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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适用于模式识别技术领域，提供了出

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及方法，系统包括：控制主

机、显示屏、摄像头、指纹仪、打印机和传纸机构，

控制主机分别与所述显示屏、摄像头、指纹仪、打

印机和传纸机构通信连接，控制主机获取申请人

的身份证信息、预办理的出入境证件的类型、人

脸识别信息以及指纹信息，并将申请人的身份证

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预先获取的申

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进行关联生成出入

境证件办理申请表，打印机进行打印后，传纸机

构将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展示给用户进行签

字，并将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

送到存储机构存放，能够自动实现对办理出入境

证件信息的预受理，省去排队的时间，提高办证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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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控制主机、显示屏、摄像头、指纹仪、

打印机和传纸机构；所述控制主机分别与所述显示屏、摄像头、指纹仪、打印机和传纸机构

通信连接；

所述控制主机获取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

所述控制主机接收用户通过所述显示屏输入的预办理的出入境证件的类型；所述摄像

头获取申请人的人脸识别信息，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所述指纹仪采集申请人的指纹信

息，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

所述控制主机将所述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预先获取的申

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进行关联，根据所述出入境证件的类型和关联后的申请人的身

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所述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生成出入境证件

办理申请表，将所述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所述打印机进行打印；

所述传纸机构将所述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展示给用户进行签字，并将所述用户签字

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存储机构存放。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扫描仪，所述扫描

仪与所述控制主机通信连接；

所述扫描仪扫描所述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得到电子版的用户签字后的

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进行电子存档。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吸纸机构，所述吸

纸机构与所述扫描仪连接；

所述吸纸机构吸入申请人提交的审核材料，并传送至所述扫描仪，所述扫描仪对所述

审核材料进行扫描形成电子版审核材料，并发送到控制主机进行保存。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制证拍照装置，所

述制证拍照装置与所述控制主机通信连接；

所述制证拍照装置拍摄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身份证阅读器，所

述身份证阅读器与所述控制主机通信连接；

所述身份证阅读器读取申请人的身份证得到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并发送到所述控制

主机。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主机接收申请人

通过所述显示屏输入的身份证号码，通过所述身份证号码查询数据库，获取申请人的身份

证信息。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纸机构包括第一传

输机构、纸张签字平台、第二传输机构和单片机，所述单片机与所述第一传输机构和所述第

二传输机构通信连接；

所述单片机控制所述第一传输机构将打印机打印的所述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传输

到所述纸张签字平台；

所述单片机控制所述第二传输机构将所述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

到存储机构存放。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壳体，所述控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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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显示屏、摄像头、指纹仪、打印机和传纸机构设置在所述壳体内。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的操作台上设有

一签字孔，所述签字孔位于所述纸张签字平台上方，所述签字孔的位置与所述出入境证件

办理申请表的签字位置对齐。

10.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预办理入境证件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所述控制主机获取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

所述控制主机接收用户通过所述显示屏输入的预办理的出入境证件的类型；所述摄像

头获取申请人的人脸识别信息，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所述指纹仪采集申请人的指纹信

息，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

所述控制主机将所述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预先获取的申

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进行关联，根据所述出入境证件的类型和关联后的申请人的身

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所述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生成出入境证件

办理申请表，将所述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所述打印机进行打印；

所述传纸机构将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展示给用户进行签字，并将所述

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存储机构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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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模式识别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出国，或者去往港澳台地区，都需要办理护照或者港澳台

通行证等证件。

[0003] 现有的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方法，都是申请人去人工窗口进行办理，但是办理出入

境证件需要确认的信息较多，当办证人较多时，需要排队等候较长时间，导致办证的效率低

下。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及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

中办理出入境证件需要确认的信息较多，当办证人较多时，需要排队等候较长时间，导致办

证的效率低下的问题。

[0005]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包括：控制主机、显

示屏、摄像头、指纹仪、打印机和传纸机构；所述控制主机分别与所述显示屏、摄像头、指纹

仪、打印机和传纸机构通信连接；

[0006] 所述控制主机获取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

[0007] 所述控制主机接收用户通过所述显示屏输入的预办理的出入境证件的类型；所述

摄像头获取申请人的人脸识别信息，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所述指纹仪采集申请人的指

纹信息，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

[0008] 所述控制主机将所述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预先获取

的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进行关联，根据所述出入境证件的类型和关联后的申请人

的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所述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生成出入境

证件办理申请表，将所述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所述打印机进行打印；

[0009] 所述传纸机构将所述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展示给用户进行签字，并将所述用户

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存储机构存放。

[0010]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扫描仪，所述扫描仪与所述控制主机通信连接；所述扫

描仪扫描所述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得到电子版的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

