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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概述 

科松 L 系列智能门禁系统是一个综合性的门禁应用管理系统。系统利用先

进的网络通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智能事务管理软件，对政府机关、企事业

单位、团体、学校、居民小区、智能楼宇与大厦等的门禁提供管理支持，以实

现管理的自动化、智能化和安全高效的功能管理目的。 

系统以 IC 卡、ID 卡、CPU 卡、指纹、人脸、虹膜等作为信息载体，利用先

进采集系统对前端识别信息进行采集分析，通过先进的加密传输到门禁控制系

统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下发给电磁门锁发送控制信号以开启控制门锁。同时将

运用操作时间和所使用的身份识别等信息记录、存储在相应的数据库中，方便

管理人员的随时查询，同时也加强门禁的安全管理工作。 

科松智能门禁管理系统，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门锁工具，而是一种快捷方

便、安全可靠、一劳永逸的多功能、高效率、高档次的管理系统。它能够让你

实实在在享受高科技带来的诸多实惠和方便，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二、项目需求分析 

该项目拟对多个门点安装门禁，对人员通行权限进行管理，要求加装的门

点实行智能卡门禁管理，该项目对智能卡门禁系统的具体需求如下： 

此处填项目具体需求 

系统采用 TCP/IP 网络结构，各门禁点统一管理。 

基于科松公司在智能卡一卡通系统领域的研发技术实力，和多年服务各类用

户的丰富经验，针对项目以上需求提供一套智能卡门禁管理系统解决方案，提升

应用场所的安全性、门禁使用便捷性。该门禁系统采用技术先进的、组网方便的

TCP/IP网络通讯型支持 10M/100M自适应网络端口，门禁数据统一管理，门禁卡

使用安全性能高，技术成熟的 Mifare-1 IC 卡。 

三、设计方案遵循标准和原则 

33..11 设设计计依依据据  

本方案的设计参照了项目所提供的需求说明、技术文档、图纸等，方案设计

还遵循以下相关技术规范和行业及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15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2016 

《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93 

《工业企业通信接地设计规范》GBJ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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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201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50348-2018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GA/T75－94 

《安全防范系统适用图形符号》GA/74－2017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12 

《商用建筑线缆标准》EIA/TIA－568A 

《出人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6－2007 

《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要求》GA/T394－2002 

《出入口控制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GA/T1093－2013 

 

33..22 设设计计原原则则  

实用性：系统设计符合实际需要，系统设计以经济实用为首要遵循原则，避

免片面追求系统的超前性造成资源浪费。 

成熟性：以实用为原则采用成熟的经过工程检验的先进技术和产品。方案设

计中所选用的产品均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和成功的工程应用实例。 

先进性: 系统采用国际、国内的通行的先进技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开放性：采用开放的技术标准，避免系统互联或扩展的障碍。 

标准化：国际标准化的设计和标准化的产品。 

可扩展性：充分考虑未来发展，在系统设计时留有合理的冗余。系统具有充

分的扩展能力，为今后系统的扩充留有充分的余地。 

安全性、可靠性：包括系统自身的安全和信息传递的安全，以及运行的可靠

性，满足系统能够确保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的要求。 

设计、施工、运营与服务：强调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为用户提供高效、便

捷、运行可靠的应用方案。 

33..33 设设计计思思想想  

本方案设计遵循经济实用、安全稳定的智能卡门禁系统应用设计思想，参照

先进性、成熟性、开放性等设计原则，为该项目提供一套高品质、先进的智能门

禁管理系统，系统设计采用技术成熟、性能卓越的门禁设备及稳定高效的管理模

式，系统即能满足当前管理需要，又能适应未来发展。通过该系统的应用，完善

楼宇安全防范管理措施，提升物业管理效率和水平，提高综合管理的经济效益。 

四、系统方案设计 

根据本项目对门禁系统的管理需求及工程特点，参照应用设计思想，技术方

案从设备选型、系统结构、功能特点、设备性能参数等方面进行门禁系统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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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44..11 设设备备选选型型  

