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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随着家居智能化的不断提升，人类生活形态将全然改变。

物联网时代的来临，让很多传统行业的经营者有着措手不及的感觉。

面对这种变化，酒店业的传统营销及管理模式也必将随势而动，变则兴，不变则衰。

从酒店消费群体分析：这类群体几乎走哪里都离不开智能手机，他们追求便捷、高效、时尚的生

活方式。无论是因出差还是旅行入住酒店，他们往往都会打开自己的智能手机，随时随地上网搜

索附近的酒店信息，找到合适的酒店进行在线预订。

科裕微信酒店系统旨在为提升酒店营销，降低酒店运营成本，让消费者快速选定酒店，快捷预订

客房，快速入住。

二、门锁型号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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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酒店客户订房流程

 通过微信订房简述图：

 通过酒店前台订房简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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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客房管理系统流程：

 客人在总台前办理完登记手续后，在总服务台领取一张智能卡钥匙。

 客人便可直接开启相应的客房门锁，在有效住宿时间内自由出入。

 在住宿时间内如对客房门锁开锁有疑问，可到总服务台门锁管理软件中通过数据卡读取开锁记

录，并可连接打印机打印出开锁信息，几月几日几点几分谁用什么方式来开过此门，开锁方式是

谁发出的记录，包括备用机械钥匙的开锁记录。

 当住客的开门卡不慎遗失到总台报失后，总台可将原开门卡注销，更新一张与原开门卡内容一样，

但密码不一样的开门卡给住客，而原开门卡即失效不能开门。

 当住客到了退房时间，必须到总服务总办理退房手续，否则超过住宿有效期，智能钥匙卡开启不

了门锁。如需延长住房时间，办完延续手续后，到总服务台将智能卡钥匙修改有效住宿时间即可

自由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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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酒店系统简述

 联网系统（客户通过微信或 APP 订房）

1）客人端 APP

客人安装了客控系统的 APP 后，预订成功或入住后扫描房内二维码，连入房间主机，即可使用

APP 对房间设备进行控制。

2）微信控制

客人预订成功或入住后关注酒店的公众平台，也可使用微信对房间设备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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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人员端 APP

工作人员端 APP 可对房间主机进行资料设置、设备调试等，客人触按服务按钮后，相应负责区

域的工作人员手机将收到信息提示。

4）联网后台管理系统

联网后台管理系统无需安装客户端，通过上网就能远程对系统进行升级维护工作，酒店员工只要会上

网，即可以轻松使用酒店云平台客控后台管理系统。

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客户的订房信息，入住信息，开锁信息，退房信息，客户资料等，同时可以接收房

间客人的退房、服务等请求，同时可以设置各房间的定时维护任务，如（如定时通风、开启窗帘等）。

联网后台管理系统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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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单机系统：（客户通过酒店前台订房）

酒店前台订房系统为 PC 软件，由计算机主机、卡片读写器、管理软件组成。负责发行各功能卡、

酒店客房管理、入住客人信息管理、及以上信息查询等功能。

它在实现门锁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根据酒店的实际管理需要和市场的发展需求，将门锁系统扩展

为一套功能完善、操作简易、维护简便的门锁管理系统。

独立单机系统 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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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裕系统功能介绍
 门锁无需布线，独立运行：门锁无需繁杂的布线，利用发卡机发行卡片来完成门锁信息的设置和

