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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好视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物流集装箱智能锁
解决方案





业务需求 业务操作说明 操作主体 对应功能需求

1 派发封条
调度根据货车取货线路，将该取货趟次的

封条交予司机
调度 任务管理

2 出主机厂上封
司机在主机厂装完空容器之后，使用塑料

封条将货车上封
集货司机 打开、关闭电子锁

3 到供应商拆解封条
货车到达零件供应商之后，司机将封条拆

解，
集货司机 打开电子锁

4 装货后重新上封
货车在供应商将零件装好之后，使用新的
封条给货车上封，前往下一供应商或者主

机厂
集货司机 关闭电子锁

5 回主机厂拆解封条
货车取货回到主机厂之后，将封条拆解后

卸货
集货司机 打开、关闭电子锁



司机 系统 调度

司机在手机填写任务信息 生成任务信息 确认任务信息

任务开始
司机到达线路供应商

申请开锁

开锁装货

  
系统判断是否在线路规定的

供应商电子围栏内

允许开锁，记录开锁信
息

禁止开锁，发出警
报

调度确认
是否特殊情况需要开锁

关锁 记录关锁信息

司机回到主机厂，申请开锁

  
系统判断是否在主机厂范围

内

开锁卸货

关锁 任务结束

否

是

是

禁止开锁，发出警
报

是

否
调度确认

是否特殊情况需要开锁

允许开锁，记录开锁信
息

是



目前物流企业流通转运环节多，故而出现服

务效率低下、服务功能欠缺、服务标准无法

统一、总体水平不高的局面，无法形成规模

化、社会化、专业化、集群化和一体化经营

。

物流仓储、分拣配送、安全运输等物流活动无

法做到有效的监管，长期存在运输过程中失去

监管，存在运输人员私配钥匙作弊，偷取货物

等违法行为。

现行的物流配送流程跟不上现代物流发

展要求，相关制度也不完善，不科学，

形成了物流配送作业层执行力不强、不

到位的局面，从而增加了运营成本。

公司产品存放是与第三方仓库合作管

理，容易出现管理脱节、产品信息数

据不准确、进出库环节监管不善



无源双通道智能锁

实现的功能
无需供电、无需布线、免维护

且造价成本经济实惠

区域性实时授权管理

杜绝中途开锁的隐患

开关锁记录和巡更

记录可查询追溯

一把双通道钥匙经授权可以

开多把不同ID的智能挂锁



无源双通道
智能挂锁

1、采用304不绣材质，无需外置供电，无需布线，免维护；
2、电子锁芯采用360度空转设计，防止常规技术开启；

3、采用AES数字加密技术，防止数据被盗；
4、随机组成编码，锁与锁之间无互开率；
5、单极触点更加稳定，通讯速度更快；
6、内置锁舌传感器，准确识别锁具开、关状态；
7、具备非接触式或物理接触式两种开锁方式。

双通道
智能钥匙

1、便捷性： 一把钥匙通过授权可开多把锁。
2、耐用性： 锂电池1000毫安。
3、安全性： 钥匙无法复制。
4、功能性： 开、关锁日记实时上传，方便巡检。
5、开锁方式： 非接触开锁或物理接触开锁。
6、支持蓝牙或LORA连接功能。
7、采用2.8寸多点触摸液晶屏。



贴近双通道智能挂锁的感应面或接
触点，进行感应式开锁或接触式开
锁。

用智能钥匙贴近双通道智能挂锁识
别锁ＩＤ后，去指定的授权站点识
别密钥锁，获取开锁指令

授权方法

开、关锁方法



指定的授权站点识别密钥
锁，获取开锁指令,贴近双
通道智能挂锁的感应面或
接触点，进行感应式开锁
或接触式开锁。

用智能钥匙贴近双通道智能挂锁识
别锁ＩＤ后，去指定的授权站点识
别密钥锁，获取开锁指令

指定的授权站点识别密钥
锁，获取开锁指令,贴近双
通道智能挂锁的感应面或
接触点，进行感应式开锁
或接触式开锁。



可广泛应于小区水箱、机器、仪器设备、电力设备、管道、银行、仓库、危爆场所、防火门、监狱、店铺、商场、

办公室、石化、石油运输车、工具箱，及高保密的各类场所。





福建好视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注册资金1000万人民币，是一家专

业从事无源电子锁、安防监控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取

得10多项专利技术与软件著作权，并通过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几年来，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促发展的指导思想励精图治，锐意进

取，不断调整经营策略，提高管理水平，使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安防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

