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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领先，整体安全
以整体安全技术为核心，智能科技为先导，以先进的生产基地为依托，披克科技建设起一支拥

有高素质工程师的专业研发团队。历经近二十年的发展，披克科技业已成为知名的非接触式IC

卡及智能手机应用产品专业生产商，也是领先的一卡通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系统化解决方案，产品全方位覆盖
披克科技具备完整的软硬件研发与生产能力，针对各类行业用户和应用场景，提供系统、全面

的安全解决方案，包括大厦一卡通、小区一卡通、企业一卡通和校园一卡通等。公司产品线丰

富，涵盖了非接触式IC卡的各个应用领域，包括门禁、通道、访客、电梯控制、考勤、巡更、

车辆出入控制、视频车位引导及反向寻车、消费等。

应用广泛，销售服务网络完善
多年来，披克科技深耕于中国市场，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服务涵盖了

政府、税务、银行、邮电、大型厂矿、部队、交通、智能小区等众多领域。

面对智能化时代，披克科技直面竞争、把握机遇，不断创新智造、超越突破，用卓越的产品与

方案、完善的功能与服务、超高的性价比和超强的可靠性，为用户保驾护航，让用户畅享智能

科技新生活。

销售及服务网络
从深圳启程，越过高山大

河，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披

克科技设立了完善的销售与

服务网络，为各地用户提供

专业高效的安全服务。

披克科技矢志创新，在整体安全解决方案领域，勇为行业先驱，积极开拓，推动变革。

点滴积淀，成就了今天整体安全解决方案的业界王者。

深圳市披克科技有限公司始创于1997年，总部位于中国

深圳，是一家以打造一卡通系统的整体安全解决方案为

愿景的科技创新企业。

深圳

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红树林国际度假会展酒店武汉银河汇武汉银河汇

● ISO9001：2015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 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登记批准证书

● 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 MA认证证书（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检验报告）

● 军用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安全认证证书

● 产品FCC认证证书

● 产品CE认证证书

●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深圳市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 中国安防十大品牌证书

●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

● 商用密码产品型号证书

● 深圳市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 产品专利证书(多项)

公司资证

整体安全解决方案 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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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管理    
围绕人员进出构建的专业智能管理和监控系统，全面监管人员、位置、卡片、报警等众多信息，实现

人员进出门的权限控制，并实时上传、记录和处理进出信息。

适用于机场、地铁、高铁、政府机关、企业单位、学校、厂矿、住宅小区、监狱、部队等场所的各类

出入口和门型。

访客 / 通道 / 梯控管理  
访客/通道/梯控管理，是针对公共场所外来人员进出访问、电梯分派等管控系统而设计，全面监管人

员、卡片、报警等信息，以实现对访客进出通道、使用电梯的权限控制，并对各类信息进行实时上

传、记录和处理。还具备刷卡直达指定楼层、通过楼宇对讲系统实现与访客联动等功能。

适用于政府、企业、厂矿、学校、高档写字楼、高端住宅等场所。

电梯管理临时访客管理    通道管理    

门禁管理

车辆出入管理控制     
车辆出入控制管理，具备强大的车辆进出权限控制、收费管理、车牌识别、区域引导、反向寻

车等功能，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实时采集、记录与处理。针对部队、物流等特殊场景，提供有效

的车辆调度管理。

车辆调度

车牌识别

人工识别／自动识别 车辆出入权限控制

车牌/IC卡/RFID/纸票/手机蓝牙等

区域引导

出口缴费、自助缴费、中央

缴费、第三方移动支付

智能时代给我们带来无数惊喜，

改 变 了 生 活 ， 也 推 动 着 社 会 进

步。我们相信，智能时代还有更

多更精彩的可能，等待着我们去

开拓，去创新，去发现。

车位引导与反向寻车

1）超声波车位引导

2）刷卡反向寻车

3）视频车位引导与反向寻车

2011  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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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世博会到广州亚运会，再到深圳大运会，万众瞩目的背后，我们默默支持；

从京沪高铁、广州白云机场到成都新世纪环球中心，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刻守护。

披克科技整体安全解决方案，用稳定的性能和卓越的表现，守望安全、力保通畅。

披克科技，非凡表现，卓然领先！

16TH ASIAN GAMES

POS消费(购物、洗衣、理发、物业

缴费、图书、医疗)

水控 圈存

电控 医疗

图书借阅

手持消费（餐饮、理发、缴费、内部公交）

标准消费（食堂餐饮）

消费管理 

消费管理，可实现单位内部消费的自动化智能管理，涵盖了餐饮、购物、洗衣、理发、物业缴

费、医疗、图书、水控、电控等内部消费领域。

连续14年荣膺“中国安防十大品牌”
世博会、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之安全解决方案供应商

2010 上海世博会法国馆

2011 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中心体育场广州白云机场

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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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管理



门禁管理

主要实现人员进出门的权限控制及进出信息实时上传、记录、处理，包括人员、位置、卡片、报警等信息等；适应于
机场、地铁、高铁、政府、企业、厂矿、文化场馆、学校、住宅小区、监狱、看守所、部队、保密单位等各种场所的
大门、消防门、办公室、会议室、档案室、设备间、仓库以及其他的重要门（如银行金库，公安枪械库 , 监狱看守所
的 AB 门、栅栏门、监室门、放风门、部队的弹药库、住宅小区单元门、学校教室等等）。

技术特点

读卡器

 宽电压工作 7-16VDC；抗静电干扰：2KV 以上；
 功耗低 50-100mA；外形、颜色多样，可根据装修风格选择，外壳采用防火阻燃材质；
  具有灌胶（防水、防尘）/ 非灌胶（防尘），适应金属及大理石等各种非金属表面安装、安装底盒规格有 86 及  

120 型；
 具有防拆报警开关；
 密码按键有橡胶键 / 触摸按键；
 支持卡 + 密码、卡 + 指纹、卡 + 密码 + 指纹；
 通讯接口 Wiegand\RS-485\RS232\USB；
 支持多种频率的 IC 卡

• 125KHz(EM、TEMIC)
• 134KHz(TI [ISO11784/11785])
•  13.56MHz(TI[ISO15693]、Mifare [S50/S70 ISO 14443A]、CPU 卡 [ISO14443A/B，国密、3DES]、中国移

动手机卡 [ISO14443A]、中国电信手机卡 [ISO14443A]、银行 CPU 卡 [ISO14443A/B]
• 2.4GHz( 中国移动手机卡 )

控制器

  控制器采用了工业控制级 32 位 ARM 微处理器，该器件可稳定运行于 180MHz-400MHz，具有功耗低、速度快、
稳定可靠、功能强大等优点 ;

  内嵌 Linux 操作系统：固化存储、实时性强、稳定可靠 ;
  采用先进的 CPLD、FLASH 等技术，具有集成度高、容量大、信息可靠不丢失等特点 ;
  输入、输出接口均采用了先进的保护电路，具有抗雷电冲击、瞬间的过压、短路保护，强抗干扰能力 ;
  采用 TCP/IP 通讯时，通讯速率可达 10M/100M，可跨网段、跨区域实现超大型门禁系统的组网 ;
  诸多特点确保了产品技术的先进性、功能的完备性、性能可靠。

门禁管理
——人员出入口控制

8



门禁管理
——人员出入口控制

门禁管理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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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控制管理

 提供中英文界面；
 具有多级密码保护功能；
 具有多重授权方式供选择

• 多人授权：一个设备同时对多个用户进行授权
• 多门授权：一个用户同时下载到多个设备
• 复合授权：多个设备同时对多个用户进行授权

 门禁可按单位、部门、人员等分多级控制管理；
  同时可按门禁物理位置实现分片区（组）控制管理，

最多可分 99 个片区（组）；
 每个时间段控制起始值任意定义；
 每张卡均可设置休息日，一周内任意定义；
 通过软件对开门时间长短可以进行设定（1-255 秒）；
 通过软件可对门禁设置常开时间段（3 个时间段）；
  同一控制器的多个门之间可设置互锁，即同一时间

只允许一扇门为开门状态；
  对密码读卡器通过软件按人设置不同的开门方式（卡

+ 密码）与（卡或密码）；
  对金库、枪械库等重要门禁可设置多卡认证方式，

即同时读完多张卡，才能开门；
 支持多控制器间多门互锁、防潜返功能；
  支持 RS485 读卡器，同一个接口可连接 2 只读卡器

实现双向刷卡开门，软件可区分进、出事件。

报警控制管理

  可设防、撤防、设防报警模式可分：连续报警（普通、
特殊）、可调时间报警（1-60 秒）；

  报警时间段内读非法卡、非法开门、门未关等、均
可实现中心报警及现场报警；

  具有防胁迫密码开门功能，遇到特殊情况，输入特
定的密码，在开启门的同时向中心发出报警信号；

  通过密码键盘输入特定密码，实现本地门禁的设 /
撤防；

  在紧急情况下，玻璃破碎可开锁，同时软件上也可
收到报警信息。

实时监控管理

  系统可实时监控；
  系统可实时监空持卡人的身份档案，自动显示持卡

人的照片等资料；
  支持防区报警，同时系统还具备多种工作模式，如

布防工作状态，非报警状态等；
  系统可实现图标列表实时监控 , 每屏可同时监控 

81 个门（总数不限），也可根据需要选择部分门禁
图标列表进行监控；

  每个门的相关状态可通过图标颜色（图标状态包括
15 种）的变化及报警声音的不同来判断 ; 其状态信
息包括
• 常规信息 : 刷卡开门、密码开门、按钮开门等信息
•  非法信息 : 非法卡、非法用户、胁迫开门等非法

