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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KEFFEY 是以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酒店 KF-HOTEL 智慧控

制整体解决方案专业供应商，以安全、高效、绿色、环保的产品涵盖智慧酒店客

房控制、智慧照明管理系统；以综合布线 KF-PON 光网布线系统、E-酒店一体

化显示系统的结合；以为酒店直接降低成本的投入，而更好的提升酒店智能化为

目的；我司推出新一代酒店 KF-HOTEL 系统解决方案；公司以饭店，酒店式公

寓、别墅、住宅和办公场所为服务对象，在该行业中处于技术领先地位。为我们

的客户提供专业的方案设计、专业的技术支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进行针对性地设计打造，以前瞻性、先进性、

实用性为设计思路，采取集中控制、统一管理的方式、软硬件结合的系统，建立

数字化的酒店自我营销模式，为酒店直接降低成本的投入，管理简便，自我营销；

致力于为客户设计出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能源节约，环境美化与提高舒适度的

整体解决方案，并根据需要提供准确完整的操控信息。KEFFEY 多年来坚持科技

创新，与时俱进，秉承“智能的、简洁的”设计理念，专注于“整体解决方案“的

研发；在产品架构上实现了内部管理网络、因特网和客户服务网组合在一起，实

现三网合一；"KF-HOTEL"的概念的核心内容是：通过" KF-HOTEL " 智能数码

网络系统，把酒店各项业务都集成到一个通用灵活的平台上，实现内外资源的整

合和统一的管理。酒店 E-TOTEL 系统借助于第三方的酒店专用智能电视机与酒

店多媒体服务器、PMS 管理软件、KF-RCU-KF-7.0S 管理软件对接、采用独特

的视屏资讯播放技术、以客房的电视为媒介、将酒店增值服务传递到每一个客户

的手中、为客户提供电视播放、视频点播、酒店服务、消费查询、天气预报、视

频门铃、个性化场景模式等功能。；在酒店内部，该系统贯穿、支撑、调度、管

理酒店的各项硬件资源；外部，酒店结合上下游供应商如旅行社、娱乐场所、公

司、客人等方面的资源，形成一个大的商旅生态圈，然后根据每个客人在商旅航

程中的各种不同需求，提供"量身打造"的一揽子个性化服务。" KF-HOTEL "计算

机系统建设中，作为系统基础平台的网络性能安全性和稳定性显得由为重要。公司

设计了基于光纤到户（FTTH）和光纤到桌面（FTTD）、全光接入网设备，系统

提供 1000Mbps 的上下行对称宽带到桌面的局域网 KF-PON 系统。同时，在大

堂、酒吧、泳池、餐厅等客人流动性大、位置分散、难以布线的场所提供无线上

网，真正体现了自由、无限制的个性化服务思想。同时 KF 系列产品采用公司自

主开发的总线通讯技术并与最新的智能控制技术的完美融合，使得智能逻辑与互

联网通讯的完美结合，从而打造出壹个全新的数字智能管理系统；为我们的客户

提升品质，节约能耗、提高服务效率、节省人力成本。

http://info.auto.hc360.com/html/zt/yizouhg/index.htm
http://info.secu.hc360.com/Html/ztcyh_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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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需求分析

弱电系统是将设备监控系统（BAS）、通信网络系统（KF-PON）和办公自

动化系统（OAS）三者通过总体规划的方法和策略，进行综合和分解。运用系统

工程的观点，集成在建筑环境这个支持平台上，将建筑物的结构（建筑环境结构）、

系统（智能化系统）、服务（用户需求服务）和管理（管理公司运行管理）四个

基本要素进行优化组合。

本次设计涉及整个智能化系统，但设计考虑到了系统的关联性、整体性，同

时兼顾系统的可扩展性。

提供一个投资合理、具有高效、舒适、安全、方便环境的建筑物，它主要满

足两项基本要求、六个目标、四项服务功能。

1.1 两项基本要求

 对管理者来说，智能化系统应当有一套便于管理、控制、运行、维护的

通信设施，能以较低的费用及时与外界取得联系。

 对使用者来说，智能化系统应当有一个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激发人的

创造性的环境。

1.2 六个目标

 能够提供高度共享的信息资源；

 确保提高工作效率和舒适的工作环境；

 高效节能，节约管理费用，减少管理人员；

 适应管理工作的发展需要，具有可扩展性、可变性、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和工作性质的多样化；

 各种系统设备使用管理方便、安全可靠；

 投资合理，符合区域发展的需求，达到短期投资长期受益的目的。

1.3 四项服务功能

 安全性：

 包括安全防范系统（网络监控系统、巡更系统）；

 舒适性：

 包括客房控制系统等；

 便捷性：

 包括计算机网络系统、综合布线 KF-PON 光纤布线系统、E-酒店一体化

显示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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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可用性：

 包括共享设备、信息、系统和服务设施方便用户的使用。

 原则上，上述四项服务功能可根据需求、投资力度等因素进行适当裁剪，

构成一个实用、高效、先进的智能化系统。

2.系统建设目标

体现业务和管理的特点，使整个项目实现一种可沟通性，一种管理活动的透

明性，体现现代技术手段在管理方面的应用，提高办公活动、后勤管理的科技含

量；

为******酒店各种管理提供一个高效、可靠的管理手段，提供一个良好和舒

适的工作环境；

具有业界一流技术水平的智能建筑系统；

通过智能化树立项目在社会各界的良好形象。

3.设计指导思想

本方案的设计指导思想就是以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为根本，运用国内外先进技

术，采用成熟产品，考虑到大楼的特殊性，根据“以人为本，按需设计，量体裁

衣”的原则，在设计思路上着重从保证系统内部物品、数据的机密、安全以及工

作人员的安全、舒适度、方便使用的角度展开。

设计是工程的灵魂，我们认为：工程总体设计方案，是作为贯穿于工程建设

全过程并以技术控制为实施总线的重要纲领性设计文件，它包括对本建筑的应用

功能分析、设计标准定位、方案设计原则、系统设置规划、设备配置要求、经济

成本估算、系统运行环境、工程实施规划等内容，将对工程的技术和质量提供有

效地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次工程总体设计方案的指导思想是：以为酒店直接降低成本的投入，而更

好的提升酒店智能化为目的；功能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维修方便、留有充

分的可扩充余地和符合系统技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体现智能化，更要满足信息

化的发展要求。

本着这个指导思想，******酒店工程的智能化系统应是为业务活动服务的一

个技术平台；为业务活动和管理提供一个高效、可靠的信息化管理手段和环境，

为进入建筑物的人们提供一个安全、节能、环保和舒适的空间环境。我们的整体

弱电系统设计将紧紧地围绕这些目标来进行考虑。工程方案的总体目标是：建设

一套适应数字化、信息化发展需要的智能化系统。

 安全性及稳定性：包括系统自身安全和信息传递的安全，系统应有很强

的稳定性及应急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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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性：技术选择考虑先进性，即采用业界成熟先进的、主流技术来进

行设计。

 成熟性：采用成熟的技术及成熟产品和经过工程实践检验的先进技术。

 开放性：系统采用开放的技术标准，为将来系统升级、集成或扩展打下

基础。

 按需集成：按本项目特点和管理模式的需要进行分层次、分阶段实现集

成。

 标准化：系统采用标准化的设计和标准化的主流产品。

 可扩展性：本工程设计充分考虑未来发展，在预埋件和线缆布设上留有

余地。对系统的管理，根据需要按可分可合的要求进行组合，即在保证

单体建筑可独立运行的前提下，对未来建筑群实现整体管理在设计上作

充分考虑。

 服务意识：强调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为建筑物的用户提供安全 、舒适、

方便、快捷、高效、环保的办公工作环境。

 创造性：运用成熟技术设计系统，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使优化后整

体方案更具创新性、针对性。

 智能化弱电系统的总体建设思路，是本着以“人”为本的目标，提供安

全、舒适的工作环境；为有效的系统集成信息服务、完善的通信网络提

供物理基础和应用平台。

 以上设计指导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于我们对整个中南公寓工程智能化系

统总体解决方案的设计之中。

4.设计依据

整个建筑的智能化弱电系统按智能化建筑的设计标准建设，建成一个既符合

办公管理的需求，同时又将智能楼宇技术融为一体的现代化建筑。

完善的设计方案要有坚实的设计依据和基础，我们的设计人员严格遵循以下

四个方面的设计依据：

******酒店平面布置图

国家关于智能建筑设计的规范和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50314-2000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J232-92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T50311-2000

《民用闭路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198－94

《防盗报警控制器通用技术条件》GB126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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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建筑物电信布线标准》EIA/TIA-568

《以太网 100BASE-T 标准》IEEE802.3U

《大楼通信综合布线系统》YD/T926.1-97

《工业企业通讯接地设计规范》 GBJ79-1985

注:某些技术规范,国家未统一规范的，以地方及行业标准设计。其他设计规

范及标准见相关资料。

5. 智能化设计规划

根据业主的需求、使用的需要以及国家规范，我司设计本着“技术先进，运

行可靠，造价合理”这一原则，采用先进成熟的主流技术，考虑充分的可扩充性，

按照《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00，并从本大楼的实际功能需求出发,

兼顾各子系统功能的完善性与尽量节省工程投资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本弱电管理

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使******工程更能充分体现时代建筑的特征。根据大楼的

功能结构及业主的实际需求，整个******酒店工程弱电系统我司初步划分为以下

七个品目：

品目一：酒店 KF-HOTEL 整体解决方案

 第一部分：综合布线 KF-PON 光网布线系统

 第二部分：语音网关（电话）系统

 第三部分：安全防范系统（网络监控系统）

 第四部分：E-酒店一体化显示系统

 第五部分：客房智慧控制系统

 第六部分：计算机网络系统

 第七部分：酒店经营管理系统

品目二：智能门锁系统

品目三：酒店 IP 网络广播系统

品目四：智能会议系统

品目五：智能停车管理系统

品目六：门禁管理系统设计方案

品目七：服务承诺

这样一个智能化大楼的轮廓就呈现在眼前了：整个系统以通讯网络系统为神

经中枢（传输层面或称介质），对其它系统（应用层面）智能管理，使各个子系

统之间进行有机联系,协调运作。以最优化的设计， 提供一个投资合理又拥有高

效率的幽雅舒适、便利快捷、高度安全的环境空间。能够帮助大楼的主人和外来

客人等意识到，他们在诸如使用舒适、办公活动和人身安全等方面得到最大利益

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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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我们

选择 KEFFEY 提供给您的酒店 KF-HOTEL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您将会体会

到不同寻常的技术层次和深度，以及我们独特的客户经验。智慧控制管理系统是

我们的专长领域，公司成立宗旨是在智能控制行业提供酒店智慧控制整体的解决

方案。

KF-HOTEL 打造高起点的智慧数码酒店范本

在"KF-HOTEL"计算机网络平台实施智能化数码酒店，为信息时代的商

旅客户营造一个更现代化、方便的居住环境。

以前瞻性、先进性、使用性管理为设计思路

采取集中控制、统一管理的方式、软硬件结合的系统

建立数字化的酒店自我营销模式

为酒店直接降低成本的投入、管理简便、自我营销

"KF-HOTEL"的主题将体现在酒店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如 e-Lobby

（大堂）、e-Room（住宿）、e-Conference（会议）、e-Shopping（购物）、

e-Bar/Cafe（酒吧）、e-Office（写字楼）等。在这种全方位的服务网络下，商

旅人士们可以在这里享受到随时随地的上网、网络会议及数字实况转播、客房网

上点餐、远程/移动办公等服务。

整个系统最能体现智能化的地方在于其"个性化"服务的提供。利用宽带

技术，根据客人的个人资料，在酒店的消费历史记录，客人的类型等来进行调整，

协调和配置酒店的资源，为每位客人都提供不同的"个性化"服务。可以依据客户

的要求进行扩展是我竞争力的核心，旨在使该系统功能多样，使用可靠，易于操

作管理，能全部满足所有客人的使用舒适度并提升酒店价值。我们的所有资源和

创造力，旨在为客户提供想要且需要的产品，并确保在技术上符合市场流行趋势，

不断提高服务，使产品使用更加便利。

我们始终保持对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机敏性，在采用新的技术突破方面，

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创新力。这个由具有献身精神的员工组成的团队，也在不断积

累技术经验，着实培养队伍的远见能力。

我们为您带来的

我们的产品具备以下特点：强大的扩充功能，灵活的组合方式，具有丰富和

强大的 OAM 与远端管理能力标准的模块组件，便捷的维护方式，方便的在线管

理。

我们为您实现的

提高服务质量

提高服务效率

http://info.news.hc360.com/html/zt/ztswbz_wuhanshangren/index.htm
http://info.news.hc360.com/html/zt/ztswbz_xiezilou/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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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经济效益

加强酒店管理

我们为您解决的

涉外星级酒店对管理系统需求特点

国内星级涉外酒店大多都吸取国内外星级酒店的先进管理经验，采用国内外

星级酒店的先进管理方法，使酒店能够为客人提供满意周全的优质服务。

与管理同步

技术成熟先进

强大的处理能力

实时性强、安全可靠

性能价格比高，可扩充性强

72 小时完善的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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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一：酒店 KF-HOTEL 整体解决方案

第一部分：综合布线 KF-PON 光网布线系统

第二部分：语音网关（电话）系统

第三部分：安全防范系统

第四部分：酒店一体化显示系统

第五部分：客房智慧控制系统

第六部分：计算机网络系统

第七部分：酒店经营管理系统

第一部分 综合布线 KF-HOTEL 光网传输系统

一、用户需求：

1、使用 KF-PON 系统实现 e_酒店、网络、语音部分、酒店客房控制系统、

酒店管理软件、网络监控系统、信息发布系统、背景音乐系统、点播系统、可视

门铃系统等光网传输。

2、组网（请结合方案图）：

上图由 e_酒店、信息发布、IPTV 点播、客房智慧控制、视频监控、语音和

网络带宽业务七部分组成。在每个房间配电箱内放置 ONU 一台，在机房中心放

置 OLT 设备，OLT 的上联电口通过网线与交换机相连，交换机分别通过网线与

语音网关和接入网 Internet 相连；OLT 通过光纤下联 ONU，ONU 再与客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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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设备连接。可满足用户打电话和上网、IPTV 点播、监控、背景音乐的需求。

二、解决方案：

1、方案设计：

KF-PON 是一种新兴的宽带接入技术，它通过单一的光纤接入系统，实现数

据、语音及视频的综合业务接入，并具有良好的性价比。KF-PON 结合了无源光

网络技术和以太网技术的优势，无源光网络技术因其点到多点的拓扑结构和传输

中只需要无源器件的特点，具备节省铺设成本，免后期维护的优点，特别适合于

接入网，成为备受青睐的光接入网技术。通过经济高效的结构和技术，为接入网

最终用户提供一种最有效的 IP 接入方式。

2：方案说明：

本方案采用光纤到户原理，从酒店机房到客房全部采用光纤接入，使用

KF-PON 系统实现 e_酒店为客户提供高速的宽带网络、语音部分、酒店客房控

制系统、酒店管理软件、网络监控系统、信息发布系统、IPTV 电视、背景音乐

系统、点播系统、可视门铃系统等光网传输等信息业务，并且在线路上充分保证

可靠性，以及更好的为以后新增业务的接入提供充分的资源。

3、方案分析

本区域共 1 个楼栋、该楼栋内含 180 个客房；员工活动室、员工休息室、

理疗室、办公用房、消防控制室等共 40 间；以上房间需要布置 IPTV 点播系统、

客控系统、电话系统、网络系统。其中这 60 个客房房间分别分配在 5 个客房区

域，区域名称分别为客房区 1 至客房区 5。每个区域分别有 7 至 13 个房间左右，

各房间需要一台 ONU 设备；其他非客房区域各房间也分别放置 1 台 ONU 设备，

而一个 OLT 的 PON 口可以注册 32 个 ONU，则各区域分别配置一个 PON 口，

各区域分别采用 1:16 或 1:32 分光器，将一芯光纤分别分成 16 和 32 条支线并

通过皮线光缆分别拉至各房间 ONU 处，即可以满足客户要求。

4、布线简图

上述图例说明：包含 3 个部分

4.1 机房端：

包含光线路终端设备 HA7000 系列 OLT 设备，路由器，网络交换机，语

音网关设备，监控服务器，光纤跳线，尾纤，适配器等。 电信光纤接入酒店机

房，提供宽带、语音、IPTV 信息源；宽带网络信心接入酒店的核心交换机、电



酒店智能专家 专业造就价值 科飞五星级酒店 KF-HOTEL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话系统电信一般是提供的 E1 接入，一路 E1 可提供 30 路电话，酒店方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电话路数，电信 E1 信号接入语音网关的 E1 业务模块进行转换，

把 H.248 信号转换成 SIP 协议的电话，通过 RJ45 出口接入核心交换机；客控主

机以及监控服务器也在机房接入核心交换机。

 上行 E1 信号经过语音网关设备，然后再用双绞线跳接至交换机上；

 视频监控服务器、IPTV 系统、客控系统等业务都通过网线与交换机连接。

 该交换机经双绞线接至 OLT 上联口上；那么所有业务均可通过 OLT 传

输到各房间的 ONU，再到各终端。

语音网关设备接口：含 FXO、FXS、数字接口如 E1、以太网口.

4.2 中间线路部分

弱电井的主干光缆采用 4*8 芯单模光缆，在第 3 楼、8 楼、13 楼、18 楼熔

接；1、2、4、5 楼用 10 米单模跳线从 3 楼跳接；6、7、9、10 楼用 10 米单

模跳线从 8 楼跳接、11、12、14、15 楼用 10 米跳线从 13 楼跳接；16、17、

20 楼从 18 楼跳接，19 楼直接从机房分光；在楼层的弱电井放置 1 分 32 或者 1

分 16 的 1U 机架式分光器；然后使用 2 芯单模的皮线光缆从弱电井经井架到客

户的通风口、信息箱、或者客房的桌面（具体位置由现场实际情况确认）；最后

从皮线光缆到达客户的位置布网线或者电话线到客户网络、电话、客控的信息点，

整个线路部分完成。

4.3 客房端

包含 ONU 设备、皮线光缆、网线、终端设备等。

客房端光网络单元 ONU 使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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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说明：

将铺设进入客房的皮线光缆采用冷接头的方式接入 HA404V ONU 的光口。

在 ONU 设备上同过 RJ45 网口经双绞线跳接至 PC、客控终端、IPTV 机顶盒等，

ONU 上的 RJ11 口通过电话线连接至普通电话和传真机等设备。电视机用同轴

电缆连接至 IPTV 机顶盒上的同轴口即可,至此整个系统的设备连接完成

4.4 监控端

监控端包含：网络摄像头、ONU、网线

将铺设进来的光缆用快速连接头连接至 HA-ODN 面板盒上，再用光纤跳

线从面板盒跳接至 ONU 设备上；在 ONU 设备上同过 RJ45 网口经双绞线跳

接至网络摄像头

5、带宽说明

主干光纤传输带宽为 1000 Mbps，经 1 分 16 分光器均分后，各分光纤共

享主干光纤带宽。若 16 根支线满载清情况下，每层每个 ONU 的带宽为 1000 /

16=62.5M。其他房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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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F-PON 系统及网络特点

 节省主干光纤资源，一根主光纤通过无源分光器接入多根光纤。

 兼容性好，完全符合以太网标准。

 光纤到桌面，提升酒店服务品质，为客人提供更好的上网体验。

 使用光纤传输 IPTV、宽带、电话、KF-RCU 智能控制、监控多种业务、。

 建设成本和运维管理成本低，KF-PON 结构在传输中使用的都是无源器

件，更易于升级。

 完备的网管功能、远程监控远端 ONU 工作状态，快速定位故障，方便

维护。

 提 供 高 带 宽 ， KF-PON 目 前 可 以 提 供 1000Mbps 上 下 行 对 称 的

1.25Gb/s 的带宽。

 服务范围大，KF-PON 是点到多点网络，与有线电视网络的拓扑结构类

似

 灵活分配带宽，提供端口级的 SLA 和 QoS、VLAN 保证，为多业务的接

入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7、与交换机 LAN 的方式组网比较

 交换机 LAN 的方式组网为在各个楼层放置交换机，交换机通过六类线接

入到各个房间的组网方式，KF-PON 采用光纤接入，光纤到桌面可极大

的提升传输服务水平和质量。且光纤传输具有不受电磁干扰，传输时延

小，光缆抗腐蚀，耐高温，使用寿命长。

 通过 LAN 的方式组网，交换机需专门供电，需配备大的铁盒甚至机柜，

且受周围的环境温度、湿度影响，不利于维护；KF-PON 系统的组网方

式为在各个楼道放置分光器，然后接入光纤到各个房间。分光器为无源

设备，不需供电，对周围环境要求小，可耐 100 度高温，方便维护。

 六类线成本上升，光纤成本下降，且光纤使用寿命长，使用 KF-PON 设

备性价比更高。

 KF-PON 系统具有完备的网管功能，可有效定位故障点。

三、设备管理与维护介绍

网络适应能力强，高带宽，抗噪声干扰能力强，可承受链路衰减能力强。

安装方便，无需在客户端进行复杂的调试。

管理方便，ONU 产品具备完备的网管系统，为可运营和维护提供有力。

KF-PON 解决方案在保证系统运行稳定的情况下，为用户提供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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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PON 统一网管平台，为系统的维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网管采用 SNMP 图

像化管理界面，支持网络拓扑图，支持整个链路的故障报警，支持终端设备命名

和搜索功能等。管理员可在机房对整个链路上的设备：从 OLT 到 ONU 用户端

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为对设备的管理和维护提供了有力保证，降低了运

营成本。

四、各业务部分实现介绍

1、实现介绍

电信光纤宽带接入进机房，接入酒店机房核心交换机，然后进入 KF-PON

OLT HA7102 的上联网口，经主干光缆、分光器、皮线光缆到客房接入 HA404

ONU，ONU 网口接到 PC 上，整个网络通信系统完成。

电信电话 E1 信号进入酒店机房，接入 IPPBX E1 业务板，然后通过出口连

接到核心交换机上，通过核心交换机进入 OLT HA7102 的上联千兆网口；然后

经主干光缆、分光器、皮线光缆到客房接入 HA404 ONU，ONU 电话口通过

RJ11 电话线连接到电话机，整个电话通信系统完成。

2、使用产品介绍

KF-PON 光纤传输产品介绍：

KF-PON 可实现点到多点的通信，大大节省光纤和设备数量，同时完善的网

管功能可监控整个链路的状态，方便管理，利于维护。EPON 系统由头端设备、

光纤和分光器组成的无源光网络、远端设备 ONU 组成。通过一根单模光纤可完

成 OLT 与 ONU 在 20KM 内的通信。

 HA7000 机架：为机架 OLT 设备，整机可支持 8 个 OLT 模块卡，支持

热插拔。单个 PON 模块卡支持上下对称的 1.25G 带宽，提供一个上联

千兆网口接三层交换机，一个光接口与光纤网络相连，光接口为 SC 接

口。可在 20KM 内承载多达 32 个 ONU。

 分光器：有一个主光纤和多个分支光纤，光纤均为单模光纤；接口类型

为 SC 接口。

 HA7102：提供 2 个千兆上联口，每个上联口最大提供一千兆带宽，提

供 2 个光 PON 口，光接口为 SC 接口。

 M7000：为 SNMP 网管代理卡，插于 M7000 机架中的第一个槽位，

可对插于机架中的 OLT 模块卡进行集中管理。

 HA404V：ONU 设备，提供 4 个百兆网口，一个光口，2 个 RJ11 普通

电话口, 光接口类型为 SC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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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技术参数

最大插板数量 8 个 OLT 模块卡，1 个网管卡(M7000)

工作温度 -30～55℃

存储温度 -40～70℃

湿度 5%～90%无凝结

最大电源数 2

整机重量（双电

源）

10.69kg

电源选择 双电源 AC220V/DC-48V、双电源 AC220V+DC-48V

机架尺寸 132mm(H) ×481mm(W) ×309mm(D) /高×宽×深

2.2 分光器：

分光器是组建 KF-PON 网络的一个组件，是一个连接 OLT 和 ONU 的

无源设备，它的功能是分发下行数据，并集中上行数据。分光器带有一个上

行光接口，若干下行光接口。从上行光接口过来的光信号被分配到所有的下

行光接口传输出去，从下行光接口过来的光信号被分配到唯一的上行光接口

传输出去。光信号从上行光接口转到下行光接口的时候，光功率将下降，从

下行光接口转到上行光接口的时候，同样如此。各个下行光接口出来的光信

号强度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光分路器集中安装在光分路箱(室内型或室外型)内；当 MDU 分布较为

分散或驻地网光缆纤芯数量不足时，可以采用二级分光、多级分光方式。

光分路比应综合考虑 KF-PON 系统的传输距离、MDU 带的用户数、PON

系统内带宽分配来进行选择，一般情况下，在采用 FTTH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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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FTTB+LAN 模式时，光分路比宜按 1×32 设计

2.3 产品功能特点

 完全符合 IEEE802.3/802.3ah

 基于自动发现与注册

 支持 VoIP 语音业务

 支持 DBA 和多种 SLA

 支持 IEEE802.1D RSTP

 支持 IGMP Snooping V2 组播功能

 支持 VLAN 功能

 基于 SNTP 客户端自动时间同步

 具有丰富和强大的 OAM 与远端管理能力

 支持端口限速、环路检测和端口隔离功能

 支持状态检测和故障自动定位

 支持 ITU-T G.711、G.723.1、G.729 等三种压缩算法

 支持 RFC2833 和冗余 RFC2833、区别振铃、MD5 认证、呼叫转移、

呼叫等待、热线电话、闹钟、缩位拨号等增值业务

 支持 SIP(兼容 IMS)协议，与业内主流的中兴、华为、阿朗软交换平台可

良好互通

第二部分 语音网关系统（IP 电话）

1、 酒店需求

Ø 在现有 IP 数据网的基础上建设酒店内部电话系统；

Ø 外线通过 E1 线接入；

Ø 酒店内部电话通讯免费；

Ø 外线可以和客房分机一一绑定，实现一机双号。

2、 设计思路和原则

遵循如下原则:

Ø 标准性：采用符合主流发展趋势的技术及产品，遵循国际国内相关技术

标准规范；

Ø 稳定性：采用先进产品、成熟的技术，整体系统具备良好的无故障运作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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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兼容性：充分考虑系统及相关设备的开放性和与其它设备的互通的兼容

性；

Ø 节约性：充分利用现有数据网络资源及通信设备，减少重复性投资；

Ø 简易性：以最简单的设备，最少的改动，完成整个系统的建设；

Ø 完善性：除能实现语音通信外，并可实现来电显示、传真、热线等多种

功能；

Ø 易用性：电话号码记忆容易，拨号规则简单易用；

Ø 管理性：可实现中心节点统一管理、升级及维护；

Ø 安全性：可应对网络中断设备故障等突发状况；

3、 方案设计及拓扑说明

X6（3.0）T 旨在为用户提供统一的通信解决平台，将语音、数据、互联网

服务和丰富的增值业务整合到单个系统，融合语音、数据、以及模块化方式提供

用户所需的各种功能，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系统平台开放、可靠、易于扩展和

升级，可实现多种通信方式。更低的通信费用、简化的系统安装管理和更广泛的

业务应用。

3.1. 通信系统的选用

根据贵酒店此次要求，结合世纪网通各类语音通信产品的特点，我们向

贵单位推荐世纪网通 X6（3.0）T 通信系统平台， X6（3.0）T 主业务处理框

是融合通信平台核心业务处理设备。包括 IP-PBX 业务、数据业务、增值业务、

穿越、管理维护等。高度为 1.5U。

推荐该产品的依据是：

 X6（3.0）T 系统成熟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众多的功能、融合 IP 的应

用等等特点赢得了众多用户的青睐。并符合此次酒店对系统的整体要

求。

 X6（3.0）T 系统最大容量为 2000 用户，完全满足贵方要求系统支持的

用户容量的初期和远期扩容的要求。

 X6（3.0）T 系统主控程序采用固化的方式存在芯片中，底层应用程序是

基于标准开放式 linux 操作系统，两种方式的共性是均可抵御病毒 /蠕

虫攻击。

 X6（3.0）T 系统支持的各种用户和中继模块，以及满足连接公网、专网、

数据网和其它设备的接口和信令，可以为此次贵方新建系统的组网提供

了更加的灵活性，并提供多种选择的余地，且为将来打下坚实的通信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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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6（3.0）T 系统维护支持客户通过 WEB 来对系统进行管理。进一步增

强了用户对系统的维护管理的灵活性。满足此次贵方对系统的维护管理

要求

3.2. 方案拓扑图

3.2.1 机房

放置 X6（3.0）T 电话交换机一套。

X6 通信系统整个 IP 语音系统的中心交换/管理平台，管理 IP 语音通信系统

（IP 电话专网）内所有终端网关设备，为每个网关语音端口分配内部电话号码，

对所有通过 IP 数据网传输的电话呼叫进行控制、交换和路由。其作用相当于电

信公共电话网络（PSTN）的局端交换机。

与市话网/PSTN 接口（E1）

X6（3.0）T 与市话网的接口可采用目前普遍采用的 ISDN 30B+D 的 PRI

接口，该接口支持多种信令方式，一般可采用 ISDN-PRI、中国 1 号信令等信令

方式，采用七号信令则额外配置 7 号信令授权。采用 ISDN PRI 数字中继，接续

速度快，提供来电显示等功能。可采用 DID 接入方式，即，系统内每部分机都

有一个市话大号，外线用户可直接拨入分机，无需话务员转接。

3.2.2 客房

客房配置的 ONU 可以通过网络注册到 X6 系统，由 X6 系统分配统一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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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机号码，也可以实现与外线一一绑定，实现一机双号功能。

4、产品说明

4.1. 设备简介

X6（3.0）T 旨在为用户提供统一的通信解决平台，将语音、数据、互联网

服务和丰富的增值业务整合到单个系统，融合语音、数据、以及模块化方式提供

用户所需的各种功能，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系统平台开放、可靠、易于扩展和升级，可实现多种通信方式。更低的通信

费用、简化的系统安装管理和更广泛的业务应用。

4.2. 主体架构

X6（3.0）T 主业务处理框是融合通信平台核心业务处理设备。包括 IP-PBX

业务、数据业务、增值业务、穿越、管理维护等。高度为 1.5U。

4.3. 设备简介

如图下图所示。

4.4. 线缆使用标准

在设备的使用中除了一般的网线配置外，设备还会使用一些特殊接口线缆。

原装装配线一般包括网线、E1 中继线、扩展单元线、用户线、串口线等五类。

数量根据客户需求而定。特殊情况需要自行定制。使用的各种线缆介绍如下图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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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性能指标

以下为软硬件性能支持最大指标。其中对于支持的相关硬件支撑
数量及软件配置数量进了

图

表 1-4

性 能

指 标

图表

4.6. 设备功能体系

设备功能体系全面，处理能力突出，除了稳定的呼叫功能外，辅助补充业务

呼叫功能同样全面强大，为用户的不同使用方式提供了便利。可满足不同客户对

于呼叫功能要求的补充扩展功能需求。

综合业务交换设备具有如下功能：

1)各类补充业务列表：

名称 规格 备注

1．网线 RJ45

2m

设备配置网线主要用于连接

PC 调试。

2．E1 中继线 E1-120oh

m 2m

用于 E1 信令端口对接，针对

现场环境需要其他转接仪器辅助

3．用户线
现场制作

用于模拟电话用户连接，一

边为 RJ45，一边为 RJ11

4．串口线
Com

2m

串口调试线，用户查看调试

MCU 及设备串口操作

项目 支持数 描述

E1/T1 中继 0~4
主框最大支持数，接

入单元无扩展

LAN 10/100 4 主框固有

IP 用户 0~2000 最大软件处理数量

支

持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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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 转

移

拍叉转接业务：用户 A 呼叫用户 B，用户 A 与用户 B 通话后，用户

B 拍叉，拨用户 C 的号码，将呼叫转给用户 C，用户 C 未摘机前可显示

用户 A 的号码，用户 C 摘机用户 A 和用户 C 可通话。

呼

叫 前

转

支持无条件呼叫前转、无应答呼叫前转、遇忙呼叫前转三种前转方

式，可保证用户在任何状态下将呼叫转移到有效的话机上，适合移动办

公的应用。业务激活支持远端激活。

来

电 代

接

（

抢接）

指定代答功能，当同一个组内某一个话机振铃的时候，其他用户可

通过摘机拨打设定的号码完成代接，适合部门协作式的应用。

呼

出 限

制

可设定用户的各类权限，控制用户的长话权限。

缩

位 拨

号

用户可以设定被叫号码跟一个 2 位数字绑定，使用的时候通过接入

码+数字实现快速拨叫，实现简单的电话簿功能。

热

线

延迟热线、立即热线。设定后，用户摘机一定时间内不拨号，系统

自动向指定的热线号码发起呼叫，方便用户把常用的拨叫号码设定为热

线号码，减少号码记录和拨叫次数。

免

打扰

设定后，任何拨叫此话机的呼叫都被暂时拒绝，保证用户在设定时

间内不被打扰。

闹

钟

可以设定唤醒时间，时间到了以后，交换机向话机发起呼叫，话机

振铃，实现唤醒功能。可用于重要事件的提醒。

来

电 显

示

可根据呼叫类型显示内线短号、外线长号。

一

机 多

号

每个号码可以设定一个短号，两个长号，长号可以分别绑定两个出

局路由，当局内呼叫的时候主叫号码发送短号，当出局呼叫的时候根据

路由号发送绑定的长号。

呼

叫 等

待

一方通过拍叉，可实现跟另外两方分别通话(模拟用户具备此功能，

IP 用户无统一规范)。

三 可三方同时通话(模拟用户具备此功能，IP 用户无统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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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呼叫处理能力列表 ：

3)组网能力列表

方 通

话

支持项 说明

用户配置管

理

支持用户放号，IP 用户注册

号首配置 可配置各类不同的号首，区分本地通话和出局通话

号码分析 可进行号码分析，分析出是内部通话还是出局通话

号码变换 可对呼叫的主叫号码、被叫号码进行变换

多路由选择

功能

可配置一个拨号规则，对应多种路由方式，模拟中继出

局、E1 数字中继出局、IP 中继出局，并可设定优先级

内线外线绑

定功能

可指定某条 FXO 中继和某个内线用户绑定，外线拨 FXO

口的号码可直接拨通该内线用户，该内线用户出局绑定该

FXO 线路出局，保证主叫号码显示可支持回拨

BHCC(繁忙

时段呼叫完成次

数)

120,000 次/小时。它指的是系统所能支持的最大实际呼

叫完成次数

支持项 说明

单独组网 可下挂模拟电话、IP 电话组网

与运营商网

络对接

可采用环路中继、E1 中继对接

与已有 PBX

对接

可采用环路中继、E&M 中继、E1 中继对接

多台设备对

接组网

可采用环路中继、E1 中继对接

与中继网关

TG 对接组网

与中继网关 TG 采用 E1 中继、IP 对接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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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值应用列表

5)计费功能列表

6)网管维护能力列表

同样对于客户特殊的定制需求，一样提供了各种灵活的软件定制功能，可快

速准确的完成客户所需。

VoIP 分布式

组 网 (SIP/H.323

协议 )

支持多级组网，单级最大支持 100 节点

支持项 说明

自动值机
自动值机功能，可以保证当企业没有人工话务员在线的

时候提供语音提示，接收二次拨号后找到指定分机。

IVR 功能 可定制 IVR 的流程

一号通功能

用户可以自行设定最多 8 个号码绑定， 并可以设定优先

级别，并可以设定当第一个号码振铃的时候，剩余号码同时

振铃还是依次振铃，任何一个号码摘机，都可以接通本次通

话，从而实现一号通功能。对于号码比较多的用户，该功能

可以实现对外统一一个号码的功能。

支 持

项
说明

支 持

CDR

最大支持记录 30 万话单信息，结合 CDR 客户端可实现话单

查询，统计功能。

支持项 说明

支 持 Web

网管

只要一台电脑可以和设备 IP 可达，就可用网络浏览器（IE）

进行网管

状 态 监 控

功能

可实时监控主设备和扩展框模拟话机的状态

可监控系统 CPU 占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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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技术标准

如下图表详细介绍了的相关技术参数及其标准协议。

可监控业务模块的运行状态

数 据 备 份

与恢复
可对配置数据进行备份，支持数据恢复功能

系统组成

中继接口

E1 数 字

中继
0~4

IP 中 继

(SIP/H.323)
100

电话终端

SIP 用 户

数
2000

信令协议

PSTN 信

令
7 号信令、ISDN-PRI、中国 1 号信令、模拟环路启动信令

H.323 H.323V4、H.225V4、H.245V7

SIP
RFC3261、RFC2327、RFC3262、RFC3264、RFC3581、

RFC3515（向下兼容 RFC2543）

RTP/RTC

P
RFC1889

网络协议
TCP/IP、UDP、RTP/RTCP、ARP、PPPoE、DHCP、FTP/TFTP、

HTTP、Telnet、SNMP、ICMP、NAT、DNS、SDP

VoIP

IP 语音压

缩通道
24/48/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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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编码 G.711 A/U、G.723.1、G.729

回声抑制 G.165/G.168-2000 echo cancellation

QoS 支

持

语音优先标记（TOS）、动态抖动缓冲区（JITTER BUFFER）、

语音侦测（VAD）、舒适背景噪音生成（CNG）、DiffServ

DTMF

relay
RFC2833

传真 T.30、T.38

呼叫处理能力

BHCC 120，000 次/小时

组网能力

组网分支

点
1~100

数据通信功能&服务

内置交换

模块
4 个 10/100MBaseT 端口

产品规格

尺寸 430mm x 442mm x 66mm（宽×深×高）

主设备重

量
4kg

电磁兼容

性
参照 GJB 367.1-87 要求

电源及功

耗
220VAC，50Hz，100W

环境温度 0℃~45℃

环境湿度 20%~90%（无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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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安全防范系统（网络监控系统）

