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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儒幼儿园校车安全接送管理系统方案书 

一、需求分析  

1.1 系统概述  

近期在我国的不同地方接连发生了校园安全案件，凸显校园安全管理的薄弱

环节。育儒软件联合各大硬件设备厂家推出了学校管理系统、一卡通系统、接送

系统等。 

  学校目前解决安全的办法一般就是在大门口安装监控设施，监控设施在一定

程度上面可以起到事后查证的作用，但是往往从监控画面很难去识别。且监控为

被动防御系统，从根本上起不到事前预警及防止的作用。有的学校使用考勤机进

行管理，虽然说这个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面可以对内部和外来人员的进入进行管

理，但是考勤机不能解决非法卡报警和冒领接送孩子的问题。  

 综上所述，传统的校园门卫管理存在安全漏洞多、操作非人性化、服务水平

低，管理缺乏精确的数据支持等缺点。近期频频发生的校园安全事件警示，学校

提高自身的治安手段和防犯能力已经迫在眉睫。  

 针对各级幼儿园及中小学在学生接送安全管理方面的现实需求，育儒软件推

出出了“幼儿安全接送管理系统”，专门解决幼儿安全接送这一管理问题。  

1.2    建设目标  

在接送校车场合建立一套安全管理完整严密的“闭环”式幼儿安全接送管理

系统，按权限、按时段灵活控制和管理学生、学生家长。在此基础上，重点保证

学生接送环节的正确安全，保证学生不被接错、非法接走或者漏接、丢失等，保

证学生能够平平安安地送回到其合法监护人的手中。 

  

1.3 建设内容  

通过开放式、人性化的科学管理手段，建立一套精细化的、透明的幼儿学生

安全接送管理系统，实现所有出入人员必须经过合法授权并经刷卡验证才能进出

学校，确保校园环境的安全及教学管理秩序的有序。系统自动匹配验证学生与接

送人员之间身份的 “一一对应”关系，保证学生接送正确、安全。专门量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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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校车手持接送系统，实现了所有接送人员的定车、定线路、定站点、定人员

的接送管理，且所有接送数据可以实时传送学校后台实现及时的督促管理。 

系统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学生搭乘校车时，由跟车老师实现身份识别，非

本线路人员不给上车、非本站点人员不给下车，家长接送时必须要与学生一一配

对核实身份，所有接送数据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实时传送学校后台。通过短信平台，

可以实现学生到校或离校短信通知功能，学生上车或者下车，学生家长都可以接

到“您的孩子 XXX 已经上车。”如果孩子下车，孩子的家长会接到“您的孩子

已安全抵达学校”的短信。 

二、系统技术方案  

2.1 设计原则  

    我们的方案规划和设计与实现遵循下列原则：  

   可靠性和稳定性：安全和可靠是信息化系统的基本要求，是信息系统设计

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系统设备选型、网络设计、软件设计等各个方面充分考虑

可靠性和稳定性。在设计方面，采用容错设计和开放式计算结构。在设备选型方

面，保证软件与硬件兼容性，保证系统稳定。  

合理性和经济性：在保证先进性的同时，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和各种

资源为目标进行系统设计，充分考虑系统的实用和效益，争取获得最大的投资回

报率。  

  标准化和模块化：本系统设计及其实施将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标准进行。

我们所选用的系统设计和软件将尽可能符合工业标准或主流模式。  

兼容性和可扩展性：本方案设计即考虑今后发展的需要，系统的总体结构是

结构化的，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充分保护了原有投资，具有较高的综

合性价比。  

 2.2 设计依据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GA/T75-94）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GA308-2001）  

   《工业企业通讯接地设计规范》(GBJ79-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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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及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T50311-2000)  

   《建筑及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T50312-2000)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00)  

2.3 适用范围 

（1） 幼儿园校车接送  

（2） 幼儿接送及考勤管理（需相关设备）   

（3） 幼儿园人员出入管理(需相关设备)  

    三、系统介绍  

3.1 系统组成   

中心服务器一台（自备），管理电脑若干台（自备），管理软件，手持接送机

若干台、学生卡若干。 

3.2 系统建设示意图 

   

学生家长手机

手持接送机

路由器

家校通服务

器

监控

PC机

 

 
 IC

卡
 

 