COSON是深圳科松技术有限公司的一卡通品牌，科松是国内最早从事“门禁

一卡通”的企业之一，连续数年入选“中国安防 100强企业”。旗下门禁产品多

年连续获得“中国安防十大品牌”、“中国安防十大民族品牌”。科松一卡通产

品主控板采用军工级电子元器件，所有输入输出端口均有专门的防强电、防雷击

保护设计，系统稳定性极佳，可长期稳定工作。 

4.1.1 选型原则 

1) 所选设备能够保证长期不间断稳定正常工作，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过

载保护能力等，易安装、易管理、易检测、易维护，并具有技术上的先

进性。 

2) 设备部件均为标准化，模块化设计，具有良好的替代性和扩展性。 

3) 设备与设备间的连接线路均采用国际通用的接插件，安装维护方便并保

障数据传输稳定。 

4) 所选设备考虑防护要求，具备防破坏、防腐蚀、抗干扰等特性。 

5) 主要设备具有防雷击保护措施，系统设备具有良好的接地保护措施，保

证操作人员安全及系统设备运行安全稳定。 

6) 所选设备外形考虑与安装环境建筑风格的一致性，外形美观大方。 

7) 系统软件的操作界面直观，符合用户操作习惯，菜单设计结构清晰，易

于理解，具有中文操作提示功能。 

8) 选用的全部设备均符合中国大陆的电源电压规范，主控设备接入电压采

用交流 220V 50Hz 标准市电，保证所有设备接地电势相等，无电位差。 

9) 所选产品均符合中国大陆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技术规范等要求。 

4.1.2 门禁系统主要设备选型 

1) 门禁系统采用科松品牌最新研发的的 L-A80 系列网络门禁，该系列门禁

系统为 TCP/IP 通讯型，采用有单门双向、双门双向及四门单向控制器，

根据工程情况选用。 

2) 门禁读卡器选型采用科松品牌 R2000，全功能门禁读卡器。 

3) 出门按钮选型采用科松品牌 MK门禁系统专用出门按钮。 

4) 电锁可根据应用需求和门的材质结构等情况进行选择，一般常用的电锁

类型有电插锁、磁力锁、阴极锁、灵性锁等。 

4.1.3 系统卡类选型 

本方案设计采用的智能 IC 卡是 Mifare-1 卡，Mifare 是 NXP 半导体（原

Philips Electronics）所拥有的 13.56MHz 非接触性辨识技术。Mifare-1 非接

触式 IC 卡是无源卡，自带天线，内含加密控制逻辑和通讯逻辑电路，每张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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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唯一不可改序列号，可改写 10 万次，读无限次，采用双向三次验证机制和多

重加密技术，安全性高，感应通讯，无方向性，0.2秒内就完成读卡操作，使用

非常方便。 

 芯片：NXP Mifare 1 S50 

 存储容量：8Kbit，16个扇区 

 工作频率：13.56MHz 

 通讯速率：106K Boud 

 读写距离：10cm以内（与读卡器有关） 

 读写时间：1～2ms 

 工作温度：－20℃～85℃ 

 擦写寿命：>100,000次 

 数据保存：>10年 

 外形尺寸：ISO标准卡 85.6×54×0.8/异形卡 

 封装材料：PVC、ABS、PET、PETG、0.13mm铜线 

 封装工艺：超声波自动植线/自动碰焊 

 执行标准：ISO 14443 

44..22 系系统统结结构构  
 

 

 

 

 

 

 

 

 

 

 

 

 

 

 

 

 

 

 

 

 
图 4-1 L-A80系列门禁系统结构图 

44..33 系系统统组组成成及及设设备备清清单单  

门禁系统由读卡器、出门按钮、电锁、门禁控制器、网络设备、后台管理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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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系统管理电脑等组成，以下是一套标准门禁系统的设备清单，仅作系统组成

说明用，项目工程的实际配置以商务配置报价单为准。 

一、管理中心设备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数据库服务器  台 1 可与门禁管理电脑共用 

2 门禁管理电脑  台 1  

3 写卡器 CSS522Y 台 1 可选，IC 卡初始化写卡号 

4 门禁管理软件 L-BSEXE 套 1  

二、门控点设备 

1 门禁控制器 L-A8010/20/40 台 1 
单门双向、双门双向、四门

单向可选  

2 读卡器 R2000 台 1 
可读身份证，IC，金融卡，

NFC 

3 触摸按钮 IT01 个 1 用于按钮出门 

4 门磁 RC-33 个 1 选配 

5 磁力锁 CSL101M 把 1  

三、线材线管及辅材 

1 电源线 RVV 3*1.5mm
2
 米  AC220V 电源线 

2 网络线 UTP Cat.5e 米  网线 

3 读卡器线 UTP Cat.5e 米  网线 

4 开门按钮线 RVV 2*0.5mm
2
 米   

5 门磁信号线 RVV 2*0.5mm
2
 米  可选 

6 电锁线 RVV 2*0.75mm
2
 米   

7 线管 PC25 米   

8 辅材  批   

组成说明： 

 计算机：系统操作平台，用于安装门禁管理软件； 

 打印机（可选）：用来打印输出门禁系统生成的各种数据报表； 

 门禁管理软件：通过软件设置控制器运行参数、用户授权等系统管理； 

 发卡器：用于对用户的卡片进行初始化授权加密； 

 感应 IC卡：用于用户刷卡开门的凭证，电子钥匙； 

 读卡器：通过射频感应原理，识别感应卡并读取相关信息； 

 门禁控制器：接收输入的控制信号和开锁信号输出，负责和计算机通讯

和其他数据存储器协调，是配合管理软件的智能数据处理单元，实现对

读卡器采集的刷卡数据进行处理、存储，与管理主机通讯、数据交换和

实现门禁系统控制、报警和联动逻辑功能； 

 电控门锁：接收控制器开锁信号并执行打开/锁闭门动作的设备； 

 开门按钮：出门时无需验证用户身份的门禁管理点，人员按钮后触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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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信号出门； 

