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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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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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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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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的发展，披克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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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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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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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品FCC认证证书

● 产品CE认证证书

● 军用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安全认证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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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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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优势

先后荣获上海门禁一卡通最具影响力品牌、中国智能建筑十大门禁系统品牌、智能社区十大门禁

一卡通品牌、平安城市建设优秀安防品牌、以及连续14年荣获“中国安防十大品牌”。

一卡通：2000年已实现真正的一卡通系统应用，开创了国内一卡通技术的先河；

技术领先：产品中采用32位400MHZ主频以上微处理器、CPLD、FLASH、TCP/IP、CAN、组

态软件等先进技术；支持各种识别技术，指纹、人脸、掌型、静脉、虹膜、RFID[125KHZ、

134KHZ、13.56MHZ （ISO14443A/B/C、15693）、433MHZ、915MHZ、2.4GHZ等]，产品

采用TCP/IP、CAN等即时通讯总线，充分保障了系统的实时性及大数据量处理能力；

稳定：产品中大量采用工业级器件、光隔离、过流、过压、防雷保护、抗强干扰等保护措施，防

尘、防潮、防水处理等；

安全可靠：国密CPU安全技术、数据双备份及双总线技术、光学防拆防撬安全措施，确保任何环

节的数据安全可靠；

安防一体化：门禁与防盗报警一体化设计，与消防、视频监控等联动控制与集成，使智能化系统

更加实用、方便；

软件人性化：采用C/S+B/S结构，组态设计、在保障系统内部实时、安全性的同时，又能实现远

程的登录、查询、控制及系统的维护与升级；

工艺精湛：专利外观设计、工艺精致、完美、经久耐用。

品牌

技术

1

2

3

获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软件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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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克严格遵循ISO9001:2015质量体系所规范的流程进行设计、生产，充分保证产品的一致性及稳定

可靠性；

披克产品具有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登记批准证书、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IC卡读写

设备强制认证）、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

硬件产品均通过公安部MA认证、CE认证、FCC认证、军用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安全认证等；

一卡通系统软件均通过国家信息产业部的相关检测。

质量认证与控制

4

目前已涵盖门禁、考勤、停车、通道、电梯、访客、消费等二十余个子系统，以及能满各种应用

需求的行业解决方案。

丰富的产品线

7

5
披克产品均为自主研发，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享有多项国家技术专利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自主知识产权

6
拥有一大批本科、硕士、博士等组成的高素质专业团队（8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人才

丰富的产品线

有20年以上出入口控制及一卡通行业专注研发、制造以及实际应用工程经验，能为各类行业用户

的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

拥有众多高端客户及长期合作伙伴，例如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地铁、机场、中国移动、电

信、南方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海、万科、SIEMENS、Honeywell、Johnson、华

为、清华同方等。

披克在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均设有办事处，各地都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人员，能为客户提供

贴心、专业、快捷、高效、全方位的技术支持与服务。

行业经验

客户与合作伙伴

完善、到位的服务体系行业经验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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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界博览会 广州亚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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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运会

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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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工信部不同办公地点实现统一人事管理及同一用户卡片互通功能，披克依托自身一卡通系统打通了

两个办公点之间的物理网络，建立两个系统客户端口，一个共用数据库中心。管理员在任何客户端口进行

人事资料和门禁设备的新增、删除、修改、设置等操作，相关数据均将同步到数据库中心，实现了人事管

理的统一。持卡人在权限范围内可以在不同办公地点实现卡片的互通互用，一旦在任一地点进行挂失，两

个办公地点的门禁权限便会同时失效，在方便、高效的同时确保了安全性。另外，披克将西单办公区550

个门禁点控制器统一安置于机柜中，采用行业标准安装方式及管理，方便后期维护，从硬件到软件系统均

为减少客户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而贴心服务。

2008年6月29日，在原信息产业部所在地北京西长安街和万寿路两个办公地点，历经10年的信息产业部

牌匾悄然撤下，同时更换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至此，工信部正式分为西单和万寿路两个办公区。其中西单