为每辆校车配备手持接送机，当学生上车时跟车老师监督学生刷卡，信息会

自动传送到家校通服务器，家校通服务器会发送短信到学生家长手机上，告知家

长学生已上车，请注意在指定站点接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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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指定地点，接送小孩的家长在刷家长卡，设备会显示该家长所对应的小

孩。如果是小孩先刷卡，则会显示对应的家长。如果匹配，则可以讲小孩接走。 

手持接送机 

 

四、系统软件功能介绍 

1. 基础资料管理 

1) 基本信息设置：设置使用单位信息、系统参数、人员类别、卡类别

等基本系统信息。 

2) 人员资料管理 

a) 学生资料管理：系统地记录了幼儿学生相关基础资料、档案资料、

接送资料及家长资料，可随时查询幼儿姓名、年龄、班级、家长

信息、联系方式等等内容，便于教师教学，便于老师与家长互动

合作，有助于提升幼儿园的形象。 

b) 教职工资料管理：对幼儿教职工信息进行全面管理，详尽地记录

了全岗位设置情况、工资等级、部门信息、员工资料等内容，使

幼儿园的人事、薪资管理更加规范，科学，合理。 

3) 人员资料导入：根据系统约定的数据格式批量导入幼儿资料及教职

员工资料； 

4) 导入授权卡：批量导入系统授权认可的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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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务管理 

1) 发卡开户：为每位人员发放 IC 卡 

2) 挂失解挂：提供日常的卡片挂失、解挂功能 

3) 换用新卡：当卡片损坏或遗失时，重新换用新卡，此时无须再次交

纳卡片费用 

4) 补用新卡：当卡片损坏或遗失时，重新换用新卡，此时须再次交纳

卡片费用 

5) 销户销卡：人员毕业或离校后将人员开卡帐户在系统中屏蔽不再使

用 

3. 出入管理（需要另外安装相关设备） 

1) 门禁时间段设置：根据具体管理需要，系统可设定每张卡片在一天

内的某几个时段能出入幼儿园内,别的时间都不能出入幼儿园；确保

幼儿人身安全及校园环境整洁安全 

2) 出入实时监控：系统联机情况下，持卡人刷卡时监控终端上实时显

示卡信息、刷卡时间、进出标志、持卡人照片、人员信息等相关资

料，并可根据卡的有效性或幼儿卡、家长卡的匹配情况实时给出语

音提示及报警，便于门卫进行比对，防止误接、错放 

3) 数据同步：管理终端与出入考勤管理设备联机进行出入数据采集及

黑名单下载 

4. 考勤管理（考勤管理系统，需要另外配备专用的考勤设备）：对教职工进

行刷卡签到管理，既客观真实地记录教职工到园时间，又消除了人情考

勤的弊端，并且可打印详细的考勤记录报表。 

5. 手持机管理 

1) 手持机数据采集、下载：通过有线的方式实现手持机数据的导入、

导出。 

2) 手持机监控服务：实现手持机数据的实时上送和接收。 

6. 异常处理 

1) 请假登记：对幼儿请假情况进行手工登记录入，确保系统数据完整

性及便于统计分析幼儿出勤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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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补刷卡：  若有的幼儿某天确实已经来园，但忘了打卡或忘了带

卡没办法刷卡，就要对该幼儿进行手工增补某天的刷卡记录，可以

用增补刷卡把这一笔记录增补进去，以保证各种统计数据及报表的

准确性； 

7. 日常维护管理 

1) 硬件设置：进行设备登记管理、硬件参数设置、通讯设置、通讯测

试、读写卡操作、数据采集等操作 

2) 数据库备份/恢复： 

 数据库备份：把系统数据库的全部数据备份到一个指定的文件中

去 

 数据库恢复：如果系统数据库出现异常情况（如系统数据库出

错），可以从以前备份的数据文件中恢复过来。恢复数据将导致

系统数据内容恢复到原保存时的状态 

3) 过期数据清理：删除指定日期段内的过期数据 

8. 系统管理 

1) 重新登陆：退出当前用户登陆，重新登陆系统 

2) 修改密码：修改当前操作员密码 

3) 用户管理：对系统用户分级、分权限进行授权管理 

4) 日志管理：对指定时间段内的系统使用日志进行查询打印 

9. 统计报表 

1) 人员花名册：查询、统计、打印教职员工、幼儿、学生家长的基本

人员信息； 

2) 卡信息明细表：系统发卡、补卡、换卡、销卡信息查询、统计、打

印； 

3) 黑名单明细表：黑名单信息、挂失记录、解挂记录查询、统计、打

印； 

4) 幼儿出入登记报表：幼儿进出幼儿园刷卡明细表； 

5) 幼儿出勤统计表：按时段统计全园、各年级、各班幼儿的出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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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手持接送模块的功能 

