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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联网式 IC 卡储物柜采用 IC 卡作为使用储物柜的凭证，储物柜控制系统通过识别 IC 卡的卡号之后

判断卡号的合法性，根据系统的相应模式自动为用户打开相应的柜门的智能储物柜。 

IC 卡是目前被各行各业广泛使用的智能卡，IC 卡按照通信方式分有接触式、非接触式及双界面

卡，IC 卡由于其固有的信息安全、便于携带、比较完善的标准化等优点，在身份认证、银行、

电信、公共交通、车场管理等领域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例如二代身份证，银行的电子钱包，

电信的手机 SIM 卡，公共交通的公交卡、地铁卡，用于收取停车费的停车卡等，都在人们日常

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采用 IC 卡非常方便的实现通道、考勤、就餐支付、停车等等功能，实现

一卡通行、一卡通用，为企事业单位以及工作人员提供极大的便利、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成本。 

我司生产的 IC 卡储物柜功能齐全、稳定可靠、美观大方、使用方便，管理软件更是将日常管理

都集成一体，管理方便，易于对接，可方便的与企业原有的一卡通系统实现数据对接，资源共享。

所以说我司的联网型 IC 卡储物柜是一卡通应用的一个子集，是企业一卡通的具体应用之一。由

于智能储物柜的便利性，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都采用了 IC 卡储物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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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联网式 IC 卡储物柜系统由三部分组成，即后台数据库、管理软件、储物柜终端。 

1） 后台数据库用于用户数据、管理日志、用户操作记录等等各种数据的存储； 

2） 管理软件用于对储物柜的管理和人员管理的日常管理操作及数据查询统计； 

3） 储物柜终端用于与终端用户的人机交互和储物柜的开门控制等。 

2. 产品结构  

IC 卡储物柜由控制系统及柜体组成，柜门的打开由电控锁控制，当用户刷卡时，由控制系统进

行判断合法性并执行开锁动作，柜门自行打开，柜门的闭合由用户完成。柜子设计有应急通道，

可供系统调试使用或应急时人工手动开箱。柜子的结构见下图。 

 柜子的整体尺寸为：H1775*W810*D500（mm） 

 柜子的单箱尺寸为：H320*W300*D500（mm） 

 材质厚度 T=0.8mm，喷粉后厚度>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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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质及工艺流程  

储物柜采用优质的冷轧钢板做成，厚度一般为 0.8~1.2mm，不同规格根据不同适用场合需求而定。 

我公司生产的柜子质量上乘，生产过程严格按照标准的生产工艺。生产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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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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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85

主柜与副柜之间采用RS485总线通信，可自由扩展，最多可扩展到15个柜  

主柜通过网线连接到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局域网，而主柜与副柜之间通过 RS485 总线通信，实现了

更合理的资源配置与成本节约。 

5. 常规组合方式  

 

图 1 组合方式：1 主 2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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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组合方式：1 主 3 从 

 

图 3 组合方式：1 主 4 从 

主从柜的组合方式根据实际需求而定，主要考虑用户使用的方便性，可选择 1 主 1 从、1 主 2 从、

1 主 3 从、1 主 4 从等，从柜的数量理论上不受限制，但是，一般不宜太多，方便用户使用。当

然，从柜越多，平均价格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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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功能要点  

 联网方式：通过成熟的以太网联网，成本低廉、安装方便、稳定可靠 

 授权方式：先登记后使用，防止非法卡使用，安全可靠 

 绑定箱号：一卡对一箱，一卡对多箱，多卡对一箱，或者不绑定使用，可根据需要选择 

 存取方式：某些模式下可免存取键，刷卡开门，方便快捷 

 发卡收卡：管理软件统一操作，节省人力物力 

 红外遥控：管理员可通过遥控器进行系统管理操作 

 远程操控：管理员可通过操作软件进行系统管理操作 

 系统日志：管理记录、开箱记录均实时保存，有据可查 

 断电状态：即使完全断电状态，也可通过后备电源或特殊通道进行柜门开启 

 报表打印：记录均可打印输出 

7. 电气参数  

 主电源供电电压：AC220V 

 电路板工作输入电压：DC12V 

 主控板工作电流：<150mA 

 锁控板待机电流：<150mA 

 开锁电流：峰值约 1.25A，平均约 0.6A 

 主控板与管理系统通讯：TCP/IP，UDP 

 主板与锁控板通讯：RS485, 115200bps, 8n1 

 显示屏：LCD128*64 点阵，蓝底背光 

 声音提示：蜂鸣器+语音喇叭 

 读卡器通讯参数：支持 UART 接口、WG 协议接口（WG26、WG35、WG36、WG37……） 

 读卡距离：<50mm 

 支持卡类型：Mifare S50、Mifare S70、Mifare UltraLight，ID 卡、HID 卡、国密卡、CPU 卡等 

 支持读卡器数据输入格式：WG26、WG 35、WG 36、WG 37 等，可定制扩展 

 工作温度范围：-20~60°C 

8. 电气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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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常规规格  

参   数 整体尺寸: H×W×D(mm) 单箱尺寸:H×W×D(mm) 
12 门 (GH-IC/HID12) 1800×800×450 280×280×450 

24 门 (GH-IC/HID24) 1800×1600×450 280×280×450 

30 门 (GH-IC/HID30) 1800×2400×450 320×280×450 

36 门 (GH-IC/HID36) 1800×2400×450 280×280×450 

40 门 (GH-IC/HID40) 1800×1200×350 150×200×350 

颜色 蓝  绿  红  黄  棕  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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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作模式  

联网型电子储物柜的工作模式有两种： 

A. 先登记并绑定箱号（支持 1：1 即一人对应一箱或 1：N 即一人对应多箱）：此种模式使用

最广泛，最方便，适用于人员比较稳定无需倒班的场合，储物柜可以脱机使用，就算网络

故障储物柜客户端依然可以正常使用。 

B. 先登记不绑定箱号：此模式比较适合人员比较稳定、轮流倒班使用的场合，但是必须要求

储物柜必须可靠联网，一旦脱机，储物柜将无法使用。 

11.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有：政府单位、工厂、医院、学校、游乐场等。 

12. 管理软件界面截图  

部分软件界面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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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厂房部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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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储物柜实物图  

15 

 



广州冠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网式 IC 卡储物柜规格书 

16 

 



广州冠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网式 IC 卡储物柜规格书 

17 

 



广州冠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网式 IC 卡储物柜规格书 

18 

 



广州冠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网式 IC 卡储物柜规格书 

 

 

19 

 


	基本信息
	1. 产品概述
	2. 产品结构
	3. 材质及工艺流程
	4. 系统构成
	5. 常规组合方式
	6. 功能要点
	7. 电气参数
	8. 电气连接图
	9. 常规规格
	10. 工作模式
	11. 适用范围
	12. 管理软件界面截图
	13. 厂房部分设备
	14. 储物柜实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