1. 项目背景和建设目标

积极响应关于星级酒店管理规范，认真执行酒店安全管理内容，按照星级酒

店视频安全监控技术要求设计，对******酒店视频监控信息系统进行合理设计布

置。采用网络摄像机和模拟摄像机结合，达到经济，使用，安全的目的。

1.1、系统在 KF-PON 中实施

每层监控的网络摄像头通过网线拉到弱电箱接入 HA7204H ONU,经分光

器、主干光缆到机房 HA7102 OLT，OLT 上联千兆网口接入核心交换机，监控

服务器、经 NVR 上显示墙，整个监控系统完成。

1.2. 网络视频监控技术概述

网络视频监控技术的演变

时至今日，业内普遍认为视频监控系统已经发展到第三代。

第一代视频监视系统指的是以 VCR (Video Cassette Recorders)为代表的

传统 CCTV 系统，系统主要由模拟摄像机、专用电缆、视频切换矩阵、模拟监视

器、模拟录像设备和盒式录像带等构成。第一代系统存在很多明显的缺点，例如

维护工作繁琐、无法进行远程访问、无法与其他安防系统（如门禁、周界防护等）

有效集成、录像质量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等。

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 DVR (Digital Video Recorder)为代表的第二代

视频监视系统出现在视频监视市场上。DVR 使用户可以将模拟的视频信号进行

数字化，并存储在电脑硬盘而不是盒式录像带上。数字化的存储大大提高了用户

对录像信息的处理能力，用户可以通过 DVR 来控制摄像机的启闭，对于报警事

件以及事前/事后报警信息的搜索也变得相对简单。然而，DVR 本身的处理能力

限制使得其数字化处理能力被限制在是 8~32 路以内，一个项目往往需要许多台

DVR 设备，系统部署仍然很繁琐。

第三代系统指定就是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网络化视频监视系统，又称为 IP

监视系统，它最早出现于 2001 年。网络化视频监视系统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在网

络环境下使用而设计的，是完全数字化的系统，它基于标准的 TCP/IP 协议，能

够通过局域网/无线网/互联网传输，布控区域大大超过了前两代系统；它采用开

放式架构，可与门禁、报警、巡更、语音、MIS 等系统无缝集成；它基于嵌入式

技术，性能稳定，无需专人管理；它灵活性大大提高，监控场景可以实现任意组

合, 任意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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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网络化视频监控系统的出现，使高清化、智能化视频监控及其大规模

应用成为可能，从而真正实现了视频监控技术的飞跃。

下表将网络视频监控系统与传统的模拟视频监控系统进行了详细的对比，从

中可以更加具体的看出网络视频监控系统所具备的优势：

网络化视频监控系统与传统模拟监控系统的对比

对 比

内容
网络视频监控系统 传统模拟视频监控系统

访 问

方式

按需进行开路或闭路访问，

使用任一台 PC 上标准的 Web 浏

览器，您就可远程访问实时图像，

并远程管理网络摄像机。

闭路，不能进行远程访问。

易 用

性

使 用 任 一 台 PC 上 的 标 准

Web 浏览器，您就能够远程管理

和查看图像。网络摄像机可将图

像记录在硬盘上，易于搜寻、易

于存储，并且不会出现图像退化

或磨损。为安全起见，存储硬盘

可安装在远程位置。

不能够进行远程管理或监控。图

像必须存储在录像磁带机上，所以需

要不断更换以保持足够存储空间。录

制图像质量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增长而

下降。录像机必须放置在摄像机附近，

这可能会使未授权的人获取录像带。

图 像

质量

数 字 图 像 采 用 MJPEG 、

MPEG-4 或 H.264 压缩格式，不

会影响传输质量和存储质量，图

像在创建后不会发生质量降低的

情况。

当使用长电缆时，图像有可能会

丢失，磁带的分辨率通常很低，录像

的画面质量也会随时间推移而降低。

系 统

要求

通过网络传输实时视频所需

的所有部件都已经集成在网络摄

像机中，可以方便地将网络摄像

机连接到网络，并能够从网络中

的任一 PC(处于任一地点)查看、

录制和管理。

需要使用同轴电缆、多用复用器、

视频或慢速拍摄录像机、专用音频线

路、专用 PTZ 控制线路，以及本地放

置的 CRT(阴极射线管)监控器等众多

复杂设备。

安装

只需方便地将网络摄像机连

接到最近的网络，并分配一个 IP

地址。

将同轴电缆连接到每一台摄像

机，并连接到多路复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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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输

线

一条标准的 UTP 网线可同时

从几百个网络传输图像。

一根电缆一次只能为一台摄像机

传输视频信号，如果您有两台摄像机，

就必须使用两根电缆，这往往意味着

您需要把那些塞满厚重而危险的电缆

的中继设备连接到位于本地的控制室

当中。

可 扩

展性

您可轻松地将更多的网络摄

像机添加到系统当中。

扩展工作非常困难，每个模拟摄

像机都需要有专用的电缆，当使用长

电缆时会影响到图像质量。

成本

用于高质量的网络电缆的花

费通常比标准的同轴电缆要 少

30%到 40%。一根网络电缆能够

同时支持上百台网络摄像机和其

它设备。基于 IP 的网络基础设施

往往处于适当的位置，也就意味

着您用于构建系统的成本可以降

低到仅仅包括网络摄像机的成

本。

同轴电缆非常昂贵，常用的 RG59

75 欧姆的标准同轴电缆要比高质量

网线贵 30%到 40%。每个模拟摄像机

都需要一根电缆，如果您有很多台摄

像机，您就必须购买很多的电缆，并

专门为这些电缆的安装和部署花钱。

人力和维护成本较高，此外系统建设

成本还将包含模拟摄像机、录像机和

录像带的费用。

2 系统概述

酒店是集居住、办公、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其主要是为

客人提供住宿、餐饮、娱乐、休闲等业务，由于其工作性质的关系，出入人员比

较繁多，外地客人又占绝大部分，而犯罪分子恰好利用这种环境，潜入酒店伺机

作案，直接影响到客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直接影响到酒店的声誉；因此，

加强对外部人员的防范以及内部人员的管理，同时对重要的地点、物品进行特殊

保护，成为酒店安全防范管理的重点。

酒店的安全防范系统一般分为以下几个子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电子巡查管理系统

门禁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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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安防管理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简而言之是通过图像监控的方式对酒店的主要出入口

和重要区域作一个实时、远程视频监控的安防系统。系统通过前端视频采集设备

即摄像机将现场画面转换成电子信号传输至中心，然后通过显示单元实时显示、

存储设备录像存储等，实现工作人员对各区域的远程监控及事后事件检索功能。

入侵报警系统是对非法入侵向安保人员提供报警信号的安防系统。系

统通过前端布置的探测器对酒店重要区域进行布防，实现对重要区域的非法入侵

探测，一旦监视区域内发生非法入侵，或当总台工作人员或宾客主动触发报警按

钮，前端探测器立即发出报警信号到中心，中心通过声光报警的方式提示安保人

员。

电子巡查管理系统通过在酒店的各楼层走廊、楼梯间、重要机房等场

所设置巡更点，安保人员在特定时间内按设计好的线路进行巡查，实现酒店安防

的人防和技防相结合。该系统分离线式巡查及在线式巡查两种，离线式无需布线

至中心，施工方便，系统伸缩性高，但实时安全性不高；在线式通过巡更点与中

心直接连接，能实时显示巡查人员的身份信息、地理位置等，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电子巡查的安全性，在工程建设时能整合酒店的门禁管理系统以达到节省造价成

本。

门禁管理系统是通过在特定区域或房间设置电子锁及读卡器来实现

对该区域进出人员的有效控制。针对酒店设计的门禁管理系统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办公区的门禁管理；二是酒店客房部的门禁管理。办公区的门禁管理室针对内

部员工设定的，为防止客人无意或有意的进出对酒店工作造成影响。酒店客房的

门禁管理是结合酒店客房系统而设计的。

综合安防管理平台系统是把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等安防系统

统一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集中控制和管理的系统，它综合利用各子系统产生的信

息，根据这些信息的变化情况，让各子系统做出相应协调动作，系统重点通过和

跨越不同的子系统，达到信息的交换、提取、共享和处理。

3、设计原则及依据

3.1、设计原则

方案将遵循技术先进、功能齐全、稳定可靠的原则，形成一套系统的、

完整的、全面的、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并遵循以下原则：

1）可靠性

本系统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稳定可靠运行，室外设施的建设具备防水的

特性，具有完善的故障恢复功能，能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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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迅速恢复的功能；网络传输链路采用冗余备份策略，保障系统不间断运行。

2）安全性

本系统充分考虑系统前端设备、传输链路和数据存储的安全性。室外

设备具备防止人为破坏的设计；对传输链路数据进行加密处理，防止被非法入侵、

窃取和篡改；监控集成平台进行有效的安全管理手段，对人员、设备和各种信息

资源进行统一授权控制。

3）先进性

本系统的技术性能和质量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集国际上众多先进

技术于一身，体现了当前计算机控制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最新发展水平，适

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同时，从实战应用角度出发，系统的安装调试、软件编程和

操作使用又简便易行，容易掌握。

4）实用性

本系统设计充分考虑用户实际需要和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根据用户要

求，通过严密、有机的组合，实现监控的各种实用功能，通过信息的共享和系统

联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上层应用软件的定制开发，为管理提供各种增值

应用。

5）扩展性

本系统设计中考虑到今后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的需要，具有更新、扩充

和升级的可能，并根据今后该系统的实际要求方便扩展系统功能。

6）可管理性

本系统通过监控中心实现对设备、人员、资源的统一分配和管理，实

时掌握一线情况，如项目中设置分控中心，也可对各级分控中心能进行统一指挥。

7）经济性

在保证视频监控系统性能优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系统的投资成本，

通过优化设计，选择最合理实用的系统设备及售后服务。

3.2、设计依据

本案安全防范系统建设主要从以下行业规范、标准出发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GA/T75-1994

《民用闭路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198-94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GB16796-1997

《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技术要求》---BMZ1-2000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200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8-2004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GA/T36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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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GA308-2001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GB/2887-2000

《电子计算机场地设计规范》----------------------------GB50174-2000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02

《建筑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9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95

4、应用特色需求分析

酒店的建设是集度假休闲、会议、餐饮于一体的服务性行业，它有以

下几个特点：

1.酒店的开放性和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导致犯罪分子容易潜入并伺

机作案；

2.商务宾客和旅游宾客进出频繁，携带资金财物较多，其流动性和聚

集性，都让其成为外部犯罪分子和内部不法员工的目标；

3.宾客的安全防范意识薄弱，也未遵守宾馆制度，让犯罪分子和事故

隐患乘虚而入，危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4.犯罪分子作案手段狡猾、隐蔽性强，案发后缺乏证据；

5.宾客之间、宾客和酒店服务人员之间发生口角纠纷甚至斗殴，给酒

店宾馆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

从酒店的结构及日常功能综合考虑，其总体防范应通过点、线、面综

合着手，构筑整个系统：

第一道防线：酒店出入口

酒店的主要出入口设置摄像机（包括高清半球彩色摄像机、高清快球

摄像机等），该部分也可借用上述摄像机进行酒店的人流量统计，以方便酒店日

后的运营管理。

第二道防线：重点区域、房间防范

1）在财务部、重要机房、会议室、仓库、VIP 等重点房间分别安装

高清半球彩色摄像机，并结合报警系统的报警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进行联动。

2）酒店的总台区域需设置具备拾音功能的监控系统，能同步存储现

场画面和声音，并且可独立设置权限和远程调阅，以备客户纠纷等特殊情况发生

时，较客观的还原现场。

3）在酒店客房楼层走廊设置监控点，记录所有进出客房的所有人员，

并可以采用移动侦测、行为分析等智能分析技术实现走廊的技术监控；在客房内

床头及卫生间人员易触碰处设置紧急报警按钮，在宾客遇到紧急情况触发报警时

中心能马上收到报警信号并发出声光提示，显示所在房间提醒保安人员采取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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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措施。

5、安防系统总体规划设计

5.1 系统组成

本方案将根据酒店的不同防范区域按照相应的防护要求，结合本产品

自身的专业特点，本着因地制宜、积极稳妥、注重实效、严格要求及保密的原则，

为酒店详细设计视频监控系统和入侵报警系统，并通过建立综合安防管理平台将

各个安防子系统统一到平台进行集中管理。

考虑到项目设计的定位及数字化视频产品的成熟与发展，本设计视频

监控系统采用纯网络高清与标清结合架构，既前端摄像机采用高清或标清网络摄

像机、传输采用基于酒店局域网的网络传输、中心存储采用基于网络的 CVR 存

储。系统主要对酒店内各个场所包括周界围墙、室外停车场、地下停车场、酒店

出入口、酒店大堂、收银总台、电梯厅及电梯、各楼层过道、开放式餐厅、厨房、

储物室及洗衣房等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监控、录像等。

入侵报警系统由前端探测器、传输线路及中心控制系统组成，前端主

要在酒店围墙周界设置主动红外对射，收银总台、酒店客房等安装主动报警按钮，

在酒店财务室、动力机房等重要场所安装三鉴探测器，设计采用总线型系统架构，

将所有前端报警探测器和紧急报警按钮等进行统一管理。入侵报警系统对前端报

警设备进行分区管理，通过地址码的方式实现对前端报警点布撤防的控制和管

理。

5.2 系统结构

根据本次系统设计酒店安防系统结构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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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防系统详细设计

6.1、视频监控系统

6.1.1、系统结构

任何规模、任何形态、任何阶段的视频监控系统都可归纳为：由前端

子系统、传输子系统、存储子系统、显示子系统和控制子系统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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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视频监控系统采用纯网络模式，前端全部采用网络摄像机，视频

信号通过接入交换机接入局域网传输。中心机房内部包含了存储子系统、管理控

制子系统和集成联动等部分，是整个监控系统的核心，也是软件平台的核心。系

统结构图如下：

采用纯网络架构的视频监控系统有以下几个优点：

1）采用高清网络摄像机，图像效果有显著提高

传统的标清分辨率的图像对于多数的监控场景，基本上无法对细节进

行分辨。而当发生案件时，从录像资料中很难对监控现场涉案的人员、物品准确

认定，不具备很好的对侦破工作的指导性和法律质证能力。采用高清摄像机获取

高清晰度的监控画面，更能清楚地呈现监控原貌。高清视频监控图像与标清视频

图像清晰度的直观比较如下图所示：



酒店智能专家 专业造就价值 科飞五星级酒店 KF-HOTEL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2）采用网络传输，质量更可靠，施工更方便

本视频监控系统以网络为平台，采用全新的设计理念，以 IP 地址来

识别所有的监控设备，采用统一的 TCP/IP 协议来进行图像、声音和数据采集传

输。网络数字视频监控采用了网络数字传输信号，没有线缆长度和信号衰减的限

制，而网络自身又不受地理区域的限制，因此可实现更广阔区域的监控布局。

3）系统扩展更方便

在一个网络视频监控系统中，只要在技术上采用统一的标准，对于应

用的扩展而言，只是增加相同的设备和增加管理上的 IP 地址而已，对管理而言，

增加设备站点只是意味着 IP 地址的扩充；将型号从模拟转换到数字，在采用统

一的协议在网络上传输，对网络解决方案上的用户而言，监看视频画面、录制视

频资料、控制传统云台镜头，仅仅是网络在线连接这么简单。

6.1.2 功能分析

全天候监控功能：通过安装的全天候监控设备，全天候 24 小时成像，

实时监控酒店内各个场所包括周界围墙、室外停车场、地下停车场、酒店出入口、

酒店大堂、收银总台、电梯厅及电梯、各楼层过道、开放式餐厅、厨房、储物室

及洗衣房的安全状况；

昼夜成像功能：方案中涉及到的半球摄像机和固定枪式摄像机可采用

红外模式摄像，可见光成像系统的彩色模式非常适合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的状

况下对监视范围内的观察监视识别；红外模式则具有优良的夜视性能和较高的视

频分辨率，对于照度很低甚至 0LUX 照度的情况下具有良好的成像性能；

高清晰度成像：酒店部署高清晰度摄像机，采用高清晰度成像技术对

区域内实施监控，有利于记录酒店车辆车牌、人员面部等细部特征。

前端设备控制功能：可手动控制镜头的变倍、聚焦等操作，实现对目

标细致观察和抓拍的需要；对于室外前端设备，还可远程启动雨刷、灯光等辅助

功能。

分级管理功能：记录配置客户端、操作客户端的信息，包括用户名、

密码和用户权限，在客户端访问监控系统前执行登陆验证功能。在酒店安防控制

中心建设管理平台，对于远程访问和控制的人员，可以通过授权登录 WEB 客户

端，实现对摄像机云台、镜头的控制和预览实时图像、查看录像资料等功能。

报警功能：系统对各监控点进行有效布防，避免人为破坏；当发生断

电、视频遮挡、视频丢失等情况时，现场发出告警信号，同时将报警信息传输到

监控中心，使管理人员第一时间了解现场情况。

联动功能：酒店安全防范系统是以综合安防管理平台为基础，各子系

统既可独立运行，又可统一协调管理的多功能、全方位、立体化的安防自动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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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从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功能强大的技术防范体系，以满足对酒店安全

和管理的需要，配合人员管理，实现人防与安防的统一与协调。

集中管理指挥功能：在指挥中心采用综合管理软件，实现对各监控点

多画面实时监控、录像、控制、报警处理和权限分配。

回放查询功能：有突发事件可以及时调看现场画面并进行实时录像，

记录事件发生时间、地点、及时报警联动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处理，事后可对事

件发生视频资料进行查询分析。

电子地图功能：系统软件多级电子地图，可以将区域的平面电子地图

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每一个监控点的安装位置、报警点位置、设备状态等，有利于

操作员方便快捷地调用视频图像。

设备状态监测功能：对于系统前端节点为网络摄像机，软件平台能实

时监测它们的运行状态，对工作异常的设备可发出报警信号。

6.1.3 前端监控点设计

6.1.3.1 前端设备技术要求

前端摄像机是整个视频监控系统的原始信号源，主要负责各个监控点

现场视频信号的采集，并将其传输给视频处理设备。监控前端的设计将结合酒店

实际监控需要选择合适的产品和技术方法，保障视频监控的效果。

作为监控系统的视频源头，摄像机对整套监控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对摄像机的基本要求是：图像清晰真实、适应复杂环境、安装调试简便。

1、图像真实清晰——摄像机种类很多，其本源是内部核心部件“图

像传感器+数字处理芯片”，针对不同的行业有完全不同的优化方案。比如：广

播电视系统的图像处理偏艳丽，这是符合观众的视觉需求。相对而言，视频监控

系统对图像的要求是真实还原，尤其是图像的色彩应与现场一致，比如：人的肤

色、衣着颜色、车辆颜色等。此外镜头倍数也将影响用户捕获图像的景深，广角

取景能获取全景概况，长焦取景能获取人脸面部特征，因此，用户对图像要求与

使用场景密切相关。当然，在特殊场景下还需要特殊功能进行匹配，比如：超低

照度、宽动态等等。

2、适应复杂环境——与硬盘录像机、交换机所处环境不同，摄像机

一般都置于风吹日晒的环境下，天气变化都会影响摄像机的工作。耐高温、抗雷

击、防水防尘等应达到相关指标，摄像机应该能在恶劣环境下正常工作。有些环

境下室外摄像机护罩内应该有加热、除湿等装置，防水防尘级别应该达到 IP66，

内部电路应该具备防浪涌保护设计，抗 3000V 雷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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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装调试简便——摄像机多安装于难以摘取的位置，因此使用过

程中的再度调试是较麻烦的，增加维护成本。摄像机应该提供 OSD 操作菜单供

用户远程调试及参数修改。此外，建议为摄像机由 UPS 集中供电以保证电源洁

净，防止串扰。

6.1.3.2 前端监控点的选择

酒店前端监控点主要集中设置在周界围墙、室外停车场、地下停车场、

酒店出入口、酒店大堂、收银总台、电梯厅及电梯、各楼层过道、开放式餐厅、

厨房、储物室及洗衣房等场所。

摄像机布点原则为：保证任何人从任何通道进入酒店区域内任何楼

层、区域都至少能被摄录一到二次图像记录在案，保证不遗漏，做到无死角、全

面受控。

根据具体场所的应用需求，前端摄像机点位做如下设计：

（1）酒店周界

对于建有周界围墙的度假村式酒店，建议采用电子围栏+视频监控的

方式进行安全防范，根据围墙的建筑结构安装电子围栏，根据探测器的防区分配

分别设置室外红外枪机，当探测器检测到入侵并发出报警信号，中心联动对应防

区的摄像机进行联动录像。

（2）室外及地下停车场

室外及地下停车场停放着内部员工及酒店宾客的机动车，停车场区域属

于酒店的管辖范围，当车辆出现刮擦或被盗等案件时酒店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

在酒店的室外及地下停车场设置视频监控系统，由于夜晚光线都比较暗，建议采

用红外摄像机，清晰度应达到能看清车辆牌照。室外停车场采用室外快球进行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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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监视，地下室因其结构复杂，需安装多个固定枪机进行全方位的监视。

（3）酒店出入口

酒店出入口包括宾客出入大门及员工通道。宾客出入大门直接于酒店大

堂相连，在大门处安装宽动态摄像机，记录进出酒店大堂人员的详细特征，可采

用人脸抓拍及客流量统计等智能分析功能。员工出入口主要为内部员工进出酒

店、酒店物资的进出的通道，在此设置宽动态摄像机，采用半球吸顶安装，全天

候记录进出人员及货物的详细情况

（4）酒店大堂

酒店大堂的一个特点就是开阔且楼层高，如果采用一般固定摄像机进

行监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建议在酒店大堂设置室内快球，配置高倍数镜

头，通过控制快球的云台及镜头，能随意查看大堂的每一个角落细节，实现单机

全方位的监控。

（5）收银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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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的收银总台是为宾客办理入住及退房等业务的位置，一天 24 小

时有员工值班，每天有大量的现金流通，是比较容易被犯罪份子攻击的位置。根

据需求在酒店总台设置多个高清摄像机，不仅要记录每位宾客的体征面貌，还需

要看清现金交易的过程。

（6）电梯厅及电梯

酒店电梯厅及电梯是人员比较集中、流通相对频繁的场所，犯罪份子容

易在这些区域趁人多拥挤实施盗窃等，借助酒店室内灯光，在电梯厅设置彩色半

球摄像机进行实时监控。电梯内安装电梯专用摄像机记录电梯内的人员物品进出

情况。

（7）各楼层过道

在酒店各楼层过道吸顶安装彩色半球摄像机记录人员的出入，半球摄

像机隐蔽性高且跟酒店装修融为一体，达到视觉美观功能。

（8）酒店餐厅、厨房

在酒店的餐厅、厨房吸顶安装彩色半球摄像机，实时监控内部人员就

餐及厨房工作情况。

（9）储物室及洗衣房

在酒店储物室及洗衣房吸顶安装彩色半球摄像机，记录物品及人员的

进出情况。

6.1.4、 传输子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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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1、传输方式的类型

对于酒店监控环境以及酒店的视频监控系统架构，传输信号均为以太

网信号，信号传输全部接入 KF-PON 光网：

监控的网络摄像头通过网线拉到弱电箱接入 HA7204H ONU,经分光器、主

干光缆到机房 HA7102 OLT，OLT 上联千兆网口接入核心交换机，监控服务器、

经 NVR 上显示墙，整个监控系统完成。

6.1.4.2、电源及控制信号传输

酒店前端摄像机建议采用 UPS 统一供电，UPS 供电线路部署到每个

楼层，UPS 供电电压为 220V，通过变压后输出给前端摄像机，直流供电线路采

用 RVV2*1.0；楼层弱电井交换机供电也统一采用 UPS 电源。220V 交流供电线

路可采用 BV3*1.0。

6.1.5、 监控中心设计

酒店监控中心视频监控系统包含控制子系统、解码及显示子系统、存

储子系统等。

6.1.5.1、控制子系统

控制子系统主要指的是视频监控系统的管理平台软件和配套设备，如

鼠标、键盘等。

 管理平台软件

视频监控系统的管理平台软件是整个视频监控系统的核心。系统内任

何的操作、配置、管理都必须在平台上完成，或通过平台注册，由其它设备或软

件客户端完成；软件具备 C/S、B/S 两种架构；支持报警系统与视频监控系统的

联动管理；软件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分服务器安装系统模块，以降低服务器的

资源处理压力。软件设计详细功能介绍见章节 5.3 综合安防管理系统。

 键盘

系统可采用网络键盘，接入系统中的交换机，经平台注册后，可以对

前端视频点进行切换显示、远程控制等操作。键盘上三维摇杆的设计，给用户带

来键盘、鼠标无法替代的使用感受。同时还能在键盘上实现实时预览、大屏控制、

抓图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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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2、解码及显示子系统

解码及显示子系统主要为实现智能酒店监控中心对监控范围内视频

监控的统一调用、控制及解码显示而设计的，实现对视频的远程访问、视频流接

收、数字视频的解码显示和大屏幕视频显示控制等功能。

显示控制子系统包括 LCD 监视器和 DID 液晶拼接屏。根据实际工程

实施经验，建议控制台到电视墙的观看距离不小于 3 米。同时，为了方便安装

维护，后面至少需要保留 80 厘米净空间。

一、视频综合平台解码部分

解码子系统的主要是将前端网络视频监控信号还原成高清数字信号，

输出到显示系统进行显示。

解码系统架构的参考图如下：

与一般解码子系统相比，本次设计解码子系统不仅是个单纯的视频解

码子系统，而是一个集视频解码、数字输入、拼接、控制、漫游等功能于一体的

视频综合管理平台，它将原有的解码设备、拼接控制设备集成到一体化的设备中，

通过视频监控管理系统的管理平台软件即可实现视频解码输出、切换控制、大屏

拼接、画面开窗、漫游等原来需要多套软件才能够实现的功能。它可支持多种数

据源同时接入，如：网络编码接入，光纤数字接入，SDI 信号接入，DVI 信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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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VGA 信号接入，BNC 模拟信号接入。也可以支持多种输出接口输出，如：

HDMI，DVI，VGA 或者 BNC。

视频综合平台有如下一些特点：

拼接灵活性,操作便捷

支持多种拼接方式，用户可以根据需求任意切换任意组合，可以实现

开窗，漫游，拼接等功能，操作简单，在客户端软件中通过拖动实现轻松配置。

图像显示是通过客户端软件控制视频综合平台进行输出给显示单元

进行显示。客户端软件根据监控中心图像监控的需要设置显示策略，并控制视频

综合平台实现图像的解码输出。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报警联动输出，报警弹图

像，图像轮巡，回放录像上墙等功能。

支持高清图像拼接上墙

传统的监控分辨率 4CIF 为 704x576，随着监视器分辨率的提高，以

及拼接屏的使用，4CIF 分辨率的效果逐步降低，而视频综合平台支持接入 1080P

或者 UXGA（1600x1200）分辨率的图像，很好的解决了图像质量的瓶颈，并

且配合 DVI 或者 HDMI 等输出高清接口，让拼接屏的图像显示质量有了一个质

的提高。

集成度高，性能好

可以对 BNC，VGA，SDI，光纤等输入源进行编码压缩，采用本公司

自主研发的针对高清视频监控有特别优化的编码算法，并搭配 TI 高性能芯片，

实现高压缩，低延迟。编码压缩的数据可以配合网络存储设备进行存储备份。

可以解码 1080P 和 UXGA 及以下分辨率的编码图像数据，并使用

BNC、VGA、DVI、HDMI 等输出接口进行输出。

支持 BNC，VGA，光纤输入的原始数据直接上墙，减少编码和解码

的延迟以及降低图像质量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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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强大的网络传输功能，接入视频综合平台的图像数据经过编码压

缩以后，利用 IP 传输交换技术完成视频图像的分发，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基础上，

各业务部门的桌面终端（PC）均可访问权限范围内的视频资源，支持调看实时

视频图像、PTZ 控制和回放录像资料。

具备报警输入和输出功能，可以实现红外对射等开关量报警输入设备

的接入，还可以实现 485 和 232 信号量报警输入。可以实现指定规则下联动报

警输出，还可以提供直流电压为报警设备供电。

具备云台控制功能。

扩展性、兼容性强

对老系统改建可以在不改变原有监控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扩展，保护用户

投资。

不同视频综合平台之间使用光纤或者网络方式进行级联，并且可以对各

级的平台进行统一的管理。

降低施工难度

视频综合平台是可插拔板卡结构，针对不同的大屏要求可灵活增减板

卡，机架式结构易安装，便于施工，集成度高省去了很多周边设备，更易布线及

调试。

稳定性高，维护方便

系统可以按照需求全天 24 小时、一年 365 天全天连续工作，所以视

频综合平台必须具有高可靠性、高稳定性等特点，以保证连续正常运行。

传统的大屏幕系统一般由编码器、矩阵、大屏控制器构成，组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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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存在不稳定因素，而且环节越多导致了排查错误约困难，

而我司的视频综合平台将编码、矩阵以及大屏控制器整合在一起，在满足功能需

求的基础上操作简便、维护简单、管理简捷。

二、大屏显示部分

酒店的视频监控显示子系统大屏拼接推荐使用本公司液晶屏，该屏是

采用三星原装 DID（Digital Information Display）液晶面板为核心技术的一体

化单元。DID 面板的革命性突破在于超高亮度、超高对比度、超耐用性以及超窄

边应用，解决了液晶显示应用于大屏幕公共显示的技术障碍。一般来说，电视或

电脑所用液晶屏的亮度只有 250~300cd/m2，采用 DID 面板的液晶屏幕亮度则

高达 700~1000 cd/m2，对比度高达 3000:1~10000:1，比传统电脑或电视液

晶屏要高出一倍。采用 DID 面板的专业液晶监视器即使是在强光照射下也清晰

可见。

稳定运行寿命超长，维护成本低：液晶显示技术是目前最优异的平板

显示技术之一，尤其是 DID 液晶屏，整机有 50000 小时的使用寿命且长时间工

作后图像稳定没任何变化。液晶显示技术没有任何需要定期更换的耗材设备，所

以维护、维修成本极低。

全自动温控系统：DID 液晶拼接单元配备有自动温度控制电路设计，

可根据屏幕实际工作温度自动调节散热风扇的散热能力，在保证屏幕工作安静的

同时，使 DID 液晶屏幕始终在最佳工作温度，提高了整机可靠性，有效延长屏

幕的使用寿命。

环保健康：与传统的背投式（包括 CRT 背投、LCD 背投和 DLP 等）

拼接系统相比，LCD 液晶拼接系统发热量小、无辐射、无闪烁、不伤眼、不含

有害物质（如铅、汞、镉、铬等），有利于观看者的身体健康，是新一代的环保

健康拼接系统，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 LCD 拼接系统已取代传统的背投式拼接

系统成为主流。

拼接方式任意选择，单元尺寸灵活，使用场所适应性强：DID-LCD

液晶屏可以选择任意拼接（M*N），屏的大小亦有多种选择，40 寸、46 寸等多

种规格，可以满足不同场所的需要。

此外，液晶大屏幕具有高亮度、高对比度、快速响应时间、宽视角、

超窄边等特点。

6.1.5.3、存储子系统

网络集中存储系统目前主要有嵌入式 NVR 硬盘录像机和磁盘阵列两

种。其中单台嵌入式 NVR 设备可以支持 32 路标清视频信号接入，并支持

160Mbps 流媒体分发，与传统 IP-SAN 集中存储相比拥有以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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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成本优势

1、汇聚网络带宽投资成本：

监控点数量庞大，往往是几千，甚至上万个点高清监控点，如果采用

IP SAN 集中存储的模式，每个高清监控点需要 6M 到 8M 左右的带宽（以 1080P

高清为例），在 IP 汇聚网络中要 24 小时一直传输几十 G 的 IP 数据，对于网络

的压力以及对带宽的占用是非常巨大的，甚至要因为项目而扩容网络，网络投资

建设成本非常之高，同时因为所有存储数据集中到网络少数几点，可靠性难以得

到保证，因网络故障引起大面积监控点存储瘫痪的风险较高。而如果采用嵌入式

NVR 并采用分布式存储的模式，因为图像资源都分布存储在前端，汇聚到中心

的只有极少量实时图像中心调用或者是录像调用产生的流量，对汇聚网络基本上

没有压力。

2、硬盘投资成本：

存储介质的选择上，IP SAN 要求企业级硬盘；而嵌入式 NVR，多写

少读的特性，决定了监控硬盘已经可以满足需求。两者都是专业级硬盘，但从目

前存储成本上来看，企业级硬盘的成本是监控级硬盘的两倍多。此外，嵌入式

NVR 在硬盘利用率上可以达到 100%，而 IP SAN 可用硬盘和硬盘裸容量的比例

一般是 10%，又从另外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存储成本。如果平摊到每个高清监控

点（以 1080P 监控点，存储 30 天为例）计算，嵌入式 NVR 相对 IP SAN 硬盘

投资成本可以降低 50%，按照目前硬盘价格，每个监控点投资光硬盘可以节省

1000 元。

3、电费及 UPS 等相关投资成本：

嵌入式 NVR 采用专用的软硬件系统，根据监控应用“量身订做”，

降低了功耗，提高了运行寿命和稳定性在实际使用中，如果平摊到每个高清监控

点（以 1080P 监控点，存储 30 天为例）计算，NVR 产生的功耗一般是 IP SAN

的 10%，每个监控点每年可以节约 345.6 度电，按照每度电 1 元（工业用电）

计算，每年可以节约 345.6 元，以一个 1000 个点的项目为例，每年数据中心运

行成本光电费可以节约 34.5 万元。此外，由于功耗降低，需要配置的 UPS 功率

可大大节省，相应的机房建设成本亦可大大节省。

4、机房建设投资成本：

IP SAN 对机房承重、温度、湿度、粉尘颗粒密度要求较高，精密机

房的配套设施价格昂贵，整个机房建设成本很高。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监控机

房，环境条件还较难达到 IP SAN 对机房条件的标准，如果在达不到机房条件标

准的情况下应用将会造成后续设备寿命、故障率、维护投入等诸多问题，特别是

承重条件如果达不到，甚至会造成安全事故。嵌入式 NVR 的应用无疑更加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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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监控机房的实际情况。

5、对原有监控系统的改造成本：

目前现有绝大部分监控（模拟摄像机）都采用的是 DVR 的存储模式，

后续高清监控项目很大一部分将会是原有系统的改造而非全部新建。使用混合型

嵌入式 NVR 的模式可以支持原系统模拟信号接入，完全符合原有嵌入式 DVR

的网络结构和使用习惯，升级和改造非常便利，系统中较多设备（包括网络传输

设备）可以利旧不需新建。而用 IP SAN 模式进行系统改造，网络结构、系统及

网络传输设备都面临替换和新建，建设成本必然大规模增加。

运行、维护投入成本低

IP SAN 对运行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运行维护成本高，此

外 IP SAN 对厂家的依赖性较大，在过保修期后所需向厂家购买的维保费用较高。

相比起来，嵌入式 NVR 与目前公安监控系统广泛应用的 DVR 运行维护基本相

同，各地公安基本上已建立了成熟的运行维护体系和模式，相比 IP SAN 能够大

大节省运行维护投入。

二、高可用性优势

首先，嵌入式 NVR 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不会因病毒等原因导致无

法使用或者异常关机重启，确保系统高可靠性。

嵌入式 NVR 专用软硬件的特性，决定了其针对应用环境的“量身打

造”，环境适应能力更强，更切合于监控行业当前的实际情况（介于民用与工业

之间）。

嵌入式 NVR 采用分布式存储方案，采用就近存储、快速存储、分散

存储的策略，保证数据尽可能早的存储，有效规避网络异常等问题，把单点故障

的风险降到最低。

三、数据安全性性优势

监控行业存储的特性：以大容量的写为目的，24 小时规律写，多写

少读，以写为主，一定时期过期的特性，同时监控数据存储对成本较为关注，其

核心的要求可靠、稳定的存储下来。

IP SAN 面向数据存储，其核心特点是高共享性、高吞吐量和 RAID

冗余能力，更适合于多种应用系统共同存储的环境需满足各种大小的文件存储需

求，需满足不同读写操作频率的需求，其硬件和软件针对数据块大小和读写效率

一般采取“中庸”策略来优化，即按照 50%读操作，50%写操作来设计，一般

按照“多路随机并发访问”策略。面对监控领域独特的数据存储特点，并无相关

优化措施，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最高效率，故不是监控行业存储的最优选择。

而嵌入式厂商针对针对安防市场的沉淀和理解，推出了多项符合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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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存储的技术，利用专业性产品和配套系统，提供了高稳定性、高安全性、高可

靠性的转发存储系统。

1、磁盘预分配技术

保证在硬盘循环记录过程中，杜绝文件碎片的产生。可以很好的解决

监控数据长期覆盖读写的特点，文件频繁建立和删除带来的文件碎片问题。而传

统的 SAN，附属与前段的操作系统，无有效机制针对监控数据反复覆盖读写进

行处理，在长时间使用之后，性能和磁盘利用率均会大幅下降，并且还会造成磁

盘加速损坏，缩短磁盘寿命。

2、独有的文件保护技术：

支持目录区冻结保护，可彻底彻底解决由于断电断网引起的文件系统

不稳定甚至文件系统损坏而导致的监控服务停止、数据只读或丢失等故障问题。

传统 IP SAN 存储模式，磁盘阵列空间需要在存储服务器端格式化成

本地文件系统后才能使用，但是断网、断电等突发事件，服务器端文件系统的数

据不能及时刷新到存储上，从而造成的结构损坏，导致磁盘空间的不可访问。

3、优化的读写策略

针对监控存储大码流并发写为主的特点，嵌入式产品基于特有的文件

系统，将多路并发随机访问变为顺序访问，优化写策略，同时减少由硬盘磁头工

作时频繁长距离寻道带来的性能下降和寿命下降的问题。

4、硬盘休眠技术

嵌入式设备支持非工作硬盘休眠技术，一方面延长硬盘寿命，另一方

面也可降低整机功耗。

4、SMART 预警技术

支持硬盘 smart 预警技术，在硬盘彻底损坏之前提前预警，同时录

像切换到下一块硬盘录像。保证了监控数据不会因为硬盘的损坏带来的数据丢

失，大大提高了数据的安全性。

5、磁盘配额管理

根据实际应用，支持硬盘分组管理、通道配额设置，冗余录像、重要

录像文件保护等机制，在提高数据安全性的同时，可针对实际应用提供更加灵活

的配置和管理机制。

存储子系统是为监控点提供存储空间和存储服务，本方案采用 NVR

存储的存储架构，这种存储模式省去了网络存储服务器，因此存储不再受网络存

储服务器性能的影响，存储更加高效稳定，并节省了一定的成本。

1、 视频存储的技术要求

录像数据存储在 NVR 设备上。存储的图像数据应采用 4CIF 以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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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存储的图像数据可通过网络接口以时间、通道等方式进行检索，允许

