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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1.1 用户权限及用户登陆 

本套系统采用网页版，支持多用户同时登陆使用。允许定义多种角色身份，每种角色可以设

置查看的菜单及操作的科目，当为一个员工选择角色的时候，支持多种角色自动叠加功能。

不同的用户可以定义查看不同部门、岗位及指定的员工数据。 

 

1.2 组织架构与人员管理 

1、组织架构 

(1) 系统提供了典型的树状组织架构管理模式，可设置无限制层级；  

(2) 增加了多维度的层级管理属性，在数据查询、流程配置、权限管控等方面的操作变得非

常灵活；  

 

2、人员管理 

(1) 除了基础的人员信息数据管理，系统还提供了更详细的档案资料模块，包括：户籍信息，

教育背景，身份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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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业周期管理，提供了员工从入职到离职的整个供职过程的明细化管理； 如员工的跳

转，如下图所示： 

 

(3) 可以自定义员工档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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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考勤规则细致灵活 

(1) 考勤方案是系统中的基础核心模块，由考勤规则和考勤方案设置两个子模块组成； 

(2) 考勤规则提供了最底层的规则计算逻辑，并且通过不同的规则组合，可以定义出极其丰

富的规则集合，能满足所有复杂的考勤规则需求；  

(3) 考勤方案与人员信息关联，可以生成各种类型的排班模板； 

 

(4) 工作时间的打卡规则可以满足各种情形下考勤管理的需要，系统支持定义多种不同的工

作时间打卡规则，来满足不同性质及工种考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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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迟到/早退打卡规则的设置可以自定义多条规则； 

 

(6) 异常打卡规则，可以有效解决各种情况下发生的签到或者签退记录不正常的情况，实现

系统智能化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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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某一个员工的考勤规则的构成，包括工作时间的打卡规则、迟到规则、早退规则以及异

常规则等构成了一套完整考勤时间计算的规则。 

(8) 支持考勤周期的定义，可以自定义按照自然月还是任意指定某一个开始和结束日作为考

勤周期，一个公司允许定义多套不同的考勤周期。 

 

1.4 排班模式多样化 

(1) 减少人员配置过量的情况，最大程度降低管理成本和控制人工成本；  

(2) 通过配置规则自动化地执行所有排班相关规定和政策，最大程度降低合规风险；  

(3) 将劳动力和客户需求协调一致，减少人员配置不足的情况，提高劳动力生产力；  

(4) 支持日历模板设置：企业可依据不同制度设置不同日历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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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持排班模板：可依据不同轮班情况设置多种排班模板，用以复制调整排班；  

 

(6) 支持规律排班：可直接按规律自动生成排班；  

(7) 支持排班复制：可直接依据模板自动复制排班；  

(8) 多种排班模式：支持班组排班、个人排班、日历排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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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支持排班统计：自动统计排班工时与加班工时，便于排班人员直观决策；  

(10) 支持员工临时换班和临时加班：以满足企业的特殊需求;  

 

1.5 图形化的流程设计 

(1) 系统提供了 OA 级别的审批流程自定义功能，方便用户按需设定；  

(2) 通过系统选项的设定、权限的分配，可以灵活使用流程审批功能，从而达到即严格又通

畅的效果，让系统真正的为管理服务，为人服务； 

 

(3) 所有的审批功能都包含“正向流程”和“逆向流程”，以达到流程审批通畅无碍； 

(4) 所有审批流程支持移动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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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加班调休管理 

(1) 系统依据加班政策按照人员属性、申请单据、刷卡信息、工时制度智能核算加班工时； 

 

(2) 加班申请支持事前或事后申请，加班审批自动提醒员工加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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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用打卡记录与加班申请的精细化对比自动确认加班工时，规避手工统计中的人情帐及

错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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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班申请实现线上审批工作流管理，审批者可直观的在申请单据上或者申请者的各项数

据信息；  

(5) 对已产生的加班工时，通过审批处理，按规则进行换薪、换休、清零规则；  

(6) 实时分析加班工时，各级管理人员可随时查阅劳动力加班工时；  

1.7 假勤管理 

(1) 可灵活自定义制定多种人事假勤规则，遵循企业内部政策和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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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员工可通过手机、PC 等自助终端进行在线申请、查询出勤状况； 

 
(3) 通过自动化签核流程，满足各种复杂的签核要求，在签核完成后自动与考勤关联实时完

成考勤结果分析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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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动校验假期发起的有效性，如必须事前发起、无假期库存不允许发起等；  

 

(5) 支持智能手机、员工 PC 自助终端多入口应用，同时支持文件或拍照快速上传附件功能；  

(6) 所有签核过的假勤数据，自动与考勤数据汇总整合即减轻了人资部门数据核查的工作量，

同时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减少企业不必要的薪资支出；  

 