报警信息
• 报警信息 : 门磁、红外等各种防区异常报警
• 连接信息 : 监控当前各门禁设备的通讯状态
• 遥控信息 : 软件开门及撤销报警等的操作情况

  系统可实现电子地图实时监控，最多可分 5 级，每
级可分 99 层
• 系统可显示报警监视的建筑物平面图和示意图
• 系统具有各种图形导入接口、操作方便
• 系统可实时控制报警系统监视图
• 电子地图可实现缩放

系统信息管理

  系统实现对每个发生的事件都有详细的记录功能 , 记
录的信息包括：每次门锁开闭的时间、开门卡号、
报警原因、位置等；

  门禁信息查询可根据所选设备及用户 , 查询对应门禁
信息，包括设备、用户、开门方式、开门结果等信息；

  对于查询结果的显示及报表输出 , 操作员可根据条件
要求自行配置。

 系统通过软件能实现门禁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联动功能 ;
 系统通过软件能实现门禁与摄像监控系统的联动功能 ;
 提供远程检测程序及远程下载工具，维护人员无须到设备现场即可获知设备使用状况及进行程序更新。

门禁综合安防管理软件

系统联动

门禁管理
——人员出入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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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卡器

产品图片 型号 支持卡类型 尺寸 颜色

R7 读卡器

PK-R3x7y/W34
125KHz:EM

13.56MHz:Mifare 1(ISO14443A)、CPU(ISO14443A/B) 
（国密、3-DES）、中国移动 / 电信手机卡

84mm×84mm×22mm 黑色 / 白色

R7 密码读卡器

PK-R3x7y/KW34
125KHz:EM

13.56MHz:Mifare 1(ISO14443A)、CPU(ISO14443A/B) 
（国密、3-DES）、中国移动 / 电信手机卡

84mm×84mm×22mm 黑色 / 白色

R7L 读卡器

PK-R3x7Ly/W34
125KHz:EM

13.56MHz:Mifare 1(ISO14443A)、CPU(ISO14443A/B) 
（国密、3-DES）、中国移动 / 电信手机卡

103mm×49mm×22mm 黑色 / 白色

R7R 读卡器

PK-R3x7Ry/W34
125KHz:EM

13.56MHz:Mifare 1(ISO14443A)、CPU(ISO14443A/B) 
（国密、3-DES）、中国移动 / 电信手机卡 /NFC. 蓝牙

111mm×85mm×20mm 黑色 / 白色

R5 读卡器

PK-R3x5y/W34
125KHz:EM

13.56MHz:Mifare 1(ISO14443A)
115mm×75mm×18mm 白色 / 铁灰色

R6 读卡器

PK-R3x6y/W34
125KHz:EM

13.56MHz:Mifare 1(ISO14443A)
115mm×43mm×18mm 白色 / 铁灰色

R8 读卡器

PK-R3x8y/W34
125KHz:EM

13.56MHz:Mifare 1(ISO14443A)
115mm×72mm×20mm 白色 / 银色 / 铁灰色

R9 密码读卡器

PK-R3x9y/KW34

125KHz:EM
13.56MHz:Mifare 1(ISO14443A)、CPU(ISO14443A/B) 
（国密、3-DES）、中国移动 / 电信手机卡、2.4GHZ： 

中国电信手机卡

140mm×98mm×28mm 白色

MW 金属密码读卡器

PK-R3xMWy/KW34
13.56MHz:Mifare 1(ISO14443A)、

CPU(ISO14443A/B/C)（国密、3-DES）
120mm×80mm×27mm 金属色

MN 金属密码读卡器

PK-R3xMNy/KW34
13.56MHz:Mifare 1(ISO14443A)、

CPU(ISO14443A/B/C)（国密、3-DES）
120mm×58mm×22mm 金属色

指纹读卡器

PK-RF300C/X
13.56MHz:Mifare 1(ISO14443A)、

CPU(ISO14443A/B)（国密、3-DES）
128mm×90mm×34mm 黑色

门禁管理
——人员出入口控制

11



读卡器

产品图片 型号 支持卡类型 尺寸 颜色

RT 读卡器

PK-R35T/
（K）W34-B

13.56MHz
Mifare 1（ISO14443A）

113mm×76mm×21mm 黑色

二维码读卡器

PK-R35Q/W34
13.56MHz

Mifare 1（ISO14443A）、二维码、条形码、NFC
115mm×75mm×22mm 银白色

二维码密码读卡器

PK-R35QR/W34
13.56MHz

Mifare 1（ISO14443A）、二维码、条形码、NFC
115mm×75mm×22mm 银白色

指静脉读卡器（一体机）

CSS-720/M
13.56MHz

Mifare 1（ISO14443A）
120mm×235mm×88mm 黑色

门禁管理
——人员出入口控制

控制器

C36X 系列门禁控制器 C386 系列网络门禁控制器

型号 单门控制器 
PK-C36S

双门控制器 
PK-C36D

四门控制器 
PK-C36F

单门控制器 
PK-C386S

双门控制器 
PK-C386D

四门控制器 
PK-C386F

卡片存储量 (Max) 3000 2x3000 4x2500 20000 2x10000 4x5000

脱机储存信息量 (Max) 20000 2x10000 4x5000 40000 2x20000 4x10000

读卡器接口 1xWiegand 2xWiegand 4xWiegand 1xWiegand 2xWiegand 4xWiegand

输入接口 (TTL)

1x 开门按钮 2x 开门按钮 4x 开门按钮 1x 开门按钮 2x 开门按钮 4x 开门按钮

1x 门磁 2x 门磁 4x 门磁 1x 门磁 2x 门磁 4x 门磁

4x 辅助 4x 辅助 4x 辅助 2x 扩展 2x 扩展 2x 扩展

1x 防拆报警、1x 消防报警 1x 防拆报警、1x 消防报警

控制器尺寸 180mm×126mm×15mm 223mm×142mm×15mm 245mm×165mm×15mm

控制箱尺寸 307mm×261mm×55mm 355mm×309mm×60mm 440mm×340mm×75mm

工作电压 12-16VDC 12-16VDC

功耗 160-200mA 200-250mA

指示灯 2xLEDS 10xLEDS

通讯接口 RS-485 TCP/IP，CAN Bus，可混合使用

抗静电干扰 15KV

产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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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管理
——人员出入口控制

C388 系列网络门禁控制器 C388P 网络门禁控制器 ( 地铁专用 )

型号 单门控制器 PK-C388S 双门控制器 PK-C388D 四门控制器 PK-C388F PK-C388P

卡片存储量 (Max) 40000 2x20000 4x10000 40000

读卡器接口 1xWiegand、1xRS-485 2xWiegand、1xRS-485  4xWiegand、1xRS-485 2xWiegand

脱机储存信息量 (Max) 100000 2x50000 4x25000 100000

输出接口 ( 继电器）
1x 开门 2x 开门 4x 开门 2x 开门

1x 报警 2x 报警 4x 报警 2x 报警
2x 报警

控制器尺寸 185mm×123mm×15mm 236mm×154mm×15mm 222mm×149mm×15mm

控制箱尺寸 307mm×261mm×55mm 355mm×311mm×75mm 440mm×340mm×75mm

指示灯 3xLEDS 5xLEDS

通讯接口 TCP/IP TCP/IP、2xRS-485

抗静电干扰 15KV

工作电压 12-16VDC

功耗 200-250mA

产品图片

控制器

C396 系列门禁主控制器 C366x 系列双 / 四门门禁分控制器

型号 PK-C396 PK-C366D PK-C366F

卡片存储量 (Max) - 2000 张 / 门

脱机储存信息量 (Max) - 10000 条 / 门

读卡器接口 - 2×Wiegand 26/32/34 4×Wiegand 26/32/34

输入接口 (TTL) 2× 备用（TTL）
2× 开门、2× 门磁 4× 开门、4× 门磁

1× 火警、1× 防拆、2× 备用

输出接口 2× 备用（继电器） 2× 电锁 4× 电锁

控制器尺寸 120mm×80mm×15mm 175mm×120mm×15mm 218mm×133mm×15mm

控制箱尺寸 200mm×230mm×75mm 260mm×307mm×75mm 310mm×356mm×75mm

工作电压 DC10 ～ 14V DC10 ～ 14V

工作电流 Max 150mA Max 130mA Max 220mA

指示灯 2×LEDS 2×LEDS

通讯接口 1×10/100MB 自适应以太网口（上行）
1×CAN（下行） CAN

抗静电干扰 15KV 15KV

产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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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99 系列网络门禁控制器（大用户量）

型号 单门控制器 PK-C399S 双门控制器 PK-C399D 四门控制器 PK-C399F

卡片存储量 (Max) 100000（可扩 100 万张 ) 2x50000（可扩 50 万张 ) 4x25000（可扩 25 万张）

脱机储存信息量 (Max) 1000000 2x500000 4x250000

读卡器接口 1xWiegand、1xRS-485 2xWiegand、2xRS-485 4xWiegand、4xRS-485

输入接口 （TTL)