办公区采用披克门禁系统，且要求同万寿路办公区进行统一化人事管理及实现同一用户卡片互通功能。同

时，为实现行业标准化安装及应用，所有门禁控制器要求安装在标准机柜中。

解决方案

项目需求

政府机构

国家工信部

门禁550点

披克一卡通系统，帮助工信部不同办公区统一人事管理，实现
了卡片互通、信息共享、实时更新，提供快捷、方便、安全的
管理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业和信息化部，工
信部），是根据2008年3月11日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组建的国务院直属部门。负责拟订实施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
标准；监测工业行业日常运行；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和自主
创新；管理通信业；指导推进信息化建设；协调维护国家信息
安全等。

908点（门禁、停车场、消费、考勤、巡更、会议签

到、访客、通道）

江西省环保厅

720点（门禁）

884点（门禁、消费、访客）

重庆沙坪坝区公安分局

691点（门禁、消费、考勤）

上海司法局行政大楼

630点（门禁、通道）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福建分中心 

云南省第一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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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委 北京市看守所

连云港检察院

1033点（门禁、考勤、停车场） 643点（门禁、巡更、消费、停车场、车位引导）

306点（门禁、消费、停车场）

南京国税

430点（门禁、消费、停车场）
820点（门禁、消费、停车场）

四川郫县行政中心

文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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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教育

披克针对天津大学新校区宿舍楼需要，在每栋宿舍楼一层进出口处设置一组或多组通道，道闸采用进出口

宽度为550mm-650mm的翼闸。为配合天津大学新校区统一规划原则，披克通过天津大学提供的平台，

对接WebService接口，实现了各设备信息、人员信息、出入信息、卡片状态更改等信息的记录、变更都

由天津大学管理平台统一操控。另外为了保证学生宿舍安全，披克通道管理系统增加了对来访人员自定义

分类功能，确保对各类人员进行有序管理。

为实现现代化管理，天津大学新校区各宿舍楼需采用通道管理系统，宿舍内登记人员可刷卡自由进出，外

来人员需要登记后领取临时卡方可进入。同时为了确保宿舍楼内人员安全，需要对外来人员进行来源、目

的等分类，做到信息明确，便于查询。

解决方案

项目需求

天津大学

通道70个

披克通道管理系统，无缝对接天大校园平台，全面有序地管理
各类人员，助力平安校园。

天津大学，简称“天大”，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北方经济中
心天津，其前身为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10月2日，是中国
第一所现代大学，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素以“实事求是”
的校训、“严谨治学”的校风和“爱国奉献”的传统享誉海内外。
天津大学新校区，又称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位于天津海河中
游天津海河教育园区，总建筑面积130万平方米，按照“统一规
划、分期建设、分步实施”的原则建设。披克主要负责天大新校
区宿舍楼通道管理。

天津文化中心

梁家滩国际学校（西安） 合肥广电

1200点（门禁、梯控、停车场、车位引导）

598点（门禁、停车场、车位引导、消费、通道） 567点（门禁、考勤、消费、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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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点（门禁、停车场、梯控）

400点（门禁）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江苏大学
400点（门禁）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

重庆软件学院 山东省博物馆

南京报业

320点（门禁） 350点（门禁、考勤、消费、停车场）

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华东）

268点（门禁、消费、停车场）

260点（门禁、消费、停车场、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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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长沙地铁2号线共设有24个站点，站内门禁点位数量大，由于地铁行业对门禁设备的实时性、安全性有着

严格的要求，传统的485门禁结构已不能满足此项目需求。披克针对此项目的特殊性，采用门禁控制器主

控+分控的双总线模式，通过门禁系统中央管理平台对24个站点进行统一管理，有效保障了门禁设备的稳

定运行和快速响应。同时，通过门禁控制器的MODBUS标准协议，与地铁安防平台集成对接，实现各站点

门禁主控制器、就地控制器、门禁点的全方位监控。监控人员在地铁安防平台实时监控各站点门禁状态，

出现问题可第一时间通知维修人员排查故障，确保地铁门禁设备安全稳定地运行。此项目为国内首个采用

双总线结构门禁控制系统的典范，自2014年投入使用至今一直运行稳定有序。

为确保地铁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需要对全线各站点门禁点位进行统一管控，并要与地铁安防平台集成

