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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卡通
About Us 

        广州市一卡通计算机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安防产品及交通设施的研发、销售、工程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多元化企业。目前，我们产品涵盖了，

车牌识别，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停车场系统，交通标牌及标线，各种环氧地坪施工楼宇对讲管理系统，监控管理系统，微信访客管理系统，巡更管理系统，

人行通道闸管理系统，手机云平台一卡通管理系统以及电梯控制管理系统等在内的数十种智能产品及机电一体化的产品。根据科技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群体的需

求，我们紧随时代发展步伐，合拍于时代的脉搏，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我们不断开拓创新，为客户创造“一站式”的服务平台，提供*需求分析和项目规划，

优化方案设计。

       公司自2011年成立以来，在行业内努力耕耘，自今，我们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双软企业”“十大创新企业”“*安防产品”等荣誉称号。

此外，我们还是中央直属机关采购协议供应商，广东省政府采购协议供应商，广州市政府采购协议供应商，南部战区物资采购协议供应商。过去的数年中，我

们在省、市政府相关机构部门的指导下，凭借在高科技上的研究生产产品的独特技艺，我们成为众多知名地产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售前

和售后服务，*的高科技产品大大降低了用户的产品维护费用，定期的售后服务更是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信赖。

通过开发APP探索位置服务

2009/10

成立一卡通，
自主研发ONE CARD SOLUTION

2011/1

率先推出基于微信的3D地图

2017/10

率先推出IBEACON行业场景解决方案

2014/10

推出AIF (智能围栏) 系统

2015/10

落地全国377个高铁站跨屏互动营销

2016/10
精准覆盖突破 7 千万平米，超过2亿
C端用户体验落地执行项目超过600个

2019/12

为场景开启更多可能

2021及未来



荣誉资质
Honorary Qualification



为什么选一卡通（OneCardSolution )
我们绕着圈把产品做好，深入业务利用行业通里与产品经验打造落地产品

全国项目落地超过20个省份，客

户遍布超过150个城市，服务品

牌客户超过1000个

首次将2.5D地图应用到微信端，引领整个
行业变革

首次将AR实景与场景服务打通，为用户带
来沉浸式体验

与各类品牌客户一起，将可视化数字资产
与更多管理系统打通，实现可视化管理

在与客户学习搜索过程中
轻量级SAAS、DAAS、拖放式组

件、模型驱动、插件化定制。对

接完成国内各类知名大型场景、

标准LCAP输出，帮助业主快速

落地执行

落地

创新学习

SAAS化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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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落地实施项目
稳定可靠的实施执行团队，高并发覆盖服务全国市场

覆迹300城
精凖布局全国核心城市

l 覆盖高端大型购物中心-60%

l 覆盖全国大型停车场-40%

l 覆盖全国377个高铁站-90%

l 覆盖全国三甲医院-40%

l 室内运营Beacon全国占有率-51%

l 覆盖全国大型空间：会展、景区等-30%



TA们说
一群坚实的产品核心论者与一群实践者的碰撞

首个5G应用适应点，利用AR技术与

顾客进行沉浸式互动，让购物中心更

有趣了

深圳万象天地评价

VIP车位锁预约系统太重要了，减少

了我们的安保人员值守，每天的使用

率高达95%

上海万象城评价

上海天跃科技评价 天安云谷评价

作为智石的第一批客户，落地与对接
的过程经历了2年，智石在整个项目中
的专注，专业度让我们佩服

智石本次不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套C端
应用系统，还解决了我们场景地图可
视化的问题，将我们整个场景的地图
统一化、实时化，真的很棒

杭州城西银泰评价

整个园区太大了，是所有人来我们园
区的感概，在用上了智石C端应用系
统后，我们解决了找楼层、找车和离
开车场的问题，缓解了上下班高峰停
车场拥堵问题

最靠谱的供应商

华润置地集团评价



需求分析
Require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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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人员管理痛点与趋势