 电源适配器：对门禁系统各种设备的电源进行适配转换，以提供各种设

备稳定工作的运作电能。ACM68 系列门禁控制器已标配有电源适配器分

别给主控板、电锁和读卡器供电，无需另配电源。 

44..44 科科松松 LL--AA8800 系系列列门门禁禁系系统统技技术术特特点点  
序号 项目 说明 

1 数据库 
采用 MYSQL数据库，短小精悍，容易上手，操作简

单，免费供用。 

2 网络 

系统支持 TCP/IP 协议，应用服务器、设备服务器，

数据库可以集中安装在一台计算机上或者分开安

装在控制器所在局域网（广域网）的人一台计算机

上。 

3 二次开发技术支持 

提供目前主流的 API借口，可提供详尽的 JSON，DLL

动态链接库及相关数据接口说明文件，包括 DEMO

程序，方便用户二次开发 

4 首卡常开模式 支持 

5 开卡开门模式 支持多卡（2～8张）开门模式 

6 超级密码开门 支持 

7 卡+密码 支持 

8 防胁迫密码输入 支持 

9 自动防尾随 

支持, 对于重要工作区域双向读卡验证门禁点，能

实现区域防跟随功能，人员出入情况全程跟踪记

录，并限制人员在敏感区域随意走动，有权进出的

人员必须按照‘进门→出门→进门→出门’的循环

方式进出，且不能跟随其他持卡人进出，如有无关

人员跟随别人进入重要防范区域，会被锁定到该区

域而无法脱身，门内的人也不能将卡反传到门外让

其他人进入。 

10 分级、分时段管理 

可以对指定区域内门禁的通行权限进行分级、分时

段管理，无需对用户卡重新授权，即可灵活管理持

卡人的通行权限。 

11 语音告警功能 

门禁系统具备控制中心管理电脑语音报警功能：合

法用户读卡，管理主机通过语音设备可以提示“有

效卡进门”；非法卡刷卡开门时可以提示“此卡未

授权”的语音。 

12 多条件开门功能 

需多个条件具备后，才能开启某个特殊门点，例如

在楼宇大堂门正常开启的情况下，使用合法卡才能

打开内部办公室的门禁。 

13 点状态控制功能 

门禁控制器的任意输入、输出点，均可以在特定的

时间处于某个特定的动作状态：如设置出门按钮信

号在 8：00~10：00处于接收动作状态，在 10：01~12：

00处于休眠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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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多种门模式状态 

可设定系统中任一个门在任一时间段处于什么状

态：如 8：01~18：00处于刷卡开门状态，在 18：

01~24：00 处于刷卡+密码状态，在 0：01~8：00

处于 APB（自动防跟随状态）。 

15 门禁时间组 

可设置 15组门状态时间组，2组未来一周临时时间

组，7组一年 365天特殊时间组；每个员工可指定

31 种进出门时间组，每组可设置 7 个不同的时间

段。 

16 操作员分级管理 

系统操作员数量不限，各操作员可设置不同的密

码，系统的操作员可以分为多个级别，级别低的操

作员只能对信息进行监视，而级别最高的操作员可

以对系统内的任何权限进行修改。 

17 人事资料批量导入 
人事资料录入模块可通过 EXCEL模板批量导入，减

少人事操作工作量。 

18 消防联动 

门禁系统可与消防联动，门禁控制器接收到火警信

号时，联动打开联动组内的所有门点电锁或系统全

部门禁点的电锁，满足消防通道门禁的使用要求。 

19 数据实时上传 

可以实时显示、记录所有事件数据，可显示的事件

类型包括：正常进门、正常出门、非正常时段读卡、

无效卡读卡、门开超时、非正常开门（被撬）、控

制器离线等。并能显示刷卡事件中的人员资料信

息。 

20 前台监控 

软件单独扩展功能，前台监控，可对指定门点实时

监控人员进出情况，可分部门人员统计，按部门人

数统计，总人员，已经入场人数。 

21 访客功能 

无需增加多余设备，系统自带模块即可对访客进行

发卡，访客来访，前台进行核实，可在系统发一张

临时卡给到访客，访客可持卡进出指定门点。 

22 双重数据备份 

硬件产生事件上传到软件，软件收到后反馈指令，

此条数据才会清除，否则此条事件会定期上传，确

保数据不丢失，硬件超大容量存储，可存储 100W

条数据，50W人员资料信息。 

  

44..66 门门禁禁系系统统主主要要功功能能  

L-A80 系列门禁管理软件是采用 BS 架构，用户使用更加方便快捷，管理软

件是门禁管理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门禁控制器相关参数的配置，及用户资料管

理、权限管理，门禁数据管理等，都需要通过门禁管理软件进行设置和操作。系

统所有的数据信息都通过管理软件在数据库中保存，并能通过软件进行查询和报

表的统计、打印等。 

4.6.1 运行环境及主界面 

 运行平台：Microsoft Windows 7/8/10 系列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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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MY SQL 5.1 以上 

 CPU：intel core I5 或更高配置 

 接口：10/100M 自适应网络接口 

 硬盘：剩余空间 100G以上 

 内存：4G以上 

 显示设备：支持 1024*768以上分辨率，16位色或以上的显示设备 

 
 
 

4.6.2 多功能的子账号权限管理 

系统可以非常方便的建立二级三级子账户的管理权限，简少一级账号的工作

量，子账户权限分配操作简单。新建一个普通操作员，系统可以非常灵活的设置

该操作员可以管理的控制器设备，部门，及权限组，设置后该操作员登陆系统，

只可以对该授权的控制器进行操作，只可以对该部门人员进行授权，新增人员，

删除人员等操作。对于大集团公司，即可将人员的管理分配给各个子公司或者部

门进行单独管理操作，减少了主操作员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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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精简化的人员授权 

系统对人员的新增，权限授予，卡片与人员匹配一体化处理，及操作人员在

一个界面即可完成人员新增，发卡，授权的操作，操作人员无需切换多个界面来

完成，简化人员繁琐的操作。如人员数量多，也可以人员批量导入，按照模板做

好人员信息表，即可将人员姓名，部门，卡号，权限组一起导入。 

 

 

 

 

 

 

 

 

 

 

 

 

 

 

4.6.4 多功能的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功能齐全，可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系统支持人员信息导入，

支持单个人员信息增加，支持批量发卡，批量个性化授权，批量更改人员权限组，

批量更改人员部门，系统支持人员信息的筛选，可以筛选已授权人员信息及未授

权人员信息，可筛选在职人员及离职人员信息，也可通过具体条件查询人员信息，

功能齐全，满足不同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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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一人多卡模式 