2、 产品优势 

优势 通芝 A705 系列考勤系统 传统考勤系统 

人脸（选配） 人脸打卡，避免代打卡 

 每名员工可以登记一张人脸； 

 人脸信息可以从一个门店考勤机复制到另外一个门店

的考勤机上； 

 到一家新的门店打卡，需要找来考勤

机管理员，重新登记人脸； 

 登记编号容易误输，导致考勤记录对

不上； 

指纹（选配） 指纹打卡，避免代打卡 

 每个人的指纹具有唯一性； 

 每位员工最多可以登记 10 枚指纹； 

 规避作弊代打卡，真实反应出勤时间； 

 采用纸卡考勤； 

 采用电子刷卡考勤，包括 ID/IC/HID，

员工经常代打卡，无法核查。 

刷卡（选配） 统一登记、统一管理  每个考勤点单独登记注册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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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统一发卡 

 卡片信息通过总部软件系统统一下发到每一个门店考

勤机上； 

自定义档案 

 

员工档案支持用户自定义 

 系统提供数字型、枚举型、字符串型多种用户自定义

的项目； 

 不支持 

职业周期 完整的管理用工的整个过程 

 提供了员工从入职到离职的整个供职过程的明细化管

理； 

 支持入职、离职、试用期、续签、复职、冻结、调动、

升迁等多个职业周期环节； 

 不完整，仅支持部门调动、岗位升迁； 

打卡规则 支持复杂的考勤规则定义 

 用户可以自定义工作时间打卡规则，； 

 迟到规则、早退规则； 

 异常打卡规则； 

 加班打卡规则，包括平时、周末、节假日； 

 仅提供简单的上班迟到、早退、缺勤

的打卡规则 

使用规则 支持各种假别使用规则的定义 

 根据假期的不同分别各自独立定义使用规则，包括年

假、调休、病假、哺乳假、婚假、产假等，实现更加

精细化的管理，减少核对的时间，规范管理的流程与

制度； 

 定义各种假别申请的最大、最小时间，事前事后申请

时间的限制； 

 年假能够根据每家企业的特点实现灵活的自定义配

置； 

 调休可以根据加班时间、工资结算规则、延期时长等

自动校验。 

 没有提供不同假别的使用规则定义，

属于粗放式考勤管理。 

额度控制 额度动态生成及动态控制 

 年假的自动计算、延期、优先使用管理； 

 加班自动叠加，加班工时结算工资自动扣除； 

 调休时间自动扣除，延时调休的自动统计； 

 病假的管理； 

 不支持 

图形化流程 通过拖拉的方式实现流程的自定义，可以满足复杂的流程定

义 

 多级审批； 

 同一层多人审批； 

 不同时长的流程分支设置； 

 不同假别的分支设置； 

 不同岗位申请的自定义配置； 

 大部分不能提供复杂的流程定义，通

常默认只能支持一级审批，或者指定

的两级审批。 

 无法自定义流程； 

 仅支持申请的时候由申请人选择审批

人的傻瓜式操作。 

预计算 支持多任务并发的预计算考勤业务处理技术 

 考勤业务数据比较繁多，每一笔打卡记录的变化、单

据的变化、流程的变化、班次的变化，甚至时间点的

变化都会引起最终结果数据的巨大差异；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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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自动识别当前进程和任务状态，在空闲时间实现

差异化数据的自动实时计算； 

 避免查询统计的时候，因为等待花费太多的时间； 

预警 管控预警功能规避用工风险 

 连续工作天数控制 

 自动离职预警 

 工时管控 

 加班管控 

 加班风险预警 

 不支持 

考勤周期 支持一套系统中定义多个考勤周期 

 支持按自然月； 

 支持指定起止时间； 

 支持设定不同类型的员工使用不同的考勤周期； 

 不支持 

自定义报表 预定义报表+自定义报表 

 系统提供了各类型数据的统计报表,满足日常数据统

计和分析的需求； 

 提供自定义报表设置,可以设置符合用户个性需求的

统计报表； 

 不支持 

微信考勤 提供微信端考勤管理功能 

 支持微信企业号； 

 微信自助查询，支持自助查询员工打卡记录、出勤明

细、出勤汇总、异常出勤； 

 微信打卡； 

 微信申请； 

 微信审批； 

 不支持微信企业号 

 

3、 应用场景 

 考勤规则复杂 

考勤规则的设置与定义是整个考勤管理系统核心，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员工的工种和工作

性质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相互之间也差异非常大，如何能在一套系统中实现多种考勤方案的

灵活设置，也是衡量一个系统好坏的一项重要指标。 

 

集团公司内部通常不同的分子公司、工厂、甚至同一家子公司或者同一个部门也会因为岗位

的不同，工作性质的不同使用不同的考勤规则。 

 

考勤规则体现在出勤的工作日历、工作班次、考勤结算周期、上下班打卡的规则、迟到早退

的时间计算规则、异常打卡漏打卡的处理规则、平时/周末/节假日加班打卡及时间计算规则、

休假使用及申请规则，可用额度的控制规则、年假自动计算规则、调休规则等等。 

 

一般的考勤管理系统，通常只能实现简单迟早、早退、旷工的规则设置，适用于中小企业还

能勉强使用，中小企业考勤管理的机制和流程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不适用于集团公司。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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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需要一套专业考勤系统，一方面帮助企业规范管理流程，另一方面规避企业管理上用工

