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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

⚫ 注册资金2000万，办公面积2000余平米。

⚫ 公司目前有员工200+人，其中研发人员超过一半。

⚫ 公司所有产品均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截止至2020年8月，申

请的国家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已超过140项。

⚫ 作为研发型企业，硬件产品全量自主设计、自行生产。



20年沉淀

2000年
公司创立，专注工业级串口服务

器、IO模块研发与生产

2015年
业务转型物联网硬件，

组建全新团队

2017年
整合公司旗下康耐德、速

力思、迈斯三大品牌，提

供软硬件一体解决方案

2020年

研发团队80+人
长期在线设备1千万+

深圳市中联创新自控系统有限公司致力于以领先的产品、系统和解决方案，实现高效、可靠、智能的人

员通行管理、设备监控和管理。

2006年
推出迈斯品牌，进入通行

管理及安防领域



自有研发生产能力

⚫ 产品和研发团队来自百度、谷歌、

浪潮等一线研发企业

⚫ 售前和交付团队来自各电信运营商

和华为、中兴

⚫ 项目团队曾参与中国第一批互联网

数据中心的设计和建设

顶尖的核心团队

顶尖的研发团队，自有的生产能力

⚫ 结构、硬件、服务端、客户端的全

链研发能力

⚫ 自研硬件覆盖传感器、采集器和网

关，基于9类芯片平台、Linux和

RTOS两类操作系统

⚫ 自研软件支持公有云及私有化部署

，具有C/S、B/S架构，支持iOS、

安卓客户端及同微信、钉钉等程序

对接

全面的研发能力

⚫ 位于深圳市的自有生产基地

⚫ 月均过万件的产品生产能力

⚫ 焊接、镭雕、总装、烧录、测试、

总装工作全部自主完成

自有的生产基地



企业资质

⚫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双软企业、军用安防产品安全认证、

国家商用密码生产定点单位

⚫ 核心产品自主可控，具有软件著作权和发明专利

⚫ 硬件可靠性经过CNAS、MA权威实验室检测认证

⚫ 产品通过ROHS、CE、FCC、CB、ETL等全球性认证标

准，满足境内外应用需求

⚫ 无论是软件平台还是硬件产品，中联创新在高性能、高

稳定和高可靠方面始终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企业和产品

获得各类嘉奖和认证。

阿里巴巴感

谢信

数据中心优秀

创新奖

ODCC南北向

接口奖
软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商密定点单位

军用安全认证

CE ROH
S

FCC

ETL

CB3C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

软件著作权

专业源于专注 可靠铸就口碑



二、方案介绍



➢软件平台功能



系统简介

⚫ 本系统软件于Linux系统环境下开发，采用了B/S架构。

在软件层面做到了完全的自主可控。

⚫ 门禁主控制器主芯片采用国产ARM架构芯片，整机元器

件国产化率高达97.6%，同样做到了硬件的自主可控。

⚫ 于2019年底正式发布该系统的第一版，至今已有多个落

地项目实际运行验证。

⚫ 基于国产替代的宏观趋势，中联创新于2018年启动了自

主可控通行管理系统的研发，旨在推出自主可控的通行

管理平台和硬件设备。



平台适配性

⚫ 服务器操作系统已适配：

Cent OS

中标麒麟V7.0

银河麒麟V4.0

银河麒麟V10

⚫ 服务器芯片平台已适配：

Intel（X86）

龙芯（MIPS）LS3A4000

飞腾（ARM）FT-1500A

⚫ 采用跨平台的编程语言，适用于X86架构、ARM架构、

MIPS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平台，和基于linux的各类操

作系统



系统架构

• • •

• • •

应 用 层

• • •

核心服务器 备用服务器

门禁控制器 门禁读卡器 周边设备

客户端

服 务 层

设 备 层

模块化

系统更稳定，开发更便利

开放

接口协议丰富，南北向快速与第三方平台对接交互

灵活

多种结构，不同功能应用

客户端



详实的人员信息管理

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可根据实

际需求自主定义不同的人员模板，通

过设置字段和必填字段，满足人员管