系统支持一个人员名下，可以匹配多张卡片。当项目存在指纹机，人脸设备等

生物识别设备，即可在该人员名下将指纹，或者人脸 ID 号添加，即可完成统一

管理权限。 

 

 

4.6.6 多功能的人员信息导出 

系统支持按部门，按发卡时间来导入人员信息。比如现在需要知道 2-3月份

新增加多少人员，即可在卡片管理中，选择时间筛选，再导出。 

 

 

 

4.6.7 控制器远程升级 

控制器管理列表中，可以选择该设备远程自动升级控制器，如项目定制了功

能需要升级设备，就无需去找到每个设备，只要在管理系统里，一键升级就可以，

也可单独对设备升级。如设备升级失败，控制器会自动恢复出厂状态，可进行二

次升级，避免了设备升级失败后设备需返厂维修的风险。 

 



                           

  科松 L-A80 系列网络门禁管理系统应用设计方案  

 第 13 页 

 

 

 

4.6.8 多功能的门参数设置 

门参数设置，可以对该门点设置名称，胁迫密码，超级密码，门开超时报警事

件，门开保持时间，多卡开门数量，门状态控制，及门状态时间计划组设置。 

 

 

 

4.6.9 双向门的灵活设置 

硬件支持单门双向，双门双向设计，应对安全系数高的项目，可以采取进出

刷卡进出模式，也可启用防尾随。系统默认进出刷卡不限制，也就是可以重复的

进出。如果项目安全系数高，需要限制，可启用防尾随功能，那么人员刷卡进去

后，必须刷出门才可再次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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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0 消防联动功能设计 

通过控制器上的辅助输入点采集闭路监控、防盗及消防报警等其它弱电系

统的联动信号，实现联动门锁或其它设备动作的功能。由于科松设备系统网络

版的特点，可实现从任意一个控制器的任意一个信号输入点取信号，联动控制

任意一个甚至整个系统内所有门锁或辅助输出联动设备的功能，非常方便实现

用于与防盗报警或消防报警系统的联动功能，当发生火灾时控制器输入端采集

到火灾报警系统信号，自动打开所有事先设置好的门（如各层的消防通道门）。 

为保障安全，各层消防通道门采用断电打开型电锁，当发生火灾非消防电

源被切断，门禁系统停止工作情况下，电锁也能自行打开供人员逃生，恢复通

电后，门锁自动锁上。 

 

 

 

 

 

 

 

 

 

4.6.11 访客功能 

对于来访客人和外来联系业务的人员，采取发放临时卡的方式管理，外来人

员来访可在指定的地点登记，由登记人员询问来访客人要去的区域，经电话联系

确认后，发给相应权限的卡，访客凭手中的授权卡进出指定的区域，不能进出其

它的区域，该卡只有在某特定时段有效，过期后即没有任何用途。这样，既保障

了安全管理，又不妨碍正常的工作交流。此拓展访客功能无需多增加设备即可实

现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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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2 首卡开门功能设计 

如有需要，可将人员出入频繁且安全性要求不高的公共办公区门点，在管

理软件中设置为首卡开门模式，在首卡开门时间段内第一个进门的人员读卡开

门后，大门即可保持常开状态，后面的人员进门不需要读卡开门，方便人员快

速通行。首卡开门功能只在软件设置的时间段内有效，该时间段过后系统自动

恢复为安全（读卡开门）状态。 

 

 

 

 

 

 

 

 

 

 

4.6.13 多卡开门功能设计 

系统支持多卡开门功能，根据需要，可将涉及财务、档案资料等重要场所

的门设置为多卡开门模式。门禁运行于该模式下时，只有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

的持卡人依次读有效卡后，门才能打开，单人读卡不能开门，系统支持设置2-8

人的多人读卡开门模式。 

 

 

 

 

 

 

 

 

 

 

4.6.14 卡+密码双重身份验证设计，胁迫开门提示。 

人员出入管理区域，除采用读卡方式验证身份外，根据需要还可设置为读

卡+密码双重身份验证模式：员工在门外读卡后，在读卡器上输入自己的密码，

卡信息和密码信息均验证通过后才能打开门。如客户遇到挟持情况，客户输入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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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码，也可将门打开，但是后台提示人员胁迫进门，便于监控室人员作出应对。 

注：该功能需配置带键盘的读卡器实现。 

 

 

 

 

 

 

 

 

 

 

4.6.15 门禁时间段管理 

人员所持 IC 卡事先根据身份不同、职务等情况设置其通行权限和时间段，

持卡人只有在有权限进入且在有效时间段内才能读卡进入。例如对于公司门禁系

统：我们可设置领导及系统管理员可每天 24 小时进出所有办公室，普通员工只

允许上班时间（例如 6：00~23：00）进出自己办公室；而领导所在楼层则只有

领导和保安人员有权进入，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限进入；通过这种主动防范，可

防止无关人员非法进入；科松公司门禁控制器可设置 31 种进出门时间组，可实

现多达 31类不同职务人员 7个时间段的进出门管理功能； 

 

 

4.6.16 用户卡权限及门状态设置 

通过对门的各种状态（休眠、常开、安全、密码、APB、密码 APB）的分时

段设置和用户 IC 卡的权限、时间段设置，实现对所有门禁防范区域分级、分时

段的通行权限管理。每个门可设置 15 组门状态时间组，2 组未来一周临时时间

组，7 组一年 365 天特殊时间组；每个员工可指定 31 种进出门时间组，每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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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7 个不同的时间段；用户卡还可设置长期卡和临时卡，所有门禁权限可统

