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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企业智慧办公技术领域，具体的

说是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办公系统，

包括处理模块、审批管理模块、门禁模块、提醒模

块和紧急联系模块；所述处理模块包括事项接收

单元、事项划分标准单元、事项划分单元、普通事

项备案单元、紧急事项备案单元、定位单元、安全

处理单元、提醒弹窗单元和时间管理单元；所述

门禁模块用于对公司员工的出勤进行记录，并为

审批管理模块提供出勤信息；所述紧急联系模块

用于根据门禁模块和审批管理模块中的信息并

联合处理模块对缺勤员工进行紧急联系处理。本

发明能够及时通知事项负责人对事项进行处理，

且对公司的信息进行保护，避免公司的内部信息

泄露，提高了公司内部信息的保密性，进行智慧

办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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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办公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处理模块、审批管理模

块、门禁模块、提醒模块和紧急联系模块；所述处理模块、审批管理模块和紧急联系模块在

微信客户端上运行；所述门禁模块通过手机信号与微信客户端连接；所述处理模块包括事

项接收单元、事项划分标准单元、事项扫描划分单元、私人事项备案单元、普通事项备案单

元、紧急事项备案单元、定位单元、安全处理单元、提醒弹窗单元和时间管理单元；所述事项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微信客户端发送的处理事项；所述事项划分标准单元为事项扫描划分单

元提供事项的划分标准，进而对事项接收单元中的处理事项的等级划分为私人事项、普通

事项和紧急事项；所述私人事项备案单元用于对事项接收单元中的私人事项进行收集；所

述普通事项备案单元用于对事项扫描划分单元中的普通事项进行记录备案；所述紧急事项

备案单元用于对事项扫描划分单元中的紧急事项进行记录备案；所述定位单元用于对负责

人手机的微信客户端的位置进行定位；所述安全处理单元用于对定位单元中的信息进行安

全处理；所述提醒弹窗单元用于接收安全处理单元的信号将信息传输至负责人手机的微信

客户端中；所述时间管理单元用于对普通事项备案单元和紧急事项备案单元中的处理事项

的时效性进行记录，及记录公司公共事项的起止时间；所述审批管理模块用于对公司员工

的出勤事项进行审批记录；所述门禁模块用于对公司员工的出勤进行记录，并为审批管理

模块提供出勤信息；所述提醒模块用于根据处理模块中的信息与负责人进行联系以处理事

项；所述紧急联系模块用于根据门禁模块、审批管理模块和提醒模块中的信息并联合处理

模块对缺勤员工或者负责人进行紧急联系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办公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门禁模块连接单元用于根据门禁模块中的出勤信息对出差记录单元和请假记录单元中记

录的信息进行处理；所述审批管理模块包括门禁模块连接单元、出差记录单元和请假记录

单元；所述出差记录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的出差信息进行审批记录；所述请假记录单元用

于对公司员工的请假信息进行审批记录。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办公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门禁模块包括信息存储单元、视频采集单元、面部分析单元、进出统计单元和外来人员备案

单元；所述人员信息存储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的本人信息和紧急联系人信息进行存储，并

对视频采集单元、面部分析单元、进出统计单元和外来人员备案单元中的信息进行存储；所

述视频采集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在通过门禁时进行识别，并对使用门禁的人员的图像进行

采集；所述面部分析单元用于对视频采集单元中采集的公司员工的面部图像进行分析并记

录，存储在信息存储单元中；所述进出统计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在工作日内进出公司的次

数进行统计，作为公司后期评选优秀员工的筛选信息；所述外来人员备案单元用于对外来

造访人员的信息进行备案，使得该外来人员再次造访时能够通过门禁模块进行识别。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办公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审批管理模块还包括未记录处理单元；所述未记录处理单元包括紧急联系模块连接组件和

