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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访客二维码 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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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T-A8 豪华型访客一体机介绍
广州市一卡通是一家专业致力于访客系统，一卡通系统的软件开发、系

统整合的研发型科技公司，品牌全系列访客机，访客系统，访客管理系统，自

动访客系统，访客登记系统，智能访客管理系统，微信二维码访客管理系统，

手机 APP 访客管理系统，小区访客系统，企业访客系统，访客系统方案，访

客一体机，门卫访客系统，智能访客系统，二代证访客系统，智能访客登记系

统，智能访客登记管理系统，智能访客系统，公司访客登记，访客登记管理系

统，访客管理机，来访人员登记软件，访客登记管理，二代证访客系统，访客

系统方案，YKT-W168 智能访客系统，来访登记系统，三辊闸，翼闸，，摆闸，

一字闸，平移闸，速通门，速通闸,人行通道闸，门禁通道闸，无障碍通道，

一辊闸，地铁通道闸，监狱专用通道，超市感应摆闸通道管理，等系统的硬

件及相关软件产品,同时为了适应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还可根据用户需求

为用户量身订制一套专用系统。公司还拥有种类齐全的各种硬件设备，在满足

各种功能需求的同时让客户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 公司自成立以来，立足“诚信服务，以人为本”的经营方针，坚守服务

承诺，注意形象信誉，打造了一支专业化的管理和技术服务队伍，为客

户提供优质、高效的企业级应用服务和技术支持。公司秉承“科技领先，

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凭借多年来一直在智能卡技术研究、开发及应

用方面的专业经验，通过高效坚实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赢得了广大

用户的信赖与好评！

• 宗旨---致力解决客户实际问题而努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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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最具创新性的优质产品

让更多的企业用户获得最新、最好的技术解决方案

以技术创新完善管理创新，为你提供更高的工作效率

• 核心价值观

成就客户——致力为每位客户提供满意的系统解决方案

创造创新——追求至关重要的创新，快速高效地推动其实现

访客系统功能介绍

*二代身份证阅读功能 可以通过产品内置的身份证阅读器验证、读取二

代证的信息，直接把身份证中的相关信息读入系统内（该模块由公安部统一发

放，假证信息无法提取）

*证件拍照 OCR 识别 通过先进的 OCR 证件扫描仪，直接读取一代身份证、二

代身份证、驾照、护照、军官证、港澳台通行证等有效证件的相关信息，无需

来访人进行手写，有效地保证登记信息的正确性

*身份证卡、访客卡门禁联动 访客身份证登记后一次性登记和注销，发

放门禁通行权限，可刷卡开门或开闸功（独创 无需另行发卡，二代身份证登

记后直接刷开门）可以对访客发放的访客卡进行登记和注销，发放门禁通行权

限，访客持身份证卡、访客卡通过授权的门禁通道为访客开门，未授权的区域

http://www.baike.com/sowiki/%E8%BA%AB%E4%BB%BD%E8%AF%81%E9%98%85%E8%AF%BB%E5%99%A8?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8%AF%81%E4%BB%B6%E6%89%AB%E6%8F%8F%E4%BB%AA?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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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到达时不开门，所有进出记录日后均可查询，可设定单门进出与多次进出

权限。

*双屏显示功能 17寸液晶触摸屏（主屏），15寸负屏显示，同步异显，

负屏可设置播放视频、欢迎信息，播放音乐等

*登记抓拍功能 能够在登记过程中通过摄像头对访客进行抓拍，并

将抓拍照片进行保存，便于突发事件发生后门卫工作人员快速辨认访客

*隐蔽型拍照摄像头 独创隐蔽型 500W 像素内置摄像头，可上下调角度 45°

（行业内独创）

*网络全景拍照摄像头 可外置 TCP/IP 网络广角摄像头，全景拍照功能，对

登记区域全程拍照（行业内独创）

*自动电话拨号功能 系统可将门卫的电话直接接入单位电话网，可在触

摸屏自动查找、接通被访人座机，既省去了查分机的时间，又保证了被访人的

准确性 ，可将通话记录录音存储。

*预约登记功能 行业独创：姓名、证件号码、手机号码任意一项都可

成功预约登记

*短信通知功能 访客登记后，被访人手机可以接收到访客来访通知信息



5

*访客单打印功能 自动打印会客单或签发访客卡，简洁高效，数据随时

备份；访客单格式可根据自身应用需求进行定制，展现单位/公司特色

*可自定义访客单格式

*数据海量存储功能 大量登记数据可存储在本机或网络服务器上，数据

可以随时备份，保证数据不会遗失，可追溯性极强

*登记数据检索与统计 用户可以按照自身的需要，设定各种查询条件，

对以往的登记数据进行快速检索及统计

*VIP（常访卡）管理 对于经常来访的人员，可将其加入 VIP 名单，并发

放 VIP 卡，免去身份验证过程

*多点数据共享 为了加强对访客身份管理，对于某些可疑人员或被禁止

的人员，则可以将其设置成黑名单人员，可对人员备注信息，以便下次来访时

进行提示警告，该数据在同一网络内可多点实时共享

*网络数据共享功能 对于多访客管理系统同时工作的情况下，所有登记

数据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实时共享；在与访客系统联网的任意电脑上查询、统计

并打印来访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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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人员信息 实时显示管理区域内未离开人员的数量，未离开人员