多用户同时检索、调用录像。

实际系统建设可按照不同的存储格式和存储时间来计算存储空间，同

时需为今后增加设备预留一定的空间。

2、 存储系统的空间要求

4CIF 格式存储：

监控资料存储系统的空间需求和监控系统的实际和使用有着直接的

关系，需求的存储空间大小可以通过计算公式直接计算出来，以 1536Kbps 单

路视频图像码流进行存储，视频图像分辨率可达 4CIF 效果 PAL，25 帧,变化运

动率保持在视频图像 70％左右，计算图像存储容量，可以计算出每路摄像机每

小时容量约 660MB；每路摄像机一天 24 小时容量＝24H×660MB/小时

=15.5GB/天

720P 图像存储：

根据存储容量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如果以 720P 图像格式存储，平

均码流 4.5Mps，每路摄像机一天 24 小时容量约为 46.5GB。

3、 存储系统功能

 视频存储功能

存储子系统支持手动录像、计划录像、报警录像，对这三种方式触发

的录像方式如下：

手动录像：当用户在客户端上选择手动录像后，将要录像的摄像机信

息存储到数据库对应的表中，并通知存储子系统执行该条记录。

计划录像：用户可以在客户端软件上制定录像方案，并对录像方案进

行保存，当选择执行某个录像方案时，就会通知存储子系统按照该方案进行计划

录像。

报警录像：当发生视频报警时，存储子系统会收到触发视频报警录像

的信息，存储子系统便根据包含的摄像机信息进行录像存储。

支持双码流，其中一路码流用于视频存储。当有视频存储需要时，视

频存储服务系统会主动连接前端设备，对视频流进行存储。并可根据需要扩展支

持 OggVorbis 等音频编解码标准实现音频同步存储。

存储子系统支持节假日设定、录像文件最大长度设定、存储容量设置

和状态显示等功能。

所有录像数据都无法被手工删除，其包含水印信息，可检测录像是否

被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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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像自恢复功能

集中存储部分的网络摄像机、网络半球都可选配 SD 卡插槽模块。网

络前端内插 SD 卡，当它们与中心机房的网络存储设备通信失败时，录像文件将

暂时保存在 SD 卡内。当通信恢复以后，缓存的录像文件能拷贝到中心机房的网

络存储设备内，保证集中存储系统中录像文件的完整性。

视频存储管理功能

支持对存储的视频数据进行管理和设置。

可设置当磁盘空间不足时处理方式（提前预警、覆盖）。

录像状态（计划、手动、报警、运动检测）显示。

可检测存储设备的工作状态，对异常情况报警。

 视频资料检索功能

存储子系统支持客户端的历史视频检索功能。系统支持客户端按日

期、时间、类型、服务器、通道检索客户端本地或远程服务器端的录像文件，系

统以文件信息列表形式将检索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视频资料回放功能

存储子系统支持同时回放多个服务器或本地的多个存储通道的同一

时间的录像文件。回放时能够支持暂停、播放、停止、快放、慢放、单帧步进、

循环播放、精确定位到某帧、备份、调节音量、调节亮度、色度、对比度、色调

等操作。视频存储服务器还能够支持录像剪辑，录像文件下载等功能。

6.2、综合安防管理系统

本系统采用 iVMS-5000 平台解决方案；

IVMS-5000 平台软件是一套定位在监控专网环境中使用的网络集中

监控软件。其以分布式系统设计理念为基础，从监控业务中抽象出各功能模块，

各施其职、相对独立，之间的信令交互又使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网络视频

监控系统需要实现前端接入、网络存储、网络接处警、监控中心图像呈现与控制

和集中管理的功能。

6.2.1、架构设计

随着视频监控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依靠传统软件设计实现各种安防应

用的融合、海量的视频数据存储、智能分析技术的集成开始显现一些不可逾越的

障碍。我们要从新的思路出发来整合网络、存储、音视频、智能分析，从架构角

度上对监控系统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规划设计，借鉴 IT 软件领域成熟的软件开

发模式，支持分布计算，提供跨网络、跨硬件、跨 OS 平台的透明性的应用或服

务的交互，支持标准的协议和接口，满足安防应用的需求，符合下一代安防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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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方向。

6.2.2、系统框图

平台系统从技术结构上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基础开发平台：

对操作系统、数据库、安全加密、多媒体协议的封装，屏蔽差异，实

现上层应用的平台无关性，提高开发效率和系统兼容性。在服务器端我们选择了

J2EE 作为开发平台，在客户端我们选择.NET 作为平台。

平台服务：

在平台服务层我们提供了认证、管理服务、流媒体、存储服务、报警

管理等通用服务外，还提供了电信级系统必须具备的负载均衡、双机热备等服务。

我们还提供了设备抽象模型和接入服务，可以兼容多厂商、多种类、多协议的各

种异构硬件；我们还提供了第三方系统接入服务。

业务逻辑子系统：

通过常用业务的归纳、封装，这层提供了视频、报警、智能、对讲等

监控安防业务，方便应用层调用。

应用子系统：

通过 WebService 接口使用平台提供的各种服务，将具体的业务展

现给最终的用户。有传统的 C/S 客户端，有基于最新 WEB 技术的 B/S 客户端，

还有可“随身携带”的手机客户端，最大化用户的体验。

通过良好的分层结构，统一的接口服务，可以有效的降低系统构建的

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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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平台组成

IVMS 安防集中管理平台主要由以下服务模块组成：中心管理服务、

存储管理服务、流媒体管理服务、报警管理服务、电视墙管理服务、智能分析服

务、接入服务、WEB 服务、网管服务、移动终端服务、DDNS 服务、SIP 网关

服务、电子地图、数据库服务、C/S 客户端、B/S 客户端、手机客户端等。

 中心管理服务

组织资源管理：对集中管理的所有系统设备、系统组织结构和中心管

理服务外的其它服务进行管理、配置。

用户管理：权限管理，角色管理。

报警管理：报警信号接收和确认，报警事件管理，报警联动管理，手

动报警，报警优先级管理等。

录像管理：支持 IPSAN、NAS 等方式录像，录像配置管理，录像计

划模板管理等。

网络管理：支持各类服务运行状态和异常信息统计，支持设备的运行

状态和异常信息统计，支持服务的远程重启，支持用户信息和资产信息查看，支

持统计数据的 EXCEL 文件格式导出等。

电子地图管理：支持动态添加、修改和删除地图；支持自定义的地图

元素添加，包括监控点、报警点、地图链接和标记等；支持地图的权限配置。

 存储管理服务

通过虚拟存储管理技术，支持 DAS、NAS、IP-SAN 各种存储设备；

支持集中存储管理模式，也支持 DVR 存储的分布式存储方式；支持 PB 级海量

音视频数据存储、快速检索及智能后检索；支持灵活的备份策略；支持数据自动

修复技术（数据补录）；

 流媒体服务

支持实时视频数据的转发及分发；支持存储数据的回放点播(VOD)；

支持 Qos 管理，对带宽进行合理使用；支持用户和事件的优先级管理；支持级

联和分布式部署；支持视频流相关的统计信息。

 报警管理服务

1. 接收通过设备传递上来的各种开关量报警；

2. 接收第三方 IP 报警设备报警；

3. 向客户端及其他联动终端转发报警信息，比如电视墙，手机短信，电子

邮件报警等；

4. 对设备工作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包括设备掉线、在线状态的检测；

5. 根据报警联动策略自动执行部分预案（灯光，警笛，云台预置位，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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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视频图像显示等等）

6. 自动记录报警日志，事后可基于时间、类型搜索查询；

7. 单台服务器最多可支持 1000 路并发报警信息转发；

 电视墙服务器

支持软件解码大屏输出，支持解码卡、解码器、模拟/数字矩阵控制

输出，支持键盘、3D 摇杆控制，支持高清解码输出，支持文件回放上墙，支持

报警联动上墙。

 网管服务器

对系统内的网络运行状况，设备运行状况、服务器运行状况进行监视

和管理，并能以各种图表的形式进行实时显示。主要提供资源清单管理、远程维

护管理、性能管理、故障管理、日志管理。对各种维护数据可以进行查询、统计，

并生成相关报表。

 电子地图

系统支持 GIS 矢量地图，支持 WebGIS 地图，支持 JPEG、BMP、

PNG 等光栅地图；支持多级地图管理；支持 GPS 信息集成，可以实时显示位置

信息；支持在电子地图上的监控设备管理及其报警联动处理。

 数据库服务器

对一个大型的系统而言，数据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使用 J2EE

系统中成熟、稳定、强大的框架，我们的系统可以灵活的支持各种数据库，包括

DB2、Oracle、MS SQLServer、MySQL 等。

 C/S 客户端

包括配置客户端、控制客户端、网管客户端等。其中配置客户端主要

完成各种用户、权限、服务器、设备等各种实体的远程配置和管理；控制客户端

主要完成日常的实现监看、录像回放、报警处理等日常的监控工作；网管客户端

可以实时显示设备、服务器的工作状态，极大的方便了系统维护人员的日常维护

工作。

 B/S 客户端

通过使用 B/S 客户端，可以方便的在浏览器中操作系统提供的各项

功能，不需安装部署灵活。

6.2.4、平台功能

6.2.4.1、用户管理

1. 支持用户组、角色管理，精细化权限控制到通道。

2. 支持多级部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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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分权、分域、分级管理

6.2.4.2、权限管理

1. 支持集中授权、认证

2. 支持精细权限控制，可以控制到通道

3. 支持模板功能，方便用户快速设置权限

4. 支持基于角色的权限管理

6.2.4.3、设备管理

1. 支持服务器、设备添加、删除、注册、认证管理。

2. 支持全网设备时间同步，支持手动校时、支持 NTP。

3. 支持设备批量配置和升级、支持远程重启。

4. 支持配置文件导入、导出功能。

5. 支持设备状态巡检，可定时巡检或手动巡检，对异常情况记入日志并及

时告警。

6.2.4.4、实时监控

1. 客户端和浏览器中可以进行单画面或多画面进行实时预览，支持多种画

面分割方式。

2. 支持分组轮询操作，支持多屏显示，支持窗口比例自适应（4:3，16:9）

3. 支持预览抓图

4. 支持即时回放

a) 支持预览窗口中云台控制操作

b) 支持电子放大功能

5. 支持动态调节亮度、对比度、饱和度、色调参数

6. 支持 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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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界面示意图

6.2.4.5、PTZ 控制

能够实现对前端云台镜头的全功能远程控制，包括对云台进行 8 个方向的控

制，放大，缩小，聚焦，光圈放大缩小，灯光，雨刷，包括云台的旋转和自动扫

描、镜头的变倍变焦、预置位的设置和启动、巡航轨迹的设定和启动；

1. 支持云台优先级控制管理；

2. 支持 3D 定位；

6.2.4.6、语音对讲及广播

1. 支持客户端对设备的语音对讲。

2. 支持客户端对多个设备音频通道的音频广播。

3. 支持客户端间的语音对讲。

6.2.4.7、录像存储

1. 支持多种录像方式，包括 DVR 前端存储，集中存储，客户端本地存储。

2. 支持多种存储介质，包括 IP-SAN、NAS、DAS。

3. 支持 IP-SAN 资源统一配置管理。

4. 支持存储状态、磁盘状态的实时显示。

5. 支持多种录像类型，包括计划录像、报警录像、手动录像等。

6. 支持报警录像支持预录功能。

6.2.4.8、检索回放

支持按通道、时间、录像类型、智能信息来检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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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载、备份，支持断点续传功能，支持手动、计划备份策略。

支持本地录像回放和远程录像回放。

支持拖动、快进、慢进、单帧播放、倒放。

支持放大。

支持回放抓图、片段剪辑。

支持多画面同时、同步回放。

支持书签功能，加速检索。

支持录像文件、片段锁定、支持剪辑。

支持分段回放。

支持 smartsearch 回放（搜索移动侦测信息）

检索回放示意图

6.2.4.9、报警管理

1. 支持多种报警类型，包括硬盘满报警，硬盘出错报警，视频丢失报警，

视频遮挡报警，移动侦测报警、IO 报警、智能分析事件报警，服务器异

常状态报警。

2. 支持多种报警联动策略，联动方式有客户端联动（视频图像、声光显示、

信息叠加）、云台联动、通道录像、报警输出联动、EMAIL 通知、短信

发送、电子地图、通道抓图、执行预案等方式。

3. 支持报警信息查询检索，可通过报警日志关联录像回放。

4. 支持报警消息上传至上级处理。

5. 支持报警信息的过滤，避免大量重复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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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持报警优先级管理。

报警联动示意图

6.2.4.10、日志管理

支持系统日志、报警日志、设备日志、操作日志、网管日志管理。

支持日志分级、分类。

支持按用户、时间，类型、等级等条件对日志信息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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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日志导出成 xls，txt 文件格式。

支持日志报表打印。

电子地图

支持在地图上直接对视频、报警、门禁、巡更、对讲等设备进行管理。

支持增加、修改和删除电子地图的图层，并可进行切换，具有超级链接功能。

支持对地图进行放大、缩小和漫游，支持鹰眼。

支持地图元素快速、模糊搜索定位。

支持显示设备状态在线状态、布撤防状态、视频信号状态、硬盘状态等。

支持加载插件，接收其它特殊信息在地图上显示。

支持报警事件联动，可以图标闪烁、弹视频窗口、显示预案等。

6.2.4.11、电子地图示意图

6.2.4.12、电视墙管理

支持软件解码上墙

支持解码卡、解码器解码输出

支持高清解码输出

支持报警联动上墙

支持回放上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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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KF 酒店一体化显示服务解决方案
"e"时代对酒店提出的数码化智能化新需求。作为商务和娱乐活动重要场所

的酒店，在商务活动日渐频繁的信息化时代，正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作为按五

星级标准建立的酒店，本公司及其合作伙 TCL 的协助下，计划分阶段逐步实施

"KF-HOTEL"酒店数码个性化服务系统，正在全力打造一个充满个性化的数码酒

店典范。

一、 KF 酒店一体化视频服务系统综述

TCL 研发的 DVSS 高清数字视频服务解决方案（digital video service

solution）是一套依托酒店多媒体服务器与酒店管理系统（PMS）对接，采取独

创的视频资讯播放技术、先进的数字编解码和传输技术，软硬件结合，将视频信

号、图片和滚动字幕等多媒体信息通过网络平台传输显示终端，以高品质的数字

信号播出。让顾客在酒店也像在家或在办公室工作娱乐，享受个性化和信息化的

服务。

 信息管理中心：本系统通过与酒店管理信息系统（PMS）的接口开发，

借助前台信息管理工作站对系统间的数据传送进行处理，方便客人实时

查询在酒店的各种消费情况。同时，对提醒、问候、锤费通知、留言等

不同信息类别进行管理。

 客房监控中心：本系统通过自身房态功能的应用，实时可以监管到酒店

每一个房间的实时状况，方便服务人员进行客房管理工作。

 系统主要功能：电视播放、视频点播功能、酒店信息服务、可视门铃、

消费查询、世界时钟、外汇牌价、服务评价等功能。

电视前端系统

1、对卫星接收机，机顶盒的节目源进行编解码再混频输出 。

2、节目源统一管理，集中控制。

IP 高清主播系统

1、对直播，点播节目源进行编解码处理，输出组播/单播 TS 流 。

2、用户界面，节目的管理。

后台管理系统

1、远程更新终端软件，服务器资源内容。

2、提供与第三方接口平台对接协议标准。

客房内终端

1、显示终端配置 AP 功能，减去酒店布置无线成本。

2、不同传统遥控操作体验全新的概念。

http://info.news.hc360.com/html/swbz.htm
http://info.news.hc360.com/html/qygl-xxhjs.htm
http://info.homea.hc360.com/Html/zt/200504024/index.htm
http://info.homea.hc360.com/Html/zt/200504024/index.htm
http://info.news.hc360.com/html/swbz_hybz.htm


酒店智能专家 专业造就价值 科飞五星级酒店 KF-HOTEL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PC 配置可以实现上网功能。

二、设计思想

******酒店酒店作为一家四星级酒店，面对的群体有商务、旅游等各类人群。

个性化的酒店体现及智能化的管理都将提升酒店的档次定位、并带来效益的提

升。

智能化实现住客在酒店的各个区域都能感受到酒店服务，并能对酒店做出相

关的评价：

酒店客房的功能：为住客提供休息的场所、商务办公的场所、休闲娱乐的场

所、酒店个性化服务体现的场所。

酒店楼、梯间： 酒店为住客提供导航信息、酒店整体服务信息，智能化体

现。

酒店大堂及休息区：酒店服务的信息体现、为住客提供信息的区域。

三、设计原则

整体系统设计体现在先进性、可靠性、实用性、易用性和扩展性，同时体现

以下原则：

 可靠性：系统必须保证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合法性：系统必须确保面向公众的信息合法性。

 可控性：根据网络运行情况进行下载设置（如：网络闲置状态），保证主

营业务网络不受影响。

 管理性：统一管理，功能完整，各种管理权限分配合理，能满足分级应

用。

 实用性：系统各部分组件性能价格比高，易维护、易使用、运行费用低。

 扩展性：结构化设计，能够适应不断增加的扩展需求，当系统扩容时，

只需简单增加硬件设备即可。

 先进性：整个系统保持一定的先进性，采用的设备和技术是目前国际领

先的。

四：整体酒店一体化显示服务方案概述

住客根据语种、喜好可以在酒店客房内观看境外频道、高清电视节目，终端

电视并有分类列表，省去酒店配套电视节目清单及人工维护成本，智能化的体现。

4.1. 前端高清电视节目信号：

国内各卫视节目、境外频道及高清节目到卫星或数字机顶盒（或酒店自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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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到酒店，通过电视信号转换及高清电视节目编码混合输出采用酒店现有的同

轴电视线传输到酒店各房间，高清节目达到电视台级清晰度标准。

住客根据语种、喜好可以在酒店客房内观看境外频道、高清电视节目，终端

电视并有分类列表，省去酒店配套电视节目清单及人工维护成本，智能化的体现。

4.2. 智能客房系统 / 电视终端（或系统播放器）：

住客开机呈现出的画面效果，完全不同于传统电视观看单一的感受：

电视开机：客人入住插卡后（身份识别）电视自动打开的第一时间，开机实

时显示住客的尊贵欢迎信息、并有酒店的动态背景图片及背景音乐（能让顾客身

心放松的感受）、天气信息及时间显示信息、及根据语种选择操作。需要与 PSM

做接口。（为酒店节约电视伴音系统）

 电视节目：结合高清电视节目输出方案，电视解码出清流的高清电视

（DTV）及各卫视节目，通过节目分类列表的方式，直观的呈现在住客

面前，操作更便捷。

 酒店服务：电视终端分类列出酒店介绍、客房服务、租车服务、电话指

南、餐饮介绍服务等。电视终端直接展示，酒店并能自已管理内容的信

息发布。天气、航班信息查询。

 上网功能（电脑功能模块）：通过遥控器，住客能在电视终端上浏览各网

站、查看新闻信息、观看网络视频等。

 影视点播：酒店为住客提供各类影片，不同语种选择。让住客能在客房

体验高清大片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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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内置无线路由实现客房 WIFI 覆盖：电视终端内置无线路由，实现

客房内无线 WIFI 覆盖，让住客在 PAD、智能手机、笔记 本设备使用

时更方便、体验更智能化。

 电视播放：对于电视功能进行了增强，可提供即时的电视电子节目指南，

并能够通过电视频道的图标可视化选择电视频道。

 视频点播：客提供 720p/1080P 级别的高清画质的视频点播，使客人在

赏心阅读过程中得到震撼的体验，人客人体验到酒店服务的精心和精

彩。

 消费查询：能够与酒店的 PMS 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实现酒店客人消费

的自动记账和及时查询。

 其他信息查询：当启动此功能后，可以进行天气查询，世界时钟查询，

外汇牌价查询服务等服务。还可以对酒店服务进行评价。

3. 信息发布系统：

 显示呈现：终端能根据不同的设计自由显示图片、视频、文字信息、天

气、日期等相关信息，在酒店的客人都能直观感受到酒店提供的各类信

息

 集中管理：通过网络传输方式，酒店方能对各个显示终端的内容及显示

时间段集中管理，免去手动单机操作，降低成本。并能有效地、安全管

理。

4. LED 大屏显示及拼接：

酒店大厅、多功能厅及宴会厅：高清度的 LED 大屏显示，为住客到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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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直观的视觉信息。 丰富多彩的现场可视效果，满足各类客户对会

议演示、晚会气氛的需求，从而提高酒店的市场营销能力。

高清小前端

4.1. 方案原理

输入信号来源：卫星信号及广电数字电视信号，通过以下两种转换方式将信

号传输到电视终端：

在楼顶安装的卫星天线，将卫星信号引入机房，通过功分器把信号分给每台

卫星接收机解调，输出音频和视频信号再传输到每台转换器，转换器再把这些音

视频信号调制成射频信号，传输到信号混合器。高清电视节目输出到高清编码器

设备对高清节目源进行解码输出 1080P 信号到混频器：

电视台送来的数字电视信号首先经信号放大器放大，再传输到分配器，分配

器把这一路电视信号分成若干路信号，再分别传输给若干台机顶盒，机顶盒把有

线信号分别解调，输出音频和视频信号，再传输到每台调制器，调制器再把这些

音视频信号调制成射频信号，传输到信号混合器。

混合之后的射频信号再经过一次放大，最后输出到酒店原有的数字电视

网络中去，供电视机直接收看，无需机顶盒，至于电视机的数量可以无限扩充，

不受限制。

http://keyword.cn5135.com/Search/%bb%ec%ba%cf%c6%f7.html
http://keyword.cn5135.com/Search/%b7%c5%b4%f3%c6%f7.html
http://keyword.cn5135.com/Search/%bb%ec%ba%cf%c6%f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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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备规格：

序

号
设 备 名 称 型 号

数

量

单

位

单

价

合

计

1
四 路 高 清

编码器

THDS －

4
4 台

2
四合一 QAM

调制器
THS-4 1 台

3
48 套电视

节目转换器

HTCS-4

8
1 套

技术要求：

 数字电视信号由酒店方与电视台联络，将数字电视信号线路铺设入机房。

 数字电视机顶盒由酒店方负责购买。

 节目收视费用由酒店方负责。

 安装系统的房间或位置面积至少需要 5 平方米以上。

 房间保持干燥、清洁、通畅、通风良好，至少安装一台抽风机。

 提供水平、坚实地面或整体性底架来支撑单元和机架，地面负荷≧

300kg/m2。

 机柜必须可靠接地，背后预留不小于 0.8 米空间。

 有线电视提供的信号质量至上在 70db 以上。

5、 智能客房系统/电视终端

1) 管理控制系统

对系统内各模块的内容，以及各模块之间的关系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控制。管

理控制系统采取流行的 B/S 架构，通过 KF-PON 光网传输，安装、部署方便，

管理便捷。

2) 视频服务系统

视频服务系统有一台或多台视频流媒体服务器组成，每台视频服务器均存储

了海量的数字视频节目。视频服务器通过核心调度控制模块以及网络负载均衡控

制模块，将高清视频节目读取并以流媒体的方式传输到显示终端进行播放，使每

间客房的客人都能得到快速的点播相应和高质量节目的播放。视频播放控制软件

还通过提高文件读取大小以及高速缓存等技术来提升点播的相应速度，同时降低

对磁盘的写操作来保护磁盘，增加磁盘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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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终端系统

由高清数字化一体机以及一体化红外线遥控器组成。高清数字化一体机将

LCD/LED 电视与数字高清芯片集成在一起，改变了酒店电视+外置机顶盒的传

统 VOD 方案。安装、布线、调试简单方便，外观美观大方，操作人性化。终端

显示的信息则依托于本地存储、KF-PON 光网络或和酒店有线电视网络，由此实

现了有线电视频道的管理、完美的视频节目点播，以及强大的数字交互式信息服

务系统。集成遥控器的引入，将电视和信息服务器的控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通

过熟悉和人性化的操作模式，让使用者获得到极大的便捷感。

4) 网络系统

内部 IP 局域网：KF 酒店系统以及酒店其他系统都采用 KF-PON 光网 IP 局

域网系统，基于 1000M 的局域网不仅带给系统带来更迅捷的数据交换能力和响

应能力，同时也让客人在客房享受到高清视音频带来的震撼享受。

内部有线电视网：数字信号的接入，减少了信号的损失，提升了电视的接收

效果，让电视真正变成了数字的、高清的，通过与局域网的结合让客房变成了真

正意义上的数字客房。

酒店内部语音网：系统可通过语音交换系统实现客房内的语音呼叫(客人通

过信息服务系统发出服务请求，该请求自动通过语音交换系统通知到相关的责任

人)、唤醒服务(Morning Call)等，客人仅需在客房内动动手指，即可完成。

Internet 互联网：系统处理自互联网的信息分类、整理，让客人在电视上轻

松的查看自己最喜爱的资讯。互联网的接入，丰富了客人的休闲生活，增强了酒

店客房的竞争力。

5) 接口系统

接口系统是本系统与酒店内其他系统进行数据交换的子系统的总称,接口系

统可以在双方的异构系统间建立有机的信息传递通道，从而达到数据信息共享的

目标。通过与酒店信息管理系统(PMS)进行接口连接，客人可以在客房内方便的

实时查询在酒店内部的各种消费情况。同时酒店信息管理系统(PMS)也可通过接

口系统向客人发出提醒、问候、催缴通知、留言等不同类型的信息。通过与酒店

其他信息系统对接，客人可以在客房内便捷的使用酒店提供的各项服务功能，使

酒店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得到最大的体现。

6) 监控系统

监控系统可以为系统管理员提供详细、实用的系统运行状态，并在发生异常

状况时通过报警的方式进行通知，确保故障能在第一时间内得到解决，尽快恢复

系统的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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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拓扑

6. 后台控制

电视节目模块、影音节目管理、音乐节目管理、天气预报管理、帐户权限管

理、开机界面管理

后台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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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功能

1) 欢迎界面功能需求：

2）《电视&娱乐》 频道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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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电视栏目模块

2.2. 电影点播模块

2.3. 音乐欣赏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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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酒店频道》功能需求：

4.1. 餐厅与酒吧模块

4.2. 客房订餐模块

4.3. 水疗健身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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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酒店设施模块

4.5. 会议设施模块

4.6. 服务目录模块

4.7. 安全提示模块

4.8. 租车服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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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服务》功能需求：

5.1. 我的账单模块

5.2. 世界时间模块

5.3. 世界天气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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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汇率模块

`5.5. 电话本模块

5.6. 互联网浏览

5.7. 叫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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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可以在自己喜欢的美妙旋律中起床，同时客房窗帘自动打开,灯光有柔和至

舒适的灯光；

可以让早间新闻做你的闹钟

自由设置播放的时间和内容，声音由小到大！

传统的电话叫早—使用暴力起床法！心情受影响
5.7. 航班查询

说明：

航班查询，票务中心直接在客房实现。

地图查询，周边 3D 地图显示，提高酒店档次。

6) 视频显示功能模块

7). 顾客识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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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无线 AP/路由

内置无线 AP（无线路由器）：

房间内同时使用移动设备。2、酒店能降低投入成本。3、客房通电即工作

9). E 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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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终端参数

尺寸：32/39/42/48/55 产品系列：V9900

五、酒店信息发布系统

TCL 研发的 TDSS 数字标牌系统（digital signage solution）是一套依托

有限电视和无限网络，采用独创的视频资讯播放技术、远程网络集中控制技术、

先进的数字编解码和传输技术、软硬件结合的系统，将视音频信号、图片和滚动

字幕等多媒体信息通过网络平台传输到显示终端，以高品质的数字信号播出。可

实现全系统联网，统一管理全系统所用的信息播放终端。

兼具先进的网络传输技术和卓越的视频解码能力，将汇聚在 TCL 中心服务

器端的各类的信息（如：视频、图片、文本、数据等）通过网络（局域网或广域

网）按客户定义的终端分组、播放规则，迅速、准确地推向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媒

体发布终端，各终端根据客户预先设定好的窗口布局、播放时间等，将各类信息

美观地展示出来，并按照需求上报终端自身播放日志。他可以使用户通过网络对

所有终端进行集中管理，实现远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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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拓扑图：

2.后台控制方式：

2 后台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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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特点

TDSS 系统在信息发布领域独特拥有联网合分屏两大技术，成为中国联网视

频信息平台领导者；创造了网络化管理、信息实时更新、多媒体播放、分众式传

播四大独特的传播主张，在同一时间充分实现资讯发布、业务推广、品牌宣传、

娱乐体验，广告运营五大应用价值，成为现代社会显示科技、IT 科技与信息科

技发布完美结合的全新酒店营销平台。

主要功能：11 大功能

 视频同步：音视频同步，节目快速切换。

 实时播放：实时设置修改播放视音频、图片、文本及组合多媒体内容。

 全面支持：MPEG1/MPEG2/Divx/WMV9,可支持高清电视播放。

 多种字幕：支持中英文滚动字幕，多种字幕滚动方向和方式选择。

 节目指定：有节目单控制节目播放顺序及播放方式。

 定时传输：定时传输素材和节目单。

 简易播放：支持本地下载播放及实时流媒体播放模式。

 智能播放：播放器开机自动播放指定节目，支持定时休眠和恢复。

 支持网络：支持现有的 IP 网络，支持各种传输协议并提供服务质量保证。

 远程管理：远程节目传输管理，可实现监控大量播放器工作状态。

 远程升级：支持远程升级，无需技术人员到播放器终端进行操作。

六、 LED 大屏显示及拼接

TPH50 是一款专门针对酒店室内显示而研发的 LED 模组。 应用于广告传

媒信息展示，还是舞台艺术效果呈现，都将为您和观众提供完美的视觉呈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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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技术要求

1. 客房系统布线要求

1) 电视信号：酒店方采用电视信号转换系统（酒店方按节目套数申请机机

盒 ）

2) 系统信号源：电视信号 RF 线及网络传输线要安装到系统终端机位置附近

（电视机安装范围内，参考电视安装要求图）

3) 终端机连接的网络要能实现酒店局域网通讯正常

4) 通讯方式：综合布线 KF-PON 光网系统（客房检修）

5) 公共区域（信息发布系统）：根据设计效果要求，产品位置确定后要在施

工时要布网线和电源接口，

八、方案成本优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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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V 电视：电视台送来得数字电视信号首先经信号放大器放大。在传输到

分配器，分配器把这一路电视信号配成若干路信号，在分别传输给若干台机顶盒，

机顶盒把有线信号分别解调，输出音频和视频信号，在传输到每台调制器，调制

器再把音频视频信号调制成射频信号，传输到混合器。混合之后的射频信号在经

过一次放大，最后输出到本单位原有的数字电视网络中去，供电视机直接收看，

无需机顶盒，至于电视机的数量可以无限扩展，不受限制。

IPTV：IPTV 的整个系统实现原理跟网络是一样的，因为 IPTV 其实就是传

输的网络信号。

酒店小前端、高清小前端改造系统

前端高清电视节目信号转换系统：

国内各卫视节目、境外频道及高清节目到卫星或数字机顶盒（或酒店自办节

目）到酒店，通过电视信号转换及高清电视节目编码混合输出采用酒店现有的同

轴电视线传输到酒店各房间，高清节目达到电视台级清晰度标准。

住客根据语种、喜好可以在酒店客房内观看境外频道、高清电视节目，终端

电视并有分类列表，省去酒店配套电视节目清单及人工维护成本，智能化的体现。

第五部分：酒店客房智慧控制部分
智慧舒适 宾至如归

客房作为酒店能源最为消耗的地方，如何能在节省能源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满

足客户的需求？利用智慧客房控制系统就可简单实现。人性化的服务管理、简单

便捷的控制方式结合绿色节能的环保理念一个富有未来感且温馨舒适的客房就

展现在你的面前。其中，客房部与前台可以通过 KF-PON 光网络第一时间了解

客人的需要，工程部可以通过网络在线式编程及管理，而客人则可以通过本地控

制及远程操作实现对灯光、窗帘、空调及背景音乐等控制。

第一章 酒店智能客房控制系统介绍

目前在建的高档酒店，我们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装饰的豪华，更重要的是要

如何为客人提供舒适环境、周到快捷优质的服务、能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同时

最大限度的降低酒店运营成本，提高酒店效率和效益。通过建设“酒店智能化系

统”，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增进以上应用需求。

酒店客房智能化系统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领域。随着高新技术的日新月

异，优质的服务和安全的需求越来越高；客房，做为直接面对客人提供服务的场

所，应充分的考虑客人的隐私、个性化的需求，以及感受到高科技带来的舒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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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我们现在介绍的不是一套酒店客房管理系统，而是酒店智能化的一种创新，

是通过网络线路和网络设备连接所有的客房电子集成系统于网络控制终端，形成

网络控制系统；同时把酒店物耗、 能耗、人员成本，也应考虑降到最低，创造

效益。

从顾客到达酒店后,他们的住宿就能依照个人偏好设定，透过客房内的智能

控制提升住宿的体验，当顾客进入房间“迎接”他们的灯光开启，然后窗帘打开，

电视将会打开显示（尊敬的刘先生，承蒙阁下下榻******大酒店，我们将为你提

供尽善尽美的服务使你感受到温馨与真诚，愿我们的服务为你带来一段至尊唯美

难以忘怀的旅居体验。）；同时播放电视背景音乐。可编辑。

顾客可享受到智能控制系统带来的便利，通过墙壁开关和预设的功能就能控

制灯光、音乐、唤醒服务，窗帘和客房服务，让您轻易的浏览房间内的设定，所

有的客房装置都在同一个网络上，能让住客选择配合他们心情或偏好的情景。

客房智慧系统结合酒店管理系统提供相关服务，可以根据入住 check in/退

房 check out 状态自动调整个房间空调设定，并可实现远程控制。KEFFEY 整合

了丰富的控制功能，如：

一键式操作模式

灯光、窗帘控制

背景音乐播放

情景模式切换（如：明亮模式、柔和模式、浪漫模式、睡眠模式、起夜模式、

外出模式）

通知请求服务（如叫早、取送物品以及清理房间、紧急呼救等）

房间状态所示

卫生间场景控制

易于实施和扩展

产品采用有线控制方式设计，可以有效的节约施工和人员成本，并可以在短

时间内，将一套完整功能的系统搭建完成。

环保节能

致力于环保节能，当客人退房时，房间将自动转换为无人状态，房间内的空

调、电视、灯光和其他电器，将被关闭，有效的帮助企业降低消耗，节约成本。

以人为本

可根据顾客的喜好对系统进行可在设置，当客人再次到来时，即可享受到人

性化周到的服务。

客房智能控制系统的绿色设定，让客人能自己设定“环保住宿”；当客人风

尘仆仆地来到酒店前台服务员为客人办理好入住手续；当客人经过大堂、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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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来到房门前，用精美的房卡轻轻的靠近智能门锁，按动把手将门推开，以智

能来设定他们喜爱的灯光亮度，自动亮起，优美的轻音随即响起，室内适宜的温

度会使你倍感温馨舒适，柔和的光线让客人心情愉快。原来空天已经在客人办理

入住手续时，通过系统远程控制功能早已将空调开启至舒适的温度。系统也可以

设定在客人退房时，自动的显示空房结账状态，把冷暖空调温度降低/关闭，电

视，灯光和任何的设备关闭等。

移动 IPad 控制终端

采用高分辨率彩色 LCD 智能液晶触摸屏，画质清晰

丰富的图形，更容易辨识功能

简单的操作

相同的控制界面，让用户操作更为简单

全面的智能设计

经过简单的设置即可使用

提供自定义按键，可自由设定个性功能，满足更多需求

酒店智能控制系统给酒店顾客带来一次次无与伦比的入住体验，个性化入住

环境，在满足顾客不同需求与服务的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酒店运营成本，提高

了酒店的效率和效益，充分实现了酒店与顾客的双赢，让顾客真正感受到了宾至

如归，流连忘返。

在客人入住期间，客人不在受服务员的敲门打扰的烦恼，客人的房间始终保

持清洁。因为在客人外出时，系统会自动感应自动检测房间没人即通知服务员及

时打扫房间。当客人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只需要轻按房间”呼叫服务“按键开

关，服务员会立即来到客人的身边，给客人贴身的人性化服务。（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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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需要退房时，只需要轻按房间”预约退房“按键开关，前台立即为客人

办理退房手续，为客人消除了等待退房的烦恼，节省了客人宝贵的时间；这就是

智能化酒店更新一套的管理概念和方法---智能客房网络管理系统。

一、系统概述

网络型客房智能管理系统集智能灯光管理、空调管理、呼叫管理与信息服务

管理功能于一体，具有智能化、网络化、规范化特点，将科学的管理思想与先进

的管理手段的相结合，帮助酒店各级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对酒店运行过程中产生

的大量动态的、复杂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及时准确的分析处理，从而使酒店管理真

正由经验管理进入到科学管理。

EtherNet 型网络客控系统是我公司在多年从事酒店客控产品设计生产基础

上，总结用户需求，跟踪国内外最新技术，面向星级酒店而设计开发的新一代酒

店客房信息管理系统。KF-RCU 主机内嵌 TCP/IP 和 KF-BUS 总线双通讯协议，

KF-BUS 总线楼层转换为 TCP/IP 通讯协议；该系统全面兼容国际标准 TCP/IP

协议和以太网技术，整个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通信管理软件、信息显示终端和

KF-RCU 控制主机设备三部分，采用成熟的以太网通信协议和大型 SQL Server

（客户/服务器模式）数据库，楼层 KF-BUS 服务器转换为 TCP/IP 网络接入到

网络交换机，带宽大、通讯速率快、数据不堵塞，保证了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

二、系统特点

标准化：系统采用标准模块化结构，通用性强，扩展灵活，标准客房控制设

备包括：

A：KF-RCU-100 IP/CAN 通讯模块 B: LTU-108 8 路继电

模块

C: IOU-100 输入输出模块 D: LTU-104 4 路继电模块

E：DMR-104 4 路调光模块 F: FJU-100 风机控制模块

G：KF-LZ-01 标准高性能电源模块

 双通讯协议：电脑处理器核心，智能化设计，功能强大且升级方便；主

机内嵌 TCP/IP 通讯协议，带宽大、通讯速率高，不会出现信息堵塞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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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网合一：软件采用 C/S 架构，通过酒店局域网上的各部门电脑终端，

实时查看相关的客房状态和受控设备状态，符合智能化服务要求。

 配置灵和：可根据酒店对客房控制系统实现功能的差别化要求系统定制。

 在线编程：系统控制功能、参数可根据酒店的实时运行情况进行在线编

程。

 便捷维护：采用独立的模块设计，维护便捷，快速。

 布线简单：线路简单，安装方便，易于维护，节省线材消耗量，降低投

资成本和维修管理费用，缩短安装工期，提高投资回报率。

 功能先进：能控制房间内全部灯光系统、服务系统、音响系统、空调系

统，并带夜光显示功能。运用先进的技术，可以实现单点、双点、多点、

区域群组控制；场景设置、亮度手自动调节、红外线探测、集中监控、

遥控等多种照明控制任务，优化能源的利用，降低运行费用。

 客房内部联网：客房控制器、门锁、保险箱、取电开关、温控器可形成

一个局域网。

 安全性高：电源开关全部通过微电脑处理，控制面板和手持机均采用 12V

低压供电，以弱电控制 220V 强电，安全可靠。

 信赖度高：以微处理方式代替传统逻辑线路作为联络与沟通，因此品质

信赖度高。

 客户准则：系统的功能由动态菜单选择方式确定，客户可以根据酒店实

际需求自行设置客房灯光及空调控制功能。

 二次改造：客户在设备使用 6-8 年后，酒店进入二次改造周期，无需更

换既有设备，只需根据新的客户功能要求设置新的功能即可。

 兼容性：支持所有品牌开关面板,支持国内外知名酒店管理软件。

三、 系统设计

3.1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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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组网方式

智能客房网络管理系统代表着一种最新的科学化、人居环境化的管理方式，

他是在原有的客房集成系统基础上开发的网络化设备，在继承原有的设备特点的

同时，增加了网络智能化功能，通过网络来实现对分散的客房设备进行集中监控

和管理。随着酒店服务从楼层服务到客房中心服务的转变，智能客房中心管理显

得尤为重要。

客房智能控制系统由三块架构而成：客房部分、网络部分、以及智能客房网

络管理软件组成

 客房部分

KF-RCU 客房控制系统：智能客房控制系统由客房控制器、接线箱、勿扰/

清理/门铃开关(门口多功能视屏服务器)、智能身份识别器（取电开关）、紧急呼

叫按钮、双鉴红外感应器、温控器、控制开关、门磁等组成，并可与门锁和保险

箱联网。客房内部通讯采用 KF-BUS 总线联网。

 控制网络

KF-7.0 客房计算机管理系统：PC 服务器、各部门工作站经以太网（TCP/IP）

互联，CIS 与 KF-RCU 客房服务通讯系统：交换机、KF-BUS 服务器、KF-BUS

总线连接各 KF-RCU 客房控制器；楼层 KF-BUS 服务器转换为 TCP/IP 协议接入

网络交换机与 CIS 服务器进行通讯。

 智能客房网络管理软件

酒店的所有智能客房管理中心均通过智能客房管理软件实现实时管理和控

制，并且提供于酒店管理软件完善的接口可与之协同的有效工作。

1.3.3、TCP/IP 通讯与总线通信的区别

目前市场上一卡通系统产品主要是采用 485 通讯与 TCP/IP 两种协议,485

是传统产品采用的通讯协议,而 TCP/IP 是最新产品采用的通讯协议在技术

上,TCP/IP 协议的产品占绝对的优势.