公司在精心打造好视角公司文化的同时，凭着“诚信、优质、高效”的服务理念，

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与支持；公司将长期遵循诚信为本的原则，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

满意的服务，竭诚欢迎您的光临和指导，并期待与您携手共创辉煌的明天。



无源双通道智能挂锁发明专
利

好视角云平台
监控软件著作权

好视角云平台
门禁软件著作权

好视角客户端软件著作权

好视角智能分析软件著作权好视角安卓手机APP软件著作权 好视角ISO手机APP软件 好视角平台管理软件著作权

公司营业执照

好视角商标
注册证



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
系

OHSAS18001:2007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

通过ISO9001:2015质量管理
体系

智能锁具检验报告 高清红外线半球摄像机 网络硬盘录像机 数字高清红外球型摄像机 数字高清红外枪式摄像机



一种带被动安全壳的
硬盘录像机

一种无源双通道的
智能挂锁

一种支持远程授权的
无源门禁锁

一种自适应多数据流的
数字硬盘录像机

一种带断电保护的
硬盘录像机

一种具有烟雾与高温报警功
能的硬盘录像机

一种可伸缩杆式的
监控录像机

一种数模兼容的
硬盘录像机



邮电、交通、电力
厦门市平安城市
莆田市平安城市
龙岩市平安城市
莆田市湄州湾水厂
莆田市第二水厂
福州东区水厂
福州城门水厂
福州北区水厂
云南昆安高速
云南昆楚楚雄段高速公路
福州电力勘查所
福州自来水公司
福建省厦门水利大厦
福建省三明市公交车
福建省莆田市市政建设工程公司

商场、学校
江西南丰一中
江西中影恒业影城
福清东张中学
福清裕荣汇广场
莆田环球广场
福州连江万星广场
福建南平厦道小学

机关、医院、工厂
福州平潭看守所
福州武警教导队
福州武警卫生队
福州武警支队
江西永丰人民医院
福清冠捷仓库
云南大理弥渡县乡镇办公楼
云南开远小龙潭安置房
云南建水县政府新邦写字楼
云南安宁肉类加工厂
云南曲靖罗平建材城
云南昆明关上珠宝城
云南小板桥才华物流园
云南个旧德政小区
云南五华区政府综合办公楼
浙江台州临海看守所
福建龙岩紫金矿业
福建松溪诺格仪表
福建中航油油库
福建经友期货各营业部
福建新祥龙鞋业
福建祥龙鞋业
福建腾龙鞋业
福建明溪县医院
福建明溪县海斯福化工有限公司
福建仙游神工机械厂
福建仙游可晴居仿古厂
福建省明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邵武建辉竹制品有限公司
福建松溪湛卢机械
福建欧雅艺术制品有限公司
福建龙岩长汀汀洲医院
昆明市五华区政府综合办公楼
江苏大觉寺博物馆
云南建水县政府人大，政协楼
云南富源县煤碳管理局办公楼
福州长乐针织总厂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晋江新联丰鞋服厂
红孩儿（中国）有限公司
福建泉州锦程海运有限公司
万达一定火网络科技
金丰（晋江）染整有限公司
福建莆田市宇翔鞋服有限公司
安得利贸易
福建省莆田富力进出口有限公司
福建莆田市城厢区欧雅大仟艺术有限
公司
福建海峡国际商贸城有限公司
云天化集团开远红磷分厂
云南红河州农机厂
云南曲靖国营机械厂
云南曲靖市云维集团天井煤矿
云南富源龙田煤矿
云南弥勒麻粟坡煤矿
云南泸西小凹子煤矿

宾馆、酒店、小区（大厦、花
园）
福州超浔周黑鸭连锁店
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温馨岛
大酒店
福建平潭大福湾度假村
福建建瓯城市花园别墅
福建沙县金泉花园别墅
福建沙县国安别墅
云南曲靖尊龙大酒店
厦门国盟新天地
福州青云山风景区
福建泉州丰泽君逸大厦
福建莆田万通渡假酒店
福建莆田仙游县平安乡镇
福建厦门银聚祥邸皇家会所
福建厦门全市出租屋
福建泉州菩提斋素食餐厅
福建龙岩永定娱乐场所
福建莆田秋芦别墅
昆明宜良国际新城
云南冶金集团金水湾小区
云南曲靖中央郦城
昆明金安小区
昆明金江小区一期、二期
昆明市果林溪谷一期、二期
昆明经开区高尔夫别墅
云南曲靖都市森林别墅
昆明经开区电子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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