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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随着 Internet 的高速发展，以及企业现代化人事管理需求的不断增加，传统的考勤解决

方案已经不再能够满足高端客户及大型企业的管理要求。目前大型企业人事管理所面临的问

题，不再单单是针对人员的管理，逐渐在向员工、考勤设备、卡的综合管理过渡。如何保障

企业在使用大量考勤设备和管理众多员工的同时，对考勤设备、考勤数据高效、准确的管理，

成为管理人员必须面对的一个管理难题！ 

本系统正是顺应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以及广大客户的需求而开发出基于 B/S 架构的考

勤管理系统，这种基于 B/S 架构的考勤系统必将为企业的办公自动化带来巨大变革。本系统

可在局域网、广域网内实现，方便企业考勤的异地管理，数据完全实现自动上传下载，管理

人员无须太干预，实现真正的管理“无人值守”！  

ZK Software Inc.是全球著名的生物识别核心技术及产品提供商，员工近 1000 名，在美国/

中国设有商业机构，在中国深圳设有深圳工厂占地近 20000 平方米，东莞中控产业基地占地

近 30000 平方米。从产品研发/工业设计/SMT 自动流水线/光学设计生产中心/模具设计中心/

注塑生产线/印刷生产线/五金生产线等全部的产业设计制造链，公司从 1985 年开始从事指纹

识别算法、面部识别、虹膜识别等技术的研究，已经有超过 5000 万人使用中控科技的指纹识

别技术，同时有超过 180 万套中控科技生产的指纹识别产品在全球运行，中控科技致力于生

物识别技术在全球的推广应用及产业化的发展。中控科技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识别算法

ZKFinger 是全球最为开放的技术之一，从 LIDense 到 OEM/ODM/OBM 等商业模式已经被中

控科技建立，在全球有近 1600 家合作开发商，一个杰出的市场、技术、制造团队已经见证、

经历、创造着生物识别的历史。目前中控科技是全球最大的指纹识别民用产品核心技术提供

商、生产商、OEM 制造商，占据全球近 40%以上的民用市场。 

银泰科技作为山东省最大的考勤机运营商，在市场运作和品牌建设上，永远同合作伙伴

携手共进。为保证市场利润空间，银泰科技一贯执行针对代理商“五个保障”的商业经营模式：

即市场保障、项目保障、产品保障、技术保障、服务保障。以“把握科技高端，共赢指纹市场”

为核心，秉承“求真、务实、创新、卓越”的企业文化，不断创造生物识别行业的辉煌。  

 

关键词：基于广域网考勤       进出考勤数据实时传输   无须复杂

网络设置    报警信号实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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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系统适用范围 
适用于： 

1、保险类企业，全国分支机构较多，人员众多 

2、金融单位，如银行、证券公司 

3、大型物流类公司 

4、连锁餐饮、超市 

5、其他有分支机构但人事由总部管理的公司 

只要有集中人员考勤数据管理、考勤数据网络实时传输需求的大型企业客户都可以应

用本系统。 

三、 系统架构说明 
系统架构可根据客户实际网络模式进行搭建，现以以下两种模式进行说明： 

 

 

1、 宽带接入模式： 

分支机构只要可以上网即可，上网方式可以不固定（拨号、宽带均可）。总部上

网方式要求是专线宽带接入（服务器也可以采用托管方式），由于传送的 数据量很小，

对带宽要求不是太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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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架构网络图示 1---专线宽带网络接入模式） 

 

 

 

 

 

 

3、网络特点： 

1）、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数据库，实现与目标数据库的无

缝连接； 

2）、操作方便，简单易学； 

3）、安装方便，通讯一根网线就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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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突破地域限制，真正实现广域网通讯； 

5）、独特的实现通信方法，在一个系统中使用没有台数限制； 

 

四、 系统功能简介 

 

1、 WEB 管理软件主要功能： 

系统按照操作类别分为如下功能： 

(1) 设备监控与管理 

此操作根据管理员权限的不同，可以操作指定区域或部门的考勤机。分别可对考勤机

进行如下操作: 