1x 开门按钮 2x 开门按钮 4x 开门按钮

1x 门磁 2x 门磁 4x 门磁

1x 破玻 2x 破玻 4x 破玻

1x 消防联动

1x 紧急开门 2x 紧急开门 4x 紧急开门

2x 辅助

1x 防拆报警

输出接口 ( 继电器）
1x 开门 2x 开门 4x 开门

1x 报警 2x 报警 4x 报警

控制器尺寸                                                   245mm×180mm×15mm                                                                275mm×180mm×15mm

控制箱尺寸                                                   440mm×340mm×75mm                                                                440mm×340mm×75mm

指示灯 7xLEDS

通讯接口 2xTCP/IP

产品图片

TCP/IP 网络门禁主控器（地铁专用 )

型号 PK-C399M

指示灯 10xLEDS

储存容量 256MByte

通讯接口 2xTCP/IP、4xRS-485、2xRS-232

控制器尺寸 245mm×180mm×15mm

控制箱尺寸 440mm×340mm×75mm

产品图片

区域联动门禁控制器

型    号 PK-C399L

工作电压 DC12 ～ 16V

工作电流 180 ～ 200mA

CPU 32 位 ARM 处理器

存储容量 256MB

通讯接口 2×TCP/IP；4×RS-485

联动门禁点 64 门

抗静电干扰 15KV

环境温度 -10℃～ +55℃

相对湿度 10% ～ 90%（不凝结）

控制器尺寸 245mm×180mm×20mm

控制箱尺寸 440mm×340mm×76mm

产品图片

门禁管理
——人员出入口控制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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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门禁报警模块

型号 PK-AC340x

指示灯 2xLEDS

脱机存储报警事件 (Max) 100000 条

通讯接口 TCP/IP、RS-485

防区输入接口 16 防区、16 路 x 常开或常闭探测器接口

1x 防拆报警

输出接口 ( 继电器） 1x 警铃报警、1x 灯光报警

16x 报警

扩展防区 2x16 防区

控制器尺寸 245mm×180mm×15mm

控制箱尺寸 312mm×268mm×76mm

产品图片

TCP/IP 网络门禁主控器

型号 PK-C397x

指示灯 2xLEDS

存储容量 32MByte

通讯接口 TCP/IP、2xRS-485、2xRS-232

扩展分控器 8-16

扩展读卡器 8-32

控制器尺寸 236mm×154mm×15mm

控制箱尺寸 355mm×309mm×76mm

产品图片

一体化门禁

型号 PK-3507W PK-3506W

尺寸 84mm×84mm×22mm 90mm×55mm×30mm

指示灯 3xLEDS

支持 IC 卡 13.56MHz: Mifare 1(ISO14443A)

读卡距离 10-50mm

感应时间 0.2s

持卡人数 不限

脱机储存信息量 (Max) 20000

通讯接口 1xRS-485

输入接口（TTL) 1x 开门按钮、1x 门磁

输出接口 ( 继电器） 1x 开门、1x 报警 (C3506W 无）

产品图片

门禁管理
——人员出入口控制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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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控锁扣

型号 PKL310NO/NC PKL313(S)NO/NC PKL313M(S)NO/NC   PKL313L(S)NO/NC

尺寸 150mm×39.5mm×28mm 124mm×32mm×33mm 165mm×32mm×33mm 250mm×32mm×33mm

门磁 无 可选

面板材料 高强度铝合金 不锈钢

工作方式 通电开（NO)/ 断电开（NC) 【可选】

产品图片

磁力锁

型号 PKL320/18(27/35/50)  PKL320D/18(27/35/50) PKL320H/18(27)

尺寸

170mm×39mm×21mm
250mm×47mm×25mm
285mm×49mm×28mm
266mm×67mm×39mm

340mm×39mm×21mm
500mm×47mm×25mm
570mm×49mm×25mm
532mm×67mm×39mm

190mm×32mm×21mm
230mm×38mm×26mm

拉力 180 
（270/350/500）kg

2x180 
（270/350/500）kg 180（270）kg

指示灯 LED 无

安装方式 明装 暗装

工作电压 12VDC

工作方式 断电开

门磁 有

面板材料 高强度铝合金

产品图片

电插锁

型号 PKL340 PKL342

尺寸 205mm×35mm×40mm 260mm×30mm×48mm

工作方式 断电开 通电开（NO)/ 断电开（NC)【可选】

钥匙 无 有

面板材料 高强度铝合金 不锈钢

工作电压 12VDC

检测方式 磁感应

门磁 有

产品图片

门禁管理
——人员出入口控制

* 说明 : 由于环境和安装方式的影响，磁力锁拉力可能出现 ±15% 的偏差。

电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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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管理系统软件 (包括门禁考勤、考勤机考勤 )

 采用动态菜单模块化管理 , 使界面更友好、更个性化，功能扩展更自由化；
 库表结构可自定义，充分满足可扩展性的需求；
 支持多个班次（3 个班次以上）；
 一个班次可多达包括 4 个正常出勤的上下班打卡段（即 8 个打卡点）与 2 个加班时间段，再外加 2 个特殊加班段；
 打卡时间具有跨零点与跨天功能；
 支持自动排班、手动排班；
 迟到、早退、旷工条件细化到每个班次上，用户可自定义设置，并且具有晚班 ( 即夜班 ) 段设置功能；
 具有节假日登记、请假处理、调休以及特殊加班设置等功能，从而适应客户处里各种各样的特殊考勤情况；
 考勤异常处理：专门集成所有异常处理所涉及的操作到一个模块当中，使操作方便而快速；
  具有动态模糊查询功能：支持简单个人查询与集体查询，操作方便快捷，支持动态条件模糊查询 , 通过部分有效

信息轻松查询出相关的详细数据；
 自动统计报表、总报表、部门报表、周、月、年报表、出勤异常报表。

考勤管理
主要实现人员的出勤考核，包括上班、下班、加班等信息的记录、处理、查询；适应于政府机关、企业单位、学校、
厂矿等各种场所的员工出勤、考核管理。考勤管理包括门禁考勤、考勤机考勤。

考勤管理系统结构图

门禁管理
——考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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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管理
——考勤管理

指纹考勤机

型号 PK-6X6

指纹容量 8000 枚

记录容量 100000 条

验证 1:N 或 1:1

识别速度 ≤ 0.8s

拒登率 (FRR) ≤ 0.01%

误判率 (FAR) ≤ 0.0001%

硬件 32 位 CPU, 64MB 内存

显示屏 3.5 寸 6 万 5 千色高清 TFT 屏

摄像头 130 万像素高清摄像头

标配 T9 输入法、定时响铃、夏令时、短消息

采集器 全新高清无膜指纹采集器

通讯方式 TCP/IP

尺寸 205mm×150mm×42mm

产品图片

考勤机

型号 PK-6X5

支持 IC 卡

125KHz: EM

13.56MHz: Mifare 1(ISO14443A、

CPU(ISO14443A/B)( 国密、3-DES）、中国移动

/ 电信手机卡 2.4GHz：中国移动手机卡

手机卡模式 NFC、蓝牙（虚拟卡）

读卡距离 10-50mm

显示
128×64 蓝色背光 LCD 显示，中文简体、中文繁

体、英文、可显示日期、时间、星期读卡信息

键盘 12 键 ( 参数设置、查询 )

不注册时持卡人数 20000 个

可注册 ( 中文 ) 持卡人数 10000 个

脱机信息存贮量 20000 条

数据保存 FLASH 保存数据，掉电不丢失

读卡器接口 Wiegand

通讯接口 10/100MB 以太网 (RJ45)

输出接口 ( 继电器 ) 1× 开门；1× 响铃

备用电池接口 12VDC/1A

感应时间 0.2s-0.8s

抗静电干扰 15KV

防护等级 IP54

尺寸 180mm×108mm×40mm

产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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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图片

型号 PK-713C PK-715C PK-718

LCD 单色 无 112*64 点阵

尺寸 147mm ⅹ 40mm ⅹ 20mm 132mm ⅹ 40mm ⅹ 28mm

内存 4 MB FLASH

电池 3.6V 锂电池 750mAH

巡更线路 20

巡更点 1024（每个点包括卡号、应对时间、提示时间）

巡更人员 250

巡更事件 250

巡更记录 11200

信息下载通讯接口 USB 线直通式 /USB 通讯座式

工作温度 -10℃ -+70℃

工作湿度 10%-70%

离散巡更机

 巡更卡片分为人员卡、事件卡、地点卡；
 系统可设定巡更点、巡更员、巡更路线、巡更班次、当前路线、巡更事件等；
 多种巡更排班：按天排班、按周排班、按月排班、轮班等；
 具有多种报表：巡更数据、巡更排班表、巡更线路图、巡更线路报表、巡更事件报表；
 按巡更日期、人员、地点、线路查询以及多条件查询、打印等。

离散巡更管理系统软件

巡更管理
主要实现安保人员的巡逻签到记录，包括巡逻路线、节点、事件信息等的记录、处理；适应于机场、地铁、高铁、政府、
企业、厂矿、文化场馆、学校、住宅小区、监狱、看守所、部队、保密单位等各种场所的保安人员巡逻、考核管理。
巡更模式包括在线巡更、离散巡更。

 在线巡更管理系统采用门禁的读卡器、控制器等设备；
  系统可设定巡更点、巡更员、巡更路线、巡更班次、当前路线、巡更事件等；
 巡更路线、巡更点、巡更员等可任意设定，数量不限；
 巡更排班包括：按天排班、按周排班、按月排班、轮班等多种方式；
 支持零点、跨天功能；
 支持多个班次；
 具有电子地图显示，实时监控巡更过程，出现异常巡更会自动报警；
  具有多种报表供查询、打印，如巡更排班表、巡更信息表、巡更报警、系统