开锁功能。门锁各自独立运行，互不干扰，不会因为网络问题而导致整个系统瘫痪。使安装和维

护工作非常简单。

 严格的时间控制功能，更突出经济效率：门锁内置时钟，具严格的时间控制功能，客人住房到期

则房卡自动失效，有效避免客人拖欠房租。对于订房的客人，匙卡未到入住时间不能开锁，确保

安全性。

 客房锁定功能：针对某些需要限制的客房（如欠交房租），可以通过封闭卡对房间进行锁定，则

相应的钥匙卡不能开锁。（可以通过解除封闭来取消限制）

 多级别匙卡功能，权责分明：根据酒店管理需求可自行设置应急卡、楼栋卡、楼层卡、宾客卡等

匙卡。不同岗位的员工配备不同权限的匙卡。

 应急卡：可以打开酒店内所有客房，包括反锁的客房，本卡只限应急使用，一般由总经理备。

 楼栋卡：可以开酒店相应楼栋的客房，一般由经理或部长配备。

 楼层卡：可以开酒店相应楼层的客房，（一卡可开多楼层，灵活设置开门时间段），一般由服

务员配备。

 宾客卡：客人使用，在有效的住房时间内可以打开自己的客房，（可设一卡开多房间，可设

开门次数）。

 会议室功能：开锁方式可灵活设置为自动关锁（碰卡开锁后，转动把手则门锁自动锁上）和常开

状态（碰卡开锁后，门锁一直处于开锁状态），根据需要可以将会议室、通道门锁设置为常开状

态。

 公共通道门、电梯控制功能：针对酒店的公共通道门和电梯，可以配合门禁控制器、电梯控制器

（也可以直接使用门锁），将其设置为相应区域的客人卡可以开启或使用，提高安全性。

 插卡取电功能：配合 HUNE 插卡取电开关，客人进入房间后插入房卡才能打开房间的电源，客人

离开房间时拔走房卡，15 秒后房间的电源自动切断，有效节能和提高安全性。

 匙卡挂失功能，终止匙卡灵活：匙卡丢失后，经前台管理系统简单的设置，则丢失的匙卡失效，

客人便可以高枕无忧。

 新卡终止旧卡功能：当客人未退还匙卡就提前退房，可通过门锁系统发行具有终止旧卡功能的新

匙卡，持新匙卡开启门锁后，原来被客人带走的匙卡则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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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开启功能：匙卡和机械钥匙两种应急开启方式，确保酒店在任何紧急情况下，无需破坏门锁

即可开启门锁。

 开门记录查询功能，加多一份安全：门锁内带数据“黑匣子”，门锁历史开门记录（何时何“人”

用何种方式开锁）自动保存以便查询。需配合数据采集器/卡来查询。

 逃生功能设计，符合公共安全要求：客人按下室内把手即可同时开启斜舌和反锁，以便紧急情况

快速逃生。

 防撬（插）功能：关上门后，锁体的防撬（插）斜舌起到防插作用。

 虚掩报警功能：当门未关好（虚掩），门锁会发出报警声（适用于美标锁体），提醒客人和服务员

重新关好门或检查门锁。

 卡片重复使用：卡片可重复使用（十万次使用寿命），既环保又节省成本。卡片可印酒店图案、

广告语等，有助提高和宣传酒店形象。

 可增设功能：智能卡结算付费功能，实现酒店一卡通，有助提高酒店档次和减少酒店的管理人力

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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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裕系统优势

 功能强大实用：门锁软件界面主要由“操作员管理”、“房间设置”、“前台管理”、“发行匙卡”、“发

行维护卡”、“报表”、“系统维护”等几大模块组成。完全模拟酒店前台管理，可办理客人的预定、

入住、续房、换房、匙卡挂失、退房等一系列完善的业务。

 完善的信息查询功能：支持房间信息、操作记录、入住信息、发卡记录的查询以及报表打印，让

酒店经营者轻松管理和掌握酒店经营情况。

 管理权责分明，更加安全：酒店可根据员工的权责来合理分配系统的使用权限，加上完善的操作

日志，更好地保证系统管理的安全性。

 界面友好、操作简便：window 风格，精美图标清晰形象地展示所有客房状态（空房、预定房、

入住房、脏房、维护房等），让你对所有房态一目了然以快速做出租房决策。实用完善的快捷功

能键，配合每一步骤的操作提示，使到所有用户（只要会拿鼠标就行）都能独立熟悉和完成每一

项操作。

 支持多国语言：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以及其他各国语言。用户可根据需要自由切换对应的