补充记录组件；所述紧急联系模块连接组件用于与紧急联系模块相连接，获得公司员工的

缺勤未记录原因；所述补充记录单元用于对紧急联系模块连接组件查询到公司员工缺勤未

记录的原因进行记录。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办公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提醒模块包括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次要负责人提醒单元和信息反馈单元；所述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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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醒单元用于根据定位单元中的信息与事项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联系；所述次要负责人联

系单元用于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未联系到主要负责人时，与次要负责人进行联系；所述信

息反馈单元用于将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和次要负责人提醒单元中的结果传输至安全处理

单元中进行数据处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办公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紧急联系模块包括本人联系单元、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时间单元和报警单元；所述本人联

系单元用于对门禁模块和审批管理模块中均未记录的公司员工或者负责人进行直接联系；

所述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用于对本人联系单元中未联系到本人公司员工或者负责人的信

息进行查阅，进而与紧急联系人进行联系；所述时间单元用于计算缺勤的公司员工或者负

责人失联的时间进行记录；所述报警单元用于根据时间单元中记录的公司员工或者负责人

的失联时间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办公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包括紧急联系人沟通组件和内部群发组件；所述紧急联系人沟通组件

用于对缺勤的公司员工或者负责人的紧急联系人进行联系；所述内部群发组件用于将公司

员工或者负责人缺勤信息向全公司进行群发，进而对缺勤公司员工或者负责人的信息进行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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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办公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企业智慧办公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

办公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智慧办公是一种利用云计算技术对办公业务所需的软硬件设备进行智能化管理，

实现企业应用软件统一部署与交付的新型办公模式。在企业的日常办公中，经常存在大量

需要审批的文件和待处理的邮件，还有复杂的工作需要沟通和安排。因此企业通常会配备

整套的办公设备，以实现资源共享和迅速沟通。目前的办公系统是一种基于PC的WEB应用。

PC用户通过浏览器连接到服务器获取其服务及操作相关功能。用户通过微信企业号的应用

链接到服务器获取其服务及操作相关功能。当用户外出办公离开公司时，远程办公就是很

好的补充，保证了相关工作流程的正常运转。

[0003] 虽然微信企业号是微信为企业客户提供的移动服务，旨在提供企业移动应用入

口，它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员工、上下游供应链与企业IT系统间的连接，但是，随着业务的增

多，企业号逐渐显露出了弊端，为此，提出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办公系统，能够

及时通知事项负责人对事项进行处理，且对公司的信息进行保护，避免公司的内部信息泄

露，提高了公司内部信息的保密性，进行智慧办公处理。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办公系

统。本发明通过事项扫描划分单元依据事项划分标准单元中的划分标准和时间管理单元中

事项处理的截止时间，将事项接收单元中接收的事项划分为普通事项和紧急事项，并分别

储存在普通事项备案单元和紧急事项备案单元中，安全处理单元控制定位单元和提醒弹窗

单元选择进行弹窗提醒，这样能够及时通知事项负责人对事项进行处理，且对公司的信息

进行保护，避免公司的内部信息泄露，提高了公司内部信息的保密性，进行智慧办公处理。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

的企业智慧办公系统，包括处理模块、审批管理模块、门禁模块、提醒模块和紧急联系模块；

所述处理模块、审批管理模块和紧急联系模块在微信客户端上运行；所述门禁模块通过手

机信号与微信客户端连接；所述处理模块包括事项接收单元、事项划分标准单元、事项扫描

划分单元、私人事项备案单元、普通事项备案单元、紧急事项备案单元、定位单元、安全处理

单元、提醒弹窗单元和时间管理单元；所述事项接收单元用于接收微信客户端发送的处理

事项；所述事项划分标准单元为事项扫描划分单元提供事项的划分标准，进而对事项接收

单元中的处理事项的等级划分为普通事项和紧急事项；所述私人事项备案单元用于对事项

接收单元中的私人事项进行收集；所述普通事项备案单元用于对事项扫描划分单元中的普

通事项进行记录备案；所述紧急事项备案单元用于对事项扫描划分单元中的紧急事项进行

记录备案；所述定位单元用于对负责人手机的微信客户端的位置进行定位；所述安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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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用于对定位单元中的信息进行安全处理；所述提醒弹窗单元用于接收安全处理单元的