登录等。

在线巡更管理系统软件

在线巡更管理系统结构图 离散巡更管理系统结构图

门禁管理
——巡更管理

19



门禁管理
——会议签到管理

会议签到管理

主要实现参会人员的签到记录统计；适应于政府机关、企业单位、学校等各种会议场所的参会人员的签到、考核管理。
会议签到的模式包括通道式、地毯式、挂式等。

  显示会议基本资料，包括会议主持人、会议内容与会议相关的
内容；

  会议参数设置，由系统管理员进行会议时间，与会人员信息及所持卡
片等会议信息的预先设置；

  能自动识别持卡人身份，读卡后可自动显示持卡人的照片及个
人信息等；

 提供手工报到功能、及时处理代表忘记带卡、卡遗失等异常情况；
 可定制前台欢迎词，由用户根据不同的会议、场合自己进行定制；
  可以选择采用计算机显示器、电视机或电视墙来实时监控报到

情况，使报到情况一目了然，方便了代表，也提高了透明度；
  系统所提供的基础数据导入功能，解决了不同的会议有相同代表

参加的问题；
 准确查询和统计会议代表出席、缺席、迟到及请假等功能；
  与会议表决系统联动，通过与会议表决系统数据共享的方式实现会议报到系统与会议表决系统的完美结合，省略

了以往表决系统需要重复报到的弊端。报到系统采用无线读卡设备，可以准确快速的实现与会者的报到，并根据
与会者的身份，自动区分谁有表决权，谁无表决权，并可在会议报到后台自动设置需要表决的人选，可以根据现
场的具体状况对迟到者进行补报 , 并及时反应到会议表决系统。

会议签到管理系统软件

会议签到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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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通道梯控管理



通道管理

主要实现人员进出公共出入通道的权限控制及进出信息实时上传、记录、处理；适应于机场、地铁、高铁、政府、
企业、厂矿、文化场馆、学校、住宅小区、保密单位、高档写字楼等各种场所的主要出入通道，如大门口、电梯口、
场馆的出入口等。

  能自动识别持卡人身份，读有效卡后可自动开启通道，
非法卡或无卡闯入则禁止通行并报警；

 可按时间段设置不同的通行控制权限；
  对于收费通道，读有效卡后可自动从卡中余额扣减收费金

额或记账处理；
  具有不同类型的卡片，可按不同的折扣标准计费；
 可记录各种读卡信息、通行信息、时间、收费情况等；
  具有完善的报表供查询打印：包括读卡信息报表、通行

记录报表、收费报表、日报表、月报表、综合报表等。

通道管理系统软件

  采用知名品牌电机，运行稳定，抗疲劳强度高，可24小时 
工作；

  机芯主控板采用工业级 32 位 ARM 芯片，行业领先，反
应速度快，处理能力大幅提升；

  具有防反转功能，刷卡后，只允许行人朝一个方向行进；
如果反方向通过，会发出报警，某些情况下摆臂迅速关闭；

  摆臂未打开的情况下，如果强行闯入，摆臂转动一定的角
度缓冲后，立即锁止；

  开闸速度可根据不同场所的要求进行调节，内设调节用拨
码开关；

  断电后产品摆臂打开，形成透明通道；
  精确计数，得益于角度编码器的使用可扩展为自动身份识别系统，实现门禁、考勤、收费等功能；
  离合装置 : 采用电磁离合装置，可在任何角度防止外力冲撞而机芯和摆臂不损坏也不伤人； 
  500 线角度编码器在任何角度内可控制机芯运行或停止，而改变传统的红外或磁感应在指定的角度点刹车定位。

技术特点

访客通道梯控管理
——通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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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图片

型号 PK-SLS-X PK-SLS7-X PK-SLS8-X

通道宽 600mm 600mm 600mm

通道开关时间 ＜ 0.4s ＜ 0.3s ＜ 0.3s

通行方向 单、双向可选 单、双向可选 单、双向可选

红外探测 防尾随、防夹安全保护 防尾随、防夹安全保护 防尾随、防夹安全保护

消防安全 断电后摆臂呈无阻力状态 断电后摆臂呈无阻力状态 断电后摆臂呈无阻力状态

通道模式 权限控制、收费控制可选 权限控制、收费控制可选 权限控制、收费控制可选

自动收卡（可选） 可安装自动收卡设备 可安装自动收卡设备 可安装自动收卡设备

通迅模式 TCP/IP TCP/IP TCP/IP

应用环境 人员进出控制（室内） 人员进出控制（室内） 人员进出控制（室内）

防护等级 IP65 IP65 IP65

翼材料 PU、亚克力可选 PU、亚克力可选 PU、亚克力可选

箱体材料 304 不锈钢 304 不锈钢 304 不锈钢

箱体尺寸 1400mm*280mm*980mm 1400mm*280mm*980mm 1400mm*280mm*980mm

S1 翼闸 S7 翼闸 S8 翼闸

产品图片

型号 PK-SWS-X PK-SWS5-X PK-SWS6-X

摆臂长 标准机芯 MAX530mm， 
防撞机芯 MAX300mm MAX300mm MAX300mm

通道开关时间 标准机芯＜ 1s，防撞机芯＜ 0.6s ＜ 0.6s ＜ 0.6s

通行方向 单、双向可选 单、双向可选 单、双向可选

红外探测 防尾随、防夹安全保护 防尾随、防夹安全保护 防尾随、防夹安全保护

消防安全 断电后摆臂呈无阻力状态 断电后摆臂呈无阻力状态 断电后摆臂呈无阻力状态

通道模式 权限控制、收费控制可选 权限控制、收费控制可选 权限控制、收费控制可选

自动收卡（可选） 可安装自动收卡设备 – 可安装自动收卡设备

通迅模式 TCP/IP TCP/IP TCP/IP

机芯 标准机芯、防撞机芯可选 防撞机芯 防撞机芯

应用环境 人员、自行车进出控制（室内、外） 人员进出控制（室内） 人员进出控制（室内）

防护等级 IP65 IP65 IP65

摆臂材料 不锈钢 钢化玻璃、亚克力可选 钢化玻璃、亚克力可选

箱体材料 304 不锈钢 304 不锈钢 304 不锈钢

箱体尺寸 1400mm*280mm*980mm 1400mm*212mm*1100mm 1400mm*180mm*965mm

W1 摆闸 W5 速通门 W6 速通门

通道闸机

访客通道梯控管理
——通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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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通道梯控管理
——通道管理

产品图片

型号 PK-TRA PK-TRA2 PK-TRA7

杆长 MAX520mm MAX520mm MAX520mm

通行速度 30 人 / 分钟 30 人 / 分钟 30 人 / 分钟

通行方向 单、双向可选 单、双向可选 单、双向可选

消防安全 断电自动落杆 断电自动落杆 断电自动落杆

通道模式 权限控制、收费控制可选 权限控制、收费控制可选 权限控制、收费控制可选

自动收卡（可选） 可安装自动收卡设备 可安装自动收卡设备 可安装自动收卡设备

通迅模式 TCP/IP TCP/IP TCP/IP

应用环境 人员进出控制（室内、外） 人员进出控制（室内、外） 人员进出控制（室内、外）

防护等级 IP65 IP65 IP65

箱体材料 304 不锈钢 304 不锈钢 304 不锈钢

箱体尺寸 1200mm*280mm*980mm 1200mm*280mm*980mm 1200mm*280mm*980mm

T2 三棍闸 T7 三棍闸T1 三棍闸

通道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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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了工业级 32 位 ARM 微处理器，先进的 CPLD、FLASH 等技术，具集成度高、功耗低、容量大、信息可靠等特点；
输入、输出接口均采用了先进的保护电路，具有抗雷电冲击、瞬间的过压、短路保护、强抗干扰能力；

  具有 TCP/IP、RS-485、CAN 多总线通讯，无论是 ID 卡，还是 IC（M1CPU）卡均可脱机运行，确保在任何状态
系统能实时、稳定、可靠；

  读卡器接口具有 WIEGAND(ID)、RS-485(IC) 两种方式供选择；
  ID 模式，支持各种近距离卡（125KHz:EM、13.56MHz: Mifare1(ISO14443A)、CPU(ISO14443A/B)( 国密、3-DES）

中国移动 / 电信手机卡）；
  IC 模式支持 13.56MHz:Mifare 1(S50/S70，ISO14443A)、CPU(ISO14443A/B)( 国密、3-DES）；
  电梯控制器断电、损坏可自动转换到电梯按键模式；
  访客可通过可视对讲系统实现与电梯控制系统联动，包括软硬联动，系统支持大部分主流楼宇对讲、电梯品牌，

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与集成能力。

技术特点

电梯管理

主要实现人员使用电梯的权限控制及出入信息实时上传、记录、处理；包括刷卡直接到指定楼层、访客通过与楼宇对
讲系统实现联动等。适应于政府、企业、保密单位、高档写字楼、酒店、高尚住宅等各种场所的电梯控制管理。

电梯控制管理系统软件

  可设置电梯的工作状态，即电梯可设置由控制器管理刷卡，也可根据客户使用需要断开控制器对电梯的控制，
由电梯设备自行控制；

 可设置多种卡管理不同的使用人员：
 •  单层用户卡：读卡进入指定唯一楼层
 •  多层用户卡：读卡开放指定相应楼层
 •  管理人员卡：读卡开放所有需要楼层

 可设置楼层按钮闭合时间、访客联动电梯延时等；
 可设置 3 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起始值任意定义；
  每个层楼都有独立的设防、撤防时间，设防时间只有有权进入相应楼层的持卡者才能乘电梯到达该楼层；
 具有各种读卡信息、进出通行信息、报警信息等报表。