一设置、一次下发到所有门。 

 
4.6.17 事件实时显示、记录（前台监控） 

用户读卡数据实时传送给管理系统，当前门点的信息可在软件中立即显示

出来。前台监控，可以对特点门点进行实时监控人员进出情况，不设置，默认显

示所有门点进出信息，还可按照部门显示部门人员进出统计情况。可显示的事件

类型有：正常进门、非正常时段读卡、无效卡读卡、门开超时、非正常开门（被

撬）、控制器离线等；可显示信息内容包括：持卡人姓名、卡号、所属部门、照

片、时间、门点地址等并如实记录且记录不可更改，如出现异常事件会立即报

警（有报警声提示），并能通过人名、卡号、进出时间进行检索、查询。实时显

示的刷卡用户信息支持照片显示，管理人员可以方便直观地对当前刷卡人进行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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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8 人脸设备与门点绑定，统一平台管理。 

用户可将前端刷卡设备换成人脸识别机，在系统里面将该人脸机与对应门点

进行绑定即可，那么操作人员直接按照门禁授权方式，增加人员信息，同时添加

人脸照片，授权即可，如果门点是人脸门点的，系统自动会将人脸同步到对应人

脸机上，完成刷脸进出。平台可以统一管理，方便客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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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9 强大的电子地图功能。 

客户可以建立多张电子地图用于监控各个区域的门状态，系统支持电子地图

的放大与缩小，可以让客户非常直观的观看电子地图全景，及放大观看某一个细

节门状态情况。系统支持自由切换到不同的地图进行监控。用户也可以在电子地

图上远程打开某个门点。 

 

 

 

 

 

 

 

 

 

 

 

 
 

五、系统设备 

55..11  LL--AA8800 系系列列网网络络门门禁禁控控制制器器  

L-A80 系列网络门禁控制器是科松公司采用目前市场上最先进的

ARM9+LINUX 嵌入式技术并结合公司多年的门禁开发经验而推出的新一代门禁管

理系统。该系列门禁控制器采用 32位 300MHz 高速 CPU，配合 64MB，DDR2，256MB，

RAM，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控制器元件在布局、布线上采用科松经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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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系统安全运行，硬件具有抗雷击、抗静电、电源短路保护等功能。 

该系列门禁控制系统具有功能齐全、组网能力强（可轻松解决上千门点的组

网）、数据处理速度快等特点，接口丰富，能有与其它弱电安防系统、消防系统

等完美集成，不论是用在写字楼、政府单位、企业大厦，还是基站、无人值守机

房、电站、银行等场所，均能为用户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L-A8010 L-A8020 L-A8040 

5.1.1 主要功能特点 
序号 项目 功能特点 

1 工业级电路板 

控制器采用工业级元器件， 至少四层电路板设计，

所有输入输出端口均有专门的防强电、防雷击保护

设计，系统稳定性极佳，可长期稳定工作。 

2 知名品牌主芯片 

采用 ARM9，嵌入式 LINUX系统，32位主控芯片，

可扩展性更大，运行速率更快，主频最高达到：

300MHZ；集成 64MB DDR2，内存：256M  RAM，确保

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 

3 故障隔离 
控制器可脱机工作，如发生某个控制器故障时不会

影响其它控制器工作。 

4 脱机运行 

脱机状态仍可实现管理控制、读卡和自动保存数据

功能，系统通讯正常后，可自动上传数据到门禁系

统数据库服务器。 

5 记录容量 
每台控制器可脱机存储 100W进出事件或报警事件

记录。 

6 用户容量 每台控制器可支持 50W用户。 

7 后备电池 
门禁控制器可接后备电池， 保障停电情况下门禁

系统在一定时间内的不间断运行。 

8 一体化供电 
控制器上的读卡器接口包含 12V/DC 电源，可直接

为读卡器供电而不需要另配读卡器电源。 

9 自带双路输出电源 
门禁控制器自带电源适配器采用多路独立输出，主

控板、读卡器、电锁分别供电，保障设备工作稳定。 

10 标准读卡器接口 

读卡器接口采用标准 RJ45 接口，支持 Wiegand 

26Bit  Wiegand 32Bit  Wiegand40Bit 等格式的

读卡器或 ABA（第二轨道）、指纹识别技术等生物

识别设备，可配合 MIFARE1、LEGIC、EM、HID等类

型读卡器使用，兼容性强，对后期工程设备的选型

不会造成限制作用。 

11 防雷防浪涌 
采用可靠的防雷安全模块，可抗击上万伏冲击雷

电，各输入端口应用了国外先进的 TVS 保护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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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承受 300W 的过流过压保护，各输出端口除 TVS

保护电路外，还加设了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12 自检功能 

主控制板具有多种状态监测和自检功能，外部电源

掉电、数据资料出错、网络异常及系统复位等状态

时，可反馈状态信号。 

13 
具备辅助输入输出

接口 

控制器上除了门磁、开门按钮等输入端口和开锁等

输出端口外，还需具备标准辅助输入、输出端口，

所有端口均可编程，无论单门、两门及四门都具备

此功能，输出端可以实现有源 17V和无源干接点输

出转换，还可实现与消防报警、防盗报警、闭路监

控等弱电系统的联动功能，。 

14 多门控制 
控制器有单门双向、双门双向、四门单向可供选择，

方便门点管理。 

15 支持在线升级功能 
在线升级固件，程序版本进行升级，如升级不成功

可保持原来程序，可多次升级程序 

   