信号将信息传输至负责人手机的微信客户端中；所述时间管理单元用于对普通事项备案单

元和紧急事项备案单元中的处理事项的时效性进行记录，及记录公司公共事项的起止时

间；所述审批管理模块用于对公司员工的出勤事项进行审批记录；所述门禁模块用于对公

司员工的出勤进行记录，并为审批管理模块提供出勤信息；所述提醒模块用于根据处理模

块中的信息与负责人进行联系以处理事项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处理模块；所述紧急联系模

块用于根据门禁模块、审批管理模块和提醒模块中的信息并联合处理模块对缺勤员工或者

负责人进行紧急联系处理；当事项接收单元接收到待处理的事项时，事项扫描划分单元依

据事项划分标准单元中的划分标准和时间管理单元中事项处理的截止时间，将接收的事项

划分为私人事项、普通事项和紧急事项，并分别储存在私人事项备案单元、普通事项备案单

元和紧急事项备案单元中，然后安全处理单元控制定位单元通过微信客户端对事项负责人

的位置进行定位，如果事项负责人位于公司内部，时间管理单元判断事项负责人是否正在

进行会议，如果事项负责人未进行会议，安全处理单元控制提醒弹窗单元将待处理的事项

发送至事项负责人的微信客户端上并进行弹窗提醒，如果事项负责人正在进行会议，安全

管理单元控制提醒弹窗单元将私人事项、普通事项或者紧急事项发送至事项负责人的微信

客户端上并取消弹窗提醒，对事项进行保密，安全处理单元根据时间管理单元中的信息，等

到事项负责人会议结束后控制提醒模块与负责人取得联系，提醒事项负责人对普通事项和

紧急事项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至处理模块中，如果事项负责人位于公司外部，定位

单元对事项负责人的位置进行定位，然后安全处理单元根据定位单元中的信息判断事项负

责人在公司以外的位置，如果事项负责人处于广场等公共场所，安全管理单元控制提醒弹

窗单元将普通事项和紧急事项发送至事项负责人的微信客户端上并取消弹窗提醒、将私人

事项进行提醒弹窗，如果事项负责人处于酒店等私人区域，安全管理单元控制提醒弹窗单

元将待处理的事项发送至事项负责人的微信客户端上并进行弹窗提醒，这样能够及时通过

弹窗提醒通知事项负责人对事项进行处理，并且可判断事项负责人的所在的区域选择弹窗

提醒和不弹窗提醒，能够对公司的信息和负责人的私人信息进行保护，避免公司的内部信

息和负责人的私人信息泄露，提高了公司内部信息的保密性，尊重私人隐私，进行智慧办公

处理。

[0006] 优选的，所述门禁模块连接单元用于根据门禁模块中的出勤信息对出差记录单元

和请假记录单元中记录的信息进行处理；所述审批管理模块包括门禁模块连接单元、出差

记录单元和请假记录单元；所述出差记录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的出差信息进行审批记录；

所述请假记录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的请假信息进行审批记录；在公司人事部门负责人不在

公司的内部时，门禁模块连接单元能够与门禁模块相连接，根据门禁模块的对公司员工出

勤的记录查询未出勤的员工信息，然后进入出差记录单元和请假记录单元进行查询，确定

缺勤人员的去向，人事部门负责人可通过出差记录单元对公司员工的出差计划进行审批、

可进入请假记录单元对公司员工的请假记录进行审批，这样能够及时对公司员工的出勤情

况进行考察，同时，利用微信客户端进入出差记录单元和请假记录单元进行审批管理，提高

了工作效率，使用便捷。

[0007] 优选的，所述门禁模块包括信息存储单元、视频采集单元、面部分析单元、进出统

计单元和外来人员备案单元；所述人员信息存储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的本人信息和紧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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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人信息进行存储，并对视频采集单元、面部分析单元、进出统计单元和外来人员备案单元