电梯系统结构图

访客通道梯控管理
——电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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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通道梯控管理
——电梯管理

楼层信号采集器 /电梯状态采集器

电梯控制器

型号 电梯控制器 PK-C488D 电梯控制器 PK-C488 电梯扩展版 PK-E488D 电梯扩展版 PK-E488 

工作电压 DC12 ～ 16V DC12 ～ 16V DC12 ～ 16V DC12 ～ 16V

工作电流 300mA 300mA 200mA 200mA

指示灯 4×LEDS 1×LEDS 1×LEDS 1×LEDS

ID 卡模式 卡片存储量：80000 卡片存储量：80000 卡片存储量 :80000 卡片存储量 :80000

脱机信息量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数据保存 FLASH 保存数据，掉电不丢失 FLASH 保存数据，掉电不丢失 FLASH 保存数据，掉电不丢失 FLASH 保存数据，掉电不丢失

通讯接口 RS-485、TCP/IP、RS-232 RS-485、TCP/IP、RS-232 — —

扩展板接口 2 个 2 个 1 个 —

读卡器接口 1×Wiegand26/34 1×Wiegand26/34 — —

输出接口 16 路常开、16 路常闭 16 路常开、16 路常闭 16 路常开、16 路常闭 16 路常开、16 路常闭

掉电状态 自动转换至电梯控制状态 自动转换至电梯控制状态 自动转换至电梯控制状态 自动转换至电梯控制状态

控制楼层 16 层（可扩展至 48 层） 16 层（可扩展至 48 层） 16 层 16 层

抗静电干扰 15KV 15KV 15KV 15KV

环境温度 -10℃～ +55℃ -10℃～ +55℃ -10℃～ +55℃ -10℃～ +55℃

相对湿度 10% ～ 90%（不凝结） 10% ～ 90%（不凝结） 10% ～ 90%（不凝结） 10% ～ 90%（不凝结）

控制器尺寸 210mm×145mm×15mm 245mm×180mm×15mm 155mm×115mm×15mm 155mm×115mm×15mm

产品图片

型号 楼层信号采集器 
PK-D410/FC

电梯状态采集器  
PK-D410/FL

输入接口 (TTL) 8 路（支持 8 个楼层） 8 路（支持 8 部电梯）

功耗 50mA

通讯接口 RS-485

抗静电干扰 15KV

尺寸 116mm×88mm×15mm

26



访客管理软件功能

 提供支持两种访客业务操作办理模式（人工辅助、自助访客）；
 系统采用多种形式的访客预约方式（Web/ 手机 APP/ 微信）；
 来宾通过预约访客，可以实现刷二代身份证就能快速完成访客登记业务，节省现场办理访客登记业务的等待时间；
 支持多元化访客卡授权机制，满足 IC 卡、条码、二维码、身份证、手机卡等任何一种；
 具有黑白名单管理，白名单尊享 VIP 服务，刷二代身份证直接完成访客登记业务；
 自助访客终端提供广告媒体播放功能，达到一机多用，物超所值；
 系统提供完善的各种访客业务报表，给公司管理层的管理决策提供数据业务支撑；
 自助访客终端具备电话来访确认功能，能有效避免跟被访人直接通话拒绝的尴尬；
 访客业务登记资料、人像拍照、证件扫描等信息系统自动长期保存，方便事后查询。

临时访客管理
主要实现访客人员的出入管理，包括访客 Web、手机 APP、微信预约、证件登记、访问信息的记录、处理。适用于 
政府、企业、保密单位、学校、高档写字楼、高尚住宅等各种场所的外来访客管理。

访客通道梯控管理
——电梯管理

型号 PK-C498

功耗 180-200mA

指示灯 2xLEDS

存储容量 32MByte

通讯接口 TCP/IP、2xRS-485、2xRS-232

扩展接口 每个独立单元需 1 套电梯联动网络控制器，每套控制器
可控制 8 部电梯及 48 个楼层

访客联动设置时间 1s-250s

联动方式 楼层检测、协议通讯

抗静电干扰 15KV

控制器尺寸 180mm×132mm×15mm

控制箱尺寸 312mm×268mm×76mm

产品图片

电梯联动网络控制器 电梯读卡器

型号 PK-R3x2y

支持 IC 卡 13.56MHZ: Mifare 1（ISO14443A）、 
CPU（ISO14443A、国密、3-DES）

读卡距离 10-50mm

感应时间 0.2s-0.8s

密码键盘（可选） 12 键（6 位密码）

通讯接口 Wiegand 34(26)（可选 RS-485）

功耗 50-100mA

抗静电干扰 15KV

防护等级 IP54

外壳 PC/ABS 塑料

尺寸 117mm×74mm×20mm

颜色 金属色

产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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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管理系统结构图访客流程图

人工辅助访客终端

型号 PK-MVMX

证件录入 二代身份证自动读取，一代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护照、
学生证等扫描

照片录入 摄像机自动记录来访人员的照片

出入凭证 支持各种 IC 卡及纸质打印凭证

来访预约 B/S 架构软件，实现网上预约来访

产品图片

自助访客终端（配合通道应用）

型号 PK-AVMX

证件录入 二代身份证自动读取

照片录入 摄像机自动记录来访人员的照片

自助发放凭证 自助发卡或纸质凭证（预约或当时通过内部语音系统确
认是否发放访客凭证）

回执确认 备访人员确认信息，下发至自动回收设备

自助回收凭证 利用通道回收凭证

来访预约 B/S 架构软件，实现网上预约来访

产品图片

访客通道梯控管理
——访客管理

自助访客机

型号 PK-SVM-B2 PK-SVM-C2

显示屏 19 寸红外触摸屏、22 寸广告播放屏

证件录入 二代身份证信息自动录入

照片录入 自动抓拍记录来访人员照片

自助发放凭证 80mm 高速热敏打印机 
发放纸质凭条 自助发放专用识别卡

存储容量 5000 万条访客信息记录

语音呼叫 含电话语音卡带 TTS 功能

通讯接口 1×10/100MB 以太 网口

电    源 AC220V±10%，50Hz

输出接口 16 路常开、16 路常闭

功    率 100W MAX

机柜材质 金属烤漆、防磁设计

机柜尺寸 700mm×500mm×18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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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出入控制管理

主要实现车辆进出停车场的权限控制、收费管理、车牌识别、区域引导、车位引导、反向寻车等相关信息记录、处理 ;
以及特殊场合如部队、物流等场合的车辆调度管理 ; 适应于机场、地铁、高铁、政府、企业、厂矿、文化场馆、学校、
住宅小区、监狱、看守所、部队、保密单位等各种有车辆出入的场所。

  采用了工业级 32 位 ARM 微处理器，具有功耗低、速度快、稳定可靠、功能强大等优点 ; 内嵌 Linux 操作系统：
固化存储、实时性强、高可靠性 ; 此外还采用先进的 CPLD、FLASH 等技术，具有集成度高、容量大、信息可靠
不丢失等特点 ; 输入、输出接口均采用了先进的保护电路 , 具有抗雷电冲击、瞬间的过压、短路保护，强抗干扰能力 ;

  具有 TCP/IP、RS-485、CAN 多总线通讯 , 无论是 ID 卡，还是 IC (M1、CPU) 卡均可脱机运行，确保在任何状
态系统能实时、稳定、可靠 ;

 多重防砸车装置：有地感、压力电波、红外对射等安全设备供选择 , 保障车辆安全；
  停车场系统兼容 IC、ID 模式，支持多种近距离和远距离卡【EM、Mifare1、CPU( 国密 /3-DES)、中国移动 / 联

通 / 电信 NFC/2.4G 手机卡、各种频段 RFID 卡（2.4GHz、915MHz、433MHz）】;
  停车场系统支持多样化的认证通行方式（车牌 /IC 卡 /RFID/ 纸票 / 手机蓝牙等），真正实现了同一平台下各种技

术的完美兼容；
  可接入 Peake 云平台实现多样化收费标准与支付模式（微信、支付宝、银联等），以及自助机、公众号、APP 移

动实时反向寻车；
  停车场具有相对独立的车位计数和行车引导系统，统计在场车辆总数以及各区域或各层停车数，从而让用户实时

了解停车场各区域空车位情况，实现车辆行驶的精确引导；
  可运用超声波或车牌视频识别技术检测车位占用 / 空闲状态，并以红 / 绿灯光提示用户，从而可以直观引导用户

快速、正确停车；
  设备外箱材料采用优质钢板制成，表面采用高温烤漆或喷粉处理，具有防锈、防腐蚀以及防止紫外线照射引起的

褪色。优良的结构设计完全满足室外环境对防水、防尘、散热性能的要求；
 道闸栏杆采用专用铝型材，贴反光薄膜，另可加装发光灯带、压力电波、红外对射等增强车辆通行的安全性；
 道闸故障或断电时 , 可通过人工手动开启道闸，保证通行顺畅。
 创新无人值守停车场解决方案，微信小程序实现无车牌用户进出及缴费功能，同时支持有车牌用户自助扫描进出 

 及缴费。

技术特点

车辆出入管理
——车辆出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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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出入管理
——出入权限管理

