工具软件，安装完成后会自动重启计算机，701Server 会默认设置为随计算机启动

而自动运行，可以在桌面屏幕右下角的状态栏中看到“S”图标。 

 
注：701Server、701Client、Soyal RFID Device Tools 这三个软件可以在随产品

附送的光盘中找到，或到我们的 FTP 站点下载：FTP://soyal.vicp.net，也可以到我们

的网站上下载：http://www.soyalchina.com  http://www.kio365.com 。 

 

第二步、硬件安装 

1、检查设备的本身设置：JP2、JP3、JP4、JP5 的跳线必须跳到 NET 状态上；J5 必

须跳到 Run 上，以及 716EI 的地址码的设定（可以参考 716EI 的产品说明书）；再检查

一下控制器的后备电池有没有插好以及 727i 通讯模块有没有安装正常。 

2、716EI 控制器上的 RJ-45 接口为向上通讯端口，可以通过局域网络的集线器或交

换机接入局域网，或者通过对等网线直接接入电脑的网卡；向下通讯分为 CH1 和 CH2 两

组卡机接线柱，每组接线柱可以连接 8台卡机。即：CH1 中可以连接的卡机站号为 001～

008；CH2 中可以连接的卡机站号为 009～016。716EI 设备下端根据所连接的前端门禁机

的型号不同，其站号的设定也不同，具体的站号设置请参考相关产品的说明书。 

3、在使用 716EI 是最好先初始化一下硬件设备存储资料：先去掉后备电池、J5 处

的跳线改成 Clear 状态，等待 5秒钟后，再把 J5 处的跳线恢复原始位址 Run，并把后备

电池插好。 

4、我们可以通过硬件设备恢复 727i 的出厂设置：在 727i 模块旁边有一个为“S1”

的按钮（此为复位按钮，可以恢复到出厂状态）,只要按住此按钮一段时间(一般为 5-10

秒)后，727i 便会恢复到出厂时的设置，也就是其出厂 IP 值：192.168.1.127。 

5、两个接线柱 VIN 用于连接直流电源，716EI 控制器可以自适应 DC9－24V，建议

使用 DC15V 比较好，VIN 接线柱的两个孔不分正负极。 

注：这里所有的操作都应该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进行；必须在系统通讯线、电源线

连接完毕后，并做好了绝缘工作后，再行通电，以免发生短路，造成设备损坏。 

 

第三步、软件介绍 

SOYAL 门禁管理系统软件共有两个部分组成，分别为 701Server 和 701Client。其

中 701Server 软件负责电脑与 716EI 控制器的通信以及系统硬件的相关设置，如：通信

端口设定、资料自动收集、控制器参数设定、连线状态检查等；701Client 软件为门禁、

考勤数据的日常查询操作，如门组管制、时段管制、历史记录查询、用户资料设定、日

报表、月报表、统计报表等。NET727 工具软件专为 727i 模块更改 IP 地址的。 

 
第四步、设定 716Ei 的 IP 地址 

更改 727i 模块的 IP 地址（这里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固定的 IP 地址）：首先我们需要

修改管理微机的 IP 地址，让管理微机的 IP 地址跟 727i 出厂 IP 地址（192.168.1.127）

在同一个网段中，如把管理微机的 IP 设置成 192.168.1.111，网关为：255.255.255.0；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DOS 模式下进行 PING 命令，PING 727i 模块的出厂 IP 地址，看能否

PING 通。若能 PING 通，表示通讯正常，此时，打开 NET727 工具软件（注，安装完 Soyal 

RFID Device Tools.exe 工具软件后，会产生 5 个小工具软件，其中有一个为 NET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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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软件）：点击“开始”→“程序”→“Soyal Software”→“NET727”进入 727i 编