5.1.3 输入和输出 

输入输出端口 L-A8010 L-A8020 L-A8040 

读卡器输入端口 2组 4组 4组 

标准门状态输入端口 1组 2组 4组 

出门请求按钮输入端口 1组 2组 4组 

辅助输入端口 1组 2组 4组 

门锁输出端口 1组 2组 4组 

辅助输出端口 1组 2组 4组 

55..22  CCSSSS552222YY 发发卡卡器器————门门禁禁管管理理中中心心配配套套设设备备  

 接口类型：标准 USB接口 

 读写距离：5-10cm 

 读写次数：≥10万次 

 工作频率：13.56MHZ 

 与 PC的最大通讯距离：15米 

 额定电压：DC9V，额定电流：最大 80mA 

 工作温度：-25℃～60℃，工作湿度：0%～90% 

 颜色：碳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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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150mm×95mm×34mm 

55..33  RR22000000 读读卡卡器器((RR22000000KK 带带键键盘盘））  
 

R2000 读卡器是采用全功能技术设计开发的

产品，产品可支持多种类型卡类，如：身份证，

IC卡，银行金额卡，手机 NFC功能。金属边框设

计，高端上档次。 

5.3.1 功能及特性 

 狙击 IC复制卡，完美解决复制卡安全问

题。 

 全环境设计，高温可达 75度任然工作。  

 抗干扰性强，金属表面直接安装 

 独有的和弦音刷卡提示      

 面板可定制 LOGO 

 背光颜色可更改，红蓝紫三色可选。 

 全功能读卡器，同时支持身份证，手机 NFC，IC，银行金融卡等卡类 

5.3.2 主要参数 

 读写距离：3-7cm 

 提供 Wiegand26Bit,Wiegand34Bit 输出格式，可与其它厂商控制器连接

使用； 

 工作频率：13.56MHz 

 数据传输率：9600 bps，2400 bps，1200 bps 

 访问射频速率：106K bit/s 

 安全性：三次相互认证并加密； 

 完善的防冲突机制； 

 读写时间：≤3ms/Byte 

 读写卡的寿命：10年或 100，000次写入 

5.3.3 技术指标 

 外形尺寸：100mm×86mm×8.6mm 

 工作电压：DC9～15V 

 工作电流：80～90mA 

 温度范围：-45℃～+80℃ 

 湿度范围：10%～90% 

 重量：1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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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4  电电锁锁  

电锁是智能门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关门的直接执行设备，电控锁

的质量同样影响着门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常用的门禁电锁有电插锁、磁力

锁、阴极锁扣、灵性锁等，这些锁适合在大部分的门上使用，还有一些特殊的

电控锁，如玻璃门夹锁、机电一体锁等，适合较特殊的门使用。 

门禁系统要配什么样的电锁，主要取决于安装在什么样的门上，项目可根

据需求和门体结构及材质等选择适合的电控门锁，下表列出推荐的几款电锁型

号，更多的电锁产品请联系科松公司销售人员进行咨询。 

常用电锁： 

 磁力锁 

CSL103K CSL101DK CSL101MK CSL101MDK 

    
 表面安装，双扇门电磁锁 CSL101DK 为门框居中

表面安装 

 承受力：280/560±20KG 

 吸合电流：480mA/12VDC；240mA/24VDC 

 可装电源：12V或 24VDC 

 表面光洁度 US28铝  US40 铜 

 信号反馈：无门磁反馈信号 

 发光二极管显示状态。 

 锁体尺寸： CSL103K：长 250X 宽 47.7X 厚

27.5(mm)； CSL101DK:长 500X 宽 47.7X 厚

27.5(mm) 

 吸板尺寸:长 180X宽 38X高 11.7(mm)  

 

 

 表面安装，双扇门电磁锁 CSL101MD 为门框居中

表面安装 

 承受力：280/560±20KG 

 吸合电流：480mA/12VDC；240mA/24VDC 

 可装电源：12V或 24VDC 

 信号反馈：锁状态反馈信号 

 表面光洁度 US28铝  US40 铜 

 发光二极管显示状态 

 锁体尺寸：CSL101MK：长 250X 宽 47.7X 厚

27.5(mm)； CSL101MDK:长 500X 宽 47.7X 厚

27.5(mm) 

 吸板尺寸:长 180X宽 38X高 11.7(mm)  

 电插锁 CSL202K 

 

 安全类型：断电自动开锁 

 锁体尺寸：长 205×宽 35×厚 42 (mm) 

 锁芯尺寸：16mm凸出长度×16mm直径 

 工作电压：12VDC±15% 

 启动电流：0.9A(启动瞬间) 

 工作电流：0.12A(完全上锁) 

 锁自带延时功能：0、3、6、9（S） 

 信号输出：门侦测 

 锁体表面温度：低于 50℃ 

 门缝磁感距离：最大 8mm 

 使用环境温度：10℃+55℃(14~131F) 

 使用环境湿度：0～90%相对湿度 

 重量：0.72kg 

 相关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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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门夹（下无框）——CSL202K-MJ01； 

     无框玻璃门夹（上下无框）——CSL202K-MJ02 

六、培训计划 

66..11 培培训训实实施施方方法法  

培训以现场指导实操为主，配合讲解简单的系统理论知识。我公司安排培

训人员，根据客户（以下称需方）的培训时间安排分别进行系统技术培训、系统

维护培训、系统操作培训。经过培训，操作人员达到熟练操作使用系统水平；

系统管理人员达到能准确设置系统运行参数和管理权限水平；系统维护人员达

到熟练排查故障和进行日常维护水平。 

66..22 培培训训内内容容  

1．科松智能门禁管理系统的工作流程及简单的工作原理。 

2．相关设备的操作与维护，系统组成及功能特点。 

3．管理软件的使用及系统数据的备份、恢复等管理。 

4．日常操作维护与简单故障处理。 

66..33 培培训训安安排排  

 培训目标：简单掌握系统的工作原理、结构组成、组网方式、综合管理

方式，能够熟练地日常使用、维护设备和排除简单故障。 

 培训对象：具备电子电路基本常识和计算机设备基本使用经验的施工人

员，工程维护人员，管理人员。  

 培训时长：理论知识 0.5 天；实际操作 0.5 天（可根据培训对象的接受

能力适当延长时间，到完全理解会操作为止。） 

七、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我公司根据多年工程实施成功经验，提出以下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计划，