中的信息进行存储；所述视频采集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在通过门禁时进行识别，并对使用

门禁的人员的图像进行采集；所述面部分析单元用于对视频采集单元中采集的公司员工的

面部图像进行分析并记录，存储在信息存储单元中；所述进出统计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在

工作日内进出公司的次数进行统计，作为公司后期评选优秀员工的筛选信息；所述外来人

员备案单元用于对外来造访人员的信息进行备案，使得该外来人员再次造访时能够通过门

禁模块进行识别；在门禁模块中的信息存储单元中对公司员工的个人信息与紧急联系信息

进行储存，当公司的员工通过门禁模块进行考勤时，视频采集模块对公司员工的图像进行

采集，采集的图像经面部分析单元分析后，与信息存储单元中存储的信息进行对比，从而对

公司员工进行识别，进出统计单元对公司员工在工作日期间出入公司的次数进行统计，并

存储在信息存储单元中，将该信息作为优秀员工评选的筛选条件，面部识别单元将分析后

的图像传输至信息存储单元中进行存储，外来人员备案单元对外来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存

储，如果，外来人员为推销人员，当推销人员再次造访时，则门禁模块不进行提醒，如果外来

人员为公司合作方人员，则当门禁模块再次识别该合作方人员时，门禁模块打开进行放行，

这样能够提高门禁模块的工作效率，有利于提高该智慧办公系统的工作效率。

[0008] 优选的，所述审批管理模块还包括未记录处理单元；所述未记录处理单元包括紧

急联系模块连接组件和补充记录组件；所述紧急联系模块连接组件用于与紧急联系模块相

连接，获得公司员工的缺勤未记录原因；所述补充记录单元用于对紧急联系模块连接组件

查询到公司员工缺勤未记录的原因进行记录；当出差记录单元与请假记录单元中的记录与

门禁模块中的信息不匹配时，人事部门负责人通过紧急联系模块收集缺勤人员的信息，如

果收集的信息显示缺勤员工因公务紧急或者个人事件紧急未能够及时在审批管理模块中

进行申请，此时未记录处理单元对该缺勤员工的缺勤原因进行记录，然后人事部分负责人

能够通过未记录处理单元对缺勤人员事项进行处理，然后分类传输至出差记录单元与请假

记录单元中进行记录，如果收集的信息无法显示缺勤员工缺勤的具体原因，则紧急联系模

块对缺勤员工进行紧急联系，这样能够便于人事部门外出时对公司事项进行及时处理，同

时，及时通过紧急联系模块收集缺勤员工的信息，有利于对公司员工进行安全保护。

[0009] 优选的，所述提醒模块包括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次要负责人提醒单元和信息反

馈单元；所述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用于根据定位单元中的信息与事项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联

系；所述次要负责人联系单元用于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未联系到主要负责人时，与次要负

责人进行联系；所述信息反馈单元用于将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和次要负责人提醒单元中的

结果传输至安全处理单元中进行数据处理；如果事项负责人处于公司的内部，安全处理单

元控制定位单元对负责人的位置进行定位，安全处理单元对负责人的位置处理后，当安全

处理单元控制提醒弹窗单元将待处理的事项推送至负责人的微信客户端上时，根据时间管

理单元记录公司公共活动的起止时间，当事项负责人的公共活动结束后，安全处理单元控

制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与主要负责人联系，详细说明推送事项的细节，并通过信息反馈单

元将主要负责人的处理结果通过处理模块反馈发件人，如果主要负责人未及时进行处理或

者信息反馈单元未进行反馈，则安全处理单元控制次要负责人提醒单元与次要负责人取得

联系，进行事项处理，如果信息反馈单元对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和次要负责人提醒单元的