1、TCP/IP 通讯方式

基于 TCP / IP 的以太网是一种标准开放式的网络,由其组成的系统兼容性和

互操作性好,资源共享能力强,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将控制现场的数据与信息系统上

的资源共享;数据的传输距离长、传输速率高;易与 Internet 连接,低成本、易组网,

与计算机、服务器的接口十分方便,受到了广泛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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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CP/IP 负载数量

没有限制，HUB 可以级连，成千上万台智能控制主机组网没有任何问题。

3、TCP/IP 通讯速度

通讯速度快，TCP/IP 联网型客房控制主机是总线控制主机的十倍甚至数十

倍。每秒上传或者下载记录达到 100 多条，甚至数白条。

TCP/IP 以太网联网结构图

整个系统由智能客房控制系统（KF-RCU）和网络通讯控制系统组成。客房

控制器也可在与网络没任何联系下，独立完成所有客户控制功能。

4、总线通讯方式

通过总线联网方式（必须采用双绞线，或者网线其中的一组）将控制器通

过手拉手的方式串联起来，一根总线接到总线转 TCP/IP 的转换器上（集线器）

在接到 TCP/IP 网络的交换机上，最后连接到服务器上，来实现对系统的管理和

通讯。

5、总线通讯距离

最远的控制器到服交换机的距离是 1200M,300M 效果才是最好。

局限性：

CAN 现场总线作为一种面向底层控制的通信网络,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

的。首先,它不能与 Internet 互连,不能实现远程信息共享。其次,它不易与

上位控制机直接接口,现有的 CAN 接口卡与以太网网卡相比大都价格昂

贵。还有, CAN 现场总线无论是其通信距离还是通信速率都无法和以太网

相比。

 大量数据的采集与下载成问题：

市场常见的传统的 RS485 产品大多采用 MSC51 或兼容的廉价单片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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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处理器,其工作效率十分低,一条指令通常占用多个时钟周期,串口中断

耗时较长,加之经过 RS485 的调制解调过程以及传输距离的关系,直接导致

了通讯速率通常必须限制在较低的 9600bps,在如此低的通讯速度上导致计

算机提取数据或者下载大量数据时往往要花长长的一段时间,员工在 10000

以上的企业里会发现这类产品根本就无法满足要求,由于采集时间过长而经

常发生采集失败

 维修率高：

传统产品的 RS485 部分由于采用传统廉价的转换电路来实现通讯,抗干扰能

力差直接导致数据传输不够稳定,并且其对线路质量要求较高.且经常还会因

为周围环境影响,导致两条传输线路存在电势差而发生不能通讯甚至发生芯

片被击穿而造成永久物理性损坏,而这种现象确实是现实中经常发生的,也是

维修率最高的故障之冠

 故障原因难以查询：

由于标准的 RS485 采用串联方式连接而非以太网的星型连接,不能解决数据

冲突而必须采用轮询方式进行通讯,也就不能像以太网般实现数据主动上报

的功能.并且所有设备要分享本身就很狭窄的传输带宽,这样就会发生当一条

线路挂接设备较多时,经常导致轮询一圈已经是半分钟甚至是几分钟以后的

状况,如此差的实时性跟本不能满足门禁安防类产品对报警响应时间的严格

要求,更不能满足一卡通系统对卡片挂失、解挂等黑名单下载等实时性要求

较高的需求.并且采用串联方式也会直接导致当一台设备的 RS485 芯片出现

问题时,极有可能发生因为“数据传输总线已被故障设备拉高占用”而造成

所有设备都不能进行正常通讯的状况.而发生此类常见问题时,系统集成商除

了不得不采用原始的逐个排除法进行故障检测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这

也是为何每次发生故障,系统集成商都需要在客户现场大动干戈的原因,最糟

糕的情况是集成商必须拆下客户现场每一台已经安装好的设备,才有可能发

现到底是哪一台或哪几台设备出现了问题.

 总线式布线具备局限性：

加之 RS485 通讯采用廉价的通讯芯片,驱动能力有限,一条线路不能挂接过

多的设备,实际状况是通常 32 台已经达到满负荷.实时性差以及驱动能力的

限制,就直接导致了对于中型网络控制系统的应用就已经不能满足要求,更不

可能满足大型和超大型网络控制系统的严格要求. 现在问题难以得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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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KF-RCU 客房控制主机功能示意图：

以 KF-RCU 客房控制器为控制中心，对客房内灯光、空调、服务功能进行

控制，与 CIS 客房控制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实现对客房的全部状态进行实时监控

与控制。

1.3.4 系统恢复

断电恢复：电力中断再恢复正常后，系统自动重启并恢复断电前的状态，包

括灯光、空调温度；``

1.3.5 网络通讯

整个酒店联网系统从拓扑上来说是个多级网络结构，组网非常方便扩充灵

活，支持客房数量从理论上来说几乎没有限制。

服务器 CIS：系统需要指定一台电脑作为数据库电脑，酒店内所有客房状态

和数据都是通过网络系统由客房内 KF-RCU 发到服务器电脑并存储记录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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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的。

主干交换机：用于连接所有楼层交换机（HUB)和数据库服务器(SQL)以及前

台、客服、工程部等部门电脑(PC)，保证所有授权电脑都可以访问到客房状态数

据库。

上述设备如果完全借用酒店局域网络系统设备则无需额外添置，更可以实现

整个大楼的统一控制。

四、系统功能

1.4.1：网络远程服务

客房状态管理控制程序具有接入酒店局域网的功能，具有局域网上的终端显

示客房状态、服务状态功能、总台、客房部、楼层服务间、功能部、保安部等部

门电脑终端上通过口令登陆查看实时房态，控制客房设备。

1）客人在前台办理入住登记手续时 check in，前台服务员可通过远程控制

功能，打开具体房间的空调，当客人开锁进入房间时，会倍感舒适、温暖，使客

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2）在客房管理中心，电脑会把客房有人无人、空调运行状态、紧急呼叫、

请勿打扰、请即清理，房内无人未关好门、有人未关好门、保险箱开启等状态及

时显示在电脑上，并用声音提示管理人员进行调度，对客人要求作出快速响应，

同时对客房中出现的异常状态及时进行报警。

3）客人退房时，客人退房时 check out，前台服务员可通过远程控制功能，

关闭具体房间的空调，可查询保险箱的开光状态，并及时提醒客人是否有遗留物

品。客人从入住到离开期间。所有服务要求都能得到快速的传递和响应，同时客

人的私人空间会得到保护，不会受到一切不必要的打扰，客人甚至看不到服务员，

但是每次外出回来房间都会干干净净、井然有序，能感觉到时刻被“关注”，”影

子“式服务无处不在。

1.4.2 完善管理的管理功能

提高工作效率，节约人力资源

1 由于本系统能实时提示客房的“呼叫”、“请即清理”等请求，工作人员即

可免除耗时耗力的巡查工作也可减少了楼层巡查人员的数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节约了人力资源。客房状态管理控制程序运行于总台、客房部、楼层服务间网络

通讯控制的微型计算机上，均同时显示相同的客房状态，可通过口令对操作人员

的权限进行限制，以实时的方式对客房状态进行管理和控制。不同操作者的口令

及权限分明，确保操作的安全，不被无权限过问的人员误操作。

2 工作考核各客房的“呼叫”、”请即清理“等请求的客房号、呼叫时间、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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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间等数据全部留有记录，操作人员对系统的基本操作也全部记录在案。这样

便于管理人员日后检查，为对服务人员的考核管理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3 智慧客房管理系统的网络控制程序具有显示客人入住、客房有/无人、请

勿打扰、清洁客房、客房门开/关等状态信息，具有显示服务员清洁、管理人员

检查、夜床服务、日常清理、检查合格/不合格等状态信息，具有自动检测系统、

房间主机或网络出现故障能及时报警通知工程部维修并在网络终端显示正在维

修、维修完毕状态图标。

智慧客房网络控制系统引进酒店，将手工输入房态转变为系统自动实时再现

房态，从而使酒店进入一个电脑时代，按程序化自动进行管理，减少人为出错，

提高服务水平，提高工作效率，节约人力资源。

客房分为：住客房 Z、待租房 D、空置房 K、退租房 T

1） 当客人入住酒店并在前台登记时，前台工作人员操作电脑调用酒店管理

系统控制（PMS）窗体，输入房号和开房信息按“确定”后，实现前台 check in

后即向酒店客房智慧系统传递操作指令，控制客房设备如空调等进入迎客运行程

序，同时实时房态界面将该房由待租房状态 D 自动转入住客房状态 Z。此时相

应的客房床头集控系统接收此状态，当客人入住客房并插入取电卡后，智慧客房

系统受客人控制。

2） 当客人离开酒店并在前台结算后，前台人员进入酒店管理系统控制

（PMS）窗体，输入房号和退房指令，实现前台 check out 后即向酒店客房智

慧控制系统传递操作指令，控制该房自动进入退客房状态：关闭房间空调，实时

房态界面显示住客房状态 Z 转入退租脏房状态。 注：智慧客房控制系统可与酒

店管理系统接口，前台使用酒店管理系统的前台管理模块，在开房或退房界面中

按下“保存”键后，即可调向控制系统传递操作指令。

3） 前台根据客房运营情况，输入密码后进入客房管理系统，可以选择客房

状态由待租客房状态转入空置客房状态，按“确定”后实时房态界面自动将待租

客房状态 D 转入空置客房状态 K。

4） 每日 8:00 至 17:00，全部出租住客房状态自动转入日常等待清洁状态

即显示住客脏房，服务员进行日常清洁整理客房时，插卡后，客房状态由住客脏

房转入正在清洁客房状态，在总台、客房部网络通讯控制微型计算机显示屏上均

显示正在清洁客房状

5） 当服务人员完成日常清洁整理后，拔卡离开客房，实时房态界面自动将

客房状态由正在清洁客房状态转入出租住客房状态。

6） 每日 17:00 至 23:00 出租住客房状态转变为夜床服务状态。服务员进

行夜床服务时，插入服务员取电卡，进行夜床整理，完成后拔卡离开客房，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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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态界面自动将客房状态由夜床服务状态转变为出租客房状态。

7） 客房需要进行工程维修时，总台、客房部、工程部人员均可以在其网络

通讯控制电脑上将相应客房的原客房状态转入工程维修状态。工程技术人员进入

客房进行工程维修时，插入取电卡后，在床头集控面板上按下 2 个指定按键，即

可断电进行工程维修检查，此时实时房态界面自动将客房状态由工程维修状态转

入正在维修状态，此时不进行故障报警。等维修完毕通电后，工程维修人员在控

制面板上按下指定按键,拔出取电卡离开客房后，客房状态由正在工程维修状态

转入原客房状态。

8） 以上状态在总台、客房部网络通讯控制微型计算机显示屏上均自动转换

显示相应状态。

1.4.3 安全功能

通过门态传感器，可以监控客房房门及保险箱的开闭状态

1）白天房间无人时，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房门一直处于打开状态，智慧客

房中心会自动提醒服务人员对该房间进行检查。客人晚上入住后，可能会忘了上

锁或者没有把门锁好，服务员可提示客人，提高了对客人的服务与安全。

2）客人退房时，前台可查询保险箱的开关状态，并及时提醒客人是否有遗

漏物品；

2 建立与客人不见面的服务和安全保障措施 酒店服务员在接到工作站提供

的“客房无人”信息后，方可进入房间清理；酒店保安部门根据宾客的“紧急呼

叫”信号，提供及时救助。以上响应以图标方式显示在工作站屏幕上，响应时间

自动存入系统以备查询。

3 当客人感觉不舒服，或者有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通过 SOS 按钮及时联

系相关的服务部门。客人按下此按钮发出求救信号后，在各工作站的 PC 机界面

上会即时弹出报警窗口并伴有音乐提示。服务人员会根据提示以最快的速度到达

报警房间，为客人提供满意的服务

第二章 智慧酒店客房

一、智慧酒店客房设计图进行深化设计

酒店智能化客房设计图，由我司进行深化设计并提交甲方过目；

二、应用效果

1、欢迎模式（客人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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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房门打开时，系统自动启动欢迎模式，打开相应灯光和窗帘，空调自动

调整为入住状态，电视启动欢迎模式，同时响起优美的歌声欢迎先生下榻本酒店。

插卡取电

通过采集卡片上的信息进行插卡取电、拔卡断电功能，真正做到智能，不经

授权的卡，拒绝取电。

在预设的时间内如无插卡取电动作，系统键执行无人状态，自动进入节能模

式。

当有卡插入进行取电的同时，系统进入有人入住状态，如使用 MI 卡时，系

统可以读取卡内信息，系统可读取不通身份的人进入房间，支持身份识别功能。

（客人卡、VIP、服务员、经理、维修等），客房部或前台可以通过联网型智能

取电开关插卡与否远程检测客房控制系统的运行状态。

客人插入门卡后，相应的供电插座提供电源，如果是在夜晚或者房间光线较

暗时，客人插卡后可根据预先的设定，系统自动按照一定的亮度缓慢点亮房间的

可调节灯光（如床头灯）。

系统只支持 MIFARE1、TEMIC、EM、IC 卡取电，其它为无效。

客人离开后，在预设的时间内，系统自动运行无人节能模式。

2、 灯光的多地控制及互锁功能

房间的灯光可以通过床头的集中控制面板调制不通的灯光场景；根据开关上

面激光镭射雕刻的开关名字，定义每个开关的功能，实现不同的场景控制；（明

亮模式、柔和模式、浪漫模式、睡眠模式、起夜模式、外出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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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模式：客人按下睡眠开关，一键式关闭所有灯光、音乐、电视、窗帘、

同时勿扰打开，而空调执行睡眠模式自动将温度调至到合适睡眠温度，（如夏季

客房温度 26℃，风机转速为低在客人享受着舒适便捷的同时也为酒店节约了能

源）；控制器进入夜间服务程序。

起夜模式：在 22:00-6:00 的时间段（时间可以自定义），按下总挚开关后，

系统进入起夜模式待机状态，如宾客半也起床，无需按动任何开关，只需要脚踩

到地板，（此时按下床头两边的任意开关）指定灯立刻打开 30%的亮度，卫生

间灯由 0%增亮至 50%，柔和的灯光不会人睡意朦胧的贵宾感到太刺眼。

早起模式：客人通过控制终端自定义早起模式，如早上 7:00，到了预约的

时间后系统将自动打开电动窗帘（窗纱不打开），让早上的阳光洒入客房，同时

背景音乐由小到大自动响起，同时勿扰关闭，宾客就在舒缓悠扬的音乐声中自然

醒来，也可以设置电视打开到指定的频道。

外出模式：宾客拔卡离房后，空调进入节能环保状态，客房温度可自动跳转

至预先设定的“外出”即“已租无人”模式（如夏季客房温度 26℃，风机转速

为低）；保证客人再次进入客房时任保持适宜的温度，延时 15 秒钟后（时间可

自动定义）关闭所有灯光，电器及需要断电的供电插座。

3、卫生间场景控制

根据灯光设计师需求设置相应场景的控制模式。如：全亮、柔和或浪漫模式

等

当客人进入卫生间后按下相应的场景模式开关，卫生间内的灯光自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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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乐响起（或预示的电视自动打开），安装在透明玻璃墙边的电动卷帘自动

放下，在保证客人的隐私的同时，也让客人享受着美妙音乐带来的惬意。

卫生间安装有人体移动监测系统，当监测到无人时，系统将自动延时关闭卫

生间的灯光，（时间可自定义）以达到节约能源的作用。

卫浴间换气扇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 ，有人入住时由卫浴间灯开关联动场景

控制，空房状态下采取自动运行，比如：间隔 2 小时打开排气扇运行 5 分钟，

以保持空气清新。

4、台灯和落地灯的控制

因台灯和落地灯系插座形式（三线制）的灯光，灯具本身自带强电开关，

在一般的控制里，对台灯和落地灯的控制不能用床头总制开关控制，对客人造成

不能一键关闭所有灯光。而我司产品具有总制开关关闭台灯和落地灯，而后通过

灯具自带强电开关可以直接控制相应灯光的亮灭。

5、电动窗帘控制

电动窗帘与门磁信号、取电开关、灯光场景相互关联，在不同的客房状态、

入住取电时间、灯光场景、触发信号下自动的打开或关闭窗帘；

白天（8:00-20:00）客人入住时，插卡后，窗帘自动打开（时间段可预设）

早上起床时按下早起模式，窗帘自动打开。

入夜后（20:00）窗帘自动关闭；窗帘可根据客人选择的不同灯光场景自动

打开或关闭窗帘/窗纱。

窗帘关闭时点按窗帘开按扭，窗帘自动运行，再次点按窗帘开按钮，窗帘停

止；关窗帘执行相反动作。

电动合页：由安装在浴室墙壁上的双位复位开关对浴室的电动卷帘进行上

下控制；点按上行开关，电机工作卷帘自动上升，再次点按则停止；下降则执行

相反的动作。

可实现多点控制，客人离开后自动关闭（保温），需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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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调光场景控制

①系统可对白炽灯、卤素灯、LED 灯进行调光控制，打开调光灯时，亮度由

0%到 100%渐亮；并对调光灯进行记忆设置，关闭调光灯并再次打开时保留为

关闭前状态。

②打开调光灯时，亮度逐渐柔和的增加到设定的亮度；关闭调光灯光时，亮

度逐渐柔和的减弱至关闭。

③调光开关为回弹式弱电开关或轻触式感应开关，为方便客人操作，调光开

关设为三键式控制，一键开/关；一键调亮；一键调暗；轻点调亮/调暗键，每按

一下亮度递增/递减 10%;长按由亮到暗或由暗到亮。

7、背景音乐场景控制

背景音乐支持多分区管理，不同的房间/区域可以播放不通的音源，各自独

立互不干扰。

可实现与灯光、窗帘的联动场景控制。

早起模式：在早上预设的时间（如：7:00），背景音乐自动由小到大响起，

让宾客在舒缓悠扬的音乐声中自然醒来。

卫生间场景模式：浴室灯打开，背景音乐响起，宾客伴着美妙的音乐，泡上

一个舒适的澡，脱去一身疲惫。

三、客房信息服务管理（高效的人性化管理）

1、服务信息、视频门铃

在房间门口、床头及卫生间等出设有（如：请勿打扰、请即清理、预约退房、、

紧急呼叫、洗衣服务、请稍后等）服务信息开关，同时门外的门口语服务器上亦

设有对应的指示图标及触摸门铃，当客人按下服务开关按键后，开关的指示灯和

门口服务器上对应的指示图标同时点亮，同时可以通过 KF-PON 光网络传输到

客房部与前台 PC 的 KF-7.0S 软件上，以便提示服务员与来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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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当有客人来访时，按下多功能显示牌的门铃按键，系统会自动

将门口的图像以画中画的方式显示在电视的屏

幕上

B:当客人按下室内的请勿打扰时，按门口多功能显示牌上的门铃

键，勿扰指示灯闪烁三次，门铃和视频图像没有

放应

C:当晚上客人按下总挚开关盒睡眠模式开关后，系统自动启动勿扰

模式，保证客人在睡眠时不受打扰

D:门口多功能显示牌集成视频功能，布线简单，到 KF-RCU 主机只

需要一条网线接入，电视机到 KF-RCU 主机只需要一条 AV 视频线即可.

2、客人入住信息实时动态欢迎模式

KF-RCU 控制系统通过与 PMS 系统对接，在客人进入房间插卡取电后接通

电视机电源并启动电视机同时在电视机的屏幕上显示有入住改房间客人姓名的

欢迎字幕，并伴有预约的轻音乐箱起，让客人体验到宾至如归的尊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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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性化的欢迎界面

通过与 PMS 和 KF-7.0S 软件对接，在客人进入房间插卡取电后，接通电视

机电源并启动电视机同时在电视机的屏幕上显示有入住该房间客人的欢饮字幕，

并伴有预设的轻音乐响起，实现前台 check in 后将客人的信息上传到多媒体服

务器和 KF-7.0S 服务器上，远程启动电视并将客人信息显示在电视机的欢迎界面

上，让客人体验到宾至如归的尊贵体验：如欢迎刘先生下榻******大酒店。

四、HVAC 及节能控制（中央空调）

中央空调：HVAC 及节能系统可以对第三方供应商提供的中央空调风机盘管

进行控制和编程，系统通过调节风速和冷/热水阀来实现客房温度的自动控制。

空调控制主要通过智能客房控制器对中央空调及采暖系统的风机盘管、电磁

阀的控制来实现对室内温度的控制。温控器采用大屏幕液晶显示，通过温控器内

部的数字温度传感器，能够准确检测出室内真实温度。并能实时地与用户所设定

温度进行比较，自动调节冷暖气的进气量或控制管道电动阀，达到保持室内恒温

的目的。

根据管理需要，对客房空调设置多种节能管理模式：

空房待租模式、出租占用模式、出租非占用模式、夜间睡眠模式等；

房间内空调控制由温控器、取电开关、电脑远程控制，其具体控制如下：

1）远程控制

当客人在前台登记时，系统会自动打开该客人入住房间的空调，将客房

温度调整到舒适的范围；温度为预设温度 25℃（系统软件可设置）；

当客人退房时，系统会自动将该客房的空调调到空房状态运行，系统软件可

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时段设置各种不同的节能策略，并保存，管理人员可以随时

选用各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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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VAC 联动控制

阳台门及窗磁开关联动

在活动阳台门、窗户上安装门磁开关，当检测到门或窗户被打开时超过

3-5cm 系统自动调整到节能模式或关闭 HVAC 设备；当再次检测到门或窗户关

闭时，系统自动恢复到关闭前状态。

3）节能控制模式设定

系统自动从 PMS 系统获得客房状态，根据不同状态自动调整 HVAC 的运行

模式。

①空房待租模式

空调根据预设模式：空调将每小时低速运行 15 分钟以保持客房内空气清新；

空调运转参数可以在 CIS 中编程预设。

②出租占用模式

系统根据预设模式自动运行，也可以由客人手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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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出租非占用模式

当客人有事暂时离开客房的时候，HVAC 系统马上切入到节能状态，空调风

机低速运行。

④睡眠模式

系统会在夜晚 23：30 时自动切换到睡眠模式运行，温度设定在 25℃-26℃，

避免客人把温度调的过低造成的能耗浪费。（时间与温度根据管理需要进行设定）

上述温度设定和风速设定可根据季节、时段等因素的变化和地域的不同，通

过酒店客房控制中心进行设置。

4）智能空调面板

客房空调通过采用温控器对客房温度实时状态显示和控制，可显示当前温

度、风机三速状态，并通过控制器主机实现数据的上传及接收。并具备以下功能：

1）当客人入住酒店并在前台登记时，前台工作人员操作电脑调用酒店管理

系统控制（PMS）窗体，输入房号和开房信息按“确定”后，实现前台 check in

后即向酒店客房智慧系统传递操作指令,控制客房设备如空调等进入迎客运行程

序，空调自动远程启动中速，使房间温度达到 24 度。在客人到达房间之前使房

间内温度适宜。

2）当客人进入房间后，将卡插入取电开关，空调进入系统预先设置的温度

（系统软件可设置）运转；空调交由温控面板指令控制，运行于有人状态（系统

不分出租/待租态），同时由客人自主手动修改温控器的开关、设定温度及风机三

速、当宾客手动调节客房温度范围超过预先设定的“适宜”模式下的温度范围

时，会自动。此时客人也可根据自己喜好自由控制室内温度；客房控制主机如接

受到温控面板指令，则按指令控制风机、电磁阀运行。

3）空调即按系统设定入住时空调开启低速，按夏季 26 度，冬季 20 度运行，

客人可自主手动修改温控器的开关、设定房间温度及风机三速，KF-7.0 系统管

理软件同时可远程控制房间温度及风机三速，系统设定凌晨 2 点——8 点温度为

26 度（可调），此设定值可依据气候条件可调。

4）客人拔卡后，系统自动记忆此前客人对房间温度的设置，并将室内温度

上调到系统预先设置的温度（系统软件可设置），当客人外出回来时，插卡取电

后，系统恢复到客人之前的设置。

5）未出租时，空调控制进入无人状态，房间空调按保持在 27 度或每一小

时时间中自动运行空调低速十五分钟，以便保持客房内得空气流通。电磁阀得控

制与否，根据管理方要求而定。系统按系统预设的状态（出租无人态）运行。客

房按保持在 28 度或每一小时时间中自动运行低速十五分钟或其他可自由设定的

状态（以上温度值和时间值可设置），以便保持客房内的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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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温度值和时间值可设置）或者停止运行。

五、联网型智慧客房控制主机

SICS 智能控制系统采用标准的模块化结构，各功能可以根据需求任意组合

搭配，系统扩展采用搭积木的方式无限扩展。可以外接多种第三方设备并提供接

口。

开放式的安装易于系统的维护检修；免维护设计的插拔式元器件降低后期的

维护成本；良好的散热性使系统运行更加稳定；配置式的编程软件更利于系统的

操作；备份式恢复系统解决了系统灾难性破坏造成的系统瘫痪。

联网型智能客房控制器是所有客房设备的控制中枢。控制器内嵌 24MHz 高

速 16 位 CPU，采用模块化设计，模块数量根据需要可任意增减，强大核心提供

丰富功能支持：

 4 路调光模块：独立 CPU，E-CAN 总线连接；4 路 220V 6A，可调节

各种阻性白炽灯或电子低压灯，多达 32 级调光，近似无级调节，灯光亮度均匀

柔和；根据实际灯光回路需要增加相应的模块数量

8 路继电器模块：独立 CPU，E-CAN 总线连接；8 路 220V 10A，可控

制各种电器和灯光设备；提供过流保护

12 路继电器模块：独立 CPU，E-CAN 总线连接；12 路 220V 10A，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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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各种电器和灯光设备；提供过流保护

 空调模块：独立 CPU，E-CAN 总线连接；5 路 220V 10A，支持 4 管

制空调及冷热电磁阀，配合网络数码温控器，可实现客房自动温度控制或盘管风

机的高、中、低速手动控制

 16/24IO 接口模块：12V 弱电输入输出端口、E-CAN 总线接口，所有

控制节点的控制指令均由此模块发送至各执行模块

 网络与控制主模块：含有 RJ45 网络接口及 E-CAN 总线接口，可为所

有执行模块编制程序，可将所有房态信息及服务请求实时通过网络发送至服务器

及指定客户端，支持远程在线编程

 电源模块：为各模块提供稳定的 DC12V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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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客房无线控制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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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户的要求可以选择各种终端做为客房智能控制终端；通讯方式采用

WIFI 无线通讯；以网页浏览的方式来实现对客房灯光、空调、服务、电视、背

景音乐的控制；

注：实现此功能需要在客房配置无线路由器。

使用微信 Servre 结构

兼容多种操作系统平板电脑

WI-FI 无线网络通讯

智能终端控制软件、酒店软件平台和服务器组成一个数字化的酒店客房管理

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智能化酒店网络系统

智能控制终端以文字、图片、动画、图文并茂的控制方式，为客人提供便捷

而富有未来感的环境体验。

七：客房服务信息接收终端

手腕式无线接收器，接收到由客房发出的服务信息，如清理、退房；收到

信息后按确认键将信号反馈到客房中心和前台，当服务人员执行完毕清理房间或

退房查房工作后再按结束键，表示某房间已经清理完毕。

简化了酒店的管理流程，又增强了服务人员的执行力度。

影子服务管理：客人拔卡外出后系统也会发出一条信息**房间客人外出；服

务人员会根据楼层的服务情况对改客房提供服务，如清洁服务，当客人再次回到

房间时客房已经整理一新。

八：联网型智能插卡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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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多种型号和类型供选择：

可识别并记录进入者身份（宾客、客房服务、维修等）；

识别非法卡。当插入门匙智慧卡后，取电有效，插入非法卡，则无法

取电；

 卡片类型：mifare、temic、em、ic 卡、条码卡等

 拔卡后延时 15-30 秒自动断电（具体延时时间按需方要求确定）；

 由酒店方提供取电开关外壳，我公司负责提供电路部分进行改动。

插卡取电工作参数为：

含 E-CAN 总线接口 工作电压—DC12V±10%；

温度—-10℃～60℃；

湿度—≦90%

四: 联网温控面板

多种型号和类型供选择：(图 25)

控器能通过前台或控制中心电脑终端预先设定温控器的各项控制参数，如

不同客房状态下（预订、欢迎、有人、外出、睡眠、待租等）的客房温度、风机

转速等。

 当宾客手动调节客房温度范围超过预先设定的“适宜”模式下的温度

范围时，会自动

 当有宾客登记入住时 check in，自动启动相应客房的“欢迎”模式，

以使客房温度迅速达到使宾客感到舒适的状态；

 夜间客房温度可自动进入“夜间睡眠”模式（如夏季客房温度 26℃，

风机转速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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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客退房后 check out，则客房温度自动进入待租模式（如客房温度

28℃，风机转速为低）。

 上述温度设定和风速设定可根据季节、时段等因素的变化和地域的不

同，通过酒店客房控制中心进行设置。

 网络型温控开关工作参数为：

含 E-CAN 总线接口 工作电压—DC12V±10%；

温度—-10℃～60℃；

湿度—≦90%

十：酒店客房智能开关

博奥系列、幻丽系列、美承系列、慧智系列、轻典系列、睿智系列、水晶

系列、多款开关供你选择。

1.博奥系列

传统与时尚的结合

外观超薄设计，简约时尚，彰显尊贵奢华

翘板开关，演绎经典生活

联排安装，开关 DIY，随意组合，实现开关与装饰的完美结合

金属铝拉丝 86 面板，更显大气与时尚

多种材质也颜色，完现个性化定制服务

2.幻丽系列

传统与时尚的结合

外观超薄设计，简约时尚，彰显尊贵奢华

轻触复位开关，演绎品质生活

诠释科技理念，LED 灯指示

12V 低压开关，融美观与安全于一体，精巧点缀美丽生活

联排安装，开关 DIY，随意组合，实现开关与装饰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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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铝拉丝 86 面板，更显大气与时尚

多种材质也颜色，完现个性化定制服务

5.3.慧智系列

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图 28)

外观超薄设计，简约时尚，彰显尊贵奢华

轻触半岛键复位开关，演绎品质生活

诠释科技理念，双 LED 背光指示灯；按键字体 LED 背光指示灯。

12V 低压开关，融美观与安全于一体，精巧点缀美丽生活

实现开关与装饰的完美结合

全金属边框+不锈钢拉丝 86 面板，更显大气与时尚

多种材质也颜色，完现个性化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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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集中控制服务器（定制）

(图 30)

5.6、多功能门口服务器

1） 位于门外，提供门铃及与服务按键的“服务功能”配合使用；

2） 当客人发出清理请求时，指示牌上的清理房指示灯亮；

3） 当客人发出勿扰请求时，指示牌上的门铃处于关闭状态；“清理房间”

与“请勿打扰”互锁，打扫完毕后由服务员复位；多种材质/型号/颜色，完现个

性化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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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计算机网络系统

1、概述

计算机网络是现代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在现代信息社会的

不断发展中，计算机的应用显得越来越广泛，计算机网络系统不仅仅是指原来单

纯的计算机工作站连网，而是牵涉到大量系统的集成。一个好的网络，不但可实

现数据、软件、打印机以及 Internet 等资源的共享，而且可与楼宇控制、安防

报警、智能卡等系统连接起来，实现更方便、快捷的管理、维护和扩充。

计算机网络包括前期布线工作（在 KF-PON 系统中）、网络交换设备、网络

接入设备、网络互连设备、网络服务器、工作站、网络外部设备、网络操作系统、

网络应用平台和应用软件（单独设计，包括酒店信息管理、物业管理、办公自动

化、电子计费等）、网络管理系统、网络安全软硬件、机房装修（在机房装修中）

等。

不同的计算机网络之间通过网际协议实现相互访问，不同的网际协议之间通

讯可以通过路由实现，网络的安全通过软硬件防火墙保护，网络应用平台和软件

在应用层工作，布线系统确保网络物理连通。

在本次设计中包括了网络交换接入设备、路由设备、服务器、防火墙、网络

管理软件等。

1.1 .需求分析

针对对贵的业务分析，结合中南公寓所在地的实际情况，结合我司的酒店设

计经验，我们整合分析中南公寓的网络需求如下：

为方便客人上网，同时根据客人上网的特殊性（容易带入病毒等），设置单

独的高速客房网。

酒店运营需要单独的管理内网，由于运营数据需要保密性，故与其他所有网

络隔离。

酒店还需要管理外网，管理外网独立设置。

从以上分析，酒店共有四个独立的数据网络：客房网、管理内网、管理外网。

1.2 .宽带接入系统

******酒店为满足酒店对宽带网络通信的需求，结合目前的网络资源，拟在

酒店建立宽带数据通信网络平台。以实现集数据、语音、视频等多种业务为一体

的高效通信网络，提供交互式的数据业务，并充分利用新建网络的带宽优势和

QoS 特性，进一步发展多功能的增值业务，包括 IP 电话系统、远程管理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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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根据******酒店对现有以及即将发展的各种业务应用系统的描述以及所提