确保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 

77..11 产产品品质质量量保保证证  

我方提供的所有硬件设备均保证包装完整，证书齐备，无质量缺陷，软件

功能齐全。 

77..22 保保证证项项目目需需求求实实现现的的具具体体措措施施  

我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取如下的措施： 

1．选择有丰富经验的项目分析人员。 

2．建立项目需求调研表格，包括各相关部门的人员资料，硬件，软件使用

情况。 

3．建立项目工作周报和工作简报制度，定期讨论各部分的进展情况。 

4．积极参与、配合系统施工，制定实施细节和方案，以实现本系统的最终

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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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监理、雇主一起，参加弱电布线等系统的协调工作。 

6．负责设备的现场定位，安装指导、设备连接和调试工作。 

77..33 维维护护和和产产品品更更新新改改进进服服务务  

随时电话或书面解答产品使用方面的疑问，必要时派人员到现场服务，保

证系统更好地正常运行。及时解答用户提出的疑问，帮助用户解决技术问题，

公司拥有一支专业的客服团队，保证用户在使用设备的过程中，及时得到技术

上的支援和服务。 

本产品设计更新或软件版本升级后，及时通知和协助客户进行已运行系统

的更新升级，使用户的系统处于最先进的水平和最完善的状态。使需方享受更

多增值业务，带来更多的效益。 

77..44 维维修修服服务务  

系统自工程完毕，验收合格之日起，保修一年（人为或不可抗力引起的故障

或损坏除外），终身维护。 

免费保修期内，若客户的系统有任何故障，接到客户通知 2 小时内响应，

24 小时内排除故障，如特殊原因不能排除故障，提供具有不低于同档次相应设

备供使用单位使用，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不受影响。 

受理和收集用户投诉咨询信息，制定维护计划，向用户提供维护报告和维

修记录，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跟踪和验证，建立客户档案进行终身跟踪服务。 

免费维修期内人为或自然灾害引起的故障或损坏，仅收取维修成本费。 

用户在正常使用中出现故障时，本公司承诺以上保修服务。除此以外，国

家适用法律法规另有明确规定的，本公司将遵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保修期满后，可根据用户的需求签订续保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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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科松产品应用工程案例（部分） 

政府项目 电信/邮政项目 

广东省政府一号楼 广东省深圳市国通大厦 

克拉玛依市政府大楼 广东省深圳市联通大厦 

克拉玛依市检察院 广东省深圳市电信大厦 

克拉玛依市法院  中国电信深圳办事处 

东莞行政干部万和百货购物广场 广东省深大电话南山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清溪镇政务大楼 广东省深圳润讯传呼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政府 广东省广州全球通大厦 

广东省深圳市保安地税局 广东省云浮微波局大厦 

广东东莞劳动就业中心 广东省茂名市移动局 

广东茂名国税 广东省珠海移动局 

上海公共卫生中心 广东省中山移动局 

上海太湖流域管理局大楼 广东佛山移动 

上海档案馆 广东东莞移动 

陕西省政府 广东惠州移动 

陕西省宝鸡国税局 广东汕头移动 

陕西省西安市地税局 广东肇庆移动 

陕西省杨凌国家水土保持研究所 上海市信息枢纽大厦 

陕西省西安海关报关大楼 上海市电信技术研究所 

浙江省舟山市政府大楼 上海网通 

浙江省温州市卫生监督局 上海松江电信局 

浙江省卫生厅（杭州） 江苏昆山移动 

浙江安吉行政中心 江苏无锡电信 

浙江舟山行政 南京移动 

宁波会展、苏州国税 常州移动 

湖南省长沙路桥大厦 嘉兴供电 

湖北省保密局 北京长途电话局 

湖北省武汉市交通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移动昆明市移动大厦 

江西省南昌地税局 泰州移动局 

江西国税 湖南电信指挥大厦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地税局 客村电信营业厅 

南京国税  晓港电信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行政中心 中国联通深圳分公司大厦 

安徽合肥财政局 新疆电信二枢纽 

福建省厦门海沧行政管理中心 宁夏数据传输局 

台洲市椒江区地方税务局 深圳邮政局 

黑龙江省哈尔滨国土资源厅 广州市 185 邮运中心 

黑龙江省政协 北京邮电综合楼 

山东省邹平县政务大楼 上海市邮电大厦 

西藏自治区交通厅 上海奉贤邮电局 

新疆自治区财政厅机房 上海邮电电信帐务中心 

劳动保障局信息业务中心 江苏省邮电管理局 



                           

  科松 L-A80 系列网络门禁管理系统应用设计方案  

 第 27 页 

邹平市政务大楼 江苏省南京市邮电局 

公/检/法项目 宁夏自治区邮政局  

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特警队分局 甘肃省邮政局 

广东省佛山监狱 银行项目 

广东省广州市芳村看守所 国家开发银行总行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公安局 人民银行贵州分行 

广东省深圳市南澳检察院 开发银行贵州分行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边检大楼 深圳招商银行总行大厦 