人员打卡签到造假

人员进入特殊区域不可知

无法得知人员移动轨迹

人员状态难监控
AIF智能围栏系统

场景痛点 ONE CARD SOLUTION

提高监管效率

健全管理信息

场景建筑可视化展示

有效数据决策

多建筑多楼层展示

智能预警平台

轨迹查看

考勤打卡

传统方式效率低，问题多

节约人员成本

安全预警

AIF Intelligent Fence System



解决方案
Our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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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F智能围栏系统-核心功能模块
AIFance智能系统，为大型空间提供各类完全智能状态管理，安全预警、安全轨迹绘制与展示

多建筑多楼栋统一管理

状态比对
人员（设备）在线离线实时显示，监控台多宫格实
时监控，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轨迹展示
实时展示当前人员、设备位置、轨迹动态查询展示

安全预警
结全精准高灵敏电子围栏，提供多种预警规则，不
错过任何安全预警

无感考勤
进入指定区域自动打卡上报，实时且精准的获取人
员位置

智能设备接入
系统可接入更多智能传感硬件，智慧物联，赋予
场景更多体验

超大容量，多建筑集群地图，多楼层展示，清晰查
看建筑结构以及物资/人员在建筑中的定位

数据分析
智能传感器的采集与分析，有效提升决策者的数据依据

考勤/巡检导出
考勤、巡检报表一键导出，减少纸质工作，提高物业管
理效率

人员管理平台



AIF智能围栏系统原理
通过低功耗蓝牙(BLE)智能电子围栏系统对人员(资产)进行定位和监管

Beacon设备以一定的间隔广播信号，吊牌采集数据筛选最强多个信号值广播，LoRa基站采集数据回传接收，后台通过地图引擎、蓝牙引擎以及地理围栏系统的结合实现对人员
(资产)定位、历史轨迹、区域报警等功能。

带蓝牙扫描和LoRa数据传输的吊牌扫描筛选周边
蓝牙信标广播的数据并上传至LoRa基站

蓝牙信标广播信号 LoRa基站

蓝牙定位引擎

地图引擎基础

+
SDK

AIF系统

云
端
服
务
器

+
精准定位点

LoRa基站采集数据回传后台服务器
进行数据处理以及展示

物业人员管理平台

+



多建筑多楼栋统一管理
超大容量，多建筑集群地图、多楼层展示，清晰查看建筑结构以及物资/人员在建筑中的定位；

1

在可视化多楼层地图中，可展示在场景人员或物资的地图标注位置。可用于实时调度、智能派工、危险区预警等。是优化配置路线，就近调拨资源，提前杜绝靠近危险区等指挥管理工作助手；



人员状态比对
人员（设备）在线离线实时显示，监控台实时监控，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2