供的有关数据来分析，不难看出现有宽带数据网的基本功能对网络带宽的需求比

较高，而且此类应用系统要求网络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及可用性。而即将发展的

各种基于视频和语音的应用系统则不但要求网络具有充足的带宽，更为重要的是

新建的网络平台必须能够提供完善的 QoS 保证机制。除此之外，新建的网络系

统除了必须具备技术先进性和高性能的优势，还必须拥有一套功能强大的集中化

管理系统，并能够提供灵活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以充分发挥网络资源优势，保障

各种应用系统的顺利运行。而且有如此强大的管理系统支持，使得酒店完全有能

力对其广泛覆盖的宽带网络资源进行管理。

1.3 .无线局域网系统

我们在******酒店在一层大堂吧、客房过道、餐厅、会议等要建设的无线局

域网络（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WLAN）是相当便利的数据传输系统，

它利用射频（Radio Frequency-RF）的技术，取代传统的双绞铜线（Coazial）

所构成的局域网络，使得无线局域网络能利用简单的存取架构让用户透过它达到

“信息随身化，便利走天下”的理想境界。

无线局域网是一个灵活的数据通信系统，它能够扩展有线局域网，以提供更

多功能。利用射频 (RF) 技术，无需架设线缆，无线局域网就可以通过空气，穿

越墙壁、屋顶甚至水泥结构建筑物来发送和接收数据。无线局域网具有像以太网

和令牌环这样的传统局域网技术的所有特性和优势，而且不受电缆连接的限制。

这实现了更大的自由和灵活性。但是，无线局域网技术的重要性远远不止是不需

要线缆。无线局域网的出现揭开了网络基础设施的一个全新定义。网络基础设施

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物理实体，不一定就是固定的，难以移动而且变动成本很高；

而是可以随用户一起移动，可以跟企业的变化速度一样快。无线局域网络绝不是

用来取代有线局域网络，而是用来弥补有线局域网络之不足，以达到网络延伸之

目的。

******酒店拟建成集餐厅、办公、住宿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酒店，为满足不

同层次消费需求，为宾客提供便携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凸现酒店服务特色，展现

当今前卫通讯方式构建无线宽带网络无疑是酒店拓展新的消费增长点、增加酒店

营业收入的绝佳途径之一。

1.4 .设计目标

鉴于******酒店现有网络基础情况及应用需求，本次网络建设主要建立基于

成熟的千兆以太网技术的宽带数据网络平台。同时能兼顾将来通信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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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系统建设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综合性平台，通过统一的宽带网络接

入，实现功能丰富、自动路由、全透明传输、全面业务受理等一体化的处理与管

理。同时，系统需要最佳的性能/价格比，因此，本通信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1）采用国际最新的通信科技，使其在专网通信领域具有较高的水平。

2）结合用户的业务实际，建立高可用性的通信网络平台。

3）扩充方便，设置修改灵活，操作维护简单，系统构筑时间短，能够适应

业务的快速变化。

4）充分利用现有各种系统的资源，考虑节省长期运行成本。

5）规范性与开放性。能够与 Internet、信息管理系统、业务系统等直接或

间接互联并集成合作。

6）提供全网统一的图形化管理工具，方便进行全面的管理和监控。提供全

网统一路由功能，充分满足客户对高性能网络主干平台的要求。

1.5 .设计原则

本方案的设计在追求性能优越、经济实用的前提下，本着严谨、慎重的态度，

从系统结构、技术措施、设备选择、系统应用、技术服务和实施过程等方面综合

进行系统的总体设计，力图使该系统真正成为符合酒店业务发展需求的网络系

统。从技术措施角度来讲，在系统的设计和实现中，将严格遵守以下原则：

Ø 实用性和集成性

系统的软硬件设计、还是集成，均应以适用为第一宗旨，在系统充分适应应

用需求的基础上进而再来考虑其他的性能。该系统所包含的内容很多，系统设计

者必须能将各种先进的软硬件设备有效地集成在一起，使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能

充分发挥作用，协调一致地进行高效工作。

Ø 标准性和开放性

只有支持标准性和开放性的系统，才能支持与其他开放型系统一起协同工

作，在网络中采用的硬件设备及软件产品应支持国际工业标准或事实上的标准，

以便能和不同厂家的开放型产品在同一网络中同时共存；通信中应采用标准的通

信协议以使不同的操作系统与不同的网络系统及不同的网络之间顺利进行通讯。

Ø 先进性和安全性

系统所有的组成要素均应充分地考虑其先进性。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实用而

忽略先进，只有将当今最先进的技术和我们的实际应用要求紧密结合，才能获得

最大的系统性能和效益。网络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宁可牺牲系

统的部分功能也必须保证系统的安全。

Ø 成熟性和高可靠性

作为信息系统基础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设备的配置及带宽应能充分地满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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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通信的需要。网络硬件体系结构应在实际应用中能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在运

行速度和性能上都应是稳定可靠的、拥有完善的、实用的解决方案，并得到较多

的第三方开发商和用户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支持和使用。同时，应从长远的技术发

展来选择具有很好前景的、较为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以适应系统未来的发展需要。

可靠性也是衡量一个网络系统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确保系统网络环境中单独

设备稳定、可靠运行的前提下，还需要考虑网络整体的容错能力、安全性及稳定

性，使系统出现问题和故障时能迅速地修复。因此需要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如

对关键应用和主干设备考虑有适当的冗余。应急处理信息系统能够全天候工作，

达到每周 7x24 小时工作的要求。一个高可用性的系统才能使用户的投资真正得

到回报。

Ø 可维护性和可管理性

整个信息网络系统中的互连设备，应是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易学，并便于维

护和管理。对复杂和庞大的网络，要求有强有力的网络管理手段，以便合理的管

理网络资源，监视网络状态及控制网络的运行。因此，网络所选网络设备应支持

SNMP、RMON、SMON 等协议，管理员通过网管工作站就能方便地进行网络

管理、维护甚至修复。

在设计和实现计算机应用系统时，必须充分考虑整个系统的便于维护性，以

使系统在万一发生故障时能提供有效手段及时进行恢复，尽量减少损失。

Ø 可扩充性和兼容性

网络的拓扑结构应具有可扩展性即网络联结必须在系统结构、系统容量与处

理能力、物理联接、产品支持等方面具有扩充与升级换代的可能，采用的产品要

遵循通用的工业标准，以便不同类型的设备能方便灵活地联接入网并满足系统规

模扩充的要求。

为了使所实现系统能够在应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护原有开发投资，在设计

系统时，应将系统按功能做成模块化，可根据需要增加和删减功能模块。

2.系统设计

2.1.接入交换机/中心

接入层交换机功能是高速接入位于不同位置的终端数据点，为了满足终端数

据点的高速接入，接入交换机选用华为公司高性价比的 LS1526-CN 交换机，别

墅内部采用紧凑型 8 口交换机。



酒店智能专家 专业造就价值 科飞五星级酒店 KF-HOTEL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Quidway® S

1526-CN

Quidway® 1526-CN 以太网交换机硬件特性如下：

采用 44mm 高的盒式设备，支持 19 英寸机架安装，可不依赖于其他设备

独立运行；提供固定的 24 个 10Base-T/100Base-TX 的自适应端口、1 个

Console 口及 2 个扩展槽位（可选用千兆、百兆光/电接口模块，可选模块与其

他型号交换机的模块兼容）。

Quidway® S1526-CN 以太网交换机特性如下：

二层软件特性体现如下：

支持 STP 协议；

支持符合 IEEE 802.1Q 标准的 VLAN；

支持 PVLAN；

支持 GARP/GVRP/GMRP；

支持 VTP；

支持组播协议：IGMP snooping；

支持端口汇聚；

支持端口广播风暴抑制；

支持集群管理。

提供下列网络安全特性：

终端访问用户安全机制；

包过滤；

802.1X 认证；

可控组播功能。

具备强大的 QOS 能力：

通过对 ACL 的引用来完成 QoS 流分类规则的定义，支持基于二层、三层、

四层信息作为匹配依据的复杂流分类；

提供了两种各具特色的队列调度算法，严格优先级（Strict-Priority Queue，

简称 PQ）、加权轮循（Weighted Round Robin，简称 WRR）调度算法和 Delay

bounded WRR 调度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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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核心交换机

选择 H3C LS-5500-28C-EI 作为中心交换机，它具备全千兆交换及足够的

光纤端口。

· H3C LS-5500-28C-EI 基本规格

· 以太网交换机 交换机类型

· 10/100/1000Mbps 传输速率

· 存储-转发 交换方式

· 128Gbps 背板带宽

· 16KMAC 地址表

· H3C LS-5500-28C-EI 网络参数

· 95.2Mpps 包转发率

· 802.1X 等 网络标准

· 支持命令行接口(CLI), Telnet, Console 配置, 支持 SNMP, RMON, 支持

Quidview 网管, WEB 网管, 支持 HGMPv2, 支持 NTP, 支持电源的告警功能,

支持风扇、温度告警 网管功能

· 全双工传输模式

· H3C LS-5500-28C-EI 端口参数

· 28 个 接口数量

· 10/100/1000M 电口 接口类型

· 2 个模块化插槽数

· H3C LS-5500-28C-EI 电气规格

· 100-240V/10.8-13.2V 电源电压

· 110W 额定功率

· H3C LS-5500-28C-EI 外观参数

· 440×300×43.6 mm 尺寸

· 4kg 重量

3..网络实施建议

3.1.机房链路准备工作

前期准备工作，对整个工程的调试安装是否能够完整、顺利、有效地进行，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网络工程实施前集成商将负责就机房、线路情

况做好以下准备、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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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环境测试

Ø 测试机房的设备安装条件

Ø 测试机房的机架条件

Ø 测试机房的电源和接地条件

Ø 测试机房的温度和湿度条件

Ø 测试光纤线路的联通性

Ø 测试网络布线的情况

以上指标都应达到网络设备对场地、环境的要求，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3.2.IP 地址规划工作

IP 地址规划工作将遵循以下原则：

Ø 分配的 IP 地址数量满足用户数的需要，并留有一定的余量，采用保留地

址

Ø 通过合理地路由广播规划工作，保证设备在路由更新时实现规则地地址

合并工作，减轻路由设备地工作负担

Ø 为减轻 IP 地址维护工作，建议采用动态路由分配地方式

Ø 通过 NAT 转换对外部网屏蔽内部 IP 地址工作

Ø 避免内部网络地址与外部政府网络地址地冲突

3.3.建立完善的系统管理体系

酒店信息系统是一个集网络流通体系、多种处理器系统、多种应用系统共存

的信息应用环境。当中涉及到的设备包括多种品牌的网络互联设备、NT 服务器

设备。在如此复杂的信息应用环境中，为了合理的分配各种应用环境的资源，保

证系统最优化的运行，对系统管理员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首先，系统管理员需

要学习在各种不同的操作系统平台上使用不同厂商开发的系统维护工具，同时还

要精通各种网络设备的配置及网管软件的使用，除此之外，每隔定期的时间就要

在不同的系统上做扫描工作，以发现系统中存在的漏洞。这种烦琐的工作既影响

工作效率又无法从一个全面的角度来管理一个成熟的系统体系。

未来的信息系统网络采用先进的网络及系统管理方案，对分布式信息系统中

的所有网络设备、主机系统、各种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进行全面的集中的管理和

监控。从管理内容和功能上看，可以分为：

Ø 网络设备管理：

Lan 互连设备：Hub，Lan Switch，以太网交换机，本地路由器

Ø 主机系统：

运行 TCP/IP 和 Windows 的桌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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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数据库软件：

包括多个主流数据库厂商的产品：Oracle, Sybase, Informix, SQL Server

等

Ø 网络管理和性能监测包括：

网络设备的自动发现、当前网络拓扑结构图、网络的运行状态和当前网络用

户及活动的设备等，实现记录修改和更新配置参数的功能；探测故障、判别故障

类型并对故障定位，采用相应方法，纠正网络故障，保证网络正常运行；收集网

络运行的统计数据、分析网络流量、分析网络延迟、对网络结构进行优化以减少

网络运行故障等。

Ø 操作和问题管理：

为整个系统的网络管理平台提供统一的操作界面，以解决网络和系统中的各

种问题。它也是整个 IT 环境的一体化管理平台；系统故障或问题管理的内容包

括系统硬件、操作系统的重要问题，提供管理对象的故障检测，报告故障类型、

严重级别，提供潜在问题报告并建立故障详细情况的日志。

Ø 系统资源管理：

通过自动地搜集、验证、跟踪和管理被管对象资产信息的各个方面，包括硬

件，如 CPU、MEMORY、网卡等，以及应用软件的详细信息，帮助用户在分布

式多机种环境下，从单点有效地管理企业的所有资产。

Ø 数据库系统和应用程序管理：

对数据库系统的性能进行多方面的监测，如数据库例程的状态、表空间的使

用情况和 I/O 的吞吐量、读写缓存的命中率等，并可以对指定的性能指标设定阈

值，使一旦性能达到瓶颈时执行处理动作并生成报警；对用户关键应用程序的运

行状态进行监控以及对应用程序的分发进行管理等。

Ø 系统性能分析：

主要是对操作系统的性能管理。

提供性能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包括资源的使用率统计值和分析报告，性能事

件的捕捉与检测。

Ø 安全性管理：

安全管理包括对系统的非法侵入，违反系统的完整性、应用操作规则的监控，

提供安全检测和报警功能，建安全立审计跟踪日志以记录安全相关事件等。

4.设备清单

序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制 数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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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造厂商 量 位

管理内网

核心交换机

H3C LS-5500-28C-EI
华

为
1 台

千兆以太网多模光接口模块
SFP-GE-SX-MM85

0-A

华

为
4

接入交换机

1 26 口以太网交换机 LS-S1526CN
华

为
6 台

2 千兆以太网多模光接口模块
SFP-GE-SX-MM85

0-A

华

为
4 块

3 紧凑型 8 口交换机
2

0
台

4 无线 AP D-LINK2000
D-

LINK
2 块

第七部分、酒店经营管理系统

1.概述

随着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和酒店管理业务的不断扩大，现代化的宾馆是集客

房、餐饮、通讯、娱乐，商务文化及其他各种服务与设施为一体化的消费场所，

酒店宾馆组织庞大，服务项目多，信息量大，要想提高劳动生产，降低成本，提

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效益，酒店管理人员尤其是星级酒店的管

理人员对酒店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的要求逐渐迫切起来。越来越多的酒店领导

认识到酒店管理计算机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对酒店管理

来说，已不再是一个时髦的奢侈品，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得力助手。酒店管理系

统所采用的计算机设备，我们认为采用主流配置的 PC 机及 PC 服务器已足以满

足业务的需要。软件方面，我们建议采用中软酒店管理系统。

全国大部分省份都设立了办事处，为千里马用户提供

本地化的支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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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品牌介绍

万迅公司的旗舰品牌——千里马酒店管理软件，连续三年获得中国优秀软

件称号，更是国内最著名的三大酒店管理软件品牌之一。经历二十年的发展蜕变，

如今的千里马系统已成为专业、成熟、稳定的行业软件代表，用户超过 3000 家，

遍布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等东南

亚各国。

1992 年/ 千里马酒店管理系统诞生

1998 年/ 千里马 Windows 版本推出，获微软最佳客户应用方案大奖提

名

2002 年/ 千里马 V7 版问世，其产品化模式被业界纷纷效仿

2005 年/ 千里马奔向国际化，成功实施新加坡项目。同年，启动基于互联

网的集团化系统开发

2006 年/ 全面发展集团化 CRS、CRM 和移动通讯技术应用

2007 年/ 前台系统 V8 版问世，开始涉足酒店分销领域，为单体酒店客户

提供网络预订服务，实现真正双向实时的房间预订

2009 年/ 积累超过 50 家集团客户，包括国外新加坡富丽华集团，速 8 连

锁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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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业务扩展至非洲加纳。全面启动手机应用开发

2011 年/ 成功研发 IPAD 点菜系统（电子菜谱）及手机订房系统

1.2 产品介绍

千里马酒店管理软件不仅仅是一套产品，而是一套酒店管理的解决方案。不

同于普通的应用软件，千里马提供给客户的不是一堆零散功能，而是一套整合的

一体化酒店管理解决方案。千里马完善的产品体系，涵盖酒店经营的各个方面，

模块式产品设计将酒店各营业部门连接起来，实现各部门间互通互连，在方便信

息传递的同时更便于统筹管理。

 集团化系列

 集团化中央预订及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S&CRM）

 集团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集团化物资供应链管理系统

 单店系列

 前台管理系统（PMS）

 餐饮管理系统

 温泉、水疗管理系统

 会员储值卡管理系统

 票券管理系统

 后台管理系统

 移动应用系列

 IPAD 点菜系统

 手机订房系统

 “一键通”功能

1.2.1 集团化系列

 集团化中央预订及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S&CRM）

千里马集团化中央预订及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是连锁酒店集团的最佳管理工

具。它能帮助酒店集团在一个大型的技术架构基础上，搭建出可以支撑整个集团

客房售卖的电子商务应用模式，CRS&CRM 通过与前台 PMS 的双向对接，实现

订单同步、会员共享、客户计划等多项智能化管理。利用多项智能化管理，使得

集团业务成为一个自动化管理的闭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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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千里马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应用于星级酒店及酒店集团的人力资源管理，旨在

协助酒店对其人力资源进行深度的整合与开发，发挥人力资源的协同作用并最大

限度地优化其使用率。

 集团化物资供应链管理系统

千里马集团化物资供应链管理系统采用了富客户端及 B/S 结构的设计框架，

友好的界面能够支持分布式的应用及灵活的业务体系架设，使它与以往的产品在

功能部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展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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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单店系列

 前台管理系统

作为千里马品牌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千里马酒店前台管理系统不断追求完

美、精益求精，成为国内最专业的酒店前台管理软件。完善的功能、稳定的性能、

简易的操作，千里马不仅了解酒店，更了解什么能帮助您管理好酒店。

 Mermaid PMS

随着中国旅游酒店业的蓬勃发展，万迅公司意识到国内高星级酒店对 PMS

管理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鉴于这一迫切的市场需求，我司在 2008 年着手研

发了一套专门为高星级酒店管理模式量身定制的前台管理软件 Mermaid，希望

能够以此补充中国本土软件在高星级酒店软件市场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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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管理系统

千里马餐饮管理系统，无疑是餐饮经营最得力的助手。丰富的功能涵盖餐饮

服务的每一个流程细节；直观简洁的操作界面，任何人都能应用自如；餐饮后台

注重权限控制及数据分析，协助管理者做出更好的经营决策。

 水疗管理系统和温泉管理系统

针对水疗场所和温泉场所不同的管理特性，千里马系统提供了水疗管理系统

和温泉管理系统两套专业的解决方案。多样化的钟房管理及简单流畅的业务流程

给予使用者直观快捷的操作感受；详细的客情档案帮助管理者挖掘客户的消费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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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完整强大的报表体系为管理者提供经营决策的有效依据。

 会员管理系统

千里马会员管理系统旨在帮助酒店及餐饮行业建立合理完善的会员管

理制度，提高会员的忠诚度。同时，系统可以通过分析会员的消费行为，分离出

重要客户及潜在客户，挖掘客户的消费需求，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贴心服务。

 票券管理系统

千里马票券管理系统旨在帮助酒店及餐饮行业管理各种票券应用，使之更好

的成为酒店及餐饮业的营销利器。该系统操作便捷，实现了业务流程一体化；且

融入精细化管理理念，助力成本分析。同时，系统能够智能识别安全认证，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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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潜在风险。

 后台管理系统

千里马后台管理系统是专门为酒店及餐饮行业量身定制的管理工具，主要细

分为物流管理系统、财务总账、应收管理、人事工资、设备管理、一体化制证子

系统。该系统对采购工作进行流程再造，优化采购步骤，提升采购部工作效率，

功能完善的后台系统很好地承担了整个酒店的内部管理工作。

1.2.3 移动应用系列

A:IPAD 点菜系统

苹果公司出台的 IPAD 在市场上刮起了“平板电脑”的热风,这股热风也顺

势从电子产品市场一直刮到了餐饮领域。应市场的强烈要求，千里马成功研发了

一套 IPAD 点菜系统（电子菜谱）并已正式推出市场，它不仅能够帮助餐厅吸引

更多的消费者，增加消费者的体验值，还能借用其优势帮餐厅完善自身的服务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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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手机订房系统

千里马手机订房系统是专门为集团化客户设计的手机预定及管理系统，它有

两种应用平台：客房管理平台和订房操作平台。前者能帮助集团管理层便捷地管

理客房售卖，后者能为差旅人士提供简便快捷的酒店预定服务。无论是酒店管理

者或是酒店客人，只要拿起手机即可随时随地了解到所需的酒店信息。

C:“一键通”功能

为了方便酒店高管随时随地查看酒店的运营情况，千里马开发了革命性新功

能“一键通”。千里马房库管理系统是一款提供给单体酒店使用，应用于 Apple

IOS 及 Android 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序。有了它，酒店管理者只要拿起手机就能

随时随地查看到酒店的实时运营情况，包括房类预测及当天营业状况等，给管理

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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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千里马产品特点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千里马系列产品包括前台、餐饮、温泉、水疗、物流、

财务、会员、集团化八大产品支柱，拥有最完整的产品线，用户不需要向多个供

应商采购软件就能够满足酒店的所有 IT 应用。

Ø 前台管理系统有了不同定位的版本，适合高星级至经济连锁型酒店的使

用。前台管理系统有扩展性智能手机应用功能。

Ø 餐饮管理系统集餐饮营销、落单收银、成本控制、销售分析、人员管理

和客历档案于一体，并与众多成熟的硬件如一卡通、储值卡等设备紧密结合. 客

户可按业务需要选择触摸屏或 PDA 点菜、IPAD 点菜、厨房飞单等应用。

Ø 温泉管理系统按最新的温泉管理思想，结合闸机、ID/IC 卡科学管理。

Ø 物流系统受到各高星级酒店的高度认可，被认为是目前酒店最好的物流

系统。

Ø 千里马是所有酒店软件唯一能够提供财务总账的供应商，其一体化制证

风靡了各酒店财务部。

Ø 会员系统进一步提升酒店的营销能力，为酒店锁定一批有忠实有价值的

客户。包括单店应用与集团应用。

Ø 集团化营销方案提供中央预订、客历资源共享、数据中心处理等，大大

提升酒店或餐饮集团的 IT 应用。

Ø 票券管理系统，帮助酒店处理节假日礼品等票券销售。

Ø 针对酒店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A:系统效益设计

1:前台管理帮助酒店提高效益、增加收益

Ø 正确运用“收益管理”控制客房出租率与房价的关系，使出租率上升时

房价自动跟随上升，确保客房收益达到最大化。

Ø 房块配额的管理，提高代理商的收益贡献。

Ø 人情折扣的控制，提高收益金额。

Ø 套票的运用，促进收益提升。

Ø 独创的客房成本和餐饮成本模块，使有效控制客房成本和餐饮成本成为

现实。

Ø 住客从多营业点消费，帐单自动归结汇总，防止逃帐和漏帐的发生。

Ø 通过销售管理，扩大市场计划，吸引更多客户。

Ø 客户价值分析，提高住客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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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服务质量

Ø 前台身份证信息自动扫描系统，客户接待可在 1 分钟内完成。

Ø 回头客/VIP 客自动识别、优惠、个性化偏好提示，确保常客享受贴心温

馨服务。

Ø 楼层房态图的应用，帮助员工了解酒店楼层布局，在最短时间内帮助客

人找到符合客人要求的房间，提供人性化服务。

Ø 管家入住、退房通知，方便酒店对客提供周到的“接待”服务，提升酒

店服务质量，实现前厅、客房信息的自动传递。

Ø 多点消费自动归结汇总，一点结账，极大方便住客消费。

Ø 用追踪住房数和收入的方式建立客人忠诚度计划，增加回头客。

Ø 只需要点 2-3 个键的快速入住/退房结账系统，提高工作效率，住客无须

等待。

3:提高工作效率

Ø 提供电话计费、PMS、门锁卡管理、VOD 计费、宽带计费等外围接口，

提高工作效率。

Ø 自动转帐功能，替代手工转帐。系统自动按定义的转帐关系进行转帐，

从而减少员工的操作时间，提高效率。

Ø 独具”穿透查询”功能，报表与帐单数据核对可在一个界面上完成穿透，

一目了然，无须人工打印后逐个核对。

Ø 夜核工作电脑自动按步骤提示加速完成，高效准确。

Ø 业务信息/帐单/报表的传递、审核、使用、保存全部电子化。

Ø 信息查询弹指一挥间完成，即查即得。

Ø 短信转房态，代替了专人手工更改房态，提高了房态更新的速度，同时

也帮助酒店精简人员。

4:加强规范管理

Ø 电脑管理系统的“铁面无私”，可以规范内部员工的工作流程，帮助将

管理制度落实和执行。

Ø 对员工所有的工作进行跟踪记录，有利于工作监督管理，避免“跑冒滴

漏”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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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电脑系统中的各类文件有多重权限保护，避免了打印性文件易于泄露的

缺陷。

5:帮助酒店进行各类分析

Ø 提供完善的报表数据；系统提供一百多张标准报表供用户选用，并按各

运营部门进行分类，用户可根据需要选用；为方便查询，用户可根据个人的需要

把常用的报表组合成“我的报表”。

Ø 灵活选择不同形式的图形分析；提供各种营业指标的图形分析，支持 17

种分析图型，用户可以灵活选择查看。

6:实时掌控经营状况

Ø 前台、餐饮、温泉、水疗等营业系统与后台一体化设计，全面覆盖酒店

所有业务部门，实时动态显示酒店所有经营状况。

Ø 专门为酒店设计的后台管理系统全面细致分析酒店财务状况。

Ø 完备而灵活的报表系统实现对业务的全面掌。

B:系统优势

1:强大的扩充性

Ø 菜单、工作视图可自定义。我们的软件具有非常好的适应能力，也就是

说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去配置我们软件的功能，它买回去的不是固定通用的产

品，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很多很多的微调，去适应他的具体情况。

2:一体化

Ø 前台、后台和餐饮系统一体化设计，全面覆盖酒店所有业务部门。

Ø 系统互通互连，信息完全共享，彻底解决“信息孤岛”问题。

Ø 统一开发平台，无缝集成，减少酒店在接口系统上的投资。

Ø 售后服务由一家承担，避免出现问题时不同系统的供应商互相推诿，无

法解决问题。

3:科学规范的开发体系

Ø 率先采用“产品化”开发模式，开发出稳定、先进的标准化产品。

Ø 业内首家成为 Microsoft 合作伙伴和认证方案供应商（MC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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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业内唯一一家获得国际 CMMI3 资质认证企业。

4:卓越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Ø 先进的“产品化”开发模式和数据库技术及高超的编程技术，保证了海

量数据的卓越处理能力。

Ø 采用“产品化”开发模式，开发出稳定、先进的标准化产品。

Ø 独具“穿透式查询”功能，保证电脑数据、原始单据、报表间数据的一

致性和准确性。

Ø 数据校对技术，确保夜核及报表间数据无差错。

5:智能性

Ø 第三代酒店软件，全面超越普通的管理型软件。

Ø 融入商业智能（BI）/知识管理（KM）等管理理论与技术。

Ø 自动分析问题并提供低成本高效益的解决方案。

Ø 有效避免人员流动带来的工作脱节。

6:易用性

Ø 采用“面向对象”的功能设计，所需功能集中在一个界面完成。

Ø 大幅减少电脑操作时间，减少住客入住和退房时间，提升服务质量。

Ø 主要功能操作轻点鼠标即可实现。

Ø 系统直观易用，节省培训时间和成本，员工使用满意。

7:先进的酒店管理模式

Ø 吸收万豪/雅高/希尔顿/洲际/香格里拉等世界著名酒店管理集团的管理

理念，代表国际先进水平。

Ø 中西方顶级酒店管理模式融合，提供具中国特色的世界级酒店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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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化的本地化管理体系

Ø 遍布全国的多个直属分支机构提供优质服务。

Ø 广州、北京、上海、深圳、武汉、厦门、成都、青岛、沈阳、三亚、昆明、兰州等

分别设立地区性服务中心，配备专业服务工程师，提供快捷的技术支持服务。

9:延伸性

Ø 万迅拥有国外、国内资深经理人组成的高水平管理队伍，拥有近百名熟悉或从事过

酒店、度假村管理的员工。千里马提供给客户不仅仅是一套产品，而是一套酒店管理的解

决方案。

Ø 帮助酒店再造管理流程，规范、完善管理制度。

10:持续性

Ø 广州万迅屹立市场 20 年，累积丰富行业经验，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

Ø 万迅公司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及资源来开发新产品，改善原有产品。

Ø 广州万迅具有完整的技术队伍和持续的新产品开发能力。

Ø 我们有能力不断跟踪酒店业的发展变化，并持续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软件，保证支持

酒店发展的需要。
2 千里马系统解决方案

2.1 设计理念

2.1.1 一体化

Ø 管理信息系统就好象企业的神经系统，经营管理信息如果能够全面、准确、畅通，

将为企业增添强大的生命力。所以酒店管理信息系统应用从单个模块的“信息孤岛”

向互通互联的一体化应用发展，直至集团应用并贯穿企业内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千里马一体化系列产品将为中国酒店业提供独一无二的管理利器。

2.1.2 行业化

Ø 在共性上符合国际先进酒店管理思想，在个性上适应中国酒店行业的实际变化，在

细节上不断追求实用和完美。十几年来，千里马以酒店行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的角

色，配合酒店用户在激烈竞争、不断变化的市场上努力前进。伴随千里马新版本的

推出，我们的用户将会得到大量更专业、更好用的功能特性。

2.1.3 流程化

Ø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 21 世纪，结合信息技术实现流程再造，是企业提升竞争能力的

必然选择。通过电脑系统优化、规范工作流程，将充分发挥科技的优势，确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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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显著提高效率，避免人为错误，简化人际关系，降低学习成本。千里马流程

化的功能设计，展现了人类组织与信息技术有机结合的和谐美。

2.2 功能模块

2.2.1 系统模块图

千里马酒店管理软件拥有完善的产品体系，我们提供给客户的不是一堆零散功能，而

是一套整合的一体化酒店管理解决方案。

系统说明

1、 采用先进的 C/S 和 B/S 模式

2、 使用 Windows 视窗操作系统

3、 采用大型关系数据库 MS SQL SERVER

2.2.2 功能介绍

前台管理系统

房态控制子系统

序号
功

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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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远

期房态
房间预测、房类预测、可售情况

2
当

前房态

当前房态（标准、预订、接待、收银、管家、问讯、

特大、特小）、楼层房态、酒店状况、房态统计、可用房

间、房价表

客房预订子系统

序号 功

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预

订管理

客人预订、团体预订、显示预订、确认预订、取消预

订、未到预订、等候预订、复制预订、预订排房、预订入

住、打印表单、预订锁定、预订解锁、房价计划

2
视

图查询

全部预订、取消预订、未到预订、等候预订、预计今

天抵达、全部预订分组、预计抵店会员

3
事务处

理

设置同住、解除同住、设置关联、解除关联、散转团、

团转散、合并团体、活动安排、调整房价、浏览日志

4 收银 帐户明细、收取押金、帐户设置

5 接口 制作新卡、增制门卡

6 留言 访客留言、住客留言、住客通知、职员留言

客人接待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接待管

理

散客步入、团体步入、修改客单、显示客单、复制客

单、更换房间、调整房价、客人续住、交换资料、取消入

住、快速查询、打印表单、自动续住、延迟退房、房价计

划

2
视图查

询

在住客人、预订客人、离店客人、所有客人、预订今

天抵店的客人、在住客人分组、网上订单、在住会员、当

天离店、查询 INTERNET、主单在住客人、查询 VOD、

3 事务处 浏览日志、设置关联、解除关联、散转团、团转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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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合并团体、活动安排、自动续住

4
收银功

能

帐户明细、快速入账、帐户设置、成批设置

5 接口

门锁卡控制、制作新卡、制限制卡、读门锁卡、注销

门锁、PMS 控制、PMS 查询、设置 IDD、开关 IDD、设

置设置小吧、公安传送、会员积分接口、会员卡设置

6 留言 访客留言、住客留言、住客通知、职员留言

收银结帐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日常帐

务处理

帐户明细（入帐、冲减、转帐、拆分、分帐、显示、

穿透、筛选、查找）、成批入账、结账退房、直接退房挂

帐、直接结账、团体结账、开工作帐、帐户设置（固定收

费、分帐指令、转帐指令、团体包费、签单授权、信用授

权）、自动转帐、手工转帐、团体转帐、帐单打印、直接

结帐、帐户锁定、帐户解锁、退房查房、手工过租、快速

入帐、外币兑换、收银审计、收银换班

2
视图查

询

在住帐户分组、在住帐户、在住客人帐户、工作帐户、

预计今天离店、已退未结、已结未退、预订帐户、离店帐

户、历史帐户、发票管理、在住会员、未接帐户、查询

INTERNET、查询 VOD、查询交易事务

3
事务处

理

设置关联、解除关联、浏览日志

4 留言 访客留言、住客留言、住客通知、职员留言

客房管家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客房管 设清洁房、设未洁房、设检查房、设维修房、解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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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修、设停用房、解除停用、设差异房、解除差异、预约维

修、预约停用、设置辅态、解除辅态、解除预约、指派清

洁、显示客单、修改客单、管家查房

2
视图查

询

房态管理、在住客人、楼层房态统计、房类房态统计、

客房服务区清洁视图、房间历史、在住会员、维修房记录、

停用房记录

3
客房消

费

客人房间消费的输入、显示帐单、冲减帐单、客房消

费查询

4
遗留物

品

客人遗留物品的登记、记录的删除、查询、打印

5
租借物

品

客人租借物品的登记、记录的删除、修改、查询、打

印

6
服务人

员

服务人员的资料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打印

7
设置清

洁

服务人员清扫记录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打印

夜间稽核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夜审定

义

精简型流程、标准型流程、熟手型流程、自定义流程

2
夜间稽

核

执行夜审

3
系统日

志

操作日志的查询、删除、打印、另存

4 班期表 操作日志的查询、删除、打印、另存

5
重新汇

总

问讯留言子系统

序 功能点 明细介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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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
问讯留

言

所有客人信息查询、在住客人信息查询、预订客人信

息查询、离店客人信息查询、交通信息查询、旅游信息查

询、常用电话查询、全部留言查询、工作跟踪查询

2
邮件收

发

客人邮件收发记录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礼宾服务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用车安

排

用车记录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2
行李寄

存

行李寄存记录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3
行李接

送

行李接送记录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4
委托代

办

委托代办记录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5
投诉记

录

投诉记录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6
征求意

见

客人意见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营销管理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客历档

案

客历管理（增加、删除、修改、查询、显示、打印、

合并、客历统计）；

客历查询（客人、团体、公司、旅行社、VIP、黑名

单、其他）；

客人电子邮件收发、上传会员资料、集团功能（上传

客户、更新客历、销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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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销售协

议

协议管理（协议增加、删除、修改、显示）

协议视图查询（我的有效协议、有效销售协议、我的

过期协议、过期销售协议、集团销售协议）

3
配额管

理

协议配额的管理（增加、删除、修改、显示）、临时

配额的管理（增加、删除、修改、显示）

4
销售人

员

销售人员资料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打印

4

营业指

标

酒店营业指标的定义（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营业指标分类查询（营业指标全部、营业指标实际、

营业指标预算、营业指标对手）

6
销售分

析

报表管理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报表查

询

财务报表、经理报表、管家报表、接待报表、收银报

表、销售报表、夜审报表、预订报表、自定义报表等

2
报表打

印

打印预览、成批打印、检索条件、打印份数

基础设置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建筑楼

层

建筑物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楼层的增加、删

除、修改、查询

2
房类代

码

房类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3
房间代

码

房间号码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4
房价策

略

房价体系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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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套票项

目

套票项目的设置

6
货币汇

率

货币汇率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7
记帐项

目

记帐项目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8 营业点 营业点设置

9
通用代

码

相关代码的设置

1

0

常用摘

要

常用摘要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1

1

酒店日

历

酒店日历的查询

系统管理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用户管

理

2
修改密

码

3
重新登

录

4
系统参

数

5
打印设

置

6
功能菜

单

7
工作视

图

8
数据字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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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报表目

录

应收管理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帐务管

理

凭证管理（结算单、挂帐单的处理）、凭证过帐、客

帐核销

会计日期

2

信用卡

一体制证

信用卡折扣、餐饮对照、底稿设置、自动制证

3

基础设

置

项目代码、部门机构、客户档案、邮政编码、常用摘

要、货币汇率、会计期间、通用代码、签单人管理

4

报表管

理

帐务类报表、帐龄分析类报表、信用卡类报表、其他

类报表

5

系统管

理

用户管理（系统用户的设置、权限的设置等）、修改

密码、重新登录、系统参数、打印设置、功能菜单、工作

视图、数据字典、报表目录

常用工具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窗口排

列

2
使用说

明

3
酒店日

历

4 世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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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5 记事本

6
连接信

息

7
版本说

明

外围接口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证件扫

描接口

可以将身份证上的信息(包括照片)自动分类登入千里

马前台系统的客历表中，信息登入在弹指一挥间完成，这

就大大加快了前台的接待速度，实现“闪电式”接待。

2
门锁卡

接口

前台系统接待开房时自动制客人卡，实现开房制卡一

次完成；使客人资料必须入电脑才能制卡开门减少漏洞；

开房门时间实现时间化管理，客人必须续房。

3
公安接

口

4
PMS

控制接口

5
电话计

费系统

读取交换机送出的话单，分析话单并按照各地的费率

和客户的服务费率计算电话费，客房电话自动转入前台

帐，提供各种电话费用的明细表并自动统计电话费的各类

汇总表。

6
集团化

接口系统

提供与集团化系统的实时订单同步、房价同步、状态

同步、销售档案及协议同步、报表结果同步等各种应用接

口。

7
VOD

接口系统

与房间电视系统对接，实现 VOD 视频点播费用的实

时传入，还包括欢迎信息的推送，房间查帐单，房间点餐

等功能。

8

房库、

外围预订系

统接口系统

提供与千里马房库系统或外围预订系统的实时订单

同步、房价同步、状态同步、销售档案及协议同步、报表

结果同步等各种应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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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管理系统