详细信息

*操作简单方便 电阻/红外触摸屏，灵敏度高，操作简便；用户界面简洁，

使用工作人员熟悉的业务流程、提示用语和操作方式，方便用户快速完成业务

处理。

*开发中的产品 微信二维码访客功能 手机APP访客管理功能

访客系统流程图

身份证直接阅读或其他证件信息登记

黑名单 第一次来访 多次来访

拒绝访问 录入来访人员的其他资料携带物品等

选择被访人员不在或不同意

（固话、手机、

PC 客户端、

APP 等确认）
同意（固话、手机、PC
客户端、APP 等确认）

拒绝访问

人员及寄存物品拍照保存，

发放门禁卡或打印凭条

人员及寄存物品拍照保存，发放门禁卡或打印凭条

刷门禁卡记录刷卡时间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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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系统网络拓扑图

符合进门条件不符合进门条件

请登记再进入 请进入

访客结束

寄存物品归还，收回门禁卡或签字凭条 注销来访信息 访客来访记录查

询

单元区域身份验证

刷有效门禁卡、访客卡出门记录刷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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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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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主可以通过手机微信在公众帐号上申请二维码分享给朋友，来访时可直

接读二维码即可临时进出小区一次。（能查询到是哪位业主什么时间申请的二

维码，电子凭证什么时间进出了小区。）

2、临时访客拿有效证件在岗亭登记，经业主同意后即可发放临时卡或人工放

行。

微信访客管理必备条件

1、一个楼盘有一个（或以上）微信公众帐号，（最好是有通过认证的）

2、有通过了备案的域名，

3、有 24小时不断电的稳定服务器且可以上外网，

4、楼盘各大门门口有局域网和服务器能通讯上，

5、有人管理访客系统，业主申请微信审核。

访客来访进门的 方法如下方式

一、大门岗亭访客一体机，对临时访客，用有效证件人工登记经被访人同意发

放访客卡刷卡进出。

二、业主通过审核的微信帐号在 微信公众帐号“朋友来访”申请临时电子凭

证“二维码”，访客系统会自动生产一个电子二维码凭证 发到业主 微信号上，

把 这个二维码分享发送到朋友的微信上。朋友收到邀请凭证可直 接用二维码

在闸机上扫描通过，进出一次有效。下次来访须重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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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业主认证通过后，便可进行 访客二维码 申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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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二维码申请成功



13

第七步：将二维码发送给朋友便可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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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对着扫描即可开闸

访客机在线验证人工确认

• 在访客机上开通验证键面，电子凭证人员扫描手机电子凭证即可显示登

记内容。

设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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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T-A8K 豪华型单屏访客一体机

项目 详细参数

外形 全金属一体机，17 寸液晶红外触摸显示屏。☆

专用证件扫描模

块

扫描方式 平板扫描

扫描技术 彩色CCD

光源 CCFL (长寿命冷阴极荧光灯管)

光学分辨率 600×1200dpi

扫描模式 彩色 24位、48位

灰阶 8位、16位

纯黑白/半色调/误差扩散

扫描速度 ID@300dpi 黑白/灰度/彩色，3~4秒

文档尺寸 A6 106mm ×152mm

接 口 USB 2.0

快捷按键 提供2个功能快捷按键

工作环境 温度为：摄氏5°到40°，相对湿度为：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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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工控主机