处理结果均未进行反馈，则安全处理单元控制紧急联系模块进行寻找负责人，提高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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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效率。

[0010] 优选的，所述紧急联系模块包括本人联系单元、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时间单元和

报警单元；所述本人联系单元用于对门禁模块和审批管理模块中均未记录的公司员工或者

负责人进行直接联系；所述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用于对本人联系单元中未联系到本人公司

员工或者负责人的信息进行查阅，进而与紧急联系人进行联系；所述时间单元用于计算缺

勤的公司员工或者负责人失联的时间进行记录；所述报警单元用于根据时间单元中记录的

公司员工或者负责人的失联时间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在审批管理模块未查询到缺勤员工

的缺勤原因或者提醒模块位于事项负责人取得联系后，紧急联系模块中的本人联系单元调

取信息存储单元中存储的信息与缺勤员工或者负责人本人直接联系，获得缺勤员工或者负

责人的缺勤原因，并将原因传输至未记录处理单元中进行记录，如果本人联系单元中未与

缺勤员工或者负责人本人取得联系，此时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单元同样调取信息存储单元

中存储的信息与缺勤员工或者负责人的紧急联系人联系，如果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未收集

到缺勤人员或者负责人的信息，则时间单元对缺勤人员或者负责人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至

目前的时间段进行计算，如果时间超过24小时，则报警单元进行报警，同时报警单元调取信

息存储单元中存储的缺勤人员或者负责人近期的面部分析结果信息并提供给公安系统，为

公安系统人员提供线索，协助寻找缺勤人员，这样能够及时对公司的缺勤员工或者负责人

进行查找，并降低危险发生的概率。

[0011] 优选的，所述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包括紧急联系人沟通组件和内部群发组件；所

述紧急联系人沟通组件用于对缺勤的公司员工或者负责人的紧急联系人进行联系；所述内

部群发组件用于将公司员工或者负责人缺勤信息向全公司进行群发，进而对缺勤公司员工

或者负责人的信息进行收集；在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进行工作时，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一

方面通过紧急联系人沟通组件与缺勤员工或者负责人的紧急联系人联系，获得缺勤员工或

者负责人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群发组件和提醒弹窗单元全公司员工的微信客户端进

行群发信息并弹窗提醒，从而扩大收集缺勤人员或者负责人信息的来源，缩短收集缺勤人

员或者负责人信息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3] 1 .本发明通过事项扫描划分单元依据事项划分标准单元中的划分标准和时间管

理单元中事项处理的截止时间，将事项接收单元中接收的事项划分为私人事项、普通事项

和紧急事项，安全处理单元控制定位单元和提醒弹窗单元选择进行弹窗提醒，这样能够及

时通知事项负责人对事项进行处理，且对公司的信息和个人隐私进行保护，避免公司的内

部信息和个人隐私泄露，提高了公司内部信息的保密性，尊重个人隐私，进行智慧办公处

理，且利用提醒模块在提醒弹窗单元工作后将处理结果进行反馈，提高事项处理的效率。

[0014] 2.本发明通过门禁模块连接单元与门禁模块相连接，根据门禁模块的对公司员工

出勤的记录查询未出勤的员工信息与出差记录单元和请假记录单元进行匹配，确定缺勤人

员和负责人的去向，利用微信客户端进入出差记录单元和请假记录单元进行审批管理，提

高了工作效率，使用便捷；通过信息存储单元、视频采集模块和面部分析单元配合使用，进

行人员匹配和面部表情分析，外来人员备案单元可提高门禁模块的工作效率，有利于提高

该智慧办公系统的工作效率。

[0015] 3.本发明通过出差记录单元和请假记录单元配合使用便于人事部门负责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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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办公，通过紧急联系模块能够及时收集缺勤人员和负责人的信息，并利用未记录处理