后台设置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系统功

能

餐前准备、餐前通知、班期表、营业查询、厨打状态、

餐厅客历、系统时间、系统日志、上传数据、数据整理、

系统参数

2
报表查

询

收银类报表、查核类报表、财务类报表、状态类报表、

预订类报表、销售分析类报表、营销分析类报表、财务分

析类、图表类报表、出品类报表、收益分析类报表

3
功能设

置

货币汇率、支付方式、出品部门、制作方法、特殊需

求、菜品规格、菜品类别、菜品总表、套餐定义、菜谱设

置、餐单类型、营业点设置、营业市别、餐台设置、厨房

打印机、打印设置

4
参数设

置

设置向导、系统常量、通用代码、特殊日期、类折扣

优惠、工作站设置、系统功能键

5
用户管

理

员工资料、岗位设置、员工卡管理、重新登录、修改

密码

6
其他功

能

窗口排列、帮助、版本信息

落单收银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台操作 开台、换台、搭台、退台、临时加台

2
餐单操

作

新开餐单、修改餐单信息、打印餐单、落单、查询餐

单、重打餐单、取消餐单、恢复餐单、分单、结账、一单

多台、合并餐单、重开餐单

3 菜操作
点定价菜、点不定价菜、点临时宴席、输入菜式制法、

输入菜式特殊需求、输入菜式规格、重新定菜式单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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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数量、奉送出品部改数量、单品服务费、上菜顺序、加

菜、退菜

4 收银

单品折扣、类折扣、现金折扣、全单折扣、收取服务

费、收取销售税、输入付款方式、平帐、结账、钱箱、新

开发票、一点结算、暂挂帐单、成本分析、计时菜、清机

换市、日结、套票、销售协议

5 查询 当前台态图查询、预订查询、餐单查询、交易号查询、

点菜查询、营业查询、发票查询、菜谱查询、系统日志、

销售人员、会员卡号

6
送厨房

打印信息

整单打印信息、催菜、叫起、全单催菜、全单叫起、

修改菜名、标记出品、单品信息

7
营业操

作

餐前准备、餐前通知、即时沽清菜式

8
其他功

能

转营业点、、系统时间、系统帮助、系统信息、修改

密码、厨打状态

9
收银报

表

预订管理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预订功

能

餐位预订、宴会预订、预订台态、远期预订台态、会

议室预订状态、资源预订状态

2
报表查

询

一周预订明细表、资源预订明细表、餐台预订明细表、

订金明细表、预订未确认报表、预订确认报表、预订取消

及未到报表、预订餐部门通知单

3
参数设

置

系统常量、餐厅客历、常用餐台、预订资源、布置模

板、预订要求、系统参数

4
用户管

理

员工资料、岗位设置、员工卡管理、重新登录、修改

密码

5
其他功

能

窗口排列、帮助、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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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菜管理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标记出

品

2
出品查

询

3
出品监

控

厨房打印子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系统功

能

厨房打印、端口检测、系统参数

2
参数设

置

设置向导、通用代码、厨房打印机、打印设置

3
其他功

能

窗口排列、帮助、版本信息

财务管理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辅助作

业

帐套管理、帐套转换、会计科目、起初余额、预算录

入、凭证类别、凭证编号、常用摘要、外币汇率、结算方

式、辅助帐号、汇总属性、现金流量、会计期间、会计日

期、系统配置、凭证接口、系统接口、餐饮对照

2
帐务处

理

记帐凭证、过帐、科目汇总、

帐户余额表（科目余额、供应商余额、客户余额、部

门余额、项目余额、个人余额）、

明细帐（科目明细帐、供应商明细帐、客户明细帐、



酒店智能专家 专业造就价值 五星级酒店 KF-HOTEL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153

部门明细帐、项目明细帐、个人明细帐）、

总帐（借贷式总帐、借贷式总帐（属性）、总帐汇总

表）、出纳管理（出纳登记、支票管理、收付日报、出纳

日记帐）、银行对帐（银行队帐、输入对帐单）、

往来对帐（帐龄期间、往来对帐）、

辅助分析、自动转帐、期末结转、期末调汇、结转损

益

3
一体制

证

底稿模板、自动制证

4
报表管

理

报表查询（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

报表功能（打印预览、成批打印、检索条件、打印份数、

报表编辑）

5
财务分

析

比例分析、趋势分析、结构分析、其他分析

6
系统维

护

用户管理、密码修改、重新登录、系统参数、打印设

置、功能菜单、工作视图、数据字典、报表目录、系统日

志、数据维护（帐务检查、凭证回帐、综合回滚、年度清

理、系统初始、现金流量、凭证号重排）

7
其他功

能

窗口排列、使用说明、功能向导、语言切换、词汇注

册、计算器、记事本、版本信息

物流管理系统

1 采购管理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采购管

理

报价单、定价单、请购单、订货单、收货单、事务查

询

2
审批管

理

我的审批、报价审批、定价审批、请购审批、订货审

批、收货审批

3
报表管

理

物资报表、供应商报表、仓库报表、部门报表、采购

报表、应付报表、其他报表

4 基础设 通用编码、物资编码、供应商编码、仓库编码、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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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类别、会计期间、审批分类、审批模板、常用摘要

5
系统管

理

用户管理、密码修改、重新登录、系统参数、打印设

置、功能菜单、工作视图、数据字典、报表目录、系统日

志、数据维护（月结检查、数据修复、编码替换）

6
其他功

能

窗口排列、使用说明、功能向导、语言切换、词汇注

册、计算器、记事本、版本信息

2 库存管理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库存管

理

入库单、直拨单、领料单、调拨单、移库单、盘点单、

盘盈单、盘亏单、报损单、件调整单、盘存单、耗用单、

销售单、事务查询、结存查询、盘点开关

2
报表管

理

物资报表、供应商报表、仓库报表、部门报表、采购

报表、应付报表、其他报表

3
基础设

置

通用编码、物资编码、供应商编码、仓库编码、销售

单位、事务类别、会计期间、会计日期、成本用途、应付

帐项、常用摘要、用途对照

4
系统管

理

用户管理、密码修改、重新登录、系统参数、打印设

置、功能菜单、工作视图、数据字典、报表目录、系统日

志、数据维护（月结检查、数据修复、编码替换）

5 其他功

能

窗口排列、使用说明、功能向导、语言切换、词汇注

册、计算器、记事本、版本信息

3 应付管理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帐务管

理

凭证管理（结算单、挂帐单）、凭证过帐、凭证核销、

凭证查询

2
基础设

置

应付帐项、常用摘要通用代码、供应商编码、仓库编

码、会计期间、银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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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表管

理

应付报表、其他报表

4

系统管

理

用户管理（系统用户的设置、权限的设置等）、修改

密码、重新登录、系统参数、打印设置、功能菜单、工作

视图、数据字典、报表目录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序

号

功能点 明细功能介绍 备注

1 组 织 管

理

机构设置、岗位设置、岗位编制

2 招 聘 管

理

招聘计划、计划审核、计划审批、人才

储备、招聘记录、招聘总结

3 职 员 管

理

职员信息、职员变动、变动类型、职员

信息导入、考勤子集导入、自定义字段、劳

动合同管理

4 考 勤 管

理

考勤规则设置、班次管理、节假日管理、

审批规则、排班管理、请假管理、请假审批、

加班管理、加班审批、出差外勤申请、出差

外勤审批、考勤数据、考勤审批、假期管理、

餐次设置、班次用餐设置、用餐明细、用餐

审核

5
薪 酬 管

理

薪资核算、薪资发放、银行代发、基础

信息设置、薪资档案、月末处理、反结账

6 绩 效 管

理

考核计划、考核实施、绩效评估、绩效

查询、考核等级、考核指标设置、考核模板

管理

7 培 训 管

理

培训商、培训讲师、培训计划、培训学

员、培训考勤、培训考核、培训费用



酒店智能专家 专业造就价值 五星级酒店 KF-HOTEL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156

8 报 表 管

理

报表查询、打印、另存

9 系 统 管

理

用户管理、角色管理、系统参数、通用

代码、数据字典、操作日志、公告管理

10 人 事 提

醒

生日提醒、到期合同、待批请假、待批

加班

11 我 的 工

作台

集团公告、部门公告、请假记录、加班

记录、出差外勤记录、培训课程、待办请假、

待批外勤

2.2.3 系统功能特色介绍

千里马前台管理系统功能特色

自千里马推出以来，我们强大的技术支持团队一直秉着“成为中国酒店业的策略伙伴”

之理念,坚持不懈地完善系统，坚信只有功能完善、性能稳定、便于操作的软件才能成为酒

店从业人士的好助手。

界面设计

界面布局符合用户的操作习惯, 人性化的图标设计形象生动， 达到“故形思意”的效

果。

Ø 精确的远期房源控制

管理成熟的酒店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对远期房源销售的规划及控制力，他们按市场类别

作大方向的房源分配及价格定位，细分后表现为公司、旅行社、预订中心、网络渠道、店

面的分别控房及价格定位。酒店会清晰地知道每一间房将会被以何种途径、何种价格卖出，

为实现此管理目标必须有一件强大的工具去帮助他们的房源管理由原粗放型变为精确型。

----解决之道，千里马精确的房块配额管理功能为酒店解决繁杂的配额管理所带来的

种种困难，是国内第一家能提供精确控房能力的前台系统。

房源分配

配额房块分房

房源与价格整合

自动维护到期配额

预测收入监控

Ø 灵活的房价计划

当酒店遇到展会等房价波动剧烈的旺季时，销售员签回的房价需要向预订部、前厅接

待、夜核员逐一交待，一不小心就引起酒店损失或遭到客人投诉；夜核员拿着销售部的房

价单一间一间房地进行调价，极其繁琐，容易出错；变化总比政策快，纵然不用夜核员去

逐一调价，租季房价功能亦无法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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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之道，千里马的房价计划能够使酒店在旺季时灵活地浮动房租，不仅解决了

房价波动的问题，还能最大化酒店收益。

会展价格处理

住房奖励/住客升级计划

长住房价格管理

弹性房价计划

Ø 完善的套票管理功能

在中国旅游、休闲、度假产业的蓬勃发展形势下，套票被广泛使用。传统的纸张套票

需客人持票消费，一来不方便，二来容易产生误会；套票的派发管理耗费人力，难于监管；

预测的房租收入永远只是个“好看”的数字，必须等到客人离店且财务部调完帐后，才能

看到真实的房租收入，而且总是与销售部对不清。

----解决之道，千里马完善的一卡通套票管理功能，将部门收入自动分拆，并提供一

卡通套票方案，为客人带来极大的方便，同时也加强了对套票使用的管理和监控。

设定拆分/实际拆分

套票分析

一卡通套票消费自动划帐

Ø 健全的销售管理体系

提供短信平台，方便酒店与住客的即时沟通及将最新的酒店资讯提供给客户，同时也

有利于酒店的促销推介和对客公关。

提供完善的市场类别分析体系，通过每日、每月、预算多角度比较分析，帮助酒店制

定宏观的市场细分策略。

提供完善的业绩分析体系，包括公司、旅行社、来源、销售员、销售协议等，通过周、

月度、年度的业绩排行比较，帮助酒店筛选出高品质、高贡献率的客人；通过时间区间的

贡献分析，帮助酒店选取出最优的客户组合，帮助酒店实现收益最大化。

便捷的短信沟通平台

客源分析/会员积分

销售协议/佣金结算

销售提成/销售分析

Ø 前后台一体化

 自动记帐：

总帐系统从各营业收银系统和后台的工资、物资、固定资产取数自动生成记帐

 挂帐接口：

餐收、桑拿、电话等外围收银系统自动挂帐到前台客帐或应收帐

 反向穿透：

从前台客帐和应收帐可穿透查询帐目对应的原始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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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连接多种接口

 采用 XML 的接口技术

 手机短信平台

 集团化、网络订房平台无缝连接

 交换机 PMS 接口

 语音卡接口

 VOD 接口

 一卡通

 INTERNET 计费

 公安户籍报送
千里马餐饮管理系统功能特色

Ø 系统与硬件完美结合

系统与众多成熟的硬件如一卡通、储值卡等设备紧密结合；

支持触摸屏、PDA 和点菜宝设备灵活应用；

特以 NPORT 硬件支持 ，超远稳定出单（适用范围：可以在局域网范围内稳定运行；

优点：无须专门布线,有效距离达 1000 米）；

支持通过条码枪标记出品，代替传统手工。

Ø 组件化的功能管理模块，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组合化的功能设计，为客户提供了灵活的组合选择方式，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集餐饮营销、落单收银、成本控制、销售分析、人员管理和客历档案于一体，与后台

总账、物资、应收系统和酒店前台系统无缝连接，数据共享。

Ø 零培训、易上手

简洁、直观的的界面设计，一目了然；

简单、便捷的台操作，无需培训即可上手；

灵活多样的点菜方式，方便不同层次人员在不同情况下操作：直接查找点菜；输入菜

品名称拼音首字母简写点菜；输入菜品编码的点菜；输入菜品类别或名称的关键字点菜；

触摸屏手写直接快捷查找菜式；对于客人特殊要求菜谱里没有的菜式直接通过手写实现；

减少因人员流动导致后期再培训的费用。

Ø 功能的灵活性，适应餐饮各种业务需求

餐单类型：支持酒店对宴席、美食节的分析；

套餐的灵活处理：套餐设置的灵活、多样化；宴席的处理；

餐前准备：帮助酒店实现从单一静态价格，到多重动态价格，再到结合市场竞争的优

化价格控制，可以方便餐厅处理特价菜、今日推介菜式等情况；

系統覆盖了多种多样，包括中西餐、东南亚、美食城等各种业态，只需稍作调整，即

可轻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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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个性化的服务，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赢得他们的忠诚而成为回头客

客历的应用：面对的宾客是千差万别，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爱好，不同

的心理、不同的需求，只有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围绕宾客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差异性、

区分性的服务，让宾客获得满足感、荣耀感，从而留下深刻印象，并赢得他们的忠诚而成

为回头客。“客历”功能可以帮助餐厅搜集宾客特别是一些忠诚度高的常客的信息资料。

比如，他们的生日是何时、喜欢颜色是何种、爱吃什么类水果、饮食口味是咸还是淡、喜

欢熬夜还是起早、有何兴趣爱好等等，并将这些信息资料统计归类、建立档案，方便餐厅

为宾客再调用，在接通电话的同时清楚了解到来电者的详细信息，从而对客提供个性的服

次消费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详细直观的客历功能，可配合来电提醒功能快速务；

在开单时，可直接调出客历信息，方便操作员了解客户的个人信息、兴趣爱好、签名

图片等信息；

签名图片也方便收银员在客人签单挂账时及时核对客人的签名笔迹；

对于客人的消费记录，系统会自动汇总统计，便于餐厅统计客人消费汇总或明细数据。

Ø 加快上菜速度，提升客人的满意度

便捷快速落单，以及催单、加快、起菜功能，方便了楼面与后厨的即时沟通，确保出

菜正常；

创新设计的厨房打印，速度快，杜绝漏单；

采取打印遇忙转移，遇故障转移机制，及时处理打印机意外情况，即使就餐繁忙时段

亦能忙而不乱；

采取多线程处理，平衡负载，大大加快出菜速度，比采取单线程机制的软件快 3 至 5

倍；

菜品落单的监控采用双向通讯，特有出单反馈信号，及时通知楼面点菜员：哪些菜已

正常出单，哪些落单未出，哪些未出单；

多种打印状态的反馈，方便用户及时了解监控打印机的工作状态，保证打印机的正常

工作状态

Ø 加快结账速度，提升客人的满意度

类似超市键盘定义，全键盘完成收银操作；

对账单、收银在同一操作界面，方便收银员操作，加快结账速度。

Ø 加快对客服务，提高提升餐厅形象

通过台态图中不同颜色显示，帮助餐厅做好询台工作，掌握每个台状态，控制每个台

的服务进度，让餐厅的服务做得更到位。如：帮助餐厅即时检查哪些台过了一段时间仍未

为客人点菜或没为客人服务，以便督促服务人员及时为客人提供服务；

打印点菜单以便楼面工作人员对菜、催菜、起菜以通知上菜；

在登录界面上及时了解菜式售卖情况方便向客人推介及提醒沽清；点菜界面上也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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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有每一菜品的沽清数量，方便点菜人员在点菜时掌握控制菜品的售卖情况；

支持多个账单模板打印，如明细、汇总、英文等格式账单，用户可根据需要设定；

移动点菜，让服务员随时随地使用系统为客人点菜、加菜，前台打印机立即打印点菜

单，厨房打印出制菜单，同时收银电脑自动入账，大大加快对客服务，有利于提升餐厅品

位，为企业的营销创造品牌效应。

Ø 严谨的管理理念，拒绝漏洞

系统每一个功能操作、视图、报表均可用权限控制。可以控制什么样的职位只能进行

哪些操作，看到哪些视图、哪些报表，具备哪些折扣权限等等。如：通过“消费授权”功

能实现某一岗位拥有对某张账单折扣率、金额折扣、加收服务费、加收销售税的权限的控

制；通过“消费限制”功能，可以实现用某种支付方式，是不允许消费某种类别对应的菜

品，例如内部宴请不允许消费鲍身翅肚；

餐饮部门多，容易出现漏洞，乃至作弊。系统对用户的重要或异常操作都有记载，并

保存在系统日志中。系统一旦出错，可根据系统日志迅速定位错误产生的原因，对用户操

作起到了跟踪、监控作用；

打印机状态的监控：实时掌握每一打印机的状态（正常工作、空闲、打印机错误、缺

纸、即将缺纸空闲、即将缺纸仍工作），使用户不必为开市前打印机是否就绪而四处奔波，

以便出现问题及时维护，保证餐厅正常运作。

Ø 全面、准确的数据统计和分析，为管理者作出正确的经营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报表内容全面：提供将近一百三十张专业报表，从收银类、查核类、财务类、状态类、

预订类、销售分析类、财务分析类、营销分析类、图表类、出品类、收益分析类分门别类；

多角度分析餐厅营业，使各层次使用人员从各方面了解餐厅的菜品、部门销售、预订、

客人和营业情况，及时准确地帮助餐厅统计与预测营业状况，有利于餐饮管理人员决策；

千里马引入了财务科目，轻易进行财务分析；

报表可以达到部门级的分析：报表是分楼面、出品部门、财务部门三维，各部门可以

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设置。
千里马物流管理系统功能特色

Ø 提供酒店专用物流解决方案，帮助酒店再造物资管理流程

采购系统+库存系统+应付系统完整覆盖酒店物资管理全程。

帮助酒店再造物资管理流程，将实际业务流程与电脑系统进行整合，从而提高饭店物

资供给质量、降低成本、降低资金积压、提高资金利用水平、杜塞管理漏洞、使采购工作

有序、高效地进行，最终实现管理的高效率、实时性、安全性、科学性、现代化和智能化。

Ø 无纸化的单据自动流转，减少纸张消耗

部门请购物品下达请购单（PR）——根据请购需求及库存状况自动生成订货单（PO）

或领料单——物品到货，可根据订货单（PO） 生成收货单（PV）——货物验收合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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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或直拨部门，可由收货单（PV）生成入库或直拨单，之后可生成应付挂帐单；

支持完全的无纸化办公。

Ø 电子审批流，提高审批效率

实现高效、易管控的无纸化审批，提高审批效率；

可按照酒店定制的审批制度设定审批流程，系统自动将单据按流程准确送达审批者手

中；

决定层可根据单据提供的价格、数量和批注信息，对单据进行审批处理，从而实现高

效、易管控的无纸化审批，提高审批效率；

特有通知机制（我的审批和主动信息提示），提醒审批者及时处理待审单据。

Ø 报价及定价功能，提高采购管理的透明度

将供应商价格投标过程和投标价格记录在案，提高询价透明度；

利用货比三家、市场价、上期定价、比率等信息进行决策分析，做到科学定价；

对定价后的物品，系统按其指定周期自动控制所有单据的价格。

Ø 日常采购清单（Market List）

可预设多种日常采购清单模板（如：中餐订货模板、西餐订货模板、日本菜订货模板），

使用时直接选取模板制作单据，方便鲜活食品采购工作的进行。

Ø 灵活实用的收货处理

支持物品行收货、整单收货等多种收货方式，物品行收货完成系统自动关闭收货单；

能处理多次收货、收货中途关闭、收货重新打开、红字收货等多种情况；

可设置灵活多样的收货浮动比率，为不同种类的物品设置不同的收货比率；

系统自动完成采购单位与库存单位的转换，满足采购部与仓管部对物资单位的管理需

要。

Ø 人性化的录入方式

系统智能识别所有编码录入，如物资编码，制单时，支持用户直接输入物资编码、中

文名称、拼音简码、条形码，系统均能智能识别并自动转换为物资编码；

制单、审核、过帐、打印等完全支持键盘操作，迅速快捷。

Ø 供应保障管理

对供应物品设置其最高库存、最低库存、再订购点、经济批量，系统自动产生采购建

议，帮助酒店提高对酒店物品供应的保障能力，提高仓储管理的科学性。

Ø 缺货补仓建议（订货点）

为了酒店业务不间断地顺利进行，饭店物资管理者不能等到库存量降至保险定额再订

货，而应该在经常储备中确定一个物资储备点，当某种物资的库存量达到或低于这个点时，

就必须提出订货，以保证尽量不动用保险库存。

Ø 为食品行业专门设计的双单位核算功能

支持双单位核算，如在库存事务中对食品原料（如海鲜）在进行数量、单价核算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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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件数核算，使数量、件数核算合二为一，大大加强了食品原料管理的细致程度。

Ø 支持多种计价方式

支持先进先出（FIFO）、后进先出（LIFO）、个别计价（SI）、移动平均（WMA）

等多种计价方式，自动处理仓库出库和部门盘存时物资的批次和单价。

Ø 提供多级仓管理

对总仓、分仓、部门（二级仓）进行统一管理。仓库层次的包括入库单、直拨单、领

料单、调拨单、移库单、盘盈单、盘亏单、报损单等事务的处理，部门层次的包括盘存单、

耗用单等事务的处理，支持厨部和楼层仓的结存管理。

Ø 强大的穿透功能

单据关联穿透：从入库/直拔->请购->订货；

报表的逐层穿透直到单据。

Ø 减少盘点过程中人为差错

通过盘点开关功能可以控制在盘点期间除盘点单以外的其他出/入库单据的过帐操作，

以免影响帐存数量，为盘点带来混乱。

Ø 支持集团化管理

利用互联网与千里马物流系统的先进理念实现集团化物流管理。

Ø 个性化的报表设置

系统中所有单据、报表均可以按不同人设置不同打印样式（相同的报表不同人使用会

有不同的样子，如：比例、纸张、上下左右边距、横纵向、报表字段隐藏、锁定每页需打

印的列等），系统会记录其用户样式，根据不同用户智能调出其对应样式，免除了因单据、

报表的样式调整需要为其客户化修改的麻烦。

Ø 完善的报表体系

系统提供了丰富的报表，包括物资报表、供应商报表、仓库报表、部门报表、采购报

表、应付报表、其他报表；

提供具有酒店特色报表，如部门成本汇总表、部门直拨汇总表等，帮助酒店进行部门

成本分析；

强大的穿透查询功能，可以从物资进出存表穿透到物资明细帐，再从明细帐穿透到具

体单据。
千里马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功能特色

Ø 企业级主流技术平台，全面支撑人力资源管理，灵活支持集团企业多模式架构

主流的企业级 J2EE 平台，纯 JAVA 技术，基于 B/S 架构,客户端绿色免安装

业务流程全面覆盖组织管理、招聘管理、职员管理、考勤管理、薪酬管理、绩效管理、

培训管理，系统内数据高度集成共享

全面支持集团企业跨地域、多模式组织架构，基于工作流的“推式”管理，帮助用户

即时掌控人力资源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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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基于角色的功能权限配置，满足人力资源管理权限精细控制的同时，高效速递人力

资源管理信息

基于角色的用户管理，严密精细控制部门信息开放权限和各模块功能操作权限，全方

位满足人力资源管理特殊权限要求

基于角色匹配用户岗位职责和内容，速递人事提醒、待批事项等重点工作信息

Ø 优化事务性操作流程，摆脱繁重的行政环节，彻底解放劳动力

职员信息、考勤子集、合同信息等自动导入，解放事务性手工操作

人事信息档案电子化流转，支持人才库建设，各环节高度共享，避免重复操作

招聘计划、审核、审批、录用，全过程业务流转电子化、流程化、一体化

Ø 灵活开放的系统架构，支持企业个性化职员信息管理

预留足量数据字段，轻松应对企业多样的人事档案信息要求

自定义职员变动类型，智能关联变动档案信息相关字段

支持二代身份证识别校验，规避用工风险

Ø 富有行业特色的考勤机制，灵活支持各种规则自定义

支持考勤规则、班次、餐次自定义

特色的行业班次、餐次管理模式，支持多段、跨天考勤，支持餐次班次匹配校验

支持自动排班，灵活适应行业各类排班规则

支持全面请假、加班、出差外勤单据电子化、审批流程化，绿色环保

支持各类考勤机、饭堂消费机、巡更机，接口数据灵活自动导入

Ø 开放的薪酬体系构建，便捷满足企业多核算要求

工资项目、工资类别个性化自定义

全面支持最新个人所得税和多保险计算及查询

薪资公式全面便捷，自然语言轻松编辑

薪金发放多样化（工资条、短信、电子邮件），自动生成银行代发报盘

Ø 便捷可操作的绩效管理，兼容主流绩效评估模式

灵活支持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建设，考核等级、构成项目、评估标准开放自定义

考核方案起草、发布、执行、暂停、结束，规范管理覆盖全过程

基于工作流程的绩效评估，支持绩效目标分解及下达，支持目标管理、平衡积分卡，

360 度评估等多种绩效评估模式

多层次考核模板自定义，灵活支持考核方案分类体系构建

Ø 我的工作台支持多属性融合，有机统一职员和管理双重角色

职员关联信息自动“推式”呈现，公告、考勤、培训信息便捷查询

在线请假、加班、出差外勤单据提交，审批流程智能递进，即时反馈

待批事项实时更新，操作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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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硬件点位推荐参考配置

参照贵酒店的初期规划，我方根据多年的实施经验，推荐采用以下的点位配置供酒店

参考：

部

门

功 能 模

块

工

作

站

数

配 打

印机

配

UPS

主要功能 安装地点

前 总 台 收

银

2 2*LQ

-630K

2*5

00W

前台账务，结帐 总 台

总 台 接

待

2 1*LQ

1600K

2*5

00W

接待，预订，问

询

总 台

前 厅 管

理

1 1*LQ

1600K

查询，接待报表

等

前厅经理

大 堂 付

理

1 查询 大堂

厅 夜 审 1 1*LQ

1600K

500

W

夜间稽核 前台夜审

总经

理

经 理 查

询
3

查阅信息、分析

报表、文字处理

各总经理

经 理 查

询
1

彩 色

打印机
总经理室

营销

部

公 关 销

售

1 彩 色

打印机

公关销售统计、

协议、预订等

营销部

公 关 销

售

1 1*LQ

1600K

客房

中心

客 房 中

心

2 维护房态、客账

处理、洗衣管理、工

程报修、客房经理

客房部

电话

计费

电 话 计

费
3

3*5

00W

计费，PMS，客

人查询等
电话机房

餐饮

管理

餐 饮 管

理

1 彩 色

打印机

预订、协议、设

置等

餐饮销售

餐 饮 管 1 1*LQ 查询、协议、设 餐 饮 部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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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1600K 置等 理

商务

中心

商 务 中

心

1 1*LQ

300K

结账收银、营业

报表

商务中心

一楼

食街

餐 饮 收

银

1 1*LQ

-300K

点菜、结账收银、

一卡通

神州食俯

二层

茶舍

餐 饮 收

银

1 1*LQ

-300K

点菜、结账收银、

一卡通

二层茶舍

大堂

吧

餐 饮 收

银

1 1*LQ

-300K

点菜、结账收银、

一卡通

二 层 大 堂

吧

夜总

会

娱 乐 收

银

1 1*LQ

-300K

结账收银、一卡

通

一 层 夜 总

会

桑拿

部

娱 乐 收

银

1 1*LQ

-300K

娱乐收银、一卡

通

桑拿部

财务

部

后 台 财

务

9 8*LQ

1600K

总帐、固定资产、

工资、成本、应收/应

付、采购等

财务部

仓

库

仓 库 管

理
3

3*LQ

1600K
仓储管理 仓库

人事

部

人 事 系

统

1 1*LQ

1600K

人事档案 人事部

电脑

房

维 护 系

统

2 1*LQ

1600K

1*5

00W

系统维护与数据

备份

电脑房

商务

楼层
商务层 2

1*LQ

-300K+

激 光

打印机

商务层管理 商务层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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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网络拓扑图

2.4.2 运行环境要求

为了确保酒店的电脑管理系统能够长期稳定地正常运行，酒店电脑管理系统运行必须

具备以下的环境。
2.4.3 环境部分

主机、磁盘子系统、集线器和路由器等精密设备应特别间隔于温湿度平面密控制环境

中（即主机房）。

主机房内温度、相对湿度要求如下：

运行时 停止时

温

度

16 ℃ -

28 ℃

10 ℃ - 43 ℃

湿

度

8%-80%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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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机、打印机可配置于操作室或工作间中，温度可参考主机房的温度。

主机房地板采用高架防静电地板，以利配线和清洁维护，严禁铺设地毯。

主机房天花板使用石棉或玻璃纤维防火材料，禁止使用石膏板、甘蔗板，以防灰尘掉

落而污染装备。

主机房主内墙壁建议贴上光面色壁线或复以非粉性水泥漆。

如果湿度较大，我们建议在机房内放置一台抽湿机。
2.4.4 电力部分

电脑设备电源应自大楼总配电盘直接引入（独立专线电源），不可和动力、照明器材

或终端、复印机等事务机器共用。

使用不间数据电源（UPS）以避免使用中停电造成数据丢失或设备损坏。

电脑室照明/动力（包括冷气/除尘/除湿机等）电源开关不可受电设备总电源开关控制。

电脑用总电缆线路上应配备空气保护开关和无熔丝开关等，以防止瞬间故障损坏电脑

设备。

配电箱应置之于主机房内。

电源设备需要独立的地线，地线要求如下：

接地电压：地线对电力中性线电压应小于 0.5 伏；接地电阻小于 5 欧姆。
2.4.5 空调、消防、照明部分

主机房应使用独立的空调系统，尽量避免使用中央空调系统。

主机房内应依有关规定装配自动防烟及防火报警系统。

电脑操作人员应定期举行消防器材操作训练及维护检查。

主机房灭火设备，应使用专用灭火器材如 HALON 自动消防设备或二氧化 碳灭火设

备，尽量避免使用干粉、化学湿式药剂或喷水等一般灭火设备。

主机房建议采用日光灯作为照明，并应装设紧急照明灯具。
2.4.6 硬件网络设备部分

服务器要求 INTEL P4/2G 以上 CPU，512M 以上 RAM，2*18G 以上 SCSI HD

工作站要求 INTEL C4/1.8G 以上 CPU，128M 以上 RAM，40G 以上 HD

网络为 10/100M

服务器应配备智能在线式 1H 以上 UPS,工作站配备 500W 后备式 UPS

配备与各子系统要求相适应的打印机

配备宽带用于软件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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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二：智能门锁系统及管理软件

1、概述：

ADEL 高级酒店门锁系统是根据国际标准专为高星级酒店所需的高效服务而设计的，

它运用了现代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智能识别、精密机械、自动控制等技术，建立起一套

科学、便捷、安全、稳定的客房管理系统，为高星级酒店的管理和环境安全提供方便、可

靠、高效的解决方案。

根据酒店的整体规划，我们主要推荐 1800Mifare1 卡门锁系统解决方案：
2、系统特点：

1、 采用荷兰 PHILIPS 公司 Mifare1 加密卡，全球唯一性，安全性能高；

2、 操作简便：只需在门锁前面的感应区内感应一下，便可开启；

3、 可靠性高：线圈密封在卡内，不易受外部影响，使用寿命更长；射频卡与读写器

之间无机械接触，避免了由于接触读写而产生的各种故障；

4、 广告宣传：卡面可印刷上酒店精美的宣传图案，利于广告宣传；

5、 存储容量大：分有 16 个独立区，每个独立区都有独立的密码，可将消费、停车

场、就

餐等系统使用不同的区，真正达到了扩展一卡通．．．．．的功能；

6、防冲突性：Mifare-1 卡中有快速防冲突机制，能防止卡片之间出现数据干扰；
3.主要部件

3.1.门锁电脑控制板

■ 门锁电脑控制板由两部分组成：由主板微电子处理器 (MCU)和副板读卡器组成，

运行稳定可靠，模块化便于维护，快捷又简便，有效地节省维护成本。

● 主板中的 MCU 包含 ROM 和 RAM，处理信息数据，EEPROM 存储的开锁记录为

永久性保存，既使门锁掉电或更换电池，锁内的开锁记录数据也不会丢失。

■ 门锁电脑控制板采用进口电子元器件、全自动 SMT（表面贴装）工艺、全电脑检测

技术，有效地保证了产品的高质量；在生产中经过 72 小时的老化测试，在出厂时经过三

次检验工序，确保出厂后用户稳定可靠地使用。

■ 门锁电脑控制板表面全部由澳洲防霉保护，保护 PCB 板线路及元器件绝缘、防腐

蚀、保持干燥，不会因室内外温差产生潮湿造成短路而不能使用。

■ 电脑控制板的电路设计采用低功耗设计，并采用美国先进低功耗集成电路。
3. 2.离合器电机（变速齿轮离合器）

■ 离合器电机是电子门锁的心脏部份，它的运行好坏直接影响门锁的使用稳定性及安

全性。

■ 制造卓越的驱动离合器是 ADEL 的核心专长，其“变速齿轮离合器”是动力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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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精细、精度高标的模块化产品。通过变速齿轮将电机的转动力放大 10 倍，获得巨大

的转速比，加大了扭矩，命名功耗降低了 50%，达到了减少耗电、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的目

的，从整体上提高了门锁的可靠性、增加了门锁的使用寿命。
4.酒店门锁的基本性能参数

■ 工作电压 直流 6V（4 节 AA 电池）

■ 静态功耗 < 12 微安

■ 动态功耗 110 毫安～150 毫安

■ 电池寿命 正常连续开启 15000 次左右或 1.0-1.5 年左右

■ 欠压指示 当工作电压低于 4.8V 左右时，插卡后红灯亮，此时还能开门 10 天左右

(会受电池的一致性影响)

■ 应急开启 不受任何控制，即使方舌反锁，也能打开

■ 可 靠 性 连续正常感应 1000 次内不会有一次失误

■ 开锁记录 锁内“EEPROM”储存最新 864 条，机械钥匙开启必须要有开锁记录。

■ 保证条件 接触任何非法卡(尤其是全部导电金属卡)后，锁内电路不会损坏，仍能正

常工作

■ 机械钥匙 具有传动系统完全独立的机械应急开锁机构，高安全机械钥匙，确保紧

急情况下门锁仍能正常开启

■ 门的安装尺寸要求门厚在 40～55mm 之间，如果门表面有花边，则花边应离门边

缘在 115mm 以上

功能特点

一、双时钟自动修复功能

门锁内时钟丢失或停止不走，将给客人带来不便，给酒店造成损失。

■ 时钟一旦出错可能出现：①客人开不了门锁；

②酒店不能很好的控制客人卡的开锁时间；

③开锁记录中时钟信息完全没有。

■ 时钟丢失的主要原因是：①受到外环境的干扰如手机，吸尘器等；

②元器件的损坏，特别是晶振的损坏。

爱迪尔门锁采用美国军用级时钟专用芯片，加上独特的“时钟访问”系统设计来解决

时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问题。

当 A 时钟出现停走时，访问信号得出 A 和 B 的值不等，自动转向 B 时钟，将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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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信号输出，

并校正 A 时钟，让 A 时钟处于等待状态；当 B 时钟出现停走时，又反过来通过 A 时

钟来校正 B 时钟的值。这样一个不断访问对比，相互校正的过程确保了时钟的准确性。

二、防插报警功能

当有人蓄意将门锁组合斜舌粘住，使门锁不防插，以达到行窃目的时，或门在变形没

有关上时，门锁会发出连续报警声，以提醒客人和服务人员关好门或检查门锁。

三、应急开启功能

■ 应急卡：作为逃生设置功能。酒店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可采用应急卡通过插卡方

式直接将门锁打开，一直保持常开逃生状态，并伴有报警声，提醒客人紧急疏散。

■ 机械钥匙：采用独立传动系统。酒店在任何紧急情况下，均可采用机械钥匙开门，

机械钥匙开门开锁记录均在电脑控制板的 EEPROM 内，更有利于机械钥匙的安全管理。

四、反锁指示灯显示“请勿打扰”功能

客人入住客房，如不想被人打扰，可将把手上抬，取可将反锁大方舌打出，此时门锁

LED 红灯闪烁，代表“请勿打扰”。

五、门锁内 828 条开锁记录，机械钥匙带开锁记录

爱迪尔门锁拥有门锁纪录的最大容量 828 条，且无论用任何级别的智能卡和机械钥匙

开启门锁，都能够自动记录。

■ 锁内的存储芯片会记录所有客人卡和员工类卡的开门记录。

■ 可完整地将卡型、卡号、卡状态、姓名、身份证号、发行时间、退房时间、发卡人

一一记录在黑匣子里，让酒店有问题发生时可以很清楚的查询，一目了然。

■ 机械钥匙的开门记录也能记录在案。如果机械钥匙没有开锁记录，对管理机械钥匙

的人员一旦没有管理到位，就会产生很多隐患。完整的开锁记录才能科学地完善管理方式。

十五种智能钥匙，分五个级别管理：

门锁智能卡钥匙为十五种智能钥匙，分五个级别管理，权限分明，并在紧急情况下可

使用备用机械钥匙，确保酒店在任何时间都万无一失。

■ 管理级别：总裁卡、管理卡

■ 总控级别：总控卡、应急卡

■ 区域级别：领班卡、楼层卡、会议卡、清洁卡

■ 控制级别：中止卡、时间卡、退房卡、数据卡、别墅卡

■ 客人级别：客人卡、备用卡

七、电脑控制板的“抗干扰”设计

为了避免外界对门锁的电脑控制板干扰性而产生的不稳定影响，对电脑控制板加入了

EMC(电磁抗扰

和 EMI(电磁骚扰)设计，确保电路的稳定运行、可靠使用。

八、“一卡通”扩展功能



酒店智能专家 专业造就价值 五星级酒店 KF-HOTEL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171