  系统软件采用框架式结构设计，以平台框架为核心，自由
选择添加应用，并保留未来的扩展空间，人性化界面设计，
操作简便；

  系统支持脱机 / 在线运行模式，支持跨网段运行，实现异
地组网、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集团化管理要求；

  系统支持多用户管理，可对每个用户的权限、档案、密码、
日志等进行管理和查询；系统可设置满位时自动停止发卡，
进行车辆数量控制与管理；

  能自动记录操作员操作日志 , 包括：操作员编号、操作员姓
名、操作类型、操作时间、操作对象、操作内容、操作结果；

  可设置参数包括停车场的车位数量、停车场名称、地址、
出入口数量、收费规则等。进出口数量可多达 100 个 , 同
时支持 2 级以上嵌套；

  对固定用户信息包括车主姓名、车主证件、车型、车牌、联系电话、联系地址、卡片发行日期、有效期等；
 对临时用户信息包括车型、车牌、停车时间、收费金额等；
  记录车辆进出相关信息 , 包括：车主卡号、卡类型、读卡位置、进出通道、进出时间、进出场车图像、车辆车型、车牌号码、

泊车计时间、收费金额、收费日期、收费操作员等；
  具有长期卡、月租卡、临时卡、管理卡等管理方式 , 具有固定费率、零费率、折扣处理及支持按时间、按次数、

免费等多种收费标准：按期收费、计时收费、计次收费、时段收费、分时收费、不收费、一次性收费等；
  报表打印及查询,包括交接班记录及值班流水记录查询;进出记录查询,如在场车的入场时间与该车的入场图像、车牌；
  出场车的进出日期时间、停留时间与出入图像、收费金额等；收费日报表、收费月报表、收费年报表、车位使用

状况报表、车流量统计报表等查询；
  系统具备长期运行的性能保障机制 , 自动定时处理、备份各种数据 , 可有效避免因长期运行产生的大容量数据对系

统性能造成影响。

停车场系统结构图

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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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出入管理
——出入口控制

产品图片

标准直杆道闸 栅栏道闸 折杆道闸

型号 / 尺寸

PK-RB3600/S
1105mm×365mm×308mm

PK-RB3500/S
1060mm×380mm×300mm

PK-RB1300/S-Y
1055mm×370mm×290mm

PK-RB3600B/S
1165mm x 360mm x 296mm

PK-RB1300B/S
1054mm×350mm×270mm

PK-RB3600F
1165mm×360mm×296mm

PK-RB1300F
1054mm×350mm×270mm

最大杆长 6m 5m 5m

起落时间 6s 6s/9s 6s

平均无故障时间 100000 小时 100000 小时 100000 小时

输入接口
1× 开闸、1× 落闸、1× 停止、 

1× 地感线圈、2× 红绿灯
1× 开闸、1× 落闸、1× 停止、 

1× 地感线圈、2× 红绿灯
1× 开闸、1× 落闸、1× 停止、 

1× 地感线圈、2× 红绿灯

机芯结构 正弦离合 / 非等速运行机构 正弦离合 / 非等速运行机构 正弦离合 / 非等速运行机构

防护等级 IP65 IP65 IP65

PK-RB3600/S

PK-RB3500/S

PK-RB1300/S-Y

PK-RB3600F
PK-RB1300F

PK-RB3600B/S

PK-RB1300B/S

产品图片

快速道闸 高速道闸 ( 适合高速公路 )

型号 / 尺寸

PK-RB3630/S-H
1105mm x 365 mm x 308mm

PK-RB1330/S-H
1055mm×370mm×290mm

PK-RB1200
1055mm×370mm×290mm

最大杆长 4m/3m 3m

起落时间 4s/1.5s 1.5s

平均无故障时间 120000 小时 150000 小时

输入接口 1× 开闸、1× 落闸、1× 停止、1× 地感线圈、2× 红绿灯 1× 开闸、1× 落闸、1× 停止、1× 地感线圈、2× 红绿灯

机芯结构 非等速运行机构 力矩电机、直连杆正弦机构

防护等级 IP65 IP65

PK-RB3630/S-H

PK-RB1330/S-H

PK-RB1200

电动道闸

32



产品图片

型号 PK-36xx PK-31xx PK-33xx PK-21xx

尺寸 1360mm×530mm×320mm 1280mm×280mm×200mm 1300mm×490mm×280mm 1140mm×380mm×330mm

支持 IC 卡
125KHz:EM
13.56MHz:Mifare 1(ISO14443A)、CPU(ISO14443A/B)( 国密、3-DES）、中国移动 / 电信手机卡
2.4GHz: 中国移动手机卡

读卡距离 10-100mm

卡片存储量
( 张 )

ID 卡（3000 或 40000 可选）;
M1、CPU 等 R/W 卡不限

通讯接口 RS-232、RS-485、CAN( 可选）、TCP/IP( 可选）

输入接口 8 路 TTL（车辆检测器、压力电波、出卡、退卡、中心控制等 )

输出接口 6 组继电器 ( 开闸、落闸等 )、1 路音频信号

感应时间 0.2s-0.8s

状态显示 有无车辆、起落杆、指示通行

信息显示屏 4 个汉字屏滚动显示：中英文日期、时间、收费金额、剩余车位、进出场问候语、读卡信息、停车场信息 ( 场名、联系方式等 )

语音系统 语音提示 ( 进出场问候语、读卡操作信息 ( 请读卡、重读等 )、收费金额、卡有效期等）

对讲系统 实现各出入口与管理中心的联络沟通等

防护等级 IP65

IC 卡出入口机

PK-36xxx/PC1Y PK-21xxx/PC1YPK-33xxx/PC1YPK-31xxx/PC1Y

车辆出入管理
——出入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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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出入管理
——出入口控制

车牌识别
包括人工识别和自动识别：
人工识别：通过摄像机拍摄进场时的车辆照片，与出场时车
辆的车牌、车型、颜色等进行人工比对识别。
自动识别：摄像机拍摄车辆进、出场时的车牌，通过车牌图
像识别系统，自动识别车牌号码。

车牌识别出入机

型号 PK-3200

供电电源 220VAC/50Hz

最大功耗 40W

主机箱 
采用优良的防水、散热结构设计，高温烤漆 / 喷
粉表面处理，镶嵌钢化玻璃面板，丝印图案美观
大方

显示屏 单行红色显示屏，支持定屏、滚动、反白等多种
显示方式

语音报读 中英文语音提示

识别车牌

识别符合“GA36-92”(92 式牌照 ) 和“GA36.1-2001” 
(02 式牌照 )，包括普通蓝牌、黑牌、黄牌、双层
黄牌、警车车牌、新式武警车牌、新式军牌、使
馆车牌、港澳进出大陆车牌

车牌识别速度 ≤ 0.4s

号牌识别率 ≥ 95%

号牌检出率 ≥ 99%

输出信息 车辆特征图像、车牌图像，牌照号码、颜色、类型、
通过时间

识别距离 4-6m（最佳）

通讯接口 TCP/IP,RS-485

补光灯 20 颗 LED 自动补光

防护等级 IP54

环境温度 -20℃ -55℃

相对湿度 ≤ 90%（不凝结）

机箱尺寸 高 1200mm* 宽 500mm* 厚 200mm

产品图片

型    号 PK-3210/PC0RH

整机包含 车牌识别摄像机、LED 显示屏、语音显示驱动板、
喇叭、补光灯、开关电源等

工作电压 AC220V/50Hz

最大功率 50W

号牌识别率 ≥ 99.7%

适用车牌 蓝、黄、新军警、粤港 / 粤澳、使领馆（老 / 新）、
民航、新能源

最佳拍摄范围 3 ～ 6 米

通讯接口 TCP/IP 或 2×RS-485

I/O 输出 2 路输出，可控制道闸

I/O 输入 2 路输入，可接入地感信号

显示模组 F3.75 半户外高亮点阵

点间距离 4.75mm×4.75mm     

分辨率 64 点 ×32 点

显示内容 2 行 ×4 字

语音报读 中英双语智能报读

外置补光 LED 补光灯（光感）

环境温度 -20℃～ +55℃

相对湿度 10% ～ 90%（不凝结）

防护等级 IP54（机箱）

机箱高度 1.5 米

颜色 铁灰

产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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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0车牌识别出入机

车辆出入管理
——出入口控制

型号 PK-3230

供电电源 220VAC/50Hz

最大功耗 50W

主机箱 采用优良的防水、散热结构设计，高温烤漆 / 喷粉表面处理，镶嵌
钢化玻璃面板，丝印图案美观大方

显示屏 双基色四行高亮度显示屏，支持定屏、滚动、反白等多种显示方式

语音报读 中英文万能语音

识别车牌
识别符合“GA36-92”(92 式牌照 ) 和“GA36.1-2001” (02 式牌照 )，
包括普通蓝牌、黑牌、黄牌、双层黄牌、警车车牌、新式武警车牌、
新式军牌、使馆车牌、港澳进出大陆车牌

车牌识别速度 ≤ 0.3s

号牌识别率 白天≥ 99.8%；夜间≥ 99.6%

号牌检出率 白天≥ 99.9%；夜间≥ 99.7%

输入信息 摄像机视频图像

输出信息 车辆特征图像、车牌图像，牌照号码、颜色、类型、通过时间

识别距离 3-6m（最佳）

通讯接口 TCP/IP,RS-485

补光灯 20 颗 LED 自动补光

防护等级 IP54

环境温度 -20℃ -55℃

相对湿度 ≤ 90%（不凝结）

机箱尺寸 高 1500mm* 宽 380mm* 厚 1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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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出入管理
——出入口控制