单元进行记录，有利于对公司员工进行安全保护；通过本人联系单元、紧急联系人联系单

元、时间单元和报警单元配合使用能够提高对缺勤人员和负责人缺勤信息的收集，且利用

信息存储单元和面部分析单元为公安系统人员提供线索，协助寻找缺勤人员，可及时对公

司的缺勤员工和负责人进行查找，降低危险发生的概率，提高事项处理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整体的结构框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中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的结构框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中未记录处理单元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使用图1至图3对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办公系统

进行如下说明。

[002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企业智慧办公系统，包括处理模

块、审批管理模块、门禁模块、提醒模块和紧急联系模块；所述处理模块、审批管理模块和紧

急联系模块在微信客户端上运行；所述门禁模块通过手机信号与微信客户端连接；所述处

理模块包括事项接收单元、事项划分标准单元、事项扫描划分单元、私人事项备案单元、普

通事项备案单元、紧急事项备案单元、定位单元、安全处理单元、提醒弹窗单元和时间管理

单元；所述事项接收单元用于接收微信客户端发送的处理事项；所述事项划分标准单元为

事项扫描划分单元提供事项的划分标准，进而对事项接收单元中的处理事项的等级划分为

普通事项和紧急事项；所述私人事项备案单元用于对事项接收单元中的私人事项进行收

集；所述普通事项备案单元用于对事项扫描划分单元中的普通事项进行记录备案；所述紧

急事项备案单元用于对事项扫描划分单元中的紧急事项进行记录备案；所述定位单元用于

对负责人手机的微信客户端的位置进行定位；所述安全处理单元用于对定位单元中的信息

进行安全处理；所述提醒弹窗单元用于接收安全处理单元的信号将信息传输至负责人手机

的微信客户端中；所述时间管理单元用于对普通事项备案单元和紧急事项备案单元中的处

理事项的时效性进行记录，及记录公司公共事项的起止时间；所述审批管理模块用于对公

司员工的出勤事项进行审批记录；所述门禁模块用于对公司员工的出勤进行记录，并为审

批管理模块提供出勤信息；所述提醒模块用于根据处理模块中的信息与负责人进行联系以

处理事项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处理模块；所述紧急联系模块用于根据门禁模块、审批管理

模块和提醒模块中的信息并联合处理模块对缺勤员工或者负责人进行紧急联系处理；当事

项接收单元接收到待处理的事项时，事项扫描划分单元依据事项划分标准单元中的划分标

准和时间管理单元中事项处理的截止时间，将接收的事项划分为私人事项、普通事项和紧

急事项，并分别储存在私人事项备案单元、普通事项备案单元和紧急事项备案单元中，然后

安全处理单元控制定位单元通过微信客户端对事项负责人的位置进行定位，如果事项负责

人位于公司内部，时间管理单元判断事项负责人是否正在进行会议，如果事项负责人未进

行会议，安全处理单元控制提醒弹窗单元将待处理的事项发送至事项负责人的微信客户端

上并进行弹窗提醒，如果事项负责人正在进行会议，安全管理单元控制提醒弹窗单元将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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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项、普通事项或者紧急事项发送至事项负责人的微信客户端上并取消弹窗提醒，对事

项进行保密，安全处理单元根据时间管理单元中的信息，等到事项负责人会议结束后控制

提醒模块与负责人取得联系，提醒事项负责人对普通事项和紧急事项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