爱迪尔酒店门锁管理系统提供多种类型的接口，可与一卡通系统软件、酒店消费管理

系统等其它管理子系统进行数据资料的共享和交换处理，爱迪尔门锁管理软件系统发出的

开门卡可在酒店不同的管理子系统中读出客人的信息，达成酒店“一卡通”管理的实现。

爱迪尔 Mifare-1 卡门锁使用 Mifare-1 卡能真正地扩展“一卡通”管理，可让一卡通

管理软件的每个子系统自由地向卡中不同区域写入相关信息及消费金额，各区独立使用并

有加密密码，互不干扰，确保在实现酒店的一卡通功能时的简易性和安全性。爱迪尔酒店

门锁管理系统可向酒店提供开门卡读写数据的对应基本数据,方便酒店管理其它子系统，实

现直接可存金额的一卡通消费功能。
一、采用大型数据库管理软件 SQL Server 管理门锁软件数据

 增加门锁软件的稳定性、安全性

ADEL 门锁管理软件使用现代国际标准的大型数据库软件 SQL Server，避免了小型

data 数据库常有的缺陷：数据处理信息量有限，处理速度慢，容易出现错误、乱码、死机

等现象。

 增加门锁软件的安全性

真正使得软件与数据分开管理，当门锁软件或电脑系统；

出现问题时，不会破坏到门锁数据。

 实现数据的自动备份功能

真正实现数据的自动备份。通过在 SQL Server 里面建立“维护计划”，可以实现定时

在后台自动备份门锁数据库信息。减少了管理维护的工作量。具体操作请参见最新的说明

书。
二、友好的全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三合一软件系统

 全部采用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三合一的门锁软件系统。

用户只需将电脑的“区域/语言”里面设置为“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或“英语

（美国）”，门锁软件就会自动在三者之间进行切换。

 所有菜单界面均为全中/英文菜单显示，更适合中国的酒店使用。
三、详细的操作提示说明

ADEL 门锁软件的每一步操作均配有详细的提示说明，操作人员只需按照提示即可完

成下一步的操作。直观、简单、明了，非专业人员经过简单培训就可很快熟练掌握软件的

操作使用。
四、客户端多工作点设置

 理论上可以设置的客户端没有限制，爱迪尔公司不会针对不同的客户，人为的限定

客户端的使用数量。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可以随时增减客户端，人性化的满足了客

户不同的管理要求。

 增加门锁数据的安全性

一般服务器的性能比较稳定、可靠，而将门锁数据库安装在服务器上的话，就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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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锁数据信息的安全性，减少系统的维护工作量。当前台一台电脑出现问题时，重装系统

也罢，或直接更换电脑也罢，都不影响服务器上的数据安全和别的客户端的发卡工作。

 实现多台电脑同时联网发卡

支持多台电脑联网同步发卡。当酒店生意特别好的时候，或某一时间点来登记的客人

量比较多的话，此功能就尤为重要，此时可以在前台的几台电脑上实现同时发卡，分流了

工作量，使得前台的发卡工作井然有序，忙而不乱，也维持了酒店对外的良好形象。

 实现后台查询功能

实现后台查询功能。可以在酒店办公室的电脑上（如：前台经理室、总经理办公

室）安装一个门

锁软件的客户端，通过办公室的这台电脑登陆门锁软件后，可以随时查询前台当

天或某一段时间的发卡情况。

 实现房态异地显示、设置功能

在客房中心安装一个门锁客户端，只需赋予其房态显示修改权限，客房中心管理

人员就可以前台

发卡信息适时了解各个客房的住房状态、卫生状态。
五、系统维护模块

 系统参数设置

可以根据酒店要求自主设置系统的“运行参数”、“房态参数”、“发卡参数”、“允许开

启电梯控制器功能”等参数设置项。

1. 运行参数：可以设置酒店的名称；设置酒店客房的楼栋数量；设置酒店默认的退房

时间点；设置注销卡数据的保存天数；并且可以设置客房客人卡到期后是否允许

系统将其客人卡信息自动作自动注销处理等。

2. 房态参数：设定客人退房后呈现哪种房态，设置客人卡作“遗失损毁”后系统呈现

哪种房态；客房经维修后系统呈现哪种房态。

3. 发卡参数：设置单独使用爱迪尔门锁管理软件进行发卡时，是否要求输入该卡持有

人的姓名和证件号码（如：身份证号码、工牌号码等）；设置在发行客人卡时是否

允许采用“复制卡”或“增加卡”功能；以及设置是否允许对住满客人的客房进

行“加床”处理。允许开启电梯控制器的卡型：设置发行哪种卡可以开启电梯控

制器。

 发卡机设置

设置系统连接的发卡机的串口号或 USB 口号，以及所连接的发卡机类型（自动/手动）；

设置连接数据读取仪的串口号何其类型。

 数据导入

为以后软件升级预留的对接口，在有更高版本软件升级时，可以直接将原有数据转换

到新软件中，增加了可维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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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维护

可以对数据不用的空间进行自主收缩，并删除不用的日志文件，保证系统的快捷运行。
六、系统用户权限的管理

 严密的分级管理制度

严密的分级（权限）管理制度，使各级操作员责、权分明，只能在赋予的权限范围内

使用软件和进行发卡

1. 发卡权限：共分 14 种不同卡型的发卡限定，用户只能发行上级允许发行的卡型，

而该用户未授权发行的卡型则不能发行出来

2. 操作权限：共分 28 种操作权限，将系统的各项操作功能细化、分类，达到不同的

人允许有不同的操作权限，就是同一岗位的不同人员也可以通过上级自由设定具

有不同的操作权限（如：

3. 巴前台白班和夜班的工作人员，由于白天和夜晚的工作性质不同，可以允许有不同

的权限）；用户只能执行上级授权允许使用的功能，而该用户不能执行未经授权操

作。

 权限的自由限定

上级可以修改、删除下级的使用权限和登陆密码；同一岗位的不同人员可以有不同的

权限。当有人员流动时，只需删除或更改掉该流动人员的登陆身份即可，不影响其他人。

 独立的登陆标识和登陆密码

每一个操作员均有自己独自的登陆标识和登陆密码（一一对应）。每个用户可以自行修

改自己的用户密码，如果遗忘密码可以通过上级主管恢复。
七、客房管理模块

 包括客房类型设定；区域（领班、清洁、楼层等区域）的划分；房号的生成、管理

等的设置；客房信息的修改变更等

 客房类型设置：设置客房的房型和该房间的默认床位数等信息。如豪华标准间（床

位数为 2）、商务单间（床位数 1 人）

 客房区域管理：设置酒店客房的管理区域的划分，如：领班区域、清洁区域、楼层

区域。一套门锁系统可以设置多达 99 个楼层区域

 客房自动生成：按照实际的客房情况生成房号，房号以 6 位数来表示，客房描述

可以与实际的客房门牌号相对应起来（可以为 3 位或 4 位数表示）；高级版一套系

统可以管理多达 9000 间客房。

 特殊房号的处理

 系统可以根据客户实际管理需求，将房号设置为特殊房号。如在所有房号前加“8”

或干脆使用 10 个字节的汉字来做房间的门牌号，如：“总统间”、“馨园”等。充

分满足酒店个性化管理的要求。

 客房信息的批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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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批量的对已生成客房的相关参数进行批量修改。如客房房型、所属的领班、清

洁区域等。
八、客房区域层次的设置功能

当客房有多个层次时，比如一栋别墅里面，所有别墅里面的客人卡都必须开启共同的

别墅大门才能进

入别墅内，然后才能一对一的开启对应的客房门锁，这时别墅的大门门锁就需要设置

为别墅大门状态，就

可实现多张客人卡就能开启该大门的门锁。
九、特殊用途房的管理

酒店有可能将楼层的工作间也安装上电子门锁；或将某一个客房长期出租给外面的个

人或公司做为营业场地（如：做旅游接待、美发等）等。这就要求酒店前台不能在出租以

后再将该房间误当作客房来销售。在门锁软件中有个“客房锁定”功能专门解决此类需求，

在客房被锁定以后，就不能再对该客房的卡进行操作，除非对客房解除锁定方可。
十、卡片管理模块

 客人卡发行：

1. 客人卡只能一对一的开启客房门锁，不能互开。设计严禁，安全系数高。

2. 有效时间的限定，客人的开门卡一旦过期，将不能再开启门锁。

3. 新卡冲旧卡的功能：客人的卡一旦丢失，经过处理以后，新发行一张客人去开启门

锁以后，原来的卡将自动不能开启门锁了。而且新卡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进行

任何门锁上的设置。

4. 快捷的团体发卡功能：当有团队一起入住的时候，可以启用团体发卡功能提高发卡

效率。

5. 发卡界面的入住时间每隔 1 分钟自动根据电脑系统时间进行一次更新

6. 同一个客房在发行第二张以上的客人卡时，可以采用复制卡或增加卡功能（根据系

统参数设置进行授权设定）。

7. 每发行一张新卡，系统将自动记录发行的时间和发行该卡的操作人员姓名，以便于

查询、管理。

8. 所有的发卡记录均能形成报表，并能够进行打印或直接导入 EXCEL 表中。

 卡片操作功能

1. 快捷读卡功能：直接在门锁系统主窗口界面中按取 F5 键，可直接启动卡片操作窗

口，并读取一次当前发卡机的卡片信息。

2. 可以通过卡片操作窗口对客人卡进行换房、续房和退房处理。

3. 所有的卡进行修改以后，均能记录最后一次的修改时间的修改人姓名，以便于查询、

管理。



酒店智能专家 专业造就价值 五星级酒店 KF-HOTEL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175

 遗失损毁功能

1. 当酒店的卡出现损坏或遗失等情况时，可以通过遗失损毁功能进行处理。

2. 所有的卡在进行遗失处理以后密码均会自动进行改变，并给出详细的提示处理信

息，以保证门锁的安全。

3. 所有遗失处理后的卡均保存在数据库中，以便于以后的查询。

 客人退房功能

当酒店需要将门锁的卡匙在客人退房的时候送给客人带走的话，直接通过“客人退房”

功能将客人的卡作无卡注销处理。
十一、完善的查询模块

所有的发卡、注销、修改卡的记录均能进行查询，还有客房状态信息查询、操作员工

作的查询、客人信息的相关查询等

客人查询：可以根据客人姓名、房间号、入住时间段进行查询。

 发卡查询：可以查询当前处于各种状态的发卡信息。包括正常使用、正常注销、遗

失注销、损毁注销、自动注销、退房注销等。也可以分各种卡型来进行查询。

 客房查询：可以查询某一房型的房间，也可以查询某一楼层的房间信息，或查询某

一具体房间客房的信息。里面包括房号、当前房间入住人数、房型和所属的区域

信息等。

 完善的查询报表功能：

查询结果的报表打印功能

所有的查询信息均可以形成报表打印出来，以便于酒店工作人员对门锁数据信息的直

接引用。

将查询结果的导入 Microsoft Excel 的功能

所有的查询信息均可以直接导入 Microsoft Excel 中，以便于酒店工作人员对门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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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信息的直接引用。

查询结果的任意排列功能

所有的查询信息均可以按照操作员的要求随意进行拖动排列。
十一、备用卡功能

在酒店停电或电脑出现问题时，此时入住的客人将没有卡匙自己开启房门，必须通过

楼层服务员代开，让客人感觉不方便，并会影响酒店形象。而爱迪尔门锁软件允许酒店在

正常时就预先发出一套备用卡以备此种情况出现时，用备用卡代替对应房间的客人卡给客

人使用，这样客人就会同样享受到自由与方便。并会对酒店周到的服务感到满意。

说明：备用卡为与客房号一一对应。
十二、房态表功能

在房态表中，将鼠标指向某一个客房房号后，点击鼠标右键，可以对指定房间进行发

卡操作。可以在门锁软件显示的房态表里面，直接对指定的房间进行发卡、注销、查询、

房态修改等工作。

 共有 4 种房态：空房、在住房、脏房、维修房

 发行客人卡：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房间进行发卡

 卡片操作：对指定房间的客人卡进行读卡、注销、修改（换房、续房）操作

 遗失损毁：对指定房间的客人卡进行遗失、损毁操作

 房态修改功能：可以将空房置为脏房、维修房；或将脏房置为空房等

 查询功能：对指定房间的客人卡进行指定查询

十三、门锁软件操作日志记录功能

对于所有使用门锁软件操作员姓名、登陆时间，从哪台工作端电脑登陆，什么时候退

出系统等均有详细的记录。就相当于一个对使用软件的记录的简单考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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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通道管理功能

为了解决目前酒店客房区域配套设施的要求，如通道门、门禁、电梯等的进出限制要

求，爱迪尔门锁系统特设有通道管理功能，一套系统最多允许有 11 种不同名的通道。

 通道管理：分为公共通道、楼栋通道、楼层通道；公共通道在发卡时选择是否授权

开启某个公共通道，而楼栋通道、楼层通道默认给该区域的所有能开启该区域门

锁的卡

 门禁：当酒店客房区域有门禁设备的时候，客人需要先开启对应的门禁才能进入对

应的楼层

客房区域。如有的酒店大堂玻璃门安装有门禁，要求在夜间 23 点以后，必须凭酒店

的有效卡才能进入酒店，否则需要先按取门铃，让酒店工作人员来开启。

 电梯：有的酒店管理比较严格，对客人的安全相当重视，只允许客人及酒店内部工

作人员才能进出酒店客房区域。这样只需在电梯内装入我公司电梯控制器，客人

即可凭卡乘坐电梯到达客房区域楼层。实现酒店的严格管理要求。

前台客人发卡接口

爱迪尔酒店门锁管理软件接口主要是面向酒店管理软件开发商开放的二次开发接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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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换接口协议。按照使用方法与传输介质的不同分为以下标准：Fideli0 接口、

RS232(pms-vc)接口、文件接口、WINSOCKET 接口和动态库接口。其中，FideliO 接口

是采用 TCP/IP 协议，是符合 MICROS-FideliO 接口规范并取得认证的接口函数，证书号

ADE-5003-059。

品目三、酒店 IP 网络广播

公共广播系统属于扩声音响系统中的一个分支，而扩声音响系统又称专业音响系

统涉及电声、建声和乐声三种学科的边缘科学。所以公共广播系统最终效果涉及合理、正

确的电声系统设计和调试，良好的声音传播环境（建声条件）和精确的现场调音三者最佳

的结合，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公共广播作为一个系统问题，在系统设计中必须综合考虑上述问题。在选择性能良的

电声设备基础上，通过周密的系统设计，仔细的系统调试和良好的建声条件上，达致电声

悦耳、自然的音响效果。
一、广播系统分类：

广义的广播系统包含扩声系统和放声系统两大类：

1、扩声系统：扬声器与话筒处于同一声场内，存在声反馈和房间共振引起的啸叫，

失真和振荡现象。要保证系统稳定和正常运行，最高可用的系统增益比发生声反馈自激的

临界增益低 6dB。

2、放声系统：系统中只有磁带机，光盘机等声源，没有话筒，不存在声反馈可能，

声反馈系数为 0，是广播系统一个特例。

公共广播系统按用途可分为以下几类：

1）室外广播系统

室外广播系统主要用于体育场、车站、公园、艺术广场、音乐喷泉等。它的特点

是服务区域面积大，空间宽广。背景噪声大；声音传播以直达声为主；要

求的声压级高，如果周围有高楼大厦等反射物体，扬声器布局又不尽合理，声波经多次反

射而形成超过 50ms 以上的延迟，会引起双重声或多重声，严重时会出现回声等问题，影

响声音的清晰度和声像定位。室外系统的音响效果还受气候条件、风向和环境干扰等影响。

2）室内广播系统

室内广播系统是应用最广泛的系统，包括各类影剧院、体育场、歌舞厅等。它的专业

性很强，既能非语言扩声、又能供各类文艺演出使用，对音质的要求很高，系统设计不仅

要考虑电声技术问题，还要涉及建筑声学问题。房间的体形等因素对音质有较大影响。

3）公共广播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为宾馆、商厦、港口、机场、地铁、学校提供背景音乐和广播节目。近

几年来，公共广播系统还兼做紧急广播，可与消防报警系统联动。公共广播系统的控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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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较多。如选区广播与全呼广播功能、强制功换功能和优先广播权功能等。扬声器负载多

而分散、传输线路长。为减少传输线路损耗，一般都采用 70V 或 100V 定电压高阻抗输送。

声压要求不高，音质以中音和中高音为主。

4) 会议系统

随着国内、国际交流的增多，近年来电话会议，电视会议和数字化会议系统（DCN）

发展很快。会议系统广泛用于会议中心、宾馆、集团和政府机关。会议系统包括会议讨论

系统、表决系统、同声传译系统和电视会议系统。要求音、视频（图像）系统同步，全部

采用电脑控制和储存会议资料。
（一）、广播系统的特点

背景音乐简称 BGM，是 Back ground music 的缩写，它的主要作用是掩盖噪声并

创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气氛，听的人若不专心听，就不能辨别其声源位置，音量较小，是一

种创造轻松愉快环境气氛的音乐。因此，背景音乐的效果有两个，一是心理上掩盖环境噪

声，二是创造与室内环境相适应的气氛，它在宾馆、酒店、餐厅、商场、医院、办公楼等

广泛的应用。
（二）、广播音响系统的组成

不管哪一种广播音响系统，基本可分四个部分：节目设备、信号的放大处理设备、传

输线路和扬声器系统。

节目源设备：节目源通常为无线电广播，激光唱机和录音卡座等设备提供，此外还有

传声器、电子乐器等。

信号放大器和处理设备：包括均衡器、前置放大器、功率放大器和各种控制器及音响

加工设备等。这部分设备的首要任务是信号放大，其次是信号的选择。调音台和前置放大

器作用和地位相似（当然调音台的功能和性能指标更高），它们的基本功能是完成信号的

选择和前置放大，此外还担负音量和音响效果进行各种调整和控制。有时为了更好地进行

频率均衡和音色美化，还另外单独投入图示均衡器。这部分是整个广播音响系统的“控制

中心”。功率放大器则将前置放大器或调音台送来的信号进行功率放大，再通过传输线去

推动扬声器放声。

传输线路：传输线路虽然简单，但随着系统和传输方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对礼

堂、剧场等，由于功率放大器与扬声器的距离不远，一般采用低阻大电流的直接馈送方式，

传输线要求用专用喇叭线，而对公共广播系统，由于服务区域广，距离长，为了减少传输

线路引起的损耗，往往采用高压传输方式，由于传输电流小，故对传输线要求不高。

扬声器系统：扬声器系统要求整个系统的匹配，同时其位置的选择也要切合实际。礼

堂、剧场、歌舞厅音色，而扬声器一般用大功率音箱；而公共广播系统，由于它对音色要

不高，一般用 3W-6W 在天花喇叭即好。
(三)、公共广播工程系统设计流程

公共广播系统设计通常都从声场开始（即扬声器的放置位置），然后再向后推进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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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放大器、声处理系统，调音台、直至话筒和其他音源。这种逐步向后推进的设计步骤是

十分必然的。因为声场设计是满足系统功能和音响效果的基础，它涉及扬声器系统的选型，

供声方案和信号途径等。只有确定扬声器系统才能进行功率放大器驱动功率 的计算和驱动

信号途径的确定，然后再根据驱动功率的分配方案进一步确定信号处理方案和调音台的选

型等。
(四)、用户对公共广播的需求：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用户对新技术应用的要求日益增强。提供符合客户需求的技

术和新产品更加重要。传统意义下的公共广播系统在很多方面都不能满足用户的要求和销

售的增长空间.工厂公共广播也是如此，数字化的公共广播系统已成为当今广播发展的主

流，数字化公共广播系统是充分利用数字技字，使用户的操作更加直观、更加简易、系统

配置更加灵活、完成功能更加强大。所以说，公共广播系统的更新为数字化系统是必要的，

它可以更直观、更剩力、更方便的解决以往传统意义公共广播系统无法解法的事。
（五）公共广播设备选型

设计一套好的公共广播系统，应由专门的技术人员根据建筑特点和投资方所选用的具

体设备进行二次设计。投资方在选用设备时，应根据资金情况尽量选用性能稳定、使用寿

命长的设备。通过我们对市场上的公共广播产品的了解，以质量、价格、售后服务、生产

厂家的综合实力等多方面因素为标准进行分析、比较。以价格低、质量高、售后服务优为

依据，为客户选择了最适用的公共广播品牌——威康公共广播产品。

我们的选型原则如下：

1、系统设计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先进性：

对公共广播系统设计时，保证这些场地的声学技术指标达到招标文件中规定的

要求，使各个场地的音响系统设计具有科学性、准确性和先进性。

2、满足功能要求的系统性和实用性：

在公共广播系统设备配置中，我们保证系统应具备完成工程所要求功能的能力和

水准，符合工程实际需要和国内有关规范的要求，实现容易，操作方便。

公共广播系统选用的设备均为国外国内知名厂家的先进产品，设备的指标满足要

求，并且具有一致性和互换性，使系统具有良好的灵活性、兼容性、扩展性和可移植性。

3、设备的可靠性和服务保障：

我们设计公共广播系统中主要设备均为著名品牌的产品，VEKIN 专业产品具有极

高的可靠性和出色的性能表现已在国内各地成功应用并获很高的赞誉；同时 VEKIN 专业产

品在全国承诺所有用户享有 2 年的免费保用，并在国内各地建立有完善的技术服务网络，

为客户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

4、系统配置的经济性：

我们始终遵循公共广播系统选用设备的性能和价格之比达到最佳的原则，保证公

共广播系统配置具有很高的经济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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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广播系统设计思想：

严 格 按 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安 部 火 灾 自 动 报 警 系 统 设 计 规 范 （ 摘 录 ）

（GB50116-98）作为设计依据，结合贵方的需求，用最佳设计方案体现最高的性能价格

比，使系统的功能和指标达到国内同类型系统的先进行列，是我们的总体设计思想。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先进性和可扩展性：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因此本系统在投资费用许可的情况

下应充分利用现代最新技术，以使系统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但由于现

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故必须充分考虑今后的发展需要，设计方案必须具备前瞻性和可

扩展性。这种可扩展性不仅充分保护了甲方的投资，而且具有较高的综合性能价格比。本

设计对此均作了充分考虑，预埋了必要的管线，预留了各种接口，极便于系统的扩展和升

级。

B）科学性和规范性：
公共广播系统与一般音响系统不同，是一个先进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必需从系统

设计开始，包括施工、安装、调试直到最后验收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的标准和

规范，做好系统的标准化设计和科学的管理工作。最后提交正规的测试验收报告及全套施

工图纸和技术资料供甲方存档。特别作为政府拨款项目，必须确保整个工程经得起各方面

的和较长时间的严格考验。

执行的主要规范内容包括：

S GB50116-98《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摘录）》

S GJG/T16-92《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S GB/T50314-2000《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C)安全性和可靠性：
公共广播系统的建设，直接影响着用户的使用效果、外部形象及投资回报，因此系统

设计必须安全、可靠，本方案已充分考虑采用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在设备选型和系统的设

计中尽量减少故障的发生。并从线路敷设、设备安装、系统调试以及对甲方人员的技术培

训等方面，都必满足可靠性的要求。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本方案选用的所有主要关键设备，

均取得该设备的生产厂家或代理商的授权证书，并承诺在工程设备的提供、技术支援及售

后服务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容后付上授权证书）这一点是国际国内工程招标项目重点

考核的关键条件之一。
三、公共广播系统设计要求

我们在设计公共广播工程项目的时候，严格遵循招标文件中对公共/消防广播工程项目

各个场地的具体技术要求，同时参照国家有关声学标准，按照场地的实际情况和使用功能

要求，进行公共/消防广播系统的设计和设备配置，使系统的设计技术标准规范、设备标准

规范、工程标准规范完全符合国家有关条例及规范。设计是根据甲方的要求，综合吸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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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内消防系统的先进技术，设计成一套设备先进、格调高雅、音质优美、功能齐全的现

代化背景/紧急广播系统。所配置的主要设备均选用名牌产品以确保高超的性能指标，而辅

助设备则选用进口或国产可靠品牌以适当降低造价。运用我们从事公共广播的设计和施工

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精心搭配组合，确保性能优异，质量可靠。设计原则如下：

A) 传输方式：

广播系统采用有线定压传输方式，传输电压 70V 或 100V。

B) 对线路衰耗要求：

在公共广播系统中,从功放设备的输出至线路上最远的用户扬声器间的线路衰耗应符

合以下要求：

b.1 采用定压输出的馈电线路,输出电压采用 70V 或 100V。

功率放大器的容量计算方法：

业务性广播系统和业务性广播系统的计算方法： P=K1×K2×ΣPo

式中： P--功率放大器输出总电功率（W）；

Po--Ki×Pi,每分路同时广播时最大电功率（W）；

Pi--第 i 分路的用户设备额定容量；

Ki--第 i 分路的同时需要系数；

服务性广播时，客房节目每套 Ki 取 0.2-0.4;

背景音乐节目 Ki 取 0.7-0.8

K1--线路衰耗补偿系数线路衰耗 1dB 时取 1.26；线路衰耗 2dB 时取 1.58；

K2--老化系数，一般取 1.2-1.4；

b.2 功率放大器容量按该系统扬声器总数的 1.5 倍确定。

C) 扬声器的设置
C.1 能适应不同环境的需求，且音量和音质都比较讲究。

C.2 广播扬声器原则上以均匀、分散的原则配置于广播服务区。其分散的程度应保证

服务区内的信噪比不小于 15dB。

D) 广播系统的供电要求
D.1 小容量的广播站可由插座直接供电；容量在 500W 以上时，设置广播控制室，其

供电可由就近的电源控制器专线供电。

D.2 交流电压偏移值一般不宜大于+10%，当电压偏移不能满足设备的限制要求时，

应

设备的附近装自动稳压装置。

D.3 广播用交流电源容量一般为终期广播设备的交流电耗容量 1.5-2 倍。

传输线缆的选择

D.4 广播线路宜采用铜芯塑料绞合线。

D.5 各种节目信号线应采用屏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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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线路的敷设方式
线路采用穿钢管或线槽铺设，不得与照明、电力线同线槽敷设。

F) 公共/消防广播设计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摘录）（GB50116-98）1999

年 6 月 1 日实施）

F.1 控制中心报警系统应设火灾应急广播,集中报警系统宜设置火灾应急广播。

F.2 火灾应急广播扬声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民用建筑内扬声器应设置在走道和大厅等公共场。每个扬声器的额定功率不应小

于 3W，其数量应能保证从一个防火区内的任何部位到最近一个扬声器的距离不大于 25m。

走道内最后一个扬声器至走道末端的距离不应大于 12.5m。

B、在环境噪声大于 60 的场所设置的扬声器，在其播放范围内最远点播放声压级应高

于背景噪声的 15。

F.3 火灾应急广播与公共广播合用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火灾时应能在消防控制室将火灾疏散层的扬声器和公共广播扩音机强制转入火灾

应急广播状态。

B、消防控制室应能监控用于火灾应急广播时的扩音机的工作状态，并应具有遥控开

启扩音机和采用传声器播音的功能。

C、应设置火灾应急广播备用扩音机，其容量不应小于火灾时需同时广播的范围内火

灾应急广播扬声器最大容量总和的 1.5 倍。
四、系统设备功能说明及介绍

网络广播中控主机 VK-9900

■高清晰度简易化的触摸屏操作

■采用流媒体网络音频技术，完全符合 TCP/IP 协议传输

■通过局域网传输，只要有网络覆盖的区域，就能使用本系统实现本地或远程网络广播

■集背景音乐、消防紧急广播、网络会议、远程教学等功能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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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时传输多路音源，可对多点寻呼和广播

■硬解码技术采用 128K*16 位采样率，不受电磁干扰，高保真效果，立体声 CD 音质

■在紧急情况下，可打开任意控制点紧急通知或广播，可实现 N+1、N、N-1 临层报警

■广播终端都设有独有的 IP 地址，可任意更改，任意分组，可实现点对点广播，分组广播

■实现系统管理、用户管理、终端管理、节目管理、任务管理等管理功能

■实现真正的无人值守，有完善的电源管理系统，保证 24 小时正常、安全的连续工作

IP 网络广播软件 VK-99PC

含一套主服务软件及多套分控软件。通过广播软件系统，可以设定多个分区，可将任意多

个终端设定到一个分区，且单个终端可跨分区设定。

● 定时节目广播:可以按预先定制的任务对一个或多个终端定时广播音乐。

● 文件广播:可临时创建多个文件广播任务，对任意终端进行广播。

● 实时采播:将外接音频（卡座、收音机、话筒等）接入电脑声卡或外配的音频编码终端,

实时编码成数字音频流广播到其它任意多个终端,多个音频编码终端可同时工作。

● 远程寻呼:通过网络寻呼话筒或 PC 机工作站软件，能对任意终端实现广播寻呼。

● 检测功能:可实时监测任意一个终端设备的使用状态。

● MP3 节目制作:附带 MP3 制作工具，方便节目的制作。

● 录音功能:具备录音工具，可以录制通话内容，保存到硬盘。

● 系统权限管理:可设置不同终端设备及管理员的权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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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解码机 VK-9902

■ 解码后输出到外部大功率功放，实现大功率分区要求

■采用 ARM 高速双核处理器，结合 MP3 实时硬件解码，使采用 44.1khz 16bit，128kbps

速率压缩的数字音频流实时重现高品质的音色

■ 机架式设计，铝拉丝面板，标准 2U 高度

■ 配备 3 寸高亮液晶屏及红外遥控器，可点播服务器的资料库内容，输出到本地播放

■ 可以自动接收来自主控中心的寻呼广播及警报信号

■具有三级优先:网络音频、本地话筒、本地线路输入

■ 内置电源控制，根据声音自动开启或关闭外部功放，避免功放空闲时间供电

■ 内置数字功放，功率 2*10W，外接定阻音箱，作为监听用

■ 有以太网口地方即可接入，支持自动获取 IP 地址

■1 路 AC220V 电源输入、1 路线路输入、1 路功率输出、1 路线路输出、1 路短路输出、

1 个 RJ45 网口，2 个 RJ45 扩展网口(需选配交换机模块)

电源 AC220V 50Hz

功耗 ≤25W

信噪比 >70db

频响 20Hz-16KHz

失真度 ≤%3

网络通讯协议 TCP/IP、ARP、ICMP、IGMP(支持 VLAN 虚拟局域

网和广域网)

音频传输位流 16kps-192kps

网络芯片速率 10/100M

功放输出额定功率 2*1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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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网络寻呼话筒 VK-9905

1.专业寻呼话筒外型，启动时间≤1 秒，具有 TFT 真彩液晶屏，20 个按键及指示灯。

2.带话筒直接输入，对权限允许区域广播讲话(具有提示音)，红色提示灯，通话自动点亮；

3.内置扬声器，呼叫终端, 实现双向对讲；

4.有以太网口的地方即可接入，支持自动获取 IP 地址，超强的跨网段能力；

IP 网络消防报警矩阵 VK-9919

标准机箱设计，铝拉丝面板：人性化抽手设计，美观实用

带 32 路报警短路输入，8 路短路输出；

系统中可使用任意多个 IP 网络报警矩阵，以扩展端口；

自动发送报警信息到服务器,执行播放任务(支持邻层/全区报警)；

警报声音文件预存在服务器中，免去“警报发生器”

有以太网口地方即可接入,支持跨网段和路由。

IP 网络音箱 VK-9909

1.一体化设计, 整合网络音频解码,数字功放及音箱;

2.采用高速工业级双核(ARM+DSP)芯片，启动时间≤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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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高保真扬声器, 立体声 2x10W 放大器;

4.支持左右声道平衡调节,音量调节

5.有以太网口地方即可接入，支持跨网段和跨路由。

16 路电源时序器 VK-2822

* 按顺序开启、关闭多达 16 路受控设备电源

* 通过定时器作人工、自动控制

* 每路插座容量达 3KVA，总容量达 6KVA

* 备有安全锁，供手动紧急控制

前置放大器 VK-2811

标准机箱设计，2U 铝合金面板；人性化的抽手设计，美观实用。

有 10 个输入通道：包括 5 路话筒（MIC）输入；3 路标准信号线路（AUX）输入；2 路紧

急线路输入。

第 1 个话筒（MIC1）具有最高优先、强行切入优先功能。

MIC 1、2、3、4、5 和 2 路紧急输入通道均附设有线路辅助输入接口功能。

话筒（MIC）输入通道和线路（AUX）输入通道均可独立调校音量。

MIC 2、3、4、5 和线路 AUX1、2、3 可交叉混合输出。

设有高音（TREBLE）和低音（BASS）独立调节。

数码 MP3 编程中控机 VK-3880

●微电脑控制，一键飞梭，图形化界面，多级菜单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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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彩色 3.0 英寸液晶显屏，中文字幕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三种语言菜单任意切换

●内置 2G 内存，外扩展 SD 卡最大可达 32G，可定时内存和 SD 卡

●内置高清晰 FM 收音机，支持 MIC、线路及收音机录音

●强大的媒体库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需要灵活管理自己音乐文件

●周循环，可定 4 个程序，每个程序定时 100 个时间段

●自带 2 路控制电源，可外控电源、受控 DVD 等音源及 128 路分区

●高精度 RTC 时钟、定时可精确到秒

●支持消防联动功能，警报触发信号输入播放指定音乐文件

●实现电脑联机编程控制（可提供红外线遥控给予选择)

DVD 播放器 VK-D108

支持 DVD、VCD、CD、MP3、MP4、SVCD 及 DVCD 等多种音频格式

内置自动播出控制，全数码伺服;内置 USB 移动硬盘接口系统;＋ESS 解码方案，超强

纠错功能

输出接口 音频：2 声道 同轴输出; 视频：复合信号（AV）输出 S 端子输出

Y、Pb、Cb、Pr/Cr 分量视频输出

音质特性 频率特性：20Hz - 20KHz (+0db-3db); 信噪比：>80db;总谐波失真：

<0.05%
数字调谐器 VK-F208

内置专业级高保真立体声数码石英锁相环收音系统

手动/自动调节功能，99 个频道储存

关机自动记忆功能，数据终身记忆永不丢失

输出采用 AA 类放大音质倍感动听，双 2CH

31 键红外线悠闲全功能遥控，6 种色彩频谱显示模式选择

带前奏音话筒 VE-M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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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置四聲前奏音 *心型指向型 *電源:9V *重量:1.6KG

合并式广播功放 VK-70P/VK-120P/VK-240P

■2 个 MIC 输入，3 个 AUX 输入，1 个 AUX 输出

■高/低音控制，总音量和独立的音量控制

■70V、100V 或 4~8Ω定阻扬声器输出

■MIC1 有最高优先静音功能，自动抑制其它输入信号

■有默音功能，便于插入紧急广播

■具有输出短路、过载、过热等多种保护和警告功能

■采用高效放大电路，带压限电路限制输入信号过大

■只需单机即为一完备的小型公共广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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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顶式扬声器 VC-0205H

MODEL(型号)带高音 VC-0205H

Rated Power(额定功率) 3W/6W

Line Voltage（电压输入） 70V/100V

Freq. Resp. （频响） 110-15kHz

Sensitivity（灵敏度) 90 3dB

Dimensions(外部尺寸）mm 200*67

Hole Dime.(开孔尺寸）mm 170

Composing(单元规格） 5”*1

Weight (净重）kg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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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防水音柱 VK-530

（带‘H’的带高音）

专业机柜 VK-4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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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统部件描述

组成 VEKIN 网络广播产品有：系统控制主机、分控中心、网络解码、网络终端、

无线播控器等五个主要部分。辅助设备还有交换机、音箱、话筒、录音卡座、功放等。

（1）网络广播总控中心

1、网络广播总控中心，VEKIN 网络广播系统的控制中心，完成终端管理、课件

管理、权限管理等管理功能，为各采播工作站及领导工作站、一般用户工作站提供数据接

口服务，为各语音终端提供定时播放和实时点播媒体服务，响应各播控手机的播放请求。

音频内容以及节目菜单经过整理编排后，可以通过网络上传至系统服务器，管理

员和一般用户可以通过 web 登录进行修改。

2、音频流服务 音频流服务，根据系统服务器的调度，对即将传输到各广播

终端的音频流数据进行编解码以及格式转换数据处理，保证系统服务器以 CD 质量的高比

特率与终端进行数据同步，实时处理变速不变调的节目信号。

3、采播工作 采播工作，作为音源工作，完成网络电台转播、课件资源转换、

音频实时采播三大主要功能。

采播工作可以将 RealPlayer、MediaPlayer 等软件接收的网上电台节目，转换成

VEKIN 网络广播的数据格式，对网络语音终端实时播放，使每一个语音终端都可以收听到

网上纯正的语言电台及喜爱的娱乐电台节目。

采播工作可以将传统的音频文件，如磁带、录像带、CD 等，通过采集压缩，转

换成数字节目存储到系统服务器中。方便重复利用和同时使用。

音频实时采播软件，可以直接将录音卡座、CD 机、mp3 播放器、广播接收机、

话筒等模拟音频型号，实时采集压缩后直播到各网络语音终端。

（2）分控工作中心

1、领导工作站，完成领导在网上对工厂直播的功能。董事长及各级领导，在办

公室通过分控工作中心，直接讲话。可以单独对部分区域讲话，直接在网上选择和屏蔽播

放区域，操作简便，勿需广播中心人工干预。

广播站、保卫部、门卫等也可以通过分控中心软件对工厂广播，各自播放区域的

权限可以在系统服务器上设置。还可以用来完成开展活动时的直播任务。

2、分控中心，完成节目编排和定时播放编排两大功能。

操作员可以通过分控工作站软件把音频资料从声卡录入分控工作站，压缩制作成

音频文件，并上智能化菜单标签。然后把音频文件上传到系统服务器。上传的菜单可以在

上课时通过播控手机在线显示出来，相应的课件可以供用户点播。

（4）网络解码机

网络语音终端，完成网络音频流的同步接收及音频解压。

基于高性能嵌入式计算机的网络语音终端，能够处理高速网络信号。采用硬件音频解

码，具有自动纠错功能。高保真音效平衡，保证解码还原的音频信号，具有 CD 质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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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输出的数码音乐具有完全相同的效果。再对网络音还原的同时可以对本地广播的音量