楼层             在线             离线

F1                45                  4

F2                68                 18

F3                32                 23

F4                23                 16



轨迹展示分析
针对专人设定特定的运动轨迹，对比执勤人员的实际轨迹，确保执勤人员的执勤情况，支持查看每天的轨迹回放和报表生成；

3



安全预警
多种类型的预警规则，满足不同安全管理和追踪监测需求；且全部警报有历史档案，可设置手动和自动处理警报规则，减少管理员日常处理工作；

4

离开报警

进入报警
人员或物资进入无权限围栏区时，系统触发警报

滞留超时警报
人员或物资在权限围栏区滞留超过设定时间时，系
统触发警报

缺/超员警报
人员或物资在规定时间未进入围栏区时，系统触发
警报

拟合作弊警报
通过曲线聚类算法，预警人员轨迹存在长时间相同
率，防止替他人带Tag作弊事件

软拆卸警报
手环（须带有软拆卸警报功能）表带分离时，系
统触发警报

人员或物资离开规定权限围栏区时，系统触发警报

一键呼救警报
人员需紧急求助时，按吊牌或手环一键呼救键，即可
在管理后台收到警报，并定位呼救位置

人员或物资在全区或指定围栏区，静止超过设定时长，
触发警报，预防人员倒地危险可及时救助

静止过长警报

TAG低电量警报
当吊牌或手环电量低设定值时，触发警报

TAG蜂鸣/震动警报
当手环或吊牌（须带有蜂鸣器或马达），当有离
开、进入、滞留、静止、缺员、拆卸等警报时，
会发出蜂鸣或震动及时提示人员



无感考勤5

利用iBeacon的工作原理，用户进入到对应区域，自动实现无感的签到和考勤，帮助企业采集和提升工作效率；

员工打卡签到

轮班查房指派

结合智慧导航功能，导航至打卡范围时一键更新打卡状态，助力场景智能化信息
管理建设

线上设置轮班查房工作任务，告别纸墨记录，简洁高效，让每日的排班记录更加
清晰立体，提升场景工作管理效率

方案1：
安装iBeacon蓝牙信标
佩戴Lora吊牌

当前定位：三号楼打卡区域

方案2：
安装iBeacon蓝牙信标
手机端使用



轨迹回放6
用户自定义时间段，随心查看人员历史轨迹，多维度搜索，快速锁定人员轨迹；



考勤、巡检报表导出7
考勤、巡检报表一键导出，减少纸质工作，提高物业管理效率；

删除本次记录



更多AIF智能围栏界面8
AIFance智能系统，为大型空间提供各类完全智能状态管理，安全预警、安全轨迹绘制与展示；



硬件参数&安装方式
Hardware parameters &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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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参数
蓝牙信标可构建场景可视化服务，LoRa基站配合吊牌和已经铺设的蓝牙信标可完成场景的人员定位方案

  LoRa基站   蓝牙信标

 LoRa吊牌



蓝牙信标安装方式

F2

Beacon点位23个 部署高度保持在3-5米左右 部署界面平整易固定设备

部署位置应避免金属材质，以免影响信号，所有设备尽量保持在同一高度，部署位置应该能保证设备安装牢固不易掉落；



LoRa基站安装方式
基站可用于室内、室外。室外使用注意防水、接地等相关问题，尽量安装在人不容易触碰到的地方，天线周围尽量不要有遮挡；

室内安装部署示意 楼层安装部署示意 室外安装部署示意



智能硬件及运维工具

智能硬件
通过数据感知硬件创建基础感知层和数据探针，结合C端智能可视化平台、AIF智
能围栏系统、BRTD大数据分析平台，为每个实体场景，构建数据化资产

运维工具
运维APP对硬件设备进行状态监控、参数调整配置；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为用户以及开发者提供快捷实用的项目调试以及设备数据报表输出

01

02

Intelligent Hardware &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Tools



智能硬件矩阵
Intelligent Hardware

Smart Beacon

超强续航、安装更换便捷

CloudBeacon 2.0

超灵敏蓝牙嗅探，全覆盖天线让精度
更精准

B-Tag

小巧便捷，低功耗

Max Beacon

超长待机、简易牢固、多种安装方式

人脸识别摄像头

高精度人脸识别，高解像力、高画质

智能胸牌

轻便易戴，功能强大，一键呼救，精
准位置感知能力

Mini Beacon

USB供电，即插即用

LoRa基站

超长传输覆盖，大中型被动定位场景
专用

BrightBeacon H1

一键呼救、区域报警、轨迹回放

人体感应器

精准灵敏人体红外感应模组



运维工具-设备配置管理APP
对硬件设备进行状态监控、参数调整配置；保证系统正常运行，为用户以及开发者提供快捷实用的项目调试工具

OneCardSolution配置工具

用于扫描配置Beacon设备、修改对应参数、批量配置、
云端更新固件等

CloudBeacon配置工具

用于蓝牙扫描配置CloudBeacon、修改WIFI连接、批
量绑定、解绑、配置、更新固件等

一卡通巡检工具

集合体验、巡检、配置OneCardSolution为一体的综
合室内地图管理工具；提供室内地图、定位体验、巡
检、配置为一体的管理工具



后端设备管理及巡检报告的输出
云端管控场景设备，对设备进行统一管理，点位巡检地图直观可见，巡检报告输出方便后期设备维护工作

删除本次记录



服务体系
Ou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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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售后服务1
贴心完善的维保售后服务，保证项目稳定运行的同时给客户带来更多增值服务；