    1） 站点管理：对所有的接送站点进行增、删、编辑管理； 

    2） 线路管理：各个站点组成各条线路，对线路进行管理和维护； 

    3） 接送批次管理：一条线路、一台校车可能要进行多批次接送，对批 

        次进行管理； 

    4） 车辆管理：车辆基本情况管理及对应的线路，接送批次； 

    5） 人员管理：按照类别对人员进行分类管理，并分配至各线路、各车 

        辆。 

    6） 后台监控软件：实时监控接受手持机通过 GPRS\CDMA 网络上传上来 

        的接送数据、便于后台管理人员实时监控统计各车的接送情况，并   

        可将接送数据发送给家长，便于家长掌握学生的实时动态情况； 

    7） 数据查询统计：可以分别按照人员、线路、站点、车辆、接送批次 

        等进行单独或者组合查询。 

五、系统特点及意义 

(一) 安全等级高 

1. 系统采用先进的射频卡刷卡接送，取代传统的纸卡、接触式 IC 卡、磁卡，

安全、方便、可靠、先进，耐用、档次高； 

2. 系统所用射频卡具有全球唯一芯片序列号，无法复制、伪造；丢失的卡

可及时挂失，挂失卡、非法卡，刷卡时会报警，报警时间、报警声音可

人工设定，提高了幼儿接送的安全等级； 

3. 家长接送卡具有时段权限控制，只有在幼儿园允许的时间内才能进入幼

儿园，确保幼儿园环境的安全有序； 

(二) 管理人性化 

1. 家长接送卡上可印上家长或幼儿的相片、姓名，更利于园方确认，家长

留作纪念； 

2. 幼儿卡上可印上幼儿的姓名、相片等信息，便于幼儿的身份识别，营造

全园和谐融洽的教育氛围，培养幼儿的自我管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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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个幼儿可配有 3 张家长接送卡，分配给父母、爷爷、奶奶等，使接

送更加方便实用； 

4. 幼儿卡、家长接送卡对应绑定，接送时幼儿卡、家长接送卡轮流在接送

机上刷卡并进行匹配性校验，只有与幼儿卡合法匹配的家长接送卡才允

许接走孩子，防止误接、错接； 

5. 幼儿接送信息可即时发送手机短信到家长手机上，以便家长了解幼儿进

出情况； 

(三) 应用灵活，使用方便 

1. 本接送系统为网络版结构，局域网内任意一台电脑均可以实时查看幼儿

进出情况； 

2. 该设备自备电池，无需外接电源即可工作。 

(四) 扩展性好（扩展功能所涉及的硬件设备详见附录） 

1. 幼儿园可根据自身要求选配晨检、收费、卫生保健教材、教具等管理模

块，以实现多种园务管理； 

2. 教职工刷卡可实现考勤功能，刷卡记录自动进入考勤系统中，系统中有

丰富的上下班班次时间设置、排班操作、请假登记、快速的考勤结算及

配有详尽的考勤明细报表，减少幼儿园的重复投资； 

3. 学校可以安装来客访问系统，详细记录幼儿园进出人员的信息。 

4. 配备学校幼儿接送设备，可以验证学校接送幼儿的家长的身份。 

(五) 报表内容丰富 

系统提供丰富详细的幼儿信息、家长资料、进出记录、教师资料、幼儿

出勤、卡片资料、请假记录等管理和统计分析报表，支持各种查询方式，

满足用户进行管理分析需求。 

(六) 系统安全可靠 

1.  系统采用 MS SQL Server 或 Access 做数据库，既可单机使用，也可联

网操作，数据安全可靠，程序运行平稳，操作直观易懂； 

2. 系统对管理权限进行分级管理，使系统具有更高的保密性、安全性； 

3. 事件跟踪技术，即“日志管理”功能完善，可记录下所有的操作行为和

系统状态，供管理和取证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