A、 删除：可以删除选中的考勤设备。 

B、 暂停使用：对选中的设备暂时停止使用 

C、 恢复使用：与暂停使用成对操作，恢复暂停使用的机器 

D、 升级固件：可通过此操作将最新版本固件写入到远程考勤机中 

E、 备份登记数据到其他设备：可以将选中设备中的指纹信息写入到其他点的考勤设

备中，指纹移植性不存在问题。此操作可以用于类似于员工调岗等操作。 

F、 重新传送设备上的全部数据：将选中设备中的考勤记录、人员信息重新传送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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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中。 

G、 重新传送设备上的考勤记录：只传送选中设备中的考勤记录到服务器中。 

H、 检查更新设备信息：重新检查选中设备的所有数据信息。 

I、 重新启动机器：对选中的机器远程重启。 

J、 立即检查并传送数据：对选中的机器检查并传送所有数据。 

K、 清除设备上的所有数据：将选中设备中的所有数据全部删除。 

L、 清除设备上的考勤记录：将选中设备中的所有考勤记录删除 。 

M、 设置自动关机：可以对选中的设备设定关机时间，到规定时间后远程考勤设备自

动关闭。 

数据操作标志： 

L：查看本设备中的考勤记录。 

E：该设备中的人员登记信息。 

U：该设备自动上传服务器操作的日志。 

C：服务器下发到该设备命令的日志 。 

F：对该考勤设备中的文件进行管理。 

 

    （2）使用人员管理 

 

      在此页面中，系统显示所有员工信息，管理员也可根据条件查询相应员工信息，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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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设备名称、性别、部门、更新时间等条件进行查询。管理员可进行如下操作： 

A、 删除：删除选中员工的所有信息。 

B、 传送数据到设备：将选中的员工传送到指定的远程设备。 

C、 从设备中删除人员：将选定的员工在指定的设备中删除。 

D、 调整人员单位：将选定的员工调整到新的部门中。 

E、 转移人员数据到新设备：将选中的员工从原来设备中删除，并传送到指定的

考勤设备中。 

     （3）系统管理员管理 

      此操作用于对使用本系统的管理员进行管理。在此操作中，可新增管理员、删除管理

员，并可对选定管理员的权限进行分配和修改，可以为任意一个管理员指定可操作的设备，

实现分级管理（分为超级管理员、考勤机管理员、考勤机操作员、机构管理员等）。 

 

如下图所示： 

 

（系统管理员管理页面） 

 

（管理员设置页面） 

2、考勤管理软件特色功能介绍 

A、 总体说明 

《考勤软件增强版》以下简称《增强版》，《2007 版考勤软件》简称《标准版》。 

《增强版》是因客户需求在《标准版》的基础上改进完成，弥补了原有软件的不足，现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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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企业得到应用，该版是为了满足更多客户的应用，以拓展更广阔的商业空间，但不要认

为该版是万能的，只是为特定需求的客户定做而成的，为更好地进行推广，现整理成使用说

明。 

B、 适应范围 

该版除具备原有的功能外，又增加了特定功能，主要适应于不想排班，或者上下班根本没有

规则无法排班的客户，并且客户要求统计的结果是员工在单位的实际工作时间。举例来说，

员工 A 有可能 8:00 上班，也有可能 9:00 上班，有可能 12:00 下班，也有可能 20:00 下班，企

业只想知道员工 A 在单位的实际时间。跨天也可以。有人可能要问既然不用排班也能统计，

为什么《标准版》还要排班？对于排班后人员统计的结果数据将会更全面，比如能统计旷工，

迟到，早退等，如果没有排班，员工 A 一天没有签到退记录，系统也无法判定该员工旷工，

员工 A 9:00 签到，系统不能判定是否迟到，这就是排班和不排班的区别。也有人要问既然统

计不出旷工等项目，那该版还有什么用？有一些单位比如饭店，超市，娱乐场所等是计时计

薪的，签到即算上班，签退即算下班，这种单位不在少数。 

C、 适用机型 

一般情况下需要有状态键的机器，如签到、签退等键，用户在考勤时先选择状态键再考勤，

为什么如此要求？销售人员有必要理解原因，举一个例子就能明白其中道理，比如员工 A 的

考勤记录如下： 

2007-10-16 09:00:00 21:00:00 

2007-10-17 08:00:00 20:00:00 

2008-10-18 08:00:00 20:00:00 

如果没有状态键，统计 17 日的数据，系统可能把 08:00:00---20:00:00 作为一个时间段统计，

实际上有可能是 2007-10-16 21:00:00---2007-10-17 08:00:00 为一个时间段，夜班统计成了白

班，所以就全错了。 

如果客户的实际情况比较简单，比如只有白班，没有跨天的情况，软件进行适当的修改后也

可以不用状态键的机器。 

D、 与统计有关的参数（针对没有排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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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中划红线的参数影响统计结果。 