南澳检查院 深圳发展银行北京分行 

广东番禺看守所 建设银行广州市分行 

广州公安局九处 广东省湛江工商银行 

江门检查院 中国银行深圳市东门支行 

白云区公安局 广东省农业银行 

广州市广州开发区工商局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 

珠海市公安局特警队分局 深圳发展银行北京支行 

广东番禺看守所 深圳发展银行北京投资公司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 

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 

上海市金山区公安局 中国人民银行泉州分行 

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 中国银行大连分行  

上海市金山区公安局 中国银行西藏分行 

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 建设银行厦门分行大厦 

上海公安局出入境 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建设银行哈尔滨分行 

浙江省绍兴中级人民法院 建设银行浙江绍兴分行 

浙江铜庐监狱 农业银行福建分行 

浙江金华公安局 中国农行四川省各地、市、县支行 

浙江萧山法院 哈尔滨工商银行田地支行 

浙江铜庐监狱 南京工商银行城北支行 

浙江金华公安局 浙江省绍兴工行 

浙江萧山法院 辽宁鞍山市工商银行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中国银行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建设银行 

云南省安宁市公安局 交通银行温州分行 

重庆市沙坪坎区法院 甘肃省农业银行 

湖南省公安厅 招商银行厦门分行 

广西省南宁市公安局 合肥财政局郑州市浦发银行 

辽宁省安全厅密钥局 济南市商业银行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国家开发银行（南京） 

新疆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 大连亚太国际小区 

新疆克拉玛依政府、法院、检察院 上海工行数据中心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烟台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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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日照市人民银行 

民航亚南管理局公安看守所 企业项目 

公安出入境管理局 广州科学城威创电子 

电力项目 广州科学城京信通讯 

国家电力调度中心 广州天河城 

北京电力生产调度中心 科学城金鹏集团 

华北电力调度中心 北京华创投资管理公司 

西北电力调度中心 北京太洋药业有限公司  

西北电网网管大楼 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 

深圳供电局 北京海天网联广告公司  

南方电力调度大厦 北京互联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电力局大厦 北京至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广电业务楼 北京太极计算机有限公司 

陕西省电力公司大东门 苏州安德鲁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辽宁电力 福建省厦门银鹭集团 

宁波北仑电厂 世界商讯网络公司 

公共/会展中心项目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联想电脑惠州基地  

广东省汕头林百欣图书馆 德国恩德斯＋豪斯公司北京办事处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文化宫  法国雅高集团中国代表处  

东莞国际会展中心 美国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博物馆 美国 ABB 集团中国总部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韩国 LG 南京产业基地 

上海公共卫生中心 中国交通进出口总公司 

上海残疾人艺术中心 陕西西安印钞厂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武汉东风本田 

上海市档案馆 神州电脑 

大连国际会展中心 郑州太龙药业 

大连现代博物馆 河南宏力集团 

南京国际会展中心 小区项目 

南京市 CA 认证中心 深圳市鸿业苑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深圳建设新新家园 

浙江卫生厅（杭州） 深圳华强花园 

温州市卫生监督局 深圳万科城市花园 

湖北省社院大厦 深圳华侨城纯水岸万和百货购物广场 

四川省绵阳市博物馆 广东佛山丽日华庭、丽日豪庭  

西安曲江海洋馆 广东南海香格里拉万和百货购物广场花园 

新疆档案馆 广东省广州番禺金业别墅区 

新疆乌鲁木齐市统计局机房 北京市天润花园 

西藏交通厅 上海美丽苑万和百货购物广场 

华南粮食交易中心 上海福源汇 

林佰欣图书馆 重庆市金都香榭 

智能大厦项目 四川省成都国际商务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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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地王大厦 陕西省西安紫薇城市花园 

深圳蛇口海洋石油大厦 陕西省西安凯鑫万和百货购物广场 

深圳市五叶神大厦 宁夏银川温莎花园 

深圳世贸广场 宁夏银川蓝山名邸 

深圳市凤凰卫视大厦 河南富田丽景万和百货购物广场 

广州市国龙大厦 湖南湘潭阳光山庄  

广州珠江新城发展大厦 辽宁盘锦金华家园 

广州发展大厦 湖北省丽水湾畔万和百货购物广场 

广东省防宝大厦 济南市茂岭花园 

上海震旦国际大厦 青岛市景光花园 

上海畅想大楼 威海芙蓉花园 

上海诺宝中心 郑州天下城花园 

上海静安广场 学校/医院项目 

上海金贸大厦 广州大学城 

陕西西安紫薇大厦  深圳市育新学校 

陕西西安中诚大厦 东莞党校 

陕西西安开米生产楼 广东顺德北窖医院 

北京恒基中心 上海市东方艺术中心 

济南有线电视台大楼 上海残疾人艺术中心 

报业项目 上海市曙光医院 

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大厦 上海国际妇幼保健医院 

东莞报业大厦 上海市同济大学喜定汽车实验中心 

上海文兴报业大厦 上海质量管理学 

新民晚报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省宁波日报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浙江金华日报社 成都七中国际学校 

宁波日报 西安交大科技园 

浙江省杭州日报 西安交大动物检疫研究中心 

福建省泉州日报 西安交大康德药业 

哈尔滨报业大厦 浙江温州卫生监督局 

江西南昌新闻大厦 绍兴中院 

广电传媒集团 温州图书馆 

山西省太原日报社新闻大厦 江西省财经大学 

江西新闻大厦 福建省福州市夜大 

泉州晚报社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厦 

福州日报社  

厦门税报大厦  

中国光明日报报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