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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账务系统：

    为整个货币借贷行为建立账务体系的各项子系统和外界系统的信息记录
和交换中心，包括数据管理、密钥管理、系统管理、应用管理等几部分，主
要完成数据的存储、交换和同步，密钥统一管理，系统各模块的工作状态监
控和工作模式设定，以及集成平台核心基础功能的应用。

（账户和消费、清算与结算主要在这个模块）

      该核心账务系统是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网络支付、虚拟货币的核心
部分。
      



账户系统核心技术产品的优劣性分水岭：
   大数据并发处理能力和系统安全稳定性。

辅助性：
   快速模块化部署、高兼容性、高扩展性、
高安全性。



本平台采用J2EE框架，JAVA语言、B/S架构、Centos6.5 、Oracle11g

采用纯JAVA平台设计。

       在交易上，采用先接收交易，再处理的分布式处理数据的方式，大大增加可交易的并发数。如果在硬件
和带宽的配合下，可以完成每秒 50 至 1000 笔的并发处理能力。【如果换成WEBLOGIC或者TUXDO性能
仍将提升。】

       系统服务器操作系统搭建在64位Centos6.5 ，实践证明最稳定的操作系统，CPU与内存管理最佳；
       数据库采用Oracle11g , 无论是数据的存取和处理速度，目前都是最优的数据库系统。

       关键是，经过多年的多个项目的大数据应用，技术团队已经将本平台完善成目前市场上最稳定、数据
处理能力最强的一卡通核心系统。

大数据并发处理能力和系统稳定性描述：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账务核心系
统

硬件：
应用服务器：IBM X3850 EX5
4颗XEON E7-4807-6核
1.86GHz\内存32G
数据库服务器：IBM X3650 M4
 2颗XEON E5-2603-4核
1.86GHz\内存32G

软件：Centos6.5 64位，
JDK1.7 ，Oracle11g ，
TOMcat7.0

压力测试工具：Pylot 和 Web 
Polygraph

压力时长：20个分钟

压力测试：并发处理600笔/秒
以内无失败交易。

内蒙古农村信用联社特殊业务系
统

硬件：
应用服务器：IBM X3650 M4
 2颗XEON E5-2603-4核
1.86GHz\内存32G
数据库服务器：IBM X3650 M4
 2颗XEON E5-2603-4核
1.86GHz\内存32G

软件：Centos6.5 64位，JDK1.5 
，Oracle11g ，TOMcat7.0

压力测试工具：Pylot 和 Web 
Polygraph

压力时长：20个分钟

压力测试：并发处理180笔/秒以
内无失败交易。

东明石化集团一卡通系统

硬件：
应用服务器：IBM X3850 EX5
4颗XEON E7-4807-6核
1.86GHz\内存32G
数据库服务器：IBM X3850 EX5
4颗XEON E7-4807-6核
1.86GHz\内存32G
 
软件：Centos6.5 64位，
JDK1.7 ，Oracle11g ，
TOMcat7.0

压力测试工具：Pylot 和 Web 
Polygraph

压力时长：10个分钟

压力测试：并发处理700笔/秒以
内无失败交易。



高安全性描述：
      考虑到平台牵扯到大量资金进出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我们在安全性方面做了大量论证，包括卡片的安全技
术与安全管理及外购软件、软件设计、网络传输、数据存储、信息加密、灾难应急等方面都做了充分考虑。

1、安全技术
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认证，因此应用过程中的安全性有保证，内部加密体系、安全算法、密钥管理等方面
只要严格按照PBOC2.0实现即可。
卡应用的安全设计是根据应用特点进行安全控制，主要进行以下方面：
1. 进入应用必需经过应用主控密钥的认证。
2. 应用文件的读写权限可以根据应用需求分别进行认证，只有达到相应权限才可进行文件操作。
3. 根据应用需要如有相关信息从卡内传至后台中心处理，则卡对出入IC 卡的数据进行安全保护，保护
方法如下：
（1） 产生过程密钥：设卡应用数据传输密钥为KEYSEND，过程密钥TEMPKEY=分散算法（KEYSEND，分
散参数），其中分散参数由应用部门具体设计。
（2） 数据加密： 密文M’= 对称加密算法（ 信息M，TEMPKEY）；其中对称加密算法为国家商用密码管理
办公室指定加密算法。
（3） MAC 认证：对M’进行MAC 认证。
（4） 将密文和MAC 一起上送。
上述卡应用的安全设计是一个基本的设计，当一个具体应用出现时，应当按照具体应用的规范来执行，便如
一个金融应用当遵照PBOC 电子钱包标准来执行，一个积分应用应当用中国银行园区卡积分卡规范来执行。