果反馈至处理模块中，如果事项负责人位于公司外部，定位单元对事项负责人的位置进行

定位，然后安全处理单元根据定位单元中的信息判断事项负责人在公司以外的位置，如果

事项负责人处于广场等公共场所，安全管理单元控制提醒弹窗单元将普通事项和紧急事项

发送至事项负责人的微信客户端上并取消弹窗提醒、将私人事项进行提醒弹窗，如果事项

负责人处于酒店等私人区域，安全管理单元控制提醒弹窗单元将待处理的事项发送至事项

负责人的微信客户端上并进行弹窗提醒，这样能够及时通过弹窗提醒通知事项负责人对事

项进行处理，并且可判断事项负责人的所在的区域选择弹窗提醒和不弹窗提醒，能够对公

司的信息和负责人的私人信息进行保护，避免公司的内部信息和负责人的私人信息泄露，

提高了公司内部信息的保密性，尊重私人隐私，进行智慧办公处理。

[0021] 优选的，所述门禁模块连接单元用于根据门禁模块中的出勤信息对出差记录单元

和请假记录单元中记录的信息进行处理；所述审批管理模块包括门禁模块连接单元、出差

记录单元和请假记录单元；所述出差记录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的出差信息进行审批记录；

所述请假记录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的请假信息进行审批记录；在公司人事部门负责人不在

公司的内部时，门禁模块连接单元能够与门禁模块相连接，根据门禁模块的对公司员工出

勤的记录查询未出勤的员工信息，然后进入出差记录单元和请假记录单元进行查询，确定

缺勤人员的去向，人事部门负责人可通过出差记录单元对公司员工的出差计划进行审批、

可进入请假记录单元对公司员工的请假记录进行审批，这样能够及时对公司员工的出勤情

况进行考察，同时，利用微信客户端进入出差记录单元和请假记录单元进行审批管理，提高

了工作效率，使用便捷。

[0022] 优选的，所述门禁模块包括信息存储单元、视频采集单元、面部分析单元、进出统

计单元和外来人员备案单元；所述人员信息存储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的本人信息和紧急联

系人信息进行存储，并对视频采集单元、面部分析单元、进出统计单元和外来人员备案单元

中的信息进行存储；所述视频采集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在通过门禁时进行识别，并对使用

门禁的人员的图像进行采集；所述面部分析单元用于对视频采集单元中采集的公司员工的

面部图像进行分析并记录，存储在信息存储单元中；所述进出统计单元用于对公司员工在

工作日内进出公司的次数进行统计，作为公司后期评选优秀员工的筛选信息；所述外来人

员备案单元用于对外来造访人员的信息进行备案，使得该外来人员再次造访时能够通过门

禁模块进行识别；在门禁模块中的信息存储单元中对公司员工的个人信息与紧急联系信息

进行储存，当公司的员工通过门禁模块进行考勤时，视频采集模块对公司员工的图像进行

采集，采集的图像经面部分析单元分析后，与信息存储单元中存储的信息进行对比，从而对

公司员工进行识别，进出统计单元对公司员工在工作日期间出入公司的次数进行统计，并

存储在信息存储单元中，将该信息作为优秀员工评选的筛选条件，面部识别单元将分析后

的图像传输至信息存储单元中进行存储，外来人员备案单元对外来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存

储，如果，外来人员为推销人员，当推销人员再次造访时，则门禁模块不进行提醒，如果外来

人员为公司合作方人员，则当门禁模块再次识别该合作方人员时，门禁模块打开进行放行，

这样能够提高门禁模块的工作效率，有利于提高该智慧办公系统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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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优选的，所述审批管理模块还包括未记录处理单元；所述未记录处理单元包括紧

急联系模块连接组件和补充记录组件；所述紧急联系模块连接组件用于与紧急联系模块相

连接，获得公司员工的缺勤未记录原因；所述补充记录单元用于对紧急联系模块连接组件

查询到公司员工缺勤未记录的原因进行记录；当出差记录单元与请假记录单元中的记录与

门禁模块中的信息不匹配时，人事部门负责人通过紧急联系模块收集缺勤人员的信息，如

果收集的信息显示缺勤员工因公务紧急或者个人事件紧急未能够及时在审批管理模块中

进行申请，此时未记录处理单元对该缺勤员工的缺勤原因进行记录，然后人事部分负责人

能够通过未记录处理单元对缺勤人员事项进行处理，然后分类传输至出差记录单元与请假

记录单元中进行记录，如果收集的信息无法显示缺勤员工缺勤的具体原因，则紧急联系模

块对缺勤员工进行紧急联系，这样能够便于人事部门外出时对公司事项进行及时处理，同

时，及时通过紧急联系模块收集缺勤员工的信息，有利于对公司员工进行安全保护。

[0024] 优选的，所述提醒模块包括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次要负责人提醒单元和信息反