办理申请，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进行电子存档。

[0011]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吸纸机构，所述吸纸机构与所述扫描仪连接；

[0012] 所述吸纸机构吸入申请人提交的审核材料，并传送至所述扫描仪，所述扫描仪对

所述审核材料进行扫描形成电子版审核材料，并发送到控制主机进行保存。

[0013]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制证拍照装置，所述制证拍照装置与所述控制主机通信

连接；所述制证拍照装置拍摄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

[0014]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身份证阅读器，所述身份证阅读器与所述控制主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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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所述身份证阅读器读取申请人的身份证得到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并发送到所述控

制主机。

[0015] 可选地，所述控制主机接收申请人通过所述显示屏输入的身份证号码，通过所述

身份证号码查询数据库，获取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

[0016] 可选地，所述传纸机构包括第一传输机构、纸张签字平台、第二传输机构和单片

机，所述单片机与所述第一传输机构和所述第二传输机构通信连接；所述单片机控制所述

第一传输机构将打印机打印的所述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传输到所述纸张签字平台；所述

单片机控制所述第二传输机构将所述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存储机

构存放。

[0017]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壳体，所述控制主机、显示屏、摄像头、指纹仪、打印机和

传纸机构设置在所述壳体内。

[0018] 可选地，所述壳体的操作台上设有一签字孔，所述签字孔位于所述纸张签字平台

上方，所述签字孔的位置与所述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的签字位置对齐。

[0019]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采用如第一方面所述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

系统预办理入境证件的方法，包括：

[0020] 所述控制主机获取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

[0021] 所述控制主机接收用户通过所述显示屏输入的预办理的出入境证件的类型；所述

摄像头获取申请人的人脸识别信息，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所述指纹仪采集申请人的指

纹信息，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

[0022] 所述控制主机将所述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预先获取

的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进行关联，根据所述出入境证件的类型和关联后的申请人

的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所述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生成出入境

证件办理申请表，将所述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所述打印机进行打印；

[0023] 所述传纸机构将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展示给用户进行签字，并将

所述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存储机构存放。

[0024] 本发明实施例与现有技术相比存在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实施例通过控制主机获

取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接收用户通过所述显示屏输入的预办理的出入境证件的类型、摄

像头获取申请人的人脸识别信息以及指纹仪采集申请人的指纹信息，并将申请人的身份证

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预先获取的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进行关联生成

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打印机对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进行打印，传纸机构将出入境证

件办理申请表展示给用户进行签字，并将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存储

机构存放，能够自动实现对办理出入境证件信息的预受理，省去排队的时间，提高办证的效

率。

附图说明

[002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

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

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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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结构框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提供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结构框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的壳体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的壳体内部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预办理入境证件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描述中，为了说明而不是为了限定，提出了诸如特定系统结构、技术之类的具

体细节，以便透彻理解本发明实施例。然而，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清楚，在没有这些具体

细节的其它实施例中也可以实现本发明。在其它情况中，省略对众所周知的系统、装置、电

路以及方法的详细说明，以免不必要的细节妨碍本发明的描述。

[0032] 为了说明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来进行说明。

[0033] 参考图1，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结构框图。所述出

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包括：控制主机101、显示屏102、摄像头103、指纹仪104、打印机105和

传纸机构106。其中，控制主机101分别与显示屏102、摄像头103、指纹仪104、打印机105和传

纸机构106通信连接。

[0034] 控制主机101获取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

[0035] 控制主机101接收用户通过显示屏102输入的预办理的出入境证件的类型；摄像头

103获取申请人的人脸识别信息，并发送到控制主机101；指纹仪104采集申请人的指纹信

息，并发送到控制主机101，出入境证件的类型包括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和往来台

湾通行证。

[0036] 控制主机101将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预先获取的申请

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进行关联，根据出入境证件的类型和关联后的申请人的身份证信

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生成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

将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打印机105进行打印。

[0037] 传纸机构106将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展示给用户进行签字，并将用户签字后的

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存储机构107存放。

[0038] 需要说明的是，控制主机101的规格可以是：工控主板，芯片组采用Intel  H61；显

示核心，Integrated  Intel  HD  2000/3000Graphics；音频功能，1个ALC662声卡芯片；网络

功能，2个RTL8111E千兆网卡芯片；I3四核CPU  I3-3240主频，3.4GHz；4G内存；500G硬盘+

128G固态硬盘；支持双屏显示(DVI\VGA)；6COM口，8USB接口。

[0039] 显示屏102的规格可以是：102尺寸，17寸液晶；LED背光，亮度300CD/㎡，灰级响应

时间为8MS；最佳分辩率1280×1024；屏幕比例：4：3可视角度上下80/80度；左右80/80度。

[0040] 摄像头103的规格可以是：500万像素数高清摄像头，动态分辨率640*480；图像拍

摄分辨率2594*1944；采用5玻非球面透镜组，通光率大于90％；自动对焦，对焦范围：30mm至

无限远；最大帧频：30FPS；色彩数24位真彩；畸变<1％。

[0041] 指纹仪104的规格可以是：窗口>15*20毫米；分辨率500DPI；灰度256级；采集时间<

0.01秒。

[0042] 打印机105可以是回执打印机，具体的规格如下：热敏打印机；80mm打印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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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mm/s的高速低噪音打印；介质容量Φ254mm；打印分辨率200DPI；开放式结构设计，易维