对接。

解决方案

项目需求

交通运输

长沙地铁2号线

门禁1502点

披克首创国内地铁轨道交通双总线结构门禁系统，并对接地铁
安防平台，为长沙地铁2号线的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长沙轨道交通2号线，是长沙轨道交通第1条建成运营的线路，
线路起于梅溪湖西站，途径长沙市岳麓区、天心区、开福区、
芙蓉区、雨花区及长沙县，连接长沙汽车西站、长沙火车站、
长沙火车南站三大客运枢纽，止于光达站，大致呈东西走向。
长沙轨道交通2号线作为长沙市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开启
了长沙“地铁时代”，对长沙交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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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铁 武汉雄楚大街BRT快速公交琼海博鳌国际机场 成都地铁控制中心

兴义机场、腾冲机场

2470点（磁力锁） 90点（门禁）310点（门禁、报警）

100点（门禁）

浙江省客运中心

142点（门禁）

三亚凤凰机场

200点（门禁）

天津海关

221点（门禁、考勤、停车场）

南宁海关

230点（门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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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金融
为保证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全国24个主要城市网点实现门禁设备供货、安装、调试的同步进行，由披克深

圳总部统一调度，全国办事处协同工作，完成该项目的整体安装调试工作。此项目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

大，披克凭借覆盖全国主要城市服务网点的优势，高效有序地完成了此项目，积累了多网点跨区域协同工

作的经验，为此后众多类似项目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解决方案

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在全国24个主要城市网点安装门

禁系统，需要进行设备统一供货、安装、调试等，确

保日常运行及管理的统一性。

项目需求

银行金融

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

门禁308点

披克借全国各办事处默契配合，有序高效地完成了跨城市门禁
系统的统一供货、安装、调试，为有跨区域多网点需求的客户
提供成熟的解决方案。

早于1995年，广东发展银行在国内首家推出了第一张真正意
义上的信用卡。信用卡作为广东发展银行的主要品牌产品，其
发展一直得到全行的高度重视，在银行业界保持领先的业绩，
在业内拥有十数个第一。截至06年10月，全辖累计发卡360万
张，在全国27个城市设立了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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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点（门禁）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

400点（门禁） 310点（门禁、考勤）

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 汉口银行

869点（门禁、消费、考勤、访客、梯控、通道）

江西省农信社后援中心

151点（门禁、考勤、消费）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

160点（门禁、考勤、消费）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
800点（门禁） 175点（门禁、消费、访客）

长沙银行总部大楼

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及数据中心、
合肥办公楼及数据中心

250点（门禁）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154点（门禁、消费）

国家开发银行行贵州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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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通信
基于重庆电力公司各变电站运作模式现状，披克采用自身一卡通平台，对涉及到的各变电站出入口及重要

办公室门禁控制，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通过披克一卡通系统对覆盖全市38个区县的1200多个门禁点进行

统一授权，集中管理。系统管理员足不出户即可管控各变电站出入口及重要办公室门禁的采集、授权、统

计、状态监控等。

解决方案

重庆电网覆盖全市38个区县，各变电站出入口数量众

多，人员出入管理分散，需要一个统一平台进行集中

管理。

项目需求

能源、通信

重庆电力系统

门禁1200点以上

重庆电网分布于全市38个区县的各重要出入口，在披克一卡通
系统的帮助下，轻松实现分散人员的统一管理。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于1997年6月6日随重庆市直辖而成立，
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电网建设、生产、经
营、科研、设计和培训等业务，统一调度重庆电网。经营区域
覆盖全市38个区县、服务人口约3000万人。重庆电网已形成
500千伏“日”字型双回路骨干网架，220千伏主干网络覆盖全市
各区县，110千伏及以下网络日趋完善，城镇配电网实现升级换
代，农网改造面100%，电网输送和抗风险能力大幅提升，骨干
电网供电能力和安全可靠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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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电信 广西移动