理需要。

1、支持直接阅读二代身份证功能；

2、支持EXCEL导入导出功能；

3、支持外接USB摄像头采集照片信息；

4、支持生物特征信息一次采集，全系

统通用



便利的权限配置方式

将人员组授权到对应的区域组，

可一次性完成整个人员组所有人员的

授权工作。极大提高系统操作便利性。

对于更换部门的人员，只需将该

人员移动至新的人员组，系统自动更

新人员出入权限，无需删除后重新添

加人员资料重新授权等操作。



在平台上即可实现设备绑定与管理，快速完成项目配置。

支持对每个门点配置不同的开门方式：刷卡、密码、卡+密码、卡或密码，卡+指纹等等。

支持设置需要的事件和告警，满足平台查询和管理要求。

高效的设备管理设置



远程控制：可以查看和控制门状态，实现远程开门、设置门点常闭或常开

通行数据分析：查看指定时间段内的通行人数、刷卡次数、非法刷卡次数

通行人员信息：查看最后通行人员的照片及关键信息

门事件查询：快速查看门点实时的刷卡和事件记录，或查询某一时间段内的事件记录

一览式的门点信息查询



实用的个性化设置

角色及账号管理

通过创建角色，可以为角色配置不同的查看和编辑权限，适用于不

同人员的系统操作权限管控。

创建账号时，为账号选择角色即可匹配不同的操作权限。

日程表管理

⚫ 授权日程表：通过日程表管理，可以设置具有时间限制的通行

权限，如工作日的上班时段可以刷卡进入，超出该时段后授权

无效。

⚫ 开门模式日程表：可以设置在不同时段采用不同的通行方式，

如工作时间内刷卡即可开门，但下班后需要刷卡并输入密码方

可开门。



➢适配硬件产品



硬件产品介绍——自主可控门禁控制器

⚫ 采用国产主芯片

采用国产ARM架构主芯片（GD32-F107）

自底层驱动开始自主研发

整体硬件国产率达97%

⚫ 系统高效稳定

工业级实时系统，稳定性强

独有算法，极快响应

10万人离线刷卡响应时间<0.2s

⚫ 恶劣环境运行

工作温度-40~85℃，工作湿度5%-95%，耐盐雾腐蚀，可用于沿

海、东三省、新疆等地区

宽电压适用，9-16V电压下可稳定工作

通讯接口

以太网口：10/100M自适应

读卡器接口： 4个，wiegand26/34/66自适应

辅助输入：4路

容量

持卡人数：1万/5万/10万人

历史记录：1万/5万/10万条

自主可控指纹门禁控制器

MAX-GC04NFNK

国产芯片，自主可控



硬件产品介绍——门禁控制器

兼容速力思、迈斯品牌的全套门禁产品，在使用速力思、迈斯门禁控制器的已有项目上可以实现

平滑升级。



硬件产品介绍——门禁读卡器

门禁读卡器分类：

⚫ 金属壳读卡器、塑壳读卡器

⚫ IC卡、ID卡、身份证多模、CPU卡

⚫ 国密系列读卡器

⚫ 指纹读卡器

⚫ 带键盘的读卡器

材质分类 橡胶/磨砂/金属

读卡类型 IC卡/身份证/居住证/CPU卡/密码/指纹

通信接口 RS485/Wiegand34

产品特性

⚫ 端口过流、过压、反接、错接保护

⚫ 9V~16V宽电压正常工作

⚫ 超强抗干扰读卡能力（可安装在金属面板上）

⚫ 13种声光组合提示无法开门原因，便于调试



硬件产品介绍——人脸识别机

人脸识别机特点：

⚫ 国产海思主芯片

⚫ 双目摄像头，支持活体检测，有效防止照片开门，不受眼镜、配饰影响

⚫ 强效图像处理+自动补光，支持零光照识别

⚫ 机器视觉光学宽动态≥80dB，无惧强逆光环境

摄像头
类型： 双目摄像头

通讯接口
韦根： 1个，26/34输出接口

像素： 200万有效像素，1920*1080 网口：
1个，10M/100M自

适应

屏幕 尺寸： 7寸

人脸识别
识别速度： <1s

分辨率： 1024*600 识别距离： 0.5m~2m

工作环境

供电： DC12V/3A，功耗不超过20W 底库大小： 22400张

湿度： 5%~90%（不凝露) 尺寸 123.5mm x 222mm x 19.5mm

温度： -25℃~60℃ 重量 1kg/1.3kg（含闸机支架）



三、系统优势



原生双机热备，保证服务器稳定

活动服务器 备份服务器

客户端电脑

数据实时同步

服务器心跳



⚫ 刷卡快速响应

10万人容量控制器，刷卡响应时间小于0.2s。

⚫ 数据自动同步

在系统中增加、修改、删除信息或设置人员的进出权限，对于在线的控制器，10秒内能正确反映相关修

改；对于网络异常的控制器，在控制器上线时，自动快速的与服务器同步，无需人工干预。门禁系统在下

载信息、上传事件和报警的过程中，不影响门禁功能的正常使用。

⚫ 特权卡功能

分控支持200张特权卡，当分控与主控通讯中断时，分控支持特权卡开门。

⚫ 离线脱机使用

解决网络联网的设备在通讯不稳定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的数据丢失问题，门禁控制器具备脱机使用功能。