风险。 

 考勤计算很慢 

人数比较多的企业，考勤计算通常非常慢。 

 

如果没有一套高效的算法，等待时间无法忍受，根本就无法使用。考勤数据分析关系到每一

个员工每一次打卡点筛选与比对，每一张单据的新增、修改、删除，每一个流程状态的变化，

以及班次和规则的修改，时间的推移都会影响最终考勤结果数据，如何设计一套有效的算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衡量一套考勤系统优劣的标准。 

 

T901 采用了独特的多任务并发预计算处理技术，保证用户秒级出考勤的最终结果。 

 假期额度控制 

按照国务院相关国家政策的规定，有若干带薪假期的相关规定。 

 

年休假包括年休假的享受条件和天数管理、连续或者累计工作时间的确定、不享受当年年休

假的情况判断，年休假工资报酬发放条件及计算、新进与离职人员年休假天数计算等若干计

算项，对于 HR/员工，最愿意看到的是随时可以查看到当前可用年休假时间。 

 

调休不同的企业存在若干种不同的规定，如本月调休剩余天数结算工资；本年度可以用来调

休、剩余结算工资；节假日加班时间用来结算工资，其它时间用来调休；月加班时间超过

36 小时结算工资，低于用来调休；调休的时候优先使用周末加班，然后使用平时加班；调

休的时候，优先使用较早的加班，加班时间超过规定时间未使用作废处理。诸如此类规则，

如何计算和实时查看到当前可用的调休时间，也是一项员工关心的问题。 

 

类似还有婚假、产假、哺乳假、探亲假、陪产假、丧假等若个享受条件及使用天数的要求。

假期额度的有效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形成规范的管理流程和制度，进一步提升员工的积极性

和敬业程度。 

 风险预警控制 

企业用工存在诸多风险点。连续工作天数控制与系统及时提醒预警，规避员工健康安全风险

以及用工核查风险；员工若干天没有来上班，系统能够自动监控，判断是否自动离职以及其

它原因方便及时得到提醒并安排相关人员进行确认；员工平时加班时间的及时掌控，及时了

解潜在的加班风险等。 

 微信企业号应用 

消息公告与提醒，公司发布最新的新闻及公告的信息，关于员工自身的关怀信息，如生日提

醒等。 

 

移动申请与审批，随着移动端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办公已经成为新的时尚标配，很多人没

有用过电脑，没有电脑，但是智能手机玩的很熟练。 

 

员工自助查询，不仅是对员工的一种福利，也是对企业的一种信任，极大改善劳资关系，并

能帮助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企业管理机制，促进企业的增长。 

 

位置轨迹考勤，对于外勤人员包括售后服务人员、销售人员，随时了解当前所在的位置以及

行动轨迹有助于就近或者更好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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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户案例 

招商银行、工银安盛保险公司、恒大人寿保险公司、上海电气、上海电力、哈根达斯 

 

 

5、 售后服务 

 电话热线支持服务 

服务提供者不到客户现场，通过电话热线方式为客户提供服务，指导客户相关工程师进行相

应操作以完成有关服务内容 ，确保客户的需求能得到及时准确的反馈  

 

 远程维护 

工程师通过拨号等网络接入方式进入客户的系统网络中，直接对客户系统进行诊断分析及维

护服务。  

 

 现场支持服务 

针对比较复杂的项目，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来到客户现场，通过仔细的调查研究，为客

户解决实质问题。  

 

 电子邮件服务 

客户的技术或非技术问题及建议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我们的技术支持电子信箱，公

司设立专人阅读并及时给予答复。  

 

 定期巡检服务 

我们的技术服务中心将按与用户签订的支持服务协议规定 ，提供定期现场巡访或不定期电

话巡访服务，与用户一起共同对系统进行性能调优、系统诊断，系统日常维护管理方面的交

流 ，为客户进行定期的预防性维护服务。 

6、 联系我们 

上海通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总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灵岩南路 295号浦东软件园世博分园 12幢 2楼 

咨询热线：400-865-1900 

 

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石景山区银河南街紫御国际 3号楼 801 

咨询热线：400-865-1900 

 

广州分公司 



                                             全球专业的考勤管理系统供应商 

 

官方网站：www.tongzhichina.com                                                        19 / 19 

全国统一免费热线电话：400-865-1900 

 

地址：广州白云区广州大道北溪中路 20号 

咨询热线：400-865-1900 

 

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沙平南路 112号 B栋 1222室 

咨询热线：400-865-1900 

 

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三条巷仁寿里 8号 

咨询热线：400-865-1900 

 

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锦绣路 126号 13栋 2502 

咨询热线：400-865-1900 

 

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 126号 1栋 1单元 101 

咨询热线：400-865-1900 

 

长春分公司 

地址：长春市工农大路 1055号时代大厦 2007室 

咨询热线：400-865-1900 

 

贵州分公司 

地址：贵阳市南明区沙北路 145号加州阳光新城 2405 室 

咨询热线：400-865-1900 

 

太原分公司 

地址：太原市杏花岭区五一路精营西二道街 6号 

咨询热线：400-865-1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