语言模式。

 采用 Access 数据库，配合特有的数据库防盗功能：软件安装使用简便，无需配备专业的电脑管

理员，降低酒店的配套要求。数据库被复制后需要联系服务商注册才能使用，以防数据库被偷取

后复制卡片。

 可支持 SQL 数据库、支持多台电脑同时发卡功能：通过 SQL 服务器连接多台客户端电脑，实现

多台电脑联网同时发卡功能，大大提高发卡效率。

 软件系统傻瓜式设计更稳定：强大的出错拦截功能，有效防止由于客户错误操作导致系统崩溃。

数据库自动备份功能，确保系统意外瘫痪后可快速恢复正常，更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数据安全。

 软件系统支持个性化参数设置：酒店可根据自己的管理需要灵活调整系统的某些参数来实现更人

性的管理

 提供数据接口与国内外酒店管理软件无缝连接：本门锁管理系统已与国内中软、西软、千里马万

迅、捷信达、华仪、美萍、泰能、天大、万维等大多数酒店管理软件成功对接。获得国际著名的

micros Fidelio/Opera（德国酒店管理软件）的对接许可（证书号 KYU-500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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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裕美国标准锁体

 科裕客房电子门锁标配美国标准锁体（可根据不同的门的情况配套其他锁体）

 锁体及电路是决定智能门锁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科裕工程师们一直致力于性能稳定，并在此方

向做出重大技术突破，使锁体能在复杂环境中正常使用。科裕美标五舌锁体，从零件结构及强度

方面，都比那些小版的美标五舌锁有绝对的优势！

 国际标准五锁舌结构，具防撬保险舌和室内反锁大方舌，具机械钥匙应急开门。

 锁体采用原版进口机械模具冲压成型，结构紧凑，机械联动性好，开启畅顺。锁体采用 2mm 厚

度钢板，保证开启 50 万次以上。

 采用日本万宝至高性能电机驱动锁销，性能稳定，30 万次零故障，各锁舌的动作均有信号开关

记录操作，并带机械钥匙开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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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体独特设计，多项自有知识产权，比一般五舌锁体更稳定、畅顺、耐用。

 可选配全不锈钢锁舌，更坚硬更高档。



















 （全不锈钢锁舌锁体）

 产品内部结构特点

 把手采用优质材质弹簧：保证开门把手力度的柔和感，

 使用寿命：50 万次弹簧力度不衰退

 表面发黑处理：保证弹簧不生锈

 双螺母设计，把手的轴向拉力强度增加 120%以上；

 定位介子采用上下两点定位，减少损耗，增大使用寿命

 把手周围设计增加稳固台阶，保证强度同时控制了晃动

把手采用优质弹簧

双轴套定位，承受拉力更强

大圆盘把手座，拒绝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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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酒店专用电梯控制器

酒店在电梯轿箱内或外安装相应的电梯控制器，达到引导客人，阻止无关人员随便进入宾客住宿

的楼层，让客人感觉到尊贵和安全，提升酒店档次。

电梯控制器分为以下几种管理模式：

1．仅实现键盘的接通功能，给客人留有选择的余地；电梯外内都可安装。
装在电梯外的，碰卡/插卡后，接通电梯键盘 10 到 15 秒，此时，客人可以和平时一样按自己需