当网络通讯正常时，事件记录和告警记录实时主动上传至服务器；当网络中断后，控制器产生的事件记录

和告警记录在控制器本地存储。

⚫ 信息快速上报

在网络畅通时设备底端报警可以在3秒内上传至服务器，并反馈在工作站监控界面上。

可靠的功能设计



独有的主分控+集成式控制器架构

主分控产品组网架构

集成式产品组网架构

⚫ 独有支持主分控架构和集成式控制器架构的门禁系统。

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门数量，提供更为合适的设备方

案。

⚫ 主分控架构适用于多门联动管理，一个主控制器最多可

以接入32个门分控的集中管理，实现多门互锁、反潜回

等功能。每个分控可以接两个读卡器，实现双向刷卡开

门。

⚫ 集成式控制器可以实现2门、4门的管理，并可实现双向

刷卡开门，即同时管理进出权限。



多样的验证开门方式

...

支持多介质的开门方式：

手机

CPU卡

IC卡

NFC

密码

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等生物安全技术



基于日程表的通行管理

上班时间，刷卡即可进出
下班时间自动切换为卡+密码开门，
或指定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开门方式。

白天 09：00 晚上 22：00

办公室



高速的刷卡响应

设备十万人刷卡响应时间小于0.2S



硬件高可靠性



硬件高可靠性

高等级防雷保护 高标准防潮防尘处理

可以用超过30万伏警用电棍直接电击门禁控制器的

电源端口和通讯端口，对产品进行测试。

系统在通电运行时，往门禁控制器电路板上洒水不

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软件高可靠性



高安全



高性能



四、应用案例



平顶山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平顶山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平顶山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600兆瓦超临界机组全厂智能化系统。

平顶山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姚孟电厂，始建于1970年，是华

中电网的主力发电厂。公司总装机容量为2470MW，年发电量约140亿千

瓦时，资产总额63亿元人民币，现有在职员工1200余人。2004年10月15

日，姚电公司与中电国际旗下的其他两个发电公司一起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

市，上市公司名称“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国电力”,

姚电公司从而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1年开始改造厂区

智能化系统，涉及发电值班中心综合安防系统、门禁控制、通道控制、电梯

控制、巡更系统、周界防范、防盗报警、停车场系统、消费系统、访客系统、

会议管理系统、设备监控、考勤系统等15个功能模块，总计设备类型有30

种，设备数量超过2500套，该大型系统一直稳定运行，为企业的高效管理

提供强大支持。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散裂中子源（以下简称CSNS）项目是我国

“十二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大科学装置，CSNS

建设地点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水平村。身安

全联锁门禁系统是人身安全联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要负责辐射工作场所控制区的联锁门管

控、监视和信息发布，避免人员误入控制区造成

辐照伤害。

项目包括36个门禁设置点、36个视频监控点、

23个LED显示及语音设置点。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安徽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4*600兆瓦超临界机组全厂

智能化系统。

安徽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

安徽省电力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其前身——平圩发电厂，是国家

特大型企业。设计规模为240万kW，分两期建设。2010年开始

进行厂区智能化建设，涉及通道控制、电梯控制、门禁控制、发

电值班中心综合安防系统、巡更系统、周界防范、防盗报警、停

车场系统、消费系统、访客系统、会议管理系统、设备监控、考

勤系统等15个功能模块，总计设备类型有35种，设备数量接近

3000套，系统一直稳定运行至今，为该大型企业的高效管理和

安防管理提供强大的支持。



深圳罗湖区委管理办公大厦 （政府机关）

深圳罗湖区委管理办公大楼智能化项目

深圳市罗湖区，罗湖管理中心大厦智能化系统建

设项目，涉及门禁、报警、视频监控、考勤、巡

更、访客、消费、制证、停车场等9大功能模块。

其中门禁（ 486套）、15个消费点、21个考勤

点、65个巡更点等等，其中三进三出的停车场

系统采用车牌识别方式，采用不停车车牌识别，

彻底解决区委上下班高峰期排队导致堵塞深南大

道的老大难问题，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系统

2012年稳定运行至今。



合肥滨湖中心项目（合肥省政府）

合肥滨湖中心共7栋建筑，其中包括省委省政府

办公楼，省人大，省政协办公楼，综合技术服务

楼等，总建筑面积约17.4万平方米，含近4000

个门禁点，及配套的访客、巡更、消费子系统。

该项目是省级政府最高要求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

系统包含总部的动环、门禁、报警、消费、访客、

通道等子系统。

合肥滨湖中心项目



山东潍坊创新大厦（政府大厦）

山东潍坊创新大厦

山东潍坊创新大厦为政府机关办公大楼，

于2007年12月22日完成智能化设计与施工的招

标，中标总价为：1080.66万，共计1081个门

禁点，该项目设备全部采用 “32门主分控产品”