防砸车装置

名称 车辆检测器 压力电波 红外探测器

型号 CD5000 DW50 P-09-2

功能特点

辅助防砸车：
工作频率、灵
敏度、输出延
时均可调；可
检测大、小、
摩托等各种车
辆；安装于道
闸杆

辅助防砸车 
( 人 )：接 
触距离大于
0.3mm、 
回应时间小于
10ms；安装
于道闸杆的下
方一侧 ( 固定
杆上 )

辅助防砸车
( 人 )：对射距
离大于 6 米；
安装于道闸杆
下方两端

产品图片

远距离读卡器

名称 微波读卡器 超高频读卡器

型号 10G0-X 10C0-X

频率 2.45GHZ 915MHZ

通讯接口 Wiegand 26 Wiegand 26

读卡距离 5-10 米或以上 3-4 米、5-10 米可选

感应角度 180°（方向性一般） 90°（方向性好）

对挡风玻璃
穿透性 好 一般

卡片 ( 尺寸 )  85.6mmX54mmX3.5mm 85.6mmX54mmX0.78mm

卡片 
(有源/无源) 有源 无源

卡片 
( 电池寿命 ) 3-5 年 无限

产品图片

车牌自动识别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型号 PK-IPLPR05B

传感器 
类型 1/2.9 英寸 CMOS

视频压缩
标准 H.264

图像格式 JPEG

最大图像
尺寸 1920*1080

帧率 25FPS

支持协议 TCP/IP、HTTP、DHCP、FTP 上传图片

专用功能 支持车牌识别、视频触发、线圈触发、外部 I/O 触发、
双、单快门选择、补光灯同步

通讯接口 1000M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1 个；RS485 接口 1 个

I/O 接口 输入 2 个、输出 2 个

触发输入 与 I/O 输入相同

触发输出 2 路纯电器输出可用于联动道闸

车牌 ( 号
码、颜色 )
识别率

≥ 98%

产品图片

型号 PK-IPLPR05S

供电电源 220VAC/50Hz

工作电压 DC12V

平均功耗 10W

传感器 1/3"CMOS

视频压缩 H.264

有效像素 720P

号牌识别率 白天≥ 99.8%；夜间≥ 99.6%

号牌检出率 白天≥ 99.9%；夜间≥ 99.7%

适应车速 0-150 公里 / 小时

输出信息 车辆特征图像、车牌图像，牌照号码、颜色、类型、
通过时间

专用功能 支持线圈、视频、RS-485、网络等触发方式，支持
自动补光

I/O 接口 3 路输出（控制道闸抬杆），2 路输入（车辆检测触发）

通讯接口 10/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最佳拍摄 
范围 3-6m

防护等级 IP66

环境温度 -20℃ ~55℃

相对湿度 ≤ 90%（不凝结）

产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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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出入管理
——车位引导

区域计数引导
对于有多个区域或多层的停车场，通过设置区域计数器、
电子显示屏来指引车辆前往有空位的区域停车。

区域计数引导设备

区域引导控制器 30 路 I/O 输入，可控制 15 个区域，支持嵌套区域计数与独立区域计数功能，具备 CAN、RS-232 等多种接口

室外入口多层显示屏 可显示 2 个以上区域内的空闲车位数，显示 4 个数字，每层可显示区域 182mm×486mm

室内引导显示屏 显示 4 个数字，显示区域 182mm×486mm

车辆入口引导屏

视频识别车位引导及反向寻车
利用车位检测摄像机对每辆停泊车辆的车牌进行识别，
通过摄像机自带或外接的车位指示灯指示车位状态，并
用电子显示屏动态显示相应区域的车位数和行进方向；
通过车牌、停车时间段、车位等信息在自助查询终端查
询车辆位置及取车路线。且系统可支持视频和超声波识
别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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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出入管理
——车位引导

平台服务器 CPU:E5-2620V3, 内存 16GBDDR4、硬盘：1TB SATA*2、阵列卡：
SAS3008 电源：550w，每台可管理 2000 个车位，最多可管理 10 万个车位 -

车位检测摄像机 130 万像素（2 个车位）/200 万像素（3 个车位）[ 可选 ]，1/3 英寸 CMOS，
支持车牌识别功能及抓拍车位有车 / 无车图片，自带车位状态指示灯

区域控制器 连接摄像机，数据上传到中心平台，最多管理 32 个车位检测摄像机，
支持 5 台级联  

单向显示屏 指示单个方向及其空闲车位数，单向显示 (3 个数字 +1 个方向箭头 )，
显示区域 182mm×486mm

双向显示屏 指示两个方向及其空闲车位数，双向显示（2×3 个数字 +2×1 个方向箭头），
显示区域 2×182mm×486mm

三向显示屏 指示三个方向及其空闲车位数，三向显示（3×3 个数字 +3×1 个方向箭头），
显示区域 3×182mm×486mm

总入口多层
显示屏

可显示 2 个以上区域内的空闲车位数，显示 4 个数字，显示区域
182mm×486mm

-

自助查询终端 输入车牌号码查询车辆停放的具体位置及取车路线图 -

视频识别车位引导及反向寻车设备

视频车牌识别及反向寻车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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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PK-SCM3/H PK-SCM3/H-S

液晶屏 22” 电容触摸 42”红外触摸

显示尺寸 474(W)×300(H) 930(W)×523(H)

幅型比 16:9

物理分辨率 1680x1050 1920x1080

亮度 350cd/m2 450cd/m2 

声音模式 2×5W(8Ω)，标准（内置 L/R 音频输出） 4×10W(8Ω)，标准（内置 L/R 音频输出）

电脑输入输出接口 RJ45 1 路、USB 2 路 RJ45 1 路、USB 4 路

输入电压 交流 100~240v 50/60HZ

待机功率 / 额定功率 ≤ 3W/ ≤ 120W ≤ 3W/ ≤ 240W

材质 冷轧钢 SPCC

外观颜色 白色 / 默认

触摸介质 手指、触摸笔等

定位精度 ±4mm ±2mm

透光率 ≥ 95%

玻璃硬度 7H

点击方式 Win7 系统多点  Win7 系统多点，XP 系统单点

响应时间 ≤ 6ms

使用寿命 单点大于 6000 万次

工作温度／湿度 0℃ -50℃ /20%-80%

存储温度／湿度 -10℃ -60℃ /5- 95%

反向查询机

车辆出入管理
——车位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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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引导主控器 最大可控制 64 个车位检测控制器，32 位 ARM9 CPU、400MHz
主频、2×TCP/IP、4×RS-485

车位检测控制器 控制超声波探测器、车位指示灯、车位引导屏，每个控制器可连
接 40 个探测器或显示屏，LCD 显示，RS-485 通讯 -

超声波车位检测器 检测当前车位是否停有车辆，探测角度60度，探测距离0.5-3.5m，
RS-485 通讯

车位指示灯 指示当前车位的空闲状态：红灯（占用）、绿灯（空闲）

单向显示屏 指示单个方向及其空闲车位数，单向显示（3 个数字 +1 个方向
箭头），显示区域 182mm×486mm -

双向显示屏 指示两个方向及其空闲车位数，双向显示（2×3 个数字 +2×1 个
方向箭头），显示区域 2×182mm×486mm -

三向显示屏 指示三个方向及其空闲车位数，三向显示（3×3 个数字 +3×1 个
方向箭头），显示区域 3×182mm×486mm -

总入口多层显示屏 可显示 2 个以上区域内的空闲车位数，显示 4 个数字，显示区域
182mmx486mm -

超声波车位引导
利用超声波车位检测器检测每个车位是否有车，通过车位指示灯指示车位
状态，并用电子显示屏动态显示相应区域的车位数和行进方向，从而指引
车辆快速停入指定空位。

超声波车位引导设备

车辆出入管理
——车位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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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PK-TCH-SK

工业控制主机 CPU：2.0GHz、RAM：1G、HDD:250G

通讯接口 6×RS-232、8×USB、1× 并口、1×TCP/IP

显示屏 防尘、防污、防暴安全型表面声波 17 寸触摸屏，定位准确无漂移，分辨率 <0.33mm 操作灵敏度 <150g，响应速度：
20ms

缴费方式 现金、微信、支付宝

纸币识别 可精确识别 5、10、20、50、100 元新旧版人民币，识别速度≤ 4.5 秒，识别率≥ 99%

硬币识别 可准确识别 1 元硬币

纸币找零 三个纸钞箱，可以实现 5、10、20 元三种不同的纸币找零

硬币找零 1 元硬币找零

IC 卡读写器 适应 M1

条码扫描 扫描条形码，扫描速度：每秒 72 条扫描线，最小条码：0.102 mm

语音系统 立体声

凭条打印 热敏打印、自动切纸、纸尽、将尽、卡纸报警；打印宽度：80mm；打印速度：150mm/s

尺寸（H×W×D) 1950mm×700mm×518mm

产品图片

收费管理
一般采用 IC 卡、条码纸票、二维码纸票、车牌号、手机虚拟卡等媒介记录车辆进出停车场的时间，并通过计费设
备计算收费金额。

位置：停车场出口缴费、中央收费站缴费、自助终端缴费。
方式：现金、银联卡、手机微信、支付宝等。

自助缴费终端

停车场出口收费 中央收费站统一收费

车辆出入管理
——收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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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管理