检测实验室名称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卡检测中心



高安全性描述：

2、账户配发管理
      账户在运营商系统内部应视为重要空白凭证来管理，从未处理过的白卡，到已经写入运营商体系内密钥的
账户都要能够全程的跟踪和管理。
账户对卡片的数量和编号进行管理，在系统中是通过卡应用系统来完成的。系统设计中将卡片的入库，出库
等所有可能存在的环节进行了登记跟踪，账户的整个生命周期都进行了全程管理，对账户的各种存和状态都
能通过应用系统轻松查看。

3、账户对应卡片使用安全
从卡商获取卡片后，安全的使用过程安全要由应用系统的有效管理和技术措施来保证。在没有到达客户手中
的卡片，我们通过应用系统的管理功能，实现对其有效管理（在卡片安全管理中已经描述），另一方面的技
术措施我们将采用以下几个方面来保障。
    采用中国人民银行IC卡安全规范，来规范中国银行园区卡的IC卡应用。
    通过金融级别的密钥管理措施，实现全部密钥安全和有效的管理。
    对受理的所有机具：IC卡读写器和金融POS终端，通过应用系统登记注册方式，以避免非法终端受理中国
银行园区卡IC卡。
对金融POS消费终端，采用PSAM卡脱机消费验证的方式，以及脱机流水TAC码验证的方式，避免人为伪造

交易数据。
对柜面读卡器的IC卡操作，采用联机密钥验证方式，避免在不安全的情况下对卡片读写操作。

对用户卡，我们将提供卡片挂失和解挂来提供用户应用中的安全；另外应用系统还提供卡片数据异常，卡片
交易数据异常情况的特殊处理，二次过滤非常卡片应用。







软件设计安全策略

高安全性描述：

1、登录安全控制

2、操作员权限控制

3、数据库防篡改

4、数据传输安全性

5、登记操作日志

数据备份策略

1、逻辑备份

2、分布存储

3、磁盘备份

网络安全策略

另行描述



快速搭建模块化部署描述：
本平台已经完成以下功能的模块化快速组合搭建部署：

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迅速搭建一套适合用户需求的功能账务系统。

模块包括：本平台包括数据管理、密钥管理、系统管理、应用管理等几部分，主要完成数据的存储、交换和
同步，密钥统一管理，系统各模块的工作状态监控和工作模式设定，以及集成平台核心基础功能的应用。
1、数据管理模块：支持对多个不同园区数据的隔离管理，可提供企业信用IC卡在本企业园区的排他使用，同
时支持企业园区的分层结构管理，实现同一企业园区卡在不同层级园区中的数据共享和功能实现。完成对企
业、校园客户等基本信息、卡片信息、绑定关系信息、机具信息、应用信息等数据的存储、交换和同步，完
成分权分域管理、参数设置、黑名单管理等功能，以及信息的查询和统计分析。
2、密钥管理模块：完成应用系统密钥的产生、传输、分散、使用、管理等功能。一卡通系统的密钥可以由中
国银行、企业或校园自己管理，也可以委托第三方制卡商统一管理。
3、系统管理模块：包括部门管理、子应用系统管理、权限管理、系统参数设置、批量处理、系统监控、日志
管理、版本管理等。
4、应用管理模块：包括账户信息管理、卡片管理、商户管理、照片采集管理、银行圈存管理、财务结算管理、
接口管理等。





高扩展性和高兼容性描述：
       充分考虑未来应用、业务的扩展设计了多种形式的扩充、子系统、第三方系统接入的标准接口，支持可
配置的应用扩展与第三方应用接入，管理模块可接入APP、WEB、微信、手机浏览器等；
       一卡通建设初期只要配备简单的运行环境即可，随着数据量的增加只需增加内存和硬盘即可满足数据扩
容需求，同时要能够做到预留与财务系统的对接。随着需求的增加，当一卡通系统需要增加子系统时，只要
有一卡通专网信息点的地方插上设备，同时对该子系统软件与一卡通平台进行对接即能使用。



www.cardcoo.net

截至到目前为止本套核心系统已经为：

两家拥有支付牌照第三方支付公司；
十六个行业平台；
六个城市级一卡通；
三家银行的特殊业务系统；
十八家超大型企业；
三家超大型医院；
六家高校（平均规模超过3万人）；

提供从网络支付、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一卡
通、智慧园区的服务。

宏顶高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大天工大厦（中关村高端人才创业基地）A座410房间

天津南开区长江道133号众望大厦A座1402
郑州郑东新区绿地原盛国际1号楼B座18楼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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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顶高科的合作案例