馈单元；所述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用于根据定位单元中的信息与事项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联

系；所述次要负责人联系单元用于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未联系到主要负责人时，与次要负

责人进行联系；所述信息反馈单元用于将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和次要负责人提醒单元中的

结果传输至安全处理单元中进行数据处理；如果事项负责人处于公司的内部，安全处理单

元控制定位单元对负责人的位置进行定位，安全处理单元对负责人的位置处理后，当安全

处理单元控制提醒弹窗单元将待处理的事项推送至负责人的微信客户端上时，根据时间管

理单元记录公司公共活动的起止时间，当事项负责人的公共活动结束后，安全处理单元控

制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与主要负责人联系，详细说明推送事项的细节，并通过信息反馈单

元将主要负责人的处理结果通过处理模块反馈发件人，如果主要负责人未及时进行处理或

者信息反馈单元未进行反馈，则安全处理单元控制次要负责人提醒单元与次要负责人取得

联系，进行事项处理，如果信息反馈单元对主要负责人提醒单元和次要负责人提醒单元的

处理结果均未进行反馈，则安全处理单元控制紧急联系模块进行寻找负责人，提高事项的

处理效率。

[0025] 优选的，所述紧急联系模块包括本人联系单元、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时间单元和

报警单元；所述本人联系单元用于对门禁模块和审批管理模块中均未记录的公司员工或者

负责人进行直接联系；所述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用于对本人联系单元中未联系到本人公司

员工或者负责人的信息进行查阅，进而与紧急联系人进行联系；所述时间单元用于计算缺

勤的公司员工或者负责人失联的时间进行记录；所述报警单元用于根据时间单元中记录的

公司员工或者负责人的失联时间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在审批管理模块未查询到缺勤员工

的缺勤原因或者提醒模块位于事项负责人取得联系后，紧急联系模块中的本人联系单元调

取信息存储单元中存储的信息与缺勤员工或者负责人本人直接联系，获得缺勤员工或者负

责人的缺勤原因，并将原因传输至未记录处理单元中进行记录，如果本人联系单元中未与

缺勤员工或者负责人本人取得联系，此时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单元同样调取信息存储单元

中存储的信息与缺勤员工或者负责人的紧急联系人联系，如果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未收集

到缺勤人员或者负责人的信息，则时间单元对缺勤人员或者负责人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至

目前的时间段进行计算，如果时间超过24小时，则报警单元进行报警，同时报警单元调取信

息存储单元中存储的缺勤人员或者负责人近期的面部分析结果信息并提供给公安系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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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系统人员提供线索，协助寻找缺勤人员，这样能够及时对公司的缺勤员工或者负责人

进行查找，并降低危险发生的概率。

[0026] 优选的，所述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包括紧急联系人沟通组件和内部群发组件；所

述紧急联系人沟通组件用于对缺勤的公司员工或者负责人的紧急联系人进行联系；所述内

部群发组件用于将公司员工或者负责人缺勤信息向全公司进行群发，进而对缺勤公司员工

或者负责人的信息进行收集；在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进行工作时，紧急联系人联系单元一

方面通过紧急联系人沟通组件与缺勤员工或者负责人的紧急联系人联系，获得缺勤员工或

者负责人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群发组件和提醒弹窗单元全公司员工的微信客户端进

行群发信息并弹窗提醒，从而扩大收集缺勤人员或者负责人信息的来源，缩短收集缺勤人

员或者负责人信息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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