 

 

 

 

 

 

 

E、 打印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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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资料 

 

五、 系统操作流程 
1、安装： 

a. 软件安装：在总部服务器上安装 BS 服务器考勤管理软件，并配置相关网络环境。 

b. 数据库安装：根据客户需求，在服务器上安装数据库，系统支持 MS SQL Server、

MySQL、ORACLE 等，同时可扩展至其他数据库。 

c. 在管理人员 PC 机上安装 2007 版考勤软件，并设置数据库指向，连接到指定的数据

库。 

2、网络连接： 

a.系统采用 HTTP 协议，由考勤机主动发起向服务器连接和数据传送请求： 

b.支持复杂的网络接入方式：如 ADSL／ISDN／远程 Modem 拨号接入、ISP 专线等等 

c.支持广泛使用的 Web 访问方式：如路由、NAT、Http 代理等等 

d.网络防火墙通常打开 Web 访问的 HTTP 协议端口，从而考勤机到服务器的访问几乎

不受限制 

3、数据收集及人员信息上传下载： 



 

 

基于 BS 架构的考勤管理系统         轻松实现异地员工的考勤管理                  

    技术领先：A.员工考勤后，考勤数据自动上传到服务器 

B.新录入的员工指纹自动备份到服务器 

可设置为如下几种方式进行传送： 

（1）、实时上传到服务器； 

（2）、考勤机间隔一段时间（如 5 分钟）检查并传送新数据； 

（3）、设定几个时间定时检查并传送新数据； 

4、数据统计： 

   员工考勤数据及报表统计由 07 标准版软件完成，排班及报表完全可以满足大部分客

户的管理需求。同时可以分配不同的权限给不同级别的管理人员，当地管理人员随时可

以统计查询本地员工考勤状况。 

六、 技术特点： 
1、数据自动上传下载，实现真正无人值守： 

 只传送新的数据，已经传送过的数据不会自动传送，但可以从服务器上要求重新传送 

 如果网络暂时不能正常联接，在恢复连接后数据会自动重新传送 

 数据通常是打包在一起成批传送的，从而降低网络连接的开销 

 因为网络问题而传送失败的数据会重新被传送，直至成功为止 

 数据上传下载不影响正常的考勤使用，只有在通过服务器大批量下发人员指纹到考勤

机时，才会稍微减慢考勤的速度 

 对考勤机进行远程控制 

 自动升级终端考勤机固件 

2、数据可加密、压缩传送： 

• 加密和压缩传送数据是一个可选项，同时进行，加密使得数据的传输更安全，压   

缩使得网络通信的带宽占用大大降低 

• 加密和压缩采用专门的算法，其特点是速度快、效率高，基本不会给服务器和考 

勤机带来过大的开销 

• 通常，20K 的考勤记录数据可以压缩到 6K 在网络上进行传送 

4、依托强大的 http 服务器： 

a.支持 Linux、Windows XP／2003 及其以上版本 

b.支持 Apache／IIS／Lighttpd／Nginx 服务器软件 

c.利用 HTTP 服务器的高稳定、高可靠性和多进程管理能力，实现高并发连接数支

持，从而可以同时连接数千台考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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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可根据考勤机数量、实时性和安全性要求等实际需要灵活布署多台服务器 