辑窗口： 

 
点击“Get”按钮，便会读取到 727i 的出厂值，再根据实际所要给 727I 设定的 IP

地址（预先准备的固定 IP 地址，也就是和管理微机原网段相同的 IP 值）进行更改；同

时建议更改一下网关值以及 TCP PORT 值（一般在局域网内为 1621）其它值可以不用更

改。点击“Write”按钮，把新资料写入到 727i 硬件；完成后即可退出。现在我们的 IP

已经设定完成；最后把管理微机的 IP 地址恢复到修改前的 IP 地址。 

 

第五步、Server 软体操作 

701Server 软件一般被默认设置为随计算机的启动而自动运行，运行后自动缩略成

电脑屏幕右下角状态栏中的一个小图标 。可以双击屏幕右下角状态栏中的“S”图

标或者点击“开始”→“程序”→“Soyal Software”→“701Server”，运行后会弹

出一个“LOGIN”的对话框，要求输入登录名称和通行密码，系统初始默认的登录名称

和通行密码均为小写的“supervisor”（supervisor 为初始密码，可以自行更改），然后

点“登录”即可进入 701Server 的主窗口。 

 
进入 701Server 界面后，可以看到一行工具栏，此工具栏为 701Server 的功能快捷

按钮。 

 

1、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通讯埠设定”的对话框， 因 716EI 是通

过 TCP/IP 协议进行通讯的，所以需要选择“ONLY TCP/IP” ；勾选“主动查询控制器

讯息”，并且设定查询间隔为 200ms（建议设为 200ms~300ms），然后点“确定”回到

701Server 主窗口。 



 24

 

2、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选出要查询讯息的站号”的对话框，勾选

控制器站号“001” 以及通过下拉式菜单选择控制器类型为：“716EV3/EI”（旧版本号

另议），勾选 IP 地址并输入 716EI 设备的 IP 地址（如：192.168.1.111）及 Port 值（一般

局域网为 1621），点击“确定”按钮回到 701Server 主窗口。 
注：在勾选控制器站号时，根据实际连接的设备来勾选站号及登记型号，不可多选，

否则会影响数据的查询速度。 

 

3、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701E Parameter”的对话框，输入控制器

的站号（若在不知道控制器站号的情况下，可以输入“255”来读取控制器的设定资料），

点击“读取”按钮进入“连线读卡机”标签页；然后勾选控制器下卡机的站号，去掉没

有连接的卡机站号，否则会造成资料读取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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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会弹出“控制器连线状况”的对话框，在此对话框

里可以查询控制器与电脑的连接情况，绿色 Y 表示设备连接正常，红色 X 则表示设备

未连通。（以上连接正常时，状态栏中的 图标则会不停的闪烁）。 

 
此时我们的卡机跟控制器，以及控制器与电脑的通讯都是正常的。 

 

第六步、701Client 软体操作 

在桌面上双击 701Client 快捷图标 ，或者点击“开始”→“程序”→ “Soyal 
Software”→“701Client”，然后输入登录名称和通行密码（都为小写的 supervisor）进

入 701Client 的主窗口。 
注：运行 701Client 前必须确认 701Server 软件已经运行。 

 
进入 701Client 界面后，同样可以看到一行工具栏，此工具栏为功能快捷按钮。 

 
1、我们需要把控制器的时间与电脑的时间一致，以便通讯资料能够即时上传，点

击工具栏上 按钮进入“将资料下载到控制器”对话框，勾选相应的控制器站号，在

这里同样不可多选，然后在本对话框内点击“时间”按钮，当目前进度状态条显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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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便表示已下载完成，点击“离开”回到 701Client 主窗口。 

 
此时在门禁机上刷卡，可以在 701Client 的当日讯息档中看到一条记录，显示为：

无效卡片以及该卡片的 WG 组码和 WG 卡码，表明整套设备连线及通讯正常。 

2、注册一张卡片到控制器中，点击工具栏 按钮进入“卡片资料设定”对话框： 

 