消费管理

主要实现单位内部消费时无纸电子化自动管理，包括餐饮、购物、洗衣、理发、医疗、图书、水控、电控等；适应于

政府机关、企业单位、学校、厂矿、住宅物业等各种场所的内部消费管理。

  包括标准消费（记录消费金额、时间等信息）、POS 消费（除记录消费金额、时间外，还能记录每笔消费明细，

并实时打印）消费机外形多种多样，有台式、挂式、POS 整机等安装方式；

  支持 IC、ID 消费模式：

 •  IC 模式支持 13.56MHz：Mifare 1(S50/S70，ISO14443A)、CPU(ISO14443A/B)（国密、3-DES）、中国
移动 / 电信手机卡，2.4GHz：中国移动手机卡等，CPU 卡消费要求符合 ISO/IEC 7816 及 PBOC 2.0 电子存折、
电子钱包规范；

 •  ID 模式支持各种近距离卡：如 125KHz:EM、13.56MHz：Mifare1）、中国移动 / 电信手机卡、2.4GHz：中
国移动手机卡等任何一种 IC 卡；消费机支持 TCP/IP、RS485 等多种通讯方式；

 •  ID 模式还支持主机、分机模式或直接 TCP/IP 模式；

 结算具有充值、记账两种方式，具有定额、非定额两种应用；

  标准消费机具有双面 3 行蓝色背光 LCD 显示（含中文提示信息），采用薄膜按键，具有防水、防油污特点；

 可批量自动充值、发放补助，自动调节消费折扣、控制消费场所、最大消费金额、次数等。

技术特点

消费管理
——标准消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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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管理
——标准消费管理

标准消费管理

采用台式或挂式标准消费机，来扣除 IC 卡中的消费金额，只记每次消费总金额，不记消费明细，包括 ID、IC、记账、
充值等模式。

 系统操作员通过权限分级控制，防止系统非法授权使用；

 系统可实现自助充值、现金充值、第三方充值（微信、支付宝）；

 能自动记录操作员操作日志，包括：操作员、操作时间、操作对象、操作内容、操作结果；

 消费机基本参数设置，包括使用权限、范围、最大消费次数、每次最大消费额、挂失黑名单卡、时钟、键值等；

 当持卡人在消费机上读卡消费后，将自动记录读卡信息、时间、消费金额、累积使用情况等流水帐信息；

 可根据管理部门实际需求由操作员随时或定时对各消费机内的消费记录进行采集、处理；

 对采集回来的数据进行归类，形成每天的消费明细库，然后进行汇总，按日形成各消费站点及各消费机的总收入；

 归类、汇总后系统将数据进行各种稽核，生成各类统计报表，便于财务对各消费点收入情况核算或监督；

  统计报表包括个人日报、个人月报、部门日报、部门月报、单位日报、消费机报表以及充值报表、补助报表、退
款报表、综合报表等信息进行统计。

标准消费管理系统软件

TCP/IP 标准消费系统结构图（IC/ID 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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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管理
——ID 消费管理

型号 PK-8X9Y-A9-Z/ PK-8X9HY-A9-Z PK-8X9CY-A9-Z/ PK-8X9HCY-A9-Z

显示 双面 3 行 LCD 双面中文 LCD

键盘 22 键

支持 IC 卡
125KHz : EM、13.56MHz : Mifare1(ISO14443A)、CPU(ISO14443A/B/C)（国密、3-DES）、 

2.4GHz RFSIM : 中国移动 / 电信手机卡

读卡距离 30-50mm

发卡用户量 不限

存储容量 256MB

脱机信息 

存储
200 天

数据保存 FLASH 保存数据，掉电不丢失

通讯接口 10/100Mbps 以太网 (RJ45)

备用电池 7.4V/2300mAh（可充电锂电池）

电池续航 8 小时

感应时间 0.2s-0.8s

防护等级 IP53

尺寸 287mm×173 mm×80 mm（台式）/68 mm×250 mm×170 mm（挂式）

产品图片

ID 消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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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管理
——水 / 电控制管理

 系统操作员通过权限分级控制，防止系统非法授权使用；

 具有发卡、充值、退款、挂失、解挂、补卡、销户、退卡、修改等功能；

 计费方式分计时和计量两种：
 •  计时方式：可用于水控、电控设备。定义一个时间段 (ns) 为一个最小计费单位。如，5 秒为一个最小计费单位，

费率为 0.5 元 / 最小计费单位，则 10 分钟收费 (10 X 60/5)X0.5=60 元
 •  计量方式：主要用于水控设备。计量方式需加脉冲水表，定义脉冲水表最低计费单位为最小计费单位。如，

5 升为一个最小计费单位，费率为 0.5 元 / 最小计费单位，则 100 升收费（100/5）X0.5=10 元

 当持卡人在水控、电控设备上读卡消费后，将自动记录读卡信息、时间、消费金额、累积使用情况等流水帐信息；

 可根据管理部门实际需求由操作员随时或定时对各水控、电控设备内的消费记录进行采集、处理；

  对采集回来的数据进行归类，形成每天的消费明细库，然后进行归类、汇总后系统将数据进行各种稽核，生成
各类统计报表，便于财务对各消费点收入情况核算或监督。

水／电控制管理系统软件

水 /电控制管理

采用水 / 电控计费机，来扣除 IC 卡中的消费金额，只记当次消费总金额，不记消费明细，只适应 IC、充值模式。

电控机 一体计量水表

型号 PK-E53
感应距离 25-50mm（插卡）
扣款方式 计时

费率设置
可根据需求自由设置；最大功率控制自行设置，
超过此功率则自动切断供电，防止恶性负载

显示 LCD 液晶显示屏
安装方式 兼容市面上通用的 86 盒插座底壳
尺寸 137mm×96mm×55mm 

产品图片

型号 PK-WB52
识别速度 < 0.2s
感应距离 0-25mm（可放卡）
发卡量 无限制
最大消费额 4000 万
数据保存 FLASH 存储，掉电不丢失
扣费方式 计量
数据采集 采集卡提取数据
显示 LCD
尺寸 140mm×84mm×77mm

产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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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卡通平台



方便、快捷、安全

从智能手机到可穿戴设备、平板电脑，移动设备
在现今生活中已随处可见，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移动技术的便捷性已使其成为新千年的重要技术
并飞速发展，移动技术对房间、楼宇、停车场进出，
甚至对网络及企业应用程序访问的控制，促成了
披克易卡通系统解决方案的诞生。

披克易卡通解决方案整合了传统一卡通的各个业
务模块，仅凭一部手机即可实现开门（如办公室、
住宅、入住酒店）、考勤、进出通道和电梯、进
出停车场，以及各种场合的消费支付等服务。解
决传统一卡通一人多卡、不同厂家 IC 卡不兼容的
不便性，同时也打破了手机通讯运营商感应技术
不兼容的界限。

易卡通平台

易卡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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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卡通平台

 移动支付，支持第三方支付（微信、支付宝、银联等）进行消费、充值、缴费等，杜绝假币降低人工；

 车辆应用，无人值守降低设备成本，实时定位寻车路线规划；

 个人用户，记录实时直观，充值消费安全；

 访客预约，微信预约在线审核，限时进出安全环保；

 综合应用，数据库统一管理，减少集成的协商，一劳永逸；

 企业效益，节省系统集成费用，即装即用，节省时间；无缝对接原有一卡通平台；

  技术保障，由披克统一提供云平台系统，专业运营团队保障系统正常运营，并有专业客服团队提供远程协助及问
题解答，为各行业提供最佳技术支持；

  安全可靠，披克易卡通平台确保用户数据的隐私保护及安全性，只存储服务所需基本信息，不存储个人可识别信
息，财务或日常维护数据，让用户更有信心。

技术特点

易卡通系统平台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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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描述

易卡通平台

模块名称
在线数据

查询

微信公众

号

第三方支付 刷卡方式

微信 支付宝 银联 IC 卡 蓝牙 NFC 远程遥控 二维码

门禁

（含通道）
★ ★ ★ ★ ★ ★ ★

ID 消费

（含充值）
★ ★ ★ ★ ★ ★ ★

考勤 ★ ★ ★ ★ ★

停车场

（含寻车）
★ ★ ★ ★ ★ ★

访客 ★ ★ ★ ★

电梯

（访客联动）
★ ★ ★ ★

备注说明：蓝牙：有效距离 2m 左右；NFC：有效距离 1cm-5cm；远程遥控：无限制，需要手机 APP 联网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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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卡通平台

门禁

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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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

易卡通平台

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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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卡通平台

消费、充值

用户管理

通过注册成为会员，并采用与运营商一卡通系统用户绑定的形式来实现用户数据的无缝连接管理。支持同一会员账号
绑定不同运营商，实现居家、办公、娱乐一体化，且各运营商系统互不影响的多样化管理。

披克易卡通平台提供简易的操作界面，用户可快速进行下载、注册、设置等操作。

Go

下载APP 用户注册 短信验证激活 运营商平
台发放邀
请码

手机用户确
认使用一卡
通系统发卡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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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市 披 克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SHENZHEN PEAK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天祥大厦 CD 座 8D2
电话：86-755-83443633
传真：86-755-83443811
客户服务热线：400-770-3800
邮编：518040
http://www.peake.com.cn
Email:peake@peake.com.cn

本公司保留对本手册所描述产品升级改型而不预先通知的权利，订货时请向本公司咨询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