永不解散的项目服务小组，质量问题无
推诿，快速响应解决故障

数据分析报告输出项目运维

硬件设备质保1年，定期输出硬件
设备季巡检报告，维保期间，提供
项目备用硬件，老客户购买硬件7

折优惠

硬件服务

维保期间，我司按照需求输出
对应数据分析报告 

维保期间，提供整体项目设备巡检，
配置APP的使用

售后培训

工具服务
维保期间，若客户系统有第三方关

联，接口发生变化，我司免费升级；
若我司更新迭代底层最新引擎，我

司提供升级

系统升级

规范的软硬件使用手册、培训文档、远
程在线支持，手把手教会一线服务人员



案例篇
Case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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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案例

稳定

自主研发的C端智能可视化应用平台、AIF智能围栏系统、BRTD大数据分析平台、
智能硬件及运维工具，帮助C端用户实现可视化指引、个性化身份识别，帮助TOB

客户有效的实现资产、人员等状态管理及数据分析，降低场景运维成本，提升场
景的数据资产应用

落地

核心业务已经落地全国近300座核心城市，覆盖数百个商业综合体、停车场、
医院、会展中心等大型公共空间。如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杭州湖滨银泰商城，

天台县人民医院，衢州行政中心等

我们深入学习理解众多行业，与品牌伙伴一起成长



C端智能可视化应用平台案例
轻量级，易集成，适用性强，结合行业场景专属定制改造，超强人性化体验

案例体验二维码

深圳万象天地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天安云谷

杭州 in77 天台医院 洪崖洞



AIFance智能系统，为大型空间提供各类完全智能状态管理、安全预警、安全轨迹绘制与展示

台州前进化工厂 国寿嘉园-韵境养老院烽火-虹信园区

AIF智能围栏系统案例

渝都监狱



创新型应用案例
多种创新型项目落地案例，深入活动营销，用户互动，场景智慧化改造领域

AR实景 智能母婴室 互动营销主题活动



更多落地案例

更多领域

大型购物中心

医院/养老院深圳万象天地、深圳湾万象城、壹方城、九方购物
中心、海雅滨纷城、欢乐海岸城、厦门万象城、萧
山万象汇、华润时代广场、上海万象城、扬州万象
汇、济南万象城、昆山万象汇、吴江万象汇、德汇
中心、国泰时尚广场、义乌之心、杭州湖滨银泰、
城西银泰、杭州501城市广场、建发湾悦城、大唐
西市、元朗广场、世贸中心、V City商城、大埔超
级城 等……

广州南站、佛山西站、长沙南站、汉口站、武
昌站、合肥南站、西安北站、青岛北站、太原
站、沈阳北站、沈阳南站、大连北站、通辽站、
长春站、成都东站 等……

天台县人民医院、长沙肿瘤医院、绵阳中心医
院、苍南医院、锦州市中心医院、诺莱国际医
学中心、国寿嘉园-韵境、奉贤养老院……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悉尼机场、台州前进化工
厂、武陵监狱、娄山关风景区、海派博物馆、
上海州桥景区、杭州水利馆、衢州行政中心、
洪崖洞、空中小镇、万达云基地、厦门集美图
书馆等……

高铁站

厦门万象城停车场、深圳天安云谷停车场、东莞
家汇停车场、北京大悦城停车场、成都花样锦江
停车场、重庆八一停车场、深圳环球数码大厦停
车场、深圳海雅缤纷城停车场、深圳太子湾停车
场等……

停车场



公司名称：广州市一卡通计算机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大灵山路18号裕景工业园8栋1楼

客服电话：400-618-9358

www.gzyk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