（1）在用户位址栏上选择 1，SOYAL 卡机采用的方法是在固定的物理地址上登记持

卡人的卡号等数据； 

（2）“锁定”需勾选，这样在卡片资料编辑时以防有其他刷卡记录上传引起该编辑

窗口抖动； 

（3）自动载入卡 ID：勾选此项，当在控制器下的卡机上刷卡时，便自动载入该卡

片的 ID 号，这时用户位址会自动跳到 2（也就是自动跳到下一位），退回到用户位址 1

时便可以在卡 ID 栏上看到刚刚载入的卡片 ID 码，在 ID 码后面选择该卡片的进出模式，

通过下拉式菜单选择读卡即可，最后点击“保存”按钮，再点击“下载”按钮（此按钮

为单张卡片的下载），这样一张卡片就已经注册完成。至于“卡片资料设定”对话框里

的其他功能（如时段、等级、通行门组等等）在以后的应用流程里会做详细介绍。 

注：在下载卡片的时候建议退出卡片编辑界面，点击 701Client 工具栏上的“下载”

按钮，进入“将资料下载至控制器”对话框，通过点击“卡片”按钮进行卡片的下载；

为防止在操作中遗忘了部分人员卡片资料的下载，我们在离开卡片资料编辑窗口时需要

到 中进行全面的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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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上的设置就可以使用注册过的卡片正常进出了，此时在卡机上刷卡，可以看

到 701Client 的讯息档中显示正常进出的记录信息。 
注：门禁机应稍微远离显示器；卡机之间的间隔要大于各自的感应距离以防相互干

扰。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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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调试时的重点排查及重点提醒 

 

    1、系统参数及检视参数 

设备连接正确后，安装完系统软件后，有时会出现没有刷卡的数据记录上传，这时

根据本手册上文对应的产品操作流程核查后，还是不行的情况，请重点排查一下

701CLIENT 软件中的“检视”==“检视参数”，查核一下是否有选择勾中了一些条件选项； 

再检查一下 701CLIENT 软件中的“设定”==“系统参数”，查核一下是否有选择勾

中了一些条件选项； 

关键是检视参数； 

再检查一下 701CLIENT 软件中的“设定”==“专案设定”，查核一下是否各文件的

路径指定是否有误？ 

 

2、重复安装后的问题 

系统在初次安装或维护阶段时，会出现在没有完全卸载掉旧软件时重复安装的情

况，重复安装软件呢，在默认的安装过程中，路径一般是不会改变的，而有时在重复安

装过程，出现人为手工更改安装路径，就会造成软件运行后，发现没有记录，或其它的

问题。其原因是：SOYAL 软件在安装后，会在注册表中进行登记，若更改了安装目录，

则注册表并不会同时更改，仍然指向老的目录，造成记录看不到。 

 

3、卸载软件的完整步骤 

我的电脑==“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中把 701SERVER、701CLIENT 删除

掉（记住：可以直接通过备份原安装目录 701SERVER 和 701CLIENT 的数据，完成数据备

份工作，新安装的系统，可以采取直接覆盖安装即可，但覆盖安装后，需按流程检查一

下各设置内容，特别是“专案设定”的路径值。） 

通过控制面板卸载后，还需要电脑的注册表中删除一下注册项，具体如下：“开

始”=“运行”=“regedit”=“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OYAL”,把

SOYAL 项删除； 

再检查一下“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OYAL”,是否还在，若还

在，就把本页的 SOYAL 项一起删除； 

然后重启电脑，安装软件。 

 

4、关键提示点 

设备时间必须和管理电脑的时间相同； 

设备型号登记不能错误； 

设备站号必须保证设置正确； 

主动查询确认一下是否打勾选中； 

检查参数、系统参数、专案设定需进行核查； 

也可以进行单台联机排查；等。 

 

 

更多问题可以光临 

http://www.kio365.com Soyal 中国区全自助支援中心 

                http://www.idoor365.com 中国门客论坛暨在线客服系统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