2G 内存、500G 硬盘。

1.8GHz 双核 CPU

工控主板，采用固态电容，封闭电感，可在 0-60 度之间稳定工作。

内置二合一读卡

模块

读卡类型：二代身份证、IC卡。☆

读取速度：读卡时间≤1.5秒，身份证读取速度≤1秒，读卡距离：≤50mm。

条码枪 内置条码枪，自动连续扫描，红外自动扫描。

摄像头 内置摄像头，CMOS传感器；帧速：120帧/秒；像素：130万。

内置热敏打印机 打印宽度：58mm、打印长度：≥140mm。

产品重量 净重20kg。☆

自动登记安全管

理系统

1、二代身份证读取功能：可读取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芯片信息。

2、OCR 信息识别功能：可通过 OCR 方式自动识别第一、二代身份证的表面信息。

3、扫描功能：可扫描除第一、二代居民身份证外的其他证件，并以图片形式保

存。

4、拍摄存储功能：可抓拍现场图片并自动保存。

5、登记功能：可采集访客信息，输入被访问人姓名，自动调出人员数据，完善

被访人信息。

6、拨打电话功能：可通过主机软件拨打被访问对象的电话号码。

7、操作功能：可通过键盘、触摸屏幕进行操作。

8、查询功能：可按时间、关键字（访客单、访客姓名、被访人姓名）、访客状

态（未离开、已离开、全部）等条件进行查询。

9、签离功能：可实现访客单签离，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签离和手工签离。

10、统计功能：可根据时间、已离开、未离开、全部等条件进行统计。

11、访客单打印功能：可打印访客单。

12、黑名单提醒：不受欢迎人员或公安机关提供的可疑份子名单预先设置黑名

单，黑名单人员来访读取身份证时，系统自动提醒。

13、访客来访历史提醒：曾经来访登记过的宾客或未按正常流程进行出门登记

的宾客再次来访，刷身份证后，则系统可以自动提醒。

14、预约登记功能：被访人预先安排访客来访计划，全部预约拜访计划汇总到

登记处，给予预约客人来访提供周到服务。

15、通过扫描访客单或读取身份证结束访问。

16、被访人信息、来访信息、车辆、携带物等登记。

17、系统管理权限分级：可以实现内部员工分级管理功能，规范化分工作，权

责明确。

18、可设置 VIP 人员，输入姓名，编号，如是 VIP 人员，则提示并打印 VIP 访

客单，不需要选择被访人。

摄像头（内置）
CMOS 传感器；帧速：30 帧/秒；视频 1080P 像素：500W，可上下角度 45°微调。或可外置

TCP/IP 网络广角摄像头全景 1920X1080（同行业第一家技术可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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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单 打印访客单（证件号码隐藏 8 位数）或身份证直接注册开门或发放 IC 卡 、ID 卡 

开通访客门禁管制单次进出刷卡出门自动注销离开登记并记录

短信发送 支持短信发送到被访人手机提醒功能（扩展选配）

访客门禁
支持访客门禁管理功能、访客身份证登记后一次性刷卡开门或开闸功能（独创 无需另行

发卡，二代身份证登记后直接刷开门）（扩展选配）

高清网络摄像头 高清网络摄像头拍照功能，可拍到被访人全景拍照（独创）（扩展选配）

智能电话播号 智能电话播号功能，直接播打被访人手机或座机电话（扩展选配）

预约登记 （行业独创：姓名、证件号码、手机号码任意一项都可成功预约登记）

自定义访客单 自定义访客单报表功能，行业少有

YKT-A7K 豪华型双屏访客一体机

产品功能 产品图片

内置 80MM 热敏打印机：更换简单，便捷。

证件识读：准确读取第二代身份证存储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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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线型设计：外观精美、大方，钣金模

具，精致烤漆表面处理。光学识别：第

一代、第二代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

军官证、居住证、护照扫描并光学识别

姓名、证件号码、地址等基本信息

产品性能

二合一身份证阅读器

模块（内置）

射频技术：符合 ISO14443 Type B 标准

解密模块：居民身份证验证安全控制模块

读卡类型：二代身份证、IC 卡。

读取速度：读卡时间< 1.5 秒，身份证读取速度<1 秒

读卡距离：0-5cm

证件扫描模仪

扫描方式 平板扫描

扫描技术 彩色 CCD

光源 CCFL (长寿命冷阴极荧光灯管)

光学分辨率 600×1200dpi

扫描模式 彩色 24 位、48 位

灰阶 8位、16 位

纯黑白/半色调/误差扩散

扫描速度 ID@300dpi 黑白/灰度/彩色，3~4 秒

文档尺寸 A6 106mm ×152mm

接 口 USB 2.0

快捷按键 提供 2 个功能快捷按键

支持操作系统 Win XP/Vista/Win7/Win8

随机附赠配件 USB 2.0 连接线

驱动程序 TWAIN Driver

工作环境 温度为：摄氏 5°到 40°，相对湿度为：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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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规格 输入：100－240V，50/60HZ 输出：12V，1.25A