要的向上或向下按钮。

装在电梯内的，碰卡/插卡后，接通电梯电梯键盘 10 到 15 秒，此时，客人可以和平时一样按自

己需要的楼层按钮。

2．实现卡片智能识别功能，限制客人仅能到首层和所住的楼层；装在电梯外即可，碰卡/插卡后，

电梯控制器读取卡片所在的楼层。如果当前处于卡片所对应的楼层，则电梯控制器自动触发首层的按

钮；如果当前在首层，则电梯控制器自动触发卡片所对应楼层的按钮。



网址：www.hune.cn

中国智能门锁行业大品牌 电话：0750-3862222 传真：0750-3108819 地址：江门市江海区新兴路 65 号高新工业园 15

九、插卡取电开关（节电开关）

节电开关是房间电源的总开关，客人入住时，客人顺手将

房卡(开门卡)插入到客房内门口侧的插卡取电开关，房内总电

源便接通，客房内的电器设备(照明、空调、电视等) 便可以

使用；当客人离开房间时，客人取出开门卡，节电开关延迟

15 秒后自动断电，确保节能和安全。

■ 产品详细介绍(以识别 TEMIC 感应卡取电开关为例)：

卡片类型：适用于酒店 RF 卡门锁所使用的 TEMIC 感应卡

和 EM 感应卡；该开关采用感应卡识别技术，需将有效的

TEMIC 卡和 EM 感应卡插入才能取电；更有效节省电源。

外形尺寸：长 85ⅹ宽 85ⅹ高 42（mm）适合标准接线盒

■ 节电经济分析（按照标准客房的电器配置）

左右床头灯 25~40W*2 镜前灯 20W

落地灯 25~40W 电视 120W

台灯 25~40W 廊灯 25W

分体空调 1000W 功率共约：1300W＝1.3KW

按上述功率计算，假如酒店有房间 100 间，每度电 1.2

元，每个房间平均每天省电 2 小时，那么采用科裕华能插卡取电开关后，酒店每年可节省电费：

1.3 千瓦×100 个房间×2 小时/每天×365 天×1.2 元/每度电＝113,880 元。

■ 用电安全分析

如果客人没有关闭酒店的电器就外出，酒店的电器便处于长期工作状态，电器的长期工作会引致

电器本身的发热并越来越严重，如果电器发热过于厉害，将缩短使用寿命，或容易引起电器本身

故障，或烧坏电器本身，甚至引发火警。

■ 性能参数

工作电压：交流 220V±10% (其他电压可订做)

最大负载电流：30A 最大负载功率： 6600W 静态工作功率：1W

延时标准：15 秒 (可由客户指定延时) 未工作状态：指示灯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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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产品配置清单

产品名称 型 号 图 片 备 注 数量

联网酒店门锁

(必选项)
918-86-D

开门方式 感应刷卡、应急机械钥匙

房卡类型 加密 IC 卡（mifare 1 卡）

适用锁体 86：美标/32：美标/国标/320：国标

锁芯（锁头）材质 纯铜

工作电源 6V（4 节 1.5V 7 号/5 号电池）

感应方式 微波感应

电池寿命 1 年以上（靠近海边的项目需防潮建议一年一

换）

主锁舌 锌合金，可选不锈钢

室内反锁功能 有

应急机械锁 有

防静电干扰 有

电路板防护 防潮油+无氧硅胶保护

开锁记录 通过采集卡采集，最近的 400 条（数量可定

制）

欠压指示 提示方式：开锁前红灯亮及两声长鸣提示，

欠压后还可以开 50~100 次

工作湿度 50%～90%(相对)

工作温度 (-20～65)℃

静态功耗 10uA

动态功耗 小于 350mA

开启时间 约 0.5~1s

门厚要求 36~95mm

开门方式 左推、右推、左拉、右拉

电机品牌 万宝至

MF1 感应发卡机

(必选项)
H-MF9 建议使用一台，备用一台

MF1 感应卡片

(必选项)
MIFARE 1

建议每锁配约 3 张卡，

可选印刷 logo

独立单机系统

(必选项)
MF30.0

可提供接口函数，

或可选多机版软件

联网系统

云平台服务费

酒店微信公众号

制作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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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接口 按特殊要求和功能收费

取电开关

0309M 读取指定系统卡片,30A 延时 15 秒断电，建议使用

0309-2M 读取指定系统卡片，30A 延时 15 秒断电，建议使用

无线采集器

(可选项)
DRMF

查看开门记录，

包括机械钥匙

酒店电梯控制器

(可选项)
H-ERMF8 普通接通按键功能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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