5、考勤终端特点： 

   a.考勤记录存储自动维护：满 50000 条自动清除前面的 10000 条记录 

   b.指纹可自动互相备份： 

• 在一台机器上登记的用户和指纹可以自动传送到另一台机器上进行备份，从而一 

个地方多台考勤机的时，员工只需在其中一台上登记指纹就可以在另一台上比对； 

• 一个考勤点多台机器，相互备份人员数据，除了提高使用效率，也降低其中一台 

意外损坏时的不能考勤的风险 

c.可在联网内的任意一台考勤机上进行考勤，是解决大规模（上万人）考勤的理想解

决方案： 

6、可扩展为多媒体信息终端： 

 可以从服务器发送广播消息和短消息到考勤机上显示 

 可以定制在考勤机上显示当地的天气预报 

 可以扩展为员工查询信息的终端 

 彩屏机可以扩展支持广告显示和播放 

七  系统实施要求： 
1、服务器通讯要求满足如下条件即可： 

a. 企业内部网的服务器 

b. 专线网络上的服务器 

c.  VPN 节点 

d. .Internet 访问 ：※租用 ISP／IDC 的服务器／虚拟服务器 

※在电信、网通的服务器机房建立托管服务器 

※直接租用中控的服务器 

2、设备要求： 

       除指纹考勤设备外，我们也提供将射频卡考勤设备定制成支持该系统功能的产品。 

附:此功能为现有设备标配功能和标配软件,如果有设备定制和软件定制需进一步的协商来决

定. 

八、 系统报价 

 

型号 单价 数量 总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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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元）  （元） 感应卡+摄像， 

· 定时响铃：用户可以设定响铃时长

和响铃时间段  

· 记录查询：用户可直接在考勤机中

查看考勤记录  

· 支持 T9 输入法 

· 摄像头：130 万高清摄像头，直接

拍照，无需上传，轻松显示 

· 卡容量：50,000 张  

· 记录容量：150,000 条 

· 摄像头：130 万像素  

· TFT：3.5 寸 6 万 5 千色高清彩屏  

· 通讯接口：TCP/IP, RS485/232 

B/S（含加密狗）   （元） 网络版考勤软件（1 个考勤机算 1 个

点） 

合计     

产品详细介绍 
M880 是中控科技 2009 年 5 月推出的一款 3.5 寸彩屏带拍照功能的射频卡考勤门禁一体机，

该款产品在原来 3.5 寸彩屏射频卡考勤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摄像头拍照功能，内置 130 万像

素高清摄像头，可以轻松实现员工照片拍摄和显示，标配高级门禁功能，标准的 TCP/IP通讯，

经过 USB-IF协会认证的 U 盘下载和 Client模式通讯，方便得 T9输入法，对公对私的短消息

功能、用户可自定义的定时响铃和其高贵典雅的外观设计，适合 100-500人考勤管理。  

特性：  

 

· 多媒体 TFT彩色屏幕：6万 5千色高彩,分辨率为 320*240,真彩显示屏,画面亮丽  

· “急速体验”： IT 行业主流的数据传输技术 USB–Device,传输速度是 232 方式的数倍以

上，感受法拉利般的速度  

· 定时响铃：用户可以设定响铃时长和响铃时间段  

· 记录查询：用户可直接在考勤机中查看考勤记录  

· 支持 T9输入法：可直接通过机器键盘输入汉字,编辑用户姓名及短消息,实现智能化操作  

· 标准 TCP/IP 协议：稳定的基于 Linux 系统的 TCP/IP 设计,将使得跨网段、跨网关，复杂

环境的网络轻松连接  

· 摄像头：130万高清摄像头，直接拍照，无需上传，轻松显示 

· 专业门禁端口实现考勤门禁一体化 

· 采用先进的表面处理工艺，黑色外观尽显豪华大方 



 

 

基于 BS 架构的考勤管理系统         轻松实现异地员工的考勤管理                  

技术参数  

· 卡容量：50,000张  

· 记录容量：150,000条 

· 硬件平台：ZEM510  

· 操作系统：Linux  

· 算法版本：ZKFinger VX9.0 多引擎识别算法  

· 摄像头：130万像素  

· TFT：3.5寸 6万 5千色高清彩屏  

· LED指示灯：红，绿  

· 通讯接口：TCP/IP, RS485/232  

· 继电器输出：电磁锁，电插锁等  

· Wiegand信号：Wiegand 输入/输出  

· FAR：≤0.01%  

· FRR：≤0.0001% 

· 工作温度：0℃-45℃  

· 工作湿度：20%-80%  

· 标配功能：内置 ID卡模块, Work code, Photo-ID, Web server, 短消息, 定时响铃, T9 

输入法  

· 选配功能：Mifare卡, 内置 Wi-Fi, 内置 GPRS  

· 语言：简体中文  

· 尺寸：205.3 * 149.5 * 41.6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