功 率 〈12 瓦

体积 (宽× 长×高) 245 mm × 170 mm × 55 mm

重 量 1.8kg

产品认证 中国（CCC）、RoHS、CE 认证

双屏工控主机板（内

置）

Intel Atom D2500 双核 1.86 GHz BGA CPU，GPU and IIO integrated

Intel NM10 , 最大功耗 2.1 W

Integrate Intel GMA 3150 graphic core

支持 DX9.0c特效

支持 DDR3 1066/800 MHz

笔记本一个槽 最大支持 4G

1个 SATA ，1个 MiniSATA

Realtek 8105E-VL-CG(8111E-VL-CG for PCB Version 1.4)
PCI-E Ethernet Controller

Support 100 Mbps with RJ45 百兆网卡

Realtek ALC662 5.1 Channel HD Audio Codec 5.1声道

Support MIC/Line-out Ports

2 * COM ，1个外置 1个扩展

7 * USB2.0 (4 Onboard header and 4 on panel) 4个外置 3个扩展

1 * VGA

1 * PS/2 keyboard and mouse ports

1 * ATX 20Pin power socket

1 * CPU fan socket

1 * Syetem fan socket

1 * PCI slot

1 * Mini-PCIE
1 * LPT

内存 2G

500G 存储硬盘

条码扫描仪（内置） 扫描速度 每秒 100±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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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度 ≥4mil

印刷对比度 最低 30％的反射差。

误码率 1/5000 万

输入电压 直流 5VDC±0.25 伏

待机电流 ＜100mA

受光强度 3000-12000Lux

景 深 5mm-630mm

扫描角度 ±60°±65°±42°（左右、前后、转动）

提式方式 蜂鸣器，LED 指示灯。

温 度 0℃至 50℃（工作）：-40℃至 60℃（存储）

设置方式 自动（依次扫描设置条码）

打印机（内置） 打印方式：黑白热敏 打印宽度：80mm 打印长度：110mm

摄像头（内置）

CMOS 传感器；帧速：30 帧/秒；视频 1080P 像素：500W 自动对焦，可上下角度 45°

微调。或可外置 TCP/IP 网络广角摄像头全景 1920X1080（同行业第一家技术可选设

计）

触摸显示屏 17 寸液晶触摸屏。（大屏显示 超出同类型访客机）

广告显示屏 15 寸（大屏显示 超出同类型访客机）

音响（内置） 1 套

理想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10-35℃；

工作湿度：10-85%；

存储温度：-20-60℃；

存储湿度：20-80%。

配件

电源线 2 套、DC24V3A 适配器 1个、热敏打印纸 2转。

物理参数

产品净重 13.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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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身尺寸 45cm(长)×40cm(宽)×39cm(高)

软件功能

进入来访

登记功能

1、 刷二代身份证自动读取信息

2、 扫描一、二代证、驾驶证、行驶证、军官证、居住证、护照自动识别信息

3、 其他证件扫描为图片自动保存及手动收入来访信息

4、 现场拍照人像采集 物品拍照 多张拍照并自动保存

5、 被访人电话号码自动显示一键拨号通话

6、 来访人其他基础信息登记

7、 被访人信息登记

8、 打印访客单（证件号码隐藏 8 位数）或身份证直接注册开门或发放 IC 卡 、ID 卡 

9、 部门来访人数超员接访预警

10、多次来访时历史被访记录自动弹出显示

11、预约登记功能，快捷方便，

个性化功

能

1 当日访客来访总人数、访客离开人数、未离开人数自动同步显示

2 黑名单自动提醒 及 原因同步显示

3 系统管理权限分级

4 访客单打印样式可选： 58MM、 80MM、 激光打印机 A6（可打印现场拍照照片）

5 触屏模式普通操作员禁止退出访客软件键面防止利用访客机做工作之外的事情。

6 个人来访明细记录自动查询

7 实时访客门禁管制（单次进出刷卡出门自动注销、多次进出当天离开登记有效）可配合监

控摄像头刷卡同时现场通道拍照保存。

8 来访访客的个人证件号码和证件地址信息普通操作员无法查看（有效防止个人隐私外泄只

有超级管理员才可查看）。

9、信访部门接访登记流程自动化管理模块标准版。

离开登记

方式

1 条码枪扫描访客单离开登记

2 读卡器读取 IC 卡离开登记

3 读取身份证离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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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动选择来访记录（单选、多选、全部）离开登记

5 开通访客门禁管制单次进出刷卡出门自动注销离开登记并记录

查询功能
1 访客来访进出记录查询并可导出 Excel 文件

2 访客基本信息查询

网络支持

功能

1 支持单机不联网使用

2 支持多台局域网内信息共享

3 支持多台广域网内信息共享

扩展功能

独创隐型高清摄像拍照，可自动调胶（双屏机独配）

支持短信发送到被访人手机提醒功能（扩展选配）

支持访客门禁管理功能、访客身份证登记后一次性刷卡开门或开闸功能（独创 无需另行发卡，

二代身份证登记后直接刷开门）（扩展选配）

高清网络摄像头拍照功能，可拍到被访人全景拍照（独创）（扩展选配）

智能电话播号功能，直接播打被访人手机或座机电话（扩展选配）

（行业独创：姓名、证件号码、手机号码任意一项都可成功预约登记）

广告显示屏可设置播放滚动视频（行业独创）

自定义访客单报表功能，行业少有

软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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