北京体育大学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科学
城支行

北京体育大学

新增中行储蓄账户：全体学生及教职员工共2.87万人；
说明：每张一卡通绑定一张中国银行卡

产生流水：日流水接近63万，平均每人每天22元的消费；
银行卡产生资金沉淀：日均存留量约 2200万；
北京体育大学一卡通中行管理账户：日均存流量约420万；

围绕周边商户新开中行结算户：42家 （食堂经营者和超市）

中行为北京体育大学一卡通实际投入：

北京体育大学需求：食堂超市等综合消费平台、通道管理、图书馆、
机房、浴室管理、自助终端；

实际投入 
硬件： 自助终端20台、通道机30个、食堂POS236台、普通消费
POS18台、充值机10台、服务器5台、防火墙1台、交换机1台、水控
设备200台   

软件：一卡通22万、通道子系统12万、浴室管理子系统
施工：硬件与软件总费用的10%
专线：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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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顶高科的合作案例

长城汽车园区

长城汽车园区

新增中行储蓄账户：全体职员工共3.5万人；
说明：每张一卡通绑定一张中国银行卡

产生流水：日流水接近47万，平均每人每天16元的消费；
银行卡产生资金沉淀：日均存留量约 2200万；
一卡通中行管理账户：日均存流量约220万；

围绕周边商户新开中行结算户：27家 （食堂经营者和超市）

中行为长城项目一卡通实际投入：

长城汽车园区需求：整合六个厂区的食堂消费管理，和自动售货机对
接，后期APP实现银行卡圈存

实际投入 
硬件： 自助终端18台、食堂POS 150台、普通消费POS19台、服务
器5台、防火墙1台（长城提供）、交换机1台（长城提供） 

软件：一卡通22万、浴室管理子系统
施工：硬件与软件总费用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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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顶高科的合作案例

东明石化

东明石化一卡通

共发卡：全场职工员工共2.2万张；

产生流水：日流水接近18万，平均每人每天12元的消费；
管理账户：日均存流量约320万；

围绕周边商户新开结算户：13家 （食堂经营者和超市）

东明石化需求：统一发放补贴、食堂消费管理、电商结算、电商平台
、生活小区管理；

实际投入 
硬件：食堂消费POS72台，普通消费POS40台

服务器：采用租赁云部署的方式   

软件：一卡通38万、电商平台：10万

施工：硬件与软件总费用的10%

专线：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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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顶高科的合作案例

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

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

发卡用户：全体学生及教职员工共3568人；
每张一卡通绑定一张中国银行卡

产生流水：日流水接近9万，平均每人每天28元的消费；

一卡通管理账户：日均存流量约100万；

围绕周边商户新开中行结算户：6家 （食堂经营者和超市）

中行为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一卡通实际投入：

北京体育大学需求：食堂超市等综合消费平台、通道管理、图书馆、
机房、浴室管理、自助终端；

实际投入 
硬件： 食堂POS37台、服务器三台   15万元

软件：一卡通10万  
施工：硬件与软件总费用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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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顶高科的合作案例

天津生物工程学院

天津生物工程学院

发卡用户：全体学生及教职员工共5362人；
每张一卡通绑定一张中国银行卡

产生流水：日流水接近12万，平均每人每天26元的消费；

一卡通管理账户：日均存流量约210万；

围绕周边商户新开中行结算户：16家 （食堂经营者和超市）

中行为天津生物工程学院一卡通实际投入：

天津生物工程学院需求：食堂超市等综合消费平台、通道管理、图书
馆、机房、浴室管理、自助终端；

实际投入 
硬件： 食堂POS54台、服务器三台   15万元、圈存机2台

软件：一卡通16万  
施工：硬件与软件总费用的10%



www.cardcoo.net

宏顶高科的合作案例

北控集团

宋庆龄科技馆

联系人：郭冠军
电话：18901030101

宋庆龄科技馆

日接待2万人，场馆27个。与大麦网对接，接受订单，分发给自助机，并连
接给64个通道闸机，支持手环的管理。

支持刷手环并发每秒200次，日交易15万笔交易。

O2O支付通道和线上支付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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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顶高科的合作案例

昆明延安医院

民生银行昆明分行

联系人：郭冠军
电话：18901030101

昆明延安医院

新增民生银行储蓄账户：全体医生和住院病人共1.87万人；
说明：每张一卡通绑定一张民生银行卡
产生流水：日流水接近46万，平均每人每天22元的消费；
银行卡产生资金沉淀：日均存留量约 800万；
延安医院一卡通中行管理账户：日均存流量约240万；
围绕周边商户新开中行结算户：12家 （食堂经营者和超市）

民生银行为延安医院实际投入：
延安医院需求：食堂超市等综合消费平台、通道管理、图书馆、机房、浴室
管理、自助终端；

实际投入 
硬件： 自助终端20台、通道机30个、食堂POS236台、普通消费POS18台、
充值机10台、服务器5台、防火墙1台、交换机1台、水控设备200台、门禁45
套   

专线：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