控制，具有报警强插功，可以达到消防广播功能。

（5）网络终端

网络终端，完成网络音频流的同步接收及音频解压。

基于高性能嵌入式计算机的网络语音终端，能够处理高速网络信号。采用硬件音

频解码，具有自动纠错功能。高保真音效平衡，保证解码还原的音频信号，具有 CD 质量，

与电脑输出的数码音乐具有完全相同的效果。

六．系统功能详述

VEKIN 网络广播主要功能有：个性定时播放、互动点播、网上电台转播、领导网

上讲话、语音实时采播、自动音乐打铃、音频文件资源转换、音频扩音。

（1）个性定时播放

VEKIN 网络广播的每个网络语音终端因具有独立的 IP 地址，可以单独接收服务

器的个性化定时播放节目。定时播放的操作，用户可以通过电脑在网上设置，也可以直接

通过无线播控手机上完成。

（2）互动点播

VEKIN 网络广播的实时点播功能，能够让操作员实时与服务器通讯，实现互动式

广播。无线智能播控手机提供了个性化的中文液晶显示的操作菜单界面，协助操作人员进

行灵活的控制操作。

（3）邻层报警模式

VEKIN 网络广播可以将通过报警采集器接收到的消防信号转换成 VEKIN 网络广播

数据格式，对网络语音终端实时强切紧急消防广播。以达到人员能够紧急疏散，并能够避

免发生多数人一起疏散所产生的人踩人事件。

（4）领导网上讲话

VEKIN 网络广播能够实现领导网上讲话。领导无需到广播中心，通过与系统服务器

连接的任意一台计算机，便可以经计算机的麦克风实现远程讲话。可以对全厂讲话，也可

以对部分区域讲话。

（5）语音实时采播

VEKIN 网络广播节目实时采播功能，能够将来自其他音源的节目实时采集压缩存

储到服务器，并可按要求同时转播到指定的教室终端。采播源可以是其他商用或自用电台、

录音机卡座、CD 播放器、MP3 播放器、麦克风等。用于广播通知等。

（6）自动音乐打铃

VEKIN 网络广播能够设置个性化的音乐铃音，自动按照编排好的作息时间表播放上下

班铃声。作息时间表可以按照春秋季自动调整，并提供晴雨天、节假日特殊配置选项。

（7）音频文件资源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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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KIN 网络广播功能强大的音频文件制作软件，能够将原有的各种格式的音源节目

文件转换成数据文件，用户还可以在制作音频文件时一边听音一边加上智能化菜单标签，

便于快速定位以及分段广播。

（8）音频扩音

VEKIN 网络广播的语音终端，提供音频接入功能。在没有广播信号的时候，教学

电脑的音频输出可接入语音终端，经扩音播出。教师上课时，可佩戴无线领夹话筒，讲话

的声音可接入语音终端扩音播出。语音终端可以根据语音信号的有无，自动切换功放音箱

的电源。

七．系统特点疑问解答

VEKIN 网络纯数字语音网具有以下特点：数字化、个性化、网络化；自动化、

人性化、智能化；小工程、零维护。

个性化、自动化、零维护是 VEKIN 网络广播系统最显著的特点。

1、VEKIN 网络广播相对于传统广播的优点是什么？

本系统相比传统广播有三个显著特点：

传输数字化：全程数字化提供高保真音质，采用 CD 质量的数据文件格式，与电

脑输出完全一致。

终端个性化：基于 IP 数据网络，每个语音终端都有独立的 IP 地址，完全实现点

对点的个性化节目。

管理网络化：音频文件制作与编排、领导讲话、节目定时播放都可以通过网络远

程操作。

2、VEKIN 网络广播相对于智能多路广播的优点是什么？

节目路数更多（无限制）：每一个语音终端都有独立的 IP 地址，控制更准确（模

拟广播采用 485 或 CAN 总线控制，超过 32 个终端就会乱码），声音路数更多（数字广

播路数和终端数量一样多）。

彻底解决串音：彻底解决模拟多路广播串音问题。智能多路广播系统控制虽然采

用计算机，但是声音传输还是模拟的，多路音频线接到一个终端接线盒，串音隔离成为了

一个很难解决的现实问题。VEKIN 纯数字广播是以数据包的方式传送，不会出现串音。

3、VEKIN 网络广播在工程建设维护上有什么好处？

工程简单：VEKIN 网络广播对于校园网已经建设到普通教室的学校，只需要增

加服务器与安装终端即可。如果学校教室没有铺设网线，数据网络的工程量也相对简单，

只需要铺设网线即可。一旦建设，广播系统与计算机网络系统可以共用，减少多网重复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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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量小：VEKIN 网络广播在物理上与校园网共用，所以并不在校园网维护之

外增加额外的维护工作。在应用上，系统可设置独立网段与计算机系统分隔，各语音终端

嵌入式系统程序固化，不会受到病毒感染。系统整体稳定可靠，维护工作简单易行。

八、紧急备份方案

在 VEKIN 网络终端/前置设计时就有以下接口：网络数据接口、网络配置口、电

源接口、音频接入口、音频输出口。

1、网络数据口：接收局域网上发给终端的数据。

2、网络配置口：配置终端的 IP 地址、烧录解压、控制、通讯程序。

3、电源接口：给终端和解码机供电。

4、音频接入口：接入外界的模拟音频，通过终端功放模块把声音传送到本地音箱。

紧急备份方案就是利用这个音频接口实现的。

5、音频输出口：数据通过终端进行解压后把声音传输音箱的通道。

注意：在 VEKIN 的数字广播网络终端/前置默认的是网络数据，当没有数据信号处理

时，终端会自动切换到音频接入状态。同时也解决了当数据传输出现故障时启用紧急备用

系统的作用。

九、系统方案说明

该项目为一间楼层较多酒店，内含餐厅和客房等等，项目应急广播及背景音乐系统消

防广播：

消防报警方面。消防应急广播及背景音乐系统采用酒店式公共广播及消防报警系统，

系统能够向公共区，大堂，等区域提供背景音乐系统，事故时实现强切广播，客房等区域

提供消防广播。为方便与消防中心联动，还给该系统配上 128 路智能消防报警信号采集器。

此设备可连接 128 路消防报警接口，实现 N,N±1,N±2,……,N±5,全区等多种邻层报警设

置功能。该报警矩阵是与消防中心连接的智能化接口，可以通过编程。当消防中心发生某

分区火警信号时，报警矩阵能根据预编程的要求，自动地强行开放警报区及及相关的邻区，

以便插入紧急广播；对于具有音控开关分区，须在 16 路受控强切电源帮助下才能强行打

开（或绕过）音控器进行插入。在警报启动时，自动地向警报区发送警笛或先期固化的告

警录音（如指导公众疏散的录音），在本系统中，各楼层广播喇叭平时播放背景音乐，当

发生紧急情况时客房通过强插音控器来进行强插报警，即哪一层发生紧急情况就强插哪层

的音控开关。这样就可做到临层报警功能。

火灾应急广播一路，当发生火灾时能实现邻层报警模式，首层着火时，启动首层，二

层及地下一层火灾应急广播，二层以上着火时，启动本层及相邻上、下层应急广播。设计

时应急广播功放其容量不小于火灾时需同时广播的范围内火灾应急广播扬声器最大容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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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 1.5 倍。
按照要求我们选用了 IP 网络公共广播系统，该系统能够实现定点定时定节目播放，可

以根据不同区域的需要播放不同的背景音乐，应急广播具备邻层报警模式，满足应急广播

强切需要。该系统还具备某一些独立小区域能够随意选择节目，以满足实时播放需要。主

控中心能实现对分控通知广播，分控寻呼站也能对分控区域单独喊话，通知广播，以便于

在消防控制室设置分控中心，发生火灾时实时指挥控制。

品目四：会议系统方案

一、VEKIN 会议系统设计指导思想及原则

● 绝对的安全性

对于任何一场会议而言，保证每一位出席会议的代表的安全是首要的条件。

1、 会议单元采用无源设备，通过主机供电，工作电压为 18V，符合安全标准。

2、 统涉及的安全件均采用具备安全认证的材料。

3、 为提高抗静电能力，在电路排版和选用零件时，尽量避免出现尖端放电的导电体。

同时，保证空气放电的距离大于 1.2cm，也增加地线导电体面积。这样的设计对抗静

电

能力保证达到 8000V。

● 完全保密性及抗干扰性

许多会议都涉及到国家或各地的重大决策，对保密及抗干扰性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发言系统采用带屏蔽的电缆连接，比无线连接方式抗无线电干扰能力强，也增加

了数据

的保密性，可以防止恶意的无线电干扰和窃听。

2、 提高抗干扰性，连线采用全线铝箔＋水线屏蔽，大大降低强电磁波对接口线的干

扰

● 高清晰度语音传输

高质量的会议体现在每位代表发言时的清晰输送和接收。

1、 筒采用高度单指向性驻极体拾音器。

2、 讨论型系统中的内置喇叭，采用防漏磁高保真扬声器

● 可维护性强、操作简易方便

1、 整个会议系统操作极其方便。系统采用手拉手串连方式进行连接，安装非常简单。

会议进行时，各成员只需简单地按下发言按钮就可发言，音量可在主机上简易调节。

2、 系统维护无需太多的专业技能，普通的技术人员经过短期的培训便可以实施。

3、 每套系统都经过严格的测试及试验，符合国际性的 ISO9001 质量体系标准。

● 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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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会议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系统的可扩展性也越来越

重要。由于系统结构简单、合理，扩展性极强，增加更多的会议单元便可以满足人

数的增加，系统的最多可扩展连接 180 台会议单元。

● 实用性强

VEKIN 会议系统适合各种不同场合的会议扩声。大到国家重要决策会议，小到企事业

单位内部的小型会议。

● 可选性强

VEKIN 会议系统包括演讲型会议系统、电话会议系统、讨论型会议系统、

视像跟踪会议系统、数字表决会议系统、同声传译会议系统等。根据不

同场合和要求可作不同的系统选择。

二、音响系统指导思想及原则

●本系统的设计依照下列标准进行：

1、 JGJ57-2000 剧场建筑设计规范

2、 GYJ25-86 厅堂扩声系统的声学特性指标与测量方法

3、 WHO301-93 歌舞厅扩声系统的声学特性指标与测量方法

4、 GB/T50314-2000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5、 JGJ/45-82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设计原则

系统具备先进性、实用性、经济性、可扩充性的原则，其配置的主要设备均为高质量、

高性能、高可靠性、经久耐用且效果好的器材，确保系统的安全运行，并达到设计要求。

1、 先进型原则——采用的系统结构应该是先进的、开放的体系结构，和系统使用当

中的科学性；

1、 实用型原则——最大限度的满足实际工作的要求，把满足用户的业务管理作为第

一要素进行考虑，采用集中管理控制的模式。

2、 可扩充性、可维护性原则——要为系统以后的升级预留空间，系统维护是整个系

统生命周期中所占比例最大的，要充分考虑结构设计的合理、规范对系统的维护可以在很

短时间内完成。

3、 经济型原则——在保证系统先进、可靠和高性能价格比的前提下，通过优化设计

达到最经济性的目标。

●音响系统性能要求：

（一）音响系统性能要求

场馆内的声场覆盖必须具有完好的一致性，声场分布均匀，系统失真度低，以满足对

音质高品味的要求；同时音响系统语音清晰并音色透亮，还要能提供足够的功率输出峰值

和连续声压级，以满足会议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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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馆内扩声系统的基本要求

（1） 室内空场稳态最大声压级：对语言扩声系统约在 85~95DB；对音乐扩声系统

约在 90~100DB；

（2） 信噪比：在室内最小声压的位置上，信噪比应≤30DB；

（3） 最大供声距离：一般为临界距离位置上 rc 的 3 倍；

（4） 传声增益：一般要求 -8~-12DB；

（5）传声频率响应：125~4000HZ，允差 6~8DB；100~8000HZ，允差为 10~12DB。

（三）场馆扩声系统的特性要求

对于室内扩声而言，人们通过建声、电声设计来控制和发音及其音质。但是，不少人

往往把传声器——调音台——功率放大器——扬声器系统这样一套扩声设备混同于扩声

系统，这是很不全面。扩声系统的声源和最后扩声用的扬声器处于同一声场之内，经过放

大了的信号由扬声器辐射的声音会反馈到传声器，存在声反馈问题。因而，严格的说扩声

系统包括：声源至传声器所处的声学环境；传声器至扬声器这套扩声设备，扬声器和听众

区的声学环境（即声场）三个部份。作为场馆扩声系统的基本要求，无论是用于语言扩声

还是用于文艺演出扩声，观众席处应有合适的响度（主要指直达声）。观众厅内合理的声

压级：对于语言，基本平均值为 70~75dB 左右；对于音乐为 75~85DB 左右。当然还要

考虑到它们的动态上限和有观众时的背景噪声级。

对于场馆扩声系统的技术指标规范，目前我国建设部颁发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T16-92）的技术标准。该标准给出了音乐扩声系统，语言和音乐兼用的扩声系统以

及语言扩声系统的声学特性分类等级指标，一共分为四级：音乐扩声一级，音乐扩声二级

（相当于语言和音乐兼用扩声一级），语言扩声一级（相当于语言和音乐兼用扩声二级），

语言和扩声二级。对于会议厅、报告厅等专用会议场所，应按语言扩声一级标准设计。最

后的语言扩声二级，相当于语言和音乐兼用扩声三级，可适用于量大面广的基层单位的扩

声场所的设计标准。根据贵校的特性，应以音乐扩声一级作为扩声系统设计标准。

三、VEKIN VE-300 会议系统及 VEKIN 广播室内扩声

VE-300 电话会议系统是通过对声音的集合处理放大和合理分配的专业演讲

麦克风。可实现远程会议的电话耦合器和均衡器高度集成于主机内部，节省

了外加设备的空间和费用。内置单指向性高保真电容音头，使声音还原好，清

晰度高，噪音小，具有高效的啸叫抑制功能。主席单元设有优先权功能键，可

随时关闭正在工作中的代表单元，便于控制整个会场秩序。在主机单元处设有

话筒同时工作数量限制功能开关，可选择“3”和“6”个单元，此功能也可以用

于“抢答”游戏场合。每台系统主机可连接 60 个话筒单元，分两路手拉手联接；

加扩展单元可容纳高达 180 个话筒单元，适用于任何中小型会议和大型的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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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机：VE-300

每一个系统主机可以连接 60 个话筒单元，分两路串联输出，加扩展单元可连接 180

个话筒单元

设有同时工作话筒数量限制开关，选择“3”或“6”，可用于抢答场合

内置电话偶合器输入和输出端口，可用来诏开远程电话会议

设有两段均衡、电话输入和总音量输出调节器

配有音频平行输出和 6.3 插孔输出接口

会议过程录音输出接口

额定电压：AC220V±10% 50Hz

频率响应：20Hz-20KHz

输出阻抗：

REC：200Ω

LINE：200Ω

BALANCE：300Ω

NOBALANCE：400Ω

讯噪比：78dB（1KHz THD1%）

尺寸：485X220X50mm（19'国际标准机架）

主席话筒：VE-300c

话筒 ON/OFF 采用超长寿命、无噪音轻触开关

设计新颖的全金属压铸底座

315 度双段全向弯折不锈钢软管

内置高保真电容音头,使声音还原好、清晰度高、噪音小

高效的啸叫抑制功能,超强拾音效果

话筒开启时，音头红色工作指示灯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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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言权开关，可随时关闭所有列席的代表单元

类型：电容式

指向性：单一指向性

频率响应：50Hz-17000Hz

灵敏度：-45±3dB@1KHz

输入电压：18V（主机单元供电）

最小输出阻抗：1KΩ

信噪比：68dB(A)

输出插座：8P 端子座

输入导线：2.1m 8P 屏蔽线

附件：防风海棉

代表话筒：VE-300d

话筒 ON/OFF 采用超长寿命、无噪音轻触开关

设计新颖的全金属压铸底座

315 度双段全向弯折不锈钢软管

内置高保真电容音头,使声音还原好、清晰度高、噪音小

高效的啸叫抑制功能,超强拾音效果

话筒开启时，音头红色工作指示灯发亮

类型：电容式

指向性：单一指向性

频率响应：50Hz-17000Hz

灵敏度：-45±3dB@1KHz

输入电压：18V（主机单元供电）

最小输出阻抗：1KΩ

信噪比：68dB(A)

输出插座：8P 端子座

输入导线：2.1m 8P 屏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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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防风海棉

电源时序器：VK-2822

* 按顺序开启、关闭多达 16 路受控设备电源

* 通过定时器作人工、自动控制

* 每路插座容量达 3KVA，总容量达 6KVA

* 备有安全锁，供手动紧急控制

纯后级功放：VK-3600

■70V/100V 或 4~8Ω定阻扬声器输出

■提供 RCA 插口和 XLR 插口并接

■具有输出短路、过载、过热等多种保护和警告功能

■采用高效放大电路，带压限电路限制输入信号过大

调音台：E8

●单声道输入配备高品质话筒放大器

●每通道设有三段参量均衡器

●一组辅助扩展输出

●内置专业级数码效果器

●备有录音输入输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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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置式低噪电源设计

型号 E6 E8 E12

麦克风/线路通

道
6 路 8 路 12 路

频率响应 15Hz-20Khz±5dB

输入灵敏度
Mic-60dB.....Line-40dB Efret-40dB.....Aux in-40dB

Tapein-40dB

输入均衡
高 频 ±15dB/12KHz... 中 频 ±15dB/200Hz-5KHz... 低 频

±15dB/80Hz

谐波失真 ≤0.05%

增益范围 +15dB～+60dB

信噪比 ≥103dB

最大输入 +22dB

最大输出 +22dB 平衡;+16dB 不平衡

电源 AC120V-240V 50/60Hz

吸顶扬声器 VC-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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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款音箱 VW-106

DVD 机：VK-D108

支持 DVD、VCD、CD、MP3、MP4、SVCD 及 DVCD 等多种音频格式

内置自动播出控制，全数码伺服

内置 USB 移动硬盘接口系统

＋ESS 解码方案，超强纠错功能

数字移频反馈抑制器:VK-6689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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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全自动检测现场啸叫点功能，通过 DSP 系统对声音进行过滤，低音补偿，自

动混音，智能高速反馈处理全数字化。最大限度消除回输，同时使用多个话筒时，自动适

应声学环境，无需调试。快速校正功能，保证音质，减少延时，高中低三档输入电平选择，

防止峰值输入失去，有效增加话筒拾音距离到 30~100CM

● 额定电压：220V±10% 50Hz

● 频率响应：125Hz~15KHz(语音模式)、 20Hz~15KHz (音乐模式)

● 失真：>0.1%@ 1KHz

● 信噪比： >90dB

● 信号延迟：7MS(音乐模式)、11MS(语音模式)

● 输入阻抗: 20KΩ

● 输出阻抗:(平衡)200Ω

● 温度范围: -10~55℃

● 重量: 2.5KG

● 尺寸: 480×220×44mm

专业机柜 VK-2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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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五：智能停车场出入口收费系统

一、系统概述

随着机动车辆的增加，对车辆出入口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的人工管理方式

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针对目前快节奏，高速度的工作模式，要求管理方法和制

度要有一个根本的改善，这种改善不但要适应各种小区、大厦的要求，也要适应社会的需

求，适应人的感观需求和习惯需求。但是目前任何高科技产品都不能完全代替人类的手工

操作，不能完全取代人的思维，更不能与人的思维方式相吻合。因此我们在做自动化管理

系统的设计时，要尽可能地强调自动化手段，但又不可忽略人工干预的因素，二者巧妙地

结合起来，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尤其是高档的住宅小区，按照小区独有的规划，量身安装一套外观高雅、功能完善的

智能化管理系统，既能体现小区的档次和规格，又能增加物业管理的科技含量，对于建立

高水平的社区管理和增加楼盘的美誉度，都大有裨益。

本设计方案就是基于以上的思想基础，针对车辆管理的实际情况，结合各种现代化高

科技手段完成的。

在智能化的停车场管理中，涉及到各方面的管理，其中车辆进出的管理及收费是一个

重要方面。要求对各种车辆实时地进行严格的管理，对其出入的时间进行严格记录，并对

各类车辆进行识别和登记，将各种信息输入到数据库。对所有出入口的车辆进行有效地、

准确地监测和管理。建立一套智能化的收费管理系统，使停车服务做到安全、简便、准确，

并且使造价和经营成本控制在适当范围，是当前停车场管理的趋势。出入口的管理智能化

是目前发展的一个趋势，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更能解决人工管理的一切弊端，是车辆出入口

管理的理想模式。建立一套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使停车服务做到安全、简便、准确，并且

使造价和经营成本控制在适当范围，是当前停车场管理的趋势。
二、需求分析

成都汇美酒店共有一个车道入口，二个车道出口，车辆管理系统是对进出车辆进行管

理，共设计停车场管理系统一进两出， 采用月票车自助刷卡进出，临时车入场自动取卡的

方式进行管理。
三、设计依据

Ø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50314-2006

Ø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50339-2003

Ø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50339-2003

Ø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T16-92

Ø 《入侵探测器通用技术条件》 GB10408.1-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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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50394-2007

Ø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GA/T75-94

Ø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32-1996

四、设计原则

系统通信协议采用标准分层的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三层架构模式, 从而

保证系统通信的实时性和数据交换的安全性、可靠性。

对感应式卡片可进行多种操作权限和操作功能设定，多种卡类以适应不同用户要

求。

收费标准用户自定义，提供计时、计次、折扣计算、月租、优惠等灵活的计费功

能。

有车读卡有效功能设定。

实现一车一卡（一票），具备“防折返”功能。

提供道闸开、关控制命令。

具有控制机内部状态、道闸状态、车辆检测器状态检测及复位功能。

系统可实现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两种方式。

非法操作及故障检测报警功能。

系统具有自身故障检测、诊断及自复位功能。

系统具有超强抗外界干扰功能。

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路由管理模式，所有外部设备物理级联到中央路由设备，

如果一个模块出现故障，其他部分不受影响。各个分布设备的数据通讯、自动控制都独立

隔离完成，在物理级保障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良好的可扩展性、维修的简易快捷。

五、系统选择及设备选型

广州捷众停车场智能管理系统以极高的性能价格比和完善的管理功能而成为停车场智

能管理理想的解决方案。

该系统采用当前最先进的感应式智能卡，配合工业级的微电脑控制与管理技术及电磁

感应技术，配合多个出入口的联网运行技术，具有工作稳定可靠、故障率低、操作简便等

特点，具备丰富的管理功能，能够确保停车场收费的可靠和车辆存放的安全。PAS 系列智

能停车场管理系统以非接触式感应卡和条码票作为车辆出入停车场的凭证，以稳定的通讯

和强大的网络数据库管理软件管理每一个车辆的注册、进出信息，对车辆进出进行全方位

管理。

广州捷众停车场管理系统具有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可以完成管理系统各种参数

的设置、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可以对发卡系统发行的各种感应卡进行管理，对丢失的卡进

行挂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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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案设计

6.1 功能要求：访客车辆入场时要自动取卡、出场时电脑计费、固定用户车自助刷卡

进出，出入口要具备图像对比功能，设二个收费岗管理中心，在管理中心进行停车卡的注

册、挂失、发行、续费、数据管理等功能。针对上述出入口结构和管理要求，本方案设计

如下：

l 访客车辆进场时，车主在入口发卡票箱上按钮自动取卡，车主拿到卡之后，道闸自

动开启放行，同时系统会抓拍进场车辆的图片；出场时缴回停车卡，由管理系统自动计费，

抓拍出场车辆的图片，由收费员进行人工对比，相符时，则在收费后道闸自动开启放行，

车辆进场、出场、收费都有相应的语音提示。

l 固定用户停车采用自助刷卡感应系统，进出时均可自助刷卡，并快速验证停车卡的

有效性，自动开闸出入，同时提高了进出口的通行效率。

l 固定用户停车卡在管理中心电脑上发放，发放固定停车卡时可以建立详尽的用户资

料信息，对应发放，方便核查和管理。

6.2 进出场简要流程

6.2.1 临保车辆操作流程

根据该停车场的实际结构，在入口配置一台入口自动取卡票箱，临保车按键自动取卡，

在出口配置收费管理电脑，负责车辆的出场收费。

l 临保车进场

在临保车辆入场的时候按入口票箱上〖取卡〗按键，票箱在检测到有车时，自动吐卡，

入口道闸自动打开放入车辆，同时抓拍进场车辆图片。车辆经过后闸杆自动落下。此时系

统中已经存储了车辆进入的时间信息，形成了一条进场记录。

l 临保车出场

当临保车辆出场时缴回进场时发放的停车卡，由出口处值班人员操作收费电脑系统自

动计费，同时抓拍出场车辆图片，与进场车辆照片进行人工比对，若一致则打开出口道闸

放出车辆，车辆出场之后闸杆自动落下。此时管理系统中已经形成了一条出场收费记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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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6.2.1 固定用户车辆进出场操作流程

为了方便固定车主的进出，我们在系统设计中分别在入口处和出口处的票箱里设立了

验卡功能，车主能够很方便地实现自助停车。

固定用户车辆进场：

当固定用户车辆进入车场的时候，只需将停车卡在入口票箱感应区范围内晃一下，就

能迅速的验证停车卡的有效性，然后开闸放入。同时系统抓拍一张该车的图片存入系统。

固定用户车辆出场：

当固定用户车辆出场的时候，同样只需将停车卡在出口票箱感应区范围内晃一下，就

能迅速的验证停车卡的有效性，同时系统会自动抓拍一张该车的图片，并自动调出该车入

场时的图片，进行比对。如果卡的效期和图片都正确，则开闸放出，完成一个完整的月卡

停车流程。

七、停车卡的注册、发放、挂失

停车卡的注册与发放在管理电脑上完成，由系统管理员凭管理员密码登录发卡管理系

统软件，完成停车卡的注册以及月保车辆停车卡的发放。

⑴、停车卡的注册：首先设置系统密码，只有管理人员才能进行此操作。

⑵、月保卡的发放：进入月保车辆发卡菜单，按照软件界面要求，填入相应信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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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姓名、车牌号码、联系电话、有效期限等信息后，按『确定』，即可以完成该月卡卡片

发放。

⑶、只有在本系统注册的卡才可以在本系统使用，其它卡片一律视为无效卡。

⑷、操作员交接班：操作员在上岗时必须先行用自己的密码登录系统，然后才可以操

作，下班后退出登录，同时打印交接班报表。

八、管理软件功能

1、车辆数据库建立

提供车辆数据库建立功能，由管理人员预先录入车辆的车牌号码、车主姓名、联系电

话等有用信息，建立完整的车辆管理数据库。

2 、车辆出入记录

对于所有的驶入车辆系统可提供本车的记录，对于驶出车辆系统可提供本车的入

口处记录，同时均有车辆图片记录。

3、车辆查询

提供出入车辆的查询，即管理人员可随时查询数据库内驶入/出的车辆数据，系统

可提供如下查询方式(举例，可随用户需要而进一步补充查询条件)：

按驶入/出地点查询； 按车牌查询（固定车辆）；

按时间查询； 按车辆性质查询；

目前仍滞留车辆的查询。

4、车流统计功能

对任意时段任意方向出入车辆进行车流统计，生成统计报表

5 、特别设定

管理人员可以进行内部车辆设置，特定车辆的报警、特定车辆放行以及各种临时或者

永久参数设置。

6、打印清单

管理人员可在控制中心打印各种清单，系统提供清单如下(举例，可随用户需要而

进一步补充打印要求)：

按时间打印驶入车辆； 按时间打印驶出车辆

打印内部车辆的入/出情况 打印目前仍滞留院内的内/外部车辆；

打印所有内部车辆清单； 打印黑名单。

7、“车卡一致”控制功能

在注册发放固定车的月保卡时，软件需要填写车主的资料（姓名地址电话等）、该月保

车的资料（车牌、车型等），同时可以对应存档该车的原始图片，形成一条信息完整的发卡

记录，所有记录构成完整的注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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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辆持月保卡进场时，系统抓拍其进场的车辆图片，同时自动验证该月保卡的有效

性，如果有效则自动放行进场。但是在该车出场时系统具有严密的核查流程，即在车主刷

卡之后，系统会自动抓拍出场车辆的图片，同时调出该卡进场时的图片进行对比，只有在

完全相符时系统才会放行该车出场。

通过此功能能严格进行月保车的进出口核查，杜绝转借月保卡或者持月保卡偷车的非

法行为，保证停车场安全高效的运作。

九、主要设备介绍

Ø 入口发卡票箱 PBS-5000EC

• 外观精美独特、美观大方

• 吐卡过程即完成写卡

• 对讲功能

• 电源：AC220V±10％ 50Hz；

• 工作环境：温度－20～+65℃ ；

• 相对湿度：现场≤95%，设备房内≤70%；

• 月卡感应距离：5~10cm，

• 临时卡容量：200 张。

• 电子中文显示屏，16*80 点阵，显示操作提示，日期时间，有效期等信息

• 带语音提示系统，提示欢迎信息，操作和月卡信息

• 机箱尺寸：420×300×1400MM

Ø 电动道闸 PGB-11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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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道闸从外观、机械结构到数字电路

控制，采用了多项专利技术， 具有长时间无故障运行、结构合理、平稳可靠的特点。

●外观牢固坚实，多重工艺烤漆，不老化、不变形、不褪色

●结构合理，特制钥匙开启，内箱防水处理，适应全天候工作

●采用涡轮蜗杆一体化结构进行机械传动，确保运行轻快平稳

●感应和限位装置采用无触点光电耦合开关，灵敏度高

●核心部件采用专用直流电机，长期稳定运行

●具有特别设计的全卸荷机构和双重自锁功能，防止外力破坏和人为抬杆等

●电子控制系统模块化设计，兼容性强，扩展功能灵活

●具有键控、遥控等工作方式，停电时可手动摇杆起落

●配合捷众车辆检测器，在有车在闸下时防止落下砸车，车走可自动落闸

●闸杆下沿内嵌整条软泡沫材料，整洁美观，意外落下也不会砸伤车辆和人员

●接地可靠，具有多重安全保障

产品类型 直臂

电源电压 AC220V±10%

电源频率 50/60Hz

结构 一体机

电机功率 50W

闸杆限长 6m

闸杆中心高度 800mm

闸杆类型 铝合金防砸杆

闸杆起落时间 6s

工作温度 -30℃~60℃

机箱尺寸 410*320*13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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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车辆检测器 VDM-1100C

• 线圈电感量: 20-1000μH

• 频率范围: 25 110KHz

• 灵敏度: 1～7，七级可调

• 响应时间: ≤100ms

• 输出方式: 存在脉冲两组继电器

• 脉冲输出宽度: ≤300ms

• 工作频率: 0-4060KHz 之间

• 电源: AC220V/2W

• 工作温度: -20℃ +70℃

• 工作湿度: 5%～95%

• 外形尺寸：100*130*30(mm)

Ø 台式发卡机 DCD-1000IC

• 临保车辆出场收费刷卡；

• 可作为月保停车卡的发卡器；

• 备有专用 USB 接口；

• 电源: DC12V 100mA

• 工作方式: 只读序号

• 通讯接口: 具有 RS232 和 RS485 两种

• 解码时间; 小于 0.1s

• 工作频率: 125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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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温度: -20 55℃

• 输出格式: Wiegand26 内置天线、电源 LED 指示、读卡 LED 指示

• 外形尺寸：135*71*23(mm)

品目六：门禁管理系统设计方案

第一章 门禁系统需求分析

本系统采用同指纹识别方式实现酒店内门禁综合管理功能，系统管理工作站可分设在

相应管理部门。

第二章 系统总体建设目标和设计原则

1 系统总体建设目标

门禁管理系统运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及指纹识别技术，为酒店内的各

项管理功能提供现代化手段，以提高管理质量和水平。

具体目标为：

Ø 各系统的工作站和上位机居于系统的高速管理信息域，采用以太网，通过路由器可

连接企业局域网和广域网.

Ø 通讯工作站与现场控制点之间采用传统的控制网 RS485 作为分散的控制设备、数

据采集设备之间的通信连接。

2 系统设计原则

Ø 先进性

门禁系统的建设要立足于当今世界先进且有发展前途的技术，由此实现的系统能随着

未来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平滑升级，如：门禁系统中网络通讯采用了国际流行的 RS485

协议 ，服 务器采 用了 微软公 司的 NT 操作 系统 ，数据 库采 用的是 微软 公司的 SQL

Server2000，前端应用程序使用 Visual C++开发而成。

Ø 实用性

本项目门禁系统应充分体现内部物业管理的模式和特点，各应用系统的开发，应做到

功能完善、使用方便、切合实际、运作高效。

Ø 安全性

系统采取服务器上安装防火墙软件、网络数据库备份、管理人员分级按权限操作、实

时更新黑名单等多种有效措施，确保整个系统的安全性。

Ø 扩展性

系统在容量和功能上不仅能满足目前用户的需求，而且也易于扩展以保障用户今后的

扩容和升级，如：系统可以灵活增设信息点，利用 Internet 网实现远程快速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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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纹读卡器 A009

机器优势

1、 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指纹算法，环境、气候的变化及手指受伤、脱皮的指纹识别能

力显著提高，实现满指纹状态指纹识别小于 1 秒；

2、 采用 RS485、TCP/IP 实现多台同时联网功能；具有 U 盘上传下载出入记录数据、

管理记录、指纹数据功能；用户指纹资料可以实现一台机器注册，通过网络/U 盘实现共享；

3、 具有内置 ID 感应卡读卡器，组合指纹、密码等功能实现卡加指纹、卡加密码、

指纹加密码等多种灵活的组合方式。门禁安全性进一步加强；

4、 人性化软件，简单易用。

功能特点：

1、 记录查询功能 有

2、 智能学习功能 有

3、工作方式 脱机、联机

4、比对方式 1：1 和 1：N

5、认证方式 指纹、感应卡、密码、卡加密码、卡加指纹、指纹加密码

6、指纹存储容量 2000 枚

7、记录容量 50000 条

8、通讯方式 TCPIP/RS485

9、U 盘功能 有

10、语言显示 中文简体、繁体、英语、韩语

11、姓名显示 中英文姓名

12、语音提示 高清晰人性化语音

13、响铃功能 定时响铃

14、报警功能 胁迫报警、防拆报警、强制开门报警、开门超时警告、输入点

报警

15、功能键 4 个可自定义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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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wiegand 信号 同一台机器分别带有 wiegand 信号输入、输出接口。

4．单门磁力锁 LK-B01

功能介绍

1) 安装方便、噪音低、寿命长、吸力强、无剩磁、特制导线，锁状态有指示灯指示，

锁门时绿灯指示灯亮；开门时红色指示灯亮，

2) 绝缘电阻测试，DC500V(1 分钟无击穿)内置反向突波保护功能，

3) 适用于向内 90°开门，

4) 有门侦测信号；

5) 带锁状态指示灯及联网信号输出。

6) 适用范围：适用于楼宇对讲、门禁系统配套使用；适用门型： 木门、金属门、玻

璃门、防火门

7) 工作方式：断电开锁

8) 安装方式：挂装式

1） 锁体尺寸：长 250x 宽 47x 高 25(mm)

2） 吸板尺寸：长 180x 宽 38x 高 11(mm)

3） 最大拉力：280kg(600Lbs)直线拉力

4） 输入电压：DC12V 或 DC24V+10%

5） 工作电流：12V/500mA 24V/250mA

6） 选用配件：ABK-280UL ABK-280L ABK-280ZL

7） 适用门型：木门、玻璃门、金属门、防火门

8） 表面温度：低于环境温度+20℃以内

9） 适用温度：-10～+55℃(14-131F)

10）适用湿度：0~95%（相对湿度）

11）外壳处理：阳极硬化电镀处理

12）锁体处理：环保锌电镀处理

13）吸板处理：环保锌电镀处理

14）产品重量：2kg

15）防残磁设计，选用防磨损材料

http://www.yli.cn/CN/shop/html/?272.html
http://www.yli.cn/CN/shop/html/?268.html
http://www.yli.cn/CN/shop/html/?263.html
http://www.yli.cn/CN/shop/html/?2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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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磁力锁无机械故障，完全采用电磁吸力工作

17）加大电磁吸力、专业设计、双重锁体绝缘处理

18）产品通过欧盟 CE 及中国 MA 认证合格

19）非人为因素造成的产品质量问题,提供叁年的质保.

5.电锁专用电源 3AH

功能：

可调延时间 0~60S

NC/NO 输出（可接常开锁和常闭锁）；产品规格：181×82×63mm

输入电压：180-240VAC ；输出电压：12VDC ；最大输出电流：3A

6.出门按钮标准 86

详细介绍：

产品型号：标准 86 型

产品名称：门禁专用外出开门按钮

外形尺寸：长 86x 宽 86x 厚 32(mm)

标准结构：塑料面板及按钮电气性能：最大耐电流、10A@48VDC

性能测试：50 万次机械使用寿命

适用类型：适合埋入式电器盒使用

品目七：服务承诺
一、售前服务

调查酒店信息，包括酒店现有资料、管理模式、领导意向、员工状况。

分析酒店现用系统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制定酒店信息系统总体规划。

制定酒店信息系统的设计、配置、网络、接口及报价方案。

签订合同。
二、售中服务

硬件、软件安装及调试

建立培训网络

系统初始化

确定培训计划

http://www.yli.cn/CN/cp/html/?7.html
http://www.yli.cn/CN/cp/html/?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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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培训

电脑基本操作培训

设备操作及日常维护

软件功能操作

数据流程简介

系统管理员培训

安排系统投入运行后的相关工作

与酒店对整个系统运行情况进行综合检查

系统正式投入运行。
三、售后服务与品质保证

提供二年的免费服务，免费维护期后根据双方签订的维护协议提供终身维护服务。

优惠系统扩展服务，软件提供终生免费升级服务。

免费提供技术咨询、资料查询、联系维修、方案设计及软件交流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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