核工业814、504项目 鹤壁丰鹤发电厂

647点（门禁、停车场、消费、考勤） 607点（门禁、停车场、消费、巡更）

陕西电信智慧云服务基地 长沙五凌电力

449点（门禁、停车场、考勤、巡更） 415点（门禁、停车场）

400点（门禁） 100点（门禁）

485点（门禁、停车场、消费、访客、梯控）

中国移动陕西高新基地指挥中心

423点（门禁、消费、访客、通道）

中国电信湖南省通服办公大楼

367点（门禁、停车场、消费、考勤）

中国移动湖南商务基地

173点（门禁）

803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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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
基于天坛医院对一卡通系统的管理及技术要求，披克一卡通系统提供最新前沿技术，应用统一的数据库和

管理界面，对各子系统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对披克一卡通系统进行了开放处理，可满足后期其它模块的开

发使用，操作简单方便。另外披克通过定制此项目专用读卡器，解决了客户使用“北京通”标准CPU卡的需

求，并配合北京市政打通了城市一卡通的应用扩展，使得城市一卡通可以应用到披克一卡通系统的各个模

块，极大优化了用户体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需要对医院一卡通系统中各子系统进行统一管理，要求系统稳定，操作便

捷，并能兼容多种形式的二次开发。其中门禁系统要求设计可管理人员数量为10万人以上，每个门禁点管

理人员4万人（可扩充至10万人）。

解决方案

项目需求

医疗健康

北京天坛医院

门禁1713点

面对医院庞大复杂的人流情况，披克提供前沿一卡通技术，轻
松解决大人流量的门禁管理，并开放系统接口，为客户其它系
统开发提供便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始建于1956年8月23日，是一
所以神经外科为先导，神经科学为特色，集医、教、研、防为
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是世界三大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
一、亚洲的神经外科临床、科研、教学基地。医院总占地面积
83900.56平方米，建筑面积 92898.56平方米，编制床位950
张，临床、医技科室45个，全院职工总数2787人。年门急诊量
约140余万人次，年住院病人约3万人次，年手术量2万余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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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

厦门海沧医院 天津南开医院

江西省肿瘤医院

1665点（门禁、考勤、巡更、水电）

270点（门禁、停车场、巡更）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陕西康复医院

500点（门禁） 258点（门禁、停车场、巡更、梯控）

广州妇儿中心

423点（门禁、通道）

山东省立医院
316点（门禁、考勤、消费、停车场）

140点（门禁）

邵阳市中心医院
302点（门禁、停车场）

389点（门禁、消费、巡更、梯控、停车场）

200点（门禁、考勤）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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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企业 美的集团一卡通系统的集成，从美的总部大楼开始，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历经几年时间将旗下各事业部及工
厂的一卡通系统进行了更新换代。项目涉及面之广，数据量之大，集成性之高，工作量之大，是对披克技术
极高的要求与信任。根据美的集团的需求，披克用自身一卡通系统打通了美的EHR、MIP等系统，各类信息全
部自动同步，通过此接口，可统一在披克一卡通系统处理信息变更。另外访客系统成功与所有集团人员的IC卡
信息对接，以上均解决了集团要求各系统之间信息共享的需求。为实现自动化管理，一卡通系统可根据员工职
级和所属部门，自动下发公共门禁权限，自动处理离职人员门禁、消费、电梯、停车场等权限。访客方面，各
下属单位员工来总部办事，在第一次绑定身份证通过验证后，信息会自动保存到访客系统，以后只需拿员工IC
卡，在24小时授权时间内随意出入总部大楼，极大方便员工办事，授权限时的设置不会造成对长期有效用户
资源的占用。考勤方面采用数据定时处理机制，每天自动生成考勤异常报表，推送给MIP系统做处理，避免了
人工存在的不公平性和低效率性。同时每月员工补助发放也通过MIP系统审批并在通过审核后自动发放到员工
一卡通消费账户上。诸多类似以上各系统的交互、集成，完美达到了美的集团对于管理的严格要求。