及管理平台软件，至今一直稳定运行。



广西公安厅科技大楼

广西公安厅科技大楼

广西自治区公安厅技术大楼项目弱电智能化管理

系统，系统涵盖门禁、停车场、警务通、访客、

消费、信息发布、动环监控等7大功能模块，其中

门禁点：1100个，5进5出停车场系统，78个信息

发布点，45个消费窗口，12个机房的动环监控。



广东省花都监狱建筑智能化系统项目

花都监狱总用地面积为39万平方米，花都监狱

总包含办公楼、物流楼、会见楼、罪犯监舍楼、

劳动改造用房、教学楼、监区医院等总共配置

622个门禁点，且采用国密算法读卡器。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内容涵盖了以下子系统：门禁系统

管理

广东省花都监狱



政府机关案例

上海证监局

韶关市武江区人社局

韶关市政府信息中心

乳源县行政服务中心

福州市市委信息大楼

厦门海事局

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信访办

南京栖霞区政府

通辽市政府行政办公楼

广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上海市黄浦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

深圳人民政府办公厅

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河南省卫生厅统计信息中心

潍坊市国土局
……



公安司法案例

江西省公安厅
贵州省公安厅
广西省公安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贵州人民法院
乐昌市人民法院
丰顺县人民法院
郴州市资兴市人民法院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
连江县公安局
吉木萨尔县公安局
奉新县公安局
乌苏市公安局
泉州交邢警支队
贵阳市公安消防支队
广州军区委员会
湖南省永州监狱
沅江市赤山监狱

辽宁省南台监狱
江西省吉安监狱
四川省凉山监狱
湖北沙洋汉津监狱
贵州省安顺劳教所
重庆铜梁看守所
咸阳长武县看守所
喀什看守所
乌什县看守所
米东看守所
吐鲁番看守所
和田市看守所
昌吉看守所
潍坊市看守所
哈巴河县看守所
阿克苏市拘留所
阿合奇县拘留所
…………



金融案例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柳州/三门峡/

阿图什市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分行

工商银行唐山/东营分行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平安银行深圳/天津分行

深圳/阳春农村商业银行

邮政蓄储银行虎门分行

云南全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南粤银行深圳分行及各区支行

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及北外滩支行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东莞银行深圳分行

北京银行深圳支行

华融湘江银行益阳/衡阳/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广州/惠州分行

杭州银行福永支行

江苏银行深圳支行

南昌市南昌银行

……



通信行业案例

深圳电信宝安增转业务机房

深圳电信宝安通信机楼

深圳电信滨海通信机楼

深圳电信高科IDC机房一期

深圳电信高科IDC机房二期

深圳电信福永IDC- VIP机房

深圳电信高科大厦呼叫中心场地机房

深圳电信高科IDC机房二期

深圳电信福永IDC- VIP机房

深圳电信福永IDC机房一期

深圳电信福永IDC机房二期

深圳电信福永IDC机房三期

深圳电信福永IDC机房四期

深圳电信接入网机房一期

深圳电信接入网机房二期

深圳电信接入网机房三期

苏州电信IDC机房

新疆电信机房
......



电力行业案例

河南电力（各市县变电站）

河北电力（各市县变电站）

湖北电力（各市县变电站）

四川电力（各市县变电站）

安徽电力（各市县变电站）

安徽蚌埠供电公司

安徽马鞍山当涂发电有限公司

安微六安发电厂

山西地方电力智能变电站

江苏南京华能金陵燃机电厂

辽宁抚顺新抚变电站

广西南宁供电局

广东珠海市电网变电站

广东东莞纵江输变电站

中国华电克拉玛依西南区域110KV变电所

甘肃月牙泉变电站

甘肃敦煌光电产业园330KV升压站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赤峰/通辽供电公司

湖北大别山火电厂
……



其他企事业单位案例

中铁十五局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TCL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神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捷豹路虎汽车贸易公司
东风本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艾默生集团
伊利乳业
深圳市地铁集团
广东海德集团
湖南云箭集团
天津奥的斯电梯

时尚旅酒店集团
山东浪潮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公司
松下泰康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中加集成智能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赛特瑞太阳能（苏州）有限公司
重庆超硅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泰生物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酒厂有限公司
广州市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格特拉克（江西）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万科物业
浙江温州信泰集团有限公司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保利置业有限公司
江苏中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市东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余市立天唐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



The end

深圳市中联创新自控系统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