美的集团在全国有众多事业部及工厂，为实现自动化管理，客户需要能与集团EHR系统、MIP系统等能兼
容交互的一卡通系统，各系统之间可信息共享，各业务可极大程度实现约定性质的自动处理机制。

解决方案

项目需求

科研、企业

美的集团

门禁3000点以上，道闸系统50个以上，
停车场系统50套以上，访客系统10套以上

披克以美的总部大楼为中心，向各事业部、工厂延伸铺展，量身打
造门禁、访客、消费等管理系统，并与美的EHR、MIP等系统融为一
体，全面实现家电巨头的智能化管理。

美的于1968年成立于中国顺德，现总部位于广东顺德北滘新城内。迄今
已建立遍布全球业务平台。美的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约200家子公司、60
多个海外分支机构及10个战略业务单位，同时为德国库卡集团最主要股
东。美的集团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以厨房家电、冰箱、洗衣
机、及各类小家电的消费电器业务、以家用空调、中央空调、供暖及通
风系统的暖通空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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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电力设计院 中车集团总部大楼

2379点（门禁、停车场、消费） 518点（门禁、停车场、消费、访客、通道）

北京轨道交通管理公司 

925点（门禁、停车场、车位引导、消费、巡更、 

访客、图书管理）

张北万国数据中心

872点（门禁、停车场、梯控、通道）

一汽大众

500点（门禁）

国核电力设计研究院

875点（门禁、消费、停车场、车位引导、巡更、 

会议签到、图书管理）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

959点（门禁、考勤、消费、访客、图书管理、停车场）

海普瑞药业

800点（门禁、考勤、消费、停车场）

和林工业园爱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800点（门禁）
350点（门禁）

常州百度大数据中心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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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地产 根据世纪汇对停车场管理的需求，披克提供了智能停车场系统、车位引导系统、反向寻车系统。同时，针

对缴费系统做了多种个性化定制开发来满足车主现场的实际需求。月租客户通过远距离遥感卡自动缴费放

行，临时车用户除了在中央收费处和自助缴费机缴费外，可通过多种其它缴费方式出场。披克将缴费系统

和上海“沪通卡”进行了对接，临时停车用户可以使用沪卡通内的余额缴费出场。同时，缴费系统为手机端

提供了第三方支付接口，临时车用户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缴费。此外，披克在同一自助终端设备上

实现了反向寻车和自助缴费的互通，临时用户可在设备上同时进行缴费和寻车操作。此停车场系统有效帮

助了进出世纪汇的车辆有序进场、快速离场。

世纪汇广场是集办公、商业为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人流密集，来往车辆众多，需要对停车场来往车辆进行

高效有序的智能管理，同时需要多种缴费方式，满足不同人群的缴费习惯。

解决方案

项目需求

商业、地产

上海世纪汇广场

停车场6进9出，车位引导1261个

位于浦东新区，拥有四条地铁交汇的上海世纪汇广场，车辆来
往密集，在披克提供的智能停车场解决方案的疏导下，井然有
序、繁而不乱。

上海世纪汇广场位于浦东新区，北至世纪大道，南到东方路，
东接淮坊路，是上海目前唯一四条地铁线交汇的商业据点。世
纪汇广场集写字楼与商业为一体，总建筑面积约36万平方米，
其中写字楼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商场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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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铁-荟港尊邸 北京大栅栏综合体

2078点（门禁、停车场、车位引导、梯控、通道） 505点（门禁、考勤）

重庆龙湖时代天街 沈阳中兴商业广场

1500点（门禁） 661点（车位引导）

中建海峡商务广场 西安迈科商业中心

712点（门禁、停车场、消费、梯控） 649点（门禁、停车场、车位引导）

东能财富广场 武汉银河汇

914点（门禁、停车场、车位引导） 1122点（停车场、车位引导、反向寻车）

738点（门禁、停车场、车位引导、巡更、梯控、通道）

南宁振宁星光广场

521点（门禁、停车场、车位引导）

大唐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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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