护设计；配置自动切刀和撕纸刀；直通道、弯通道双通道进纸；方便快捷的半自动上纸方式；

操作简单，维护方便；进纸通道内双传感器的设计，使标记和纸张判断更准确；具有纸尽报

警、纸将尽报警、卡纸报警、带黑标检测/正面/左右检测功能。

[0043] 传纸机构106用于对打印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进行传输。

[0044] 从上述描述可知，本实施例通过控制主机获取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接收用户通

过所述显示屏输入的预办理的出入境证件的类型、摄像头获取申请人的人脸识别信息以及

指纹仪采集申请人的指纹信息，并将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预先

获取的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进行关联生成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打印机对出入

境证件办理申请表进行打印，传纸机构将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展示给用户进行签字，并

将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存储机构存放，能够自动实现对办理出入境

证件信息的预受理，省去排队的时间，提高办证的效率。

[0045] 可选地，请参阅图1和图2，作为本发明提供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的一种具体

实施方式，还包括：扫描仪108，扫描仪108与控制主机101通信连接，扫描仪108扫描用户签

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得到电子版的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并发送到

控制主机101进行电子存档。扫描仪108可以设置在传纸机构106与存储机构107的运输通道

上，实现随电子版的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的电子存档，方便后续查询。

[0046] 需要说明的是：扫描仪108可以是自动双面高速扫描仪，具体规格如下：A4彩色双

面直通道自动馈纸平板双平台扫描仪；高性能直通道走纸的ADF大容量自动进纸器；分辨

率，平台反射稿(2400x  4800dpi)、ADF(600x  600dpi高分辨率双CIS)；光源，LED；色彩，48位

真彩、灰度级别256级；扫描速度，35ppm/70ipm(彩色灰阶黑白模式，200dpi，A4纵向)；扫描

介质，尺寸A4幅面的纸张稿件、证件、票据、书本、杂志、相片等；扫描范围，(平台反射稿：最

大216x  297mm，最小12.7x  12.7mm)、(ADF：最大220x  356mm，最小12.7x  12.7mm)；操作系

统，Windows  2000/XP/Vista/7/8；接口，USB2.0。

[0047] 可选地，所述系统还包括吸纸机构112，所述吸纸机构112与所述扫描仪连接；

[0048] 所述吸纸机构112吸入申请人提交的审核材料，并传送至所述扫描仪108，所述扫

描仪108对所述审核材料进行扫描形成电子版审核材料，并发送到控制主机101进行保存。

[0049]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还包括与控制主机101连接的手写输入板，所述手写输入板

用于将申请人的电子签名写到所述审核材料上。

[0050] 可选地，请参阅图1和图2，作为本发明提供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的一种具体

实施方式，还包括：还包括制证拍照装置109，制证拍照装置109与控制主机101通信连接。制

证拍照装置109拍摄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101。制证拍照

装置109为自助照相设备，包括高清摄像机等。

[0051] 可选地，请参阅图1和图2，作为本发明提供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的一种具体

实施方式，还包括身份证阅读器110，身份证阅读器110与控制主机101通信连接；身份证阅

读器110读取申请人的身份证得到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并发送到控制主机101。身份证信

息包括身份证图像信息(正反两面)。

[0052] 或者，控制主机101接收申请人通过显示屏102输入的身份证号码，通过身份证号

码查询数据库(省人口库或全国库)，获取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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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需要说明的是，身份证阅读器110的规格如下：符合公安部《GA450-2003台式居民

身份证阅读器通用技术要求》和《1GA450-2003台式居民身份证阅读器通用技术要求第1号

修改单》行业标准，兼容ISO14443(TypeB)标准；通讯接口智能型，同时支持RS-232C和USB；

阅读距离0-5cm；读卡时间≤1s。

[0054] 从上述描述可知，可以通过身份证阅读器或者输入的身份证号码两种方式获取申

请人的身份证信息，为申请人提供便利。

[0055] 可选地，请参阅图1至图4，作为本发明提供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的一种具体

实施方式，所述传纸机构106包括第一传输机构1061、纸张签字平台1062、第二传输机构

1063和单片机1064，单片机1064与第一传输机构1062和第二传输机构1063通信连接。

[0056] 单片机1064控制第一传输机构将打印机打印的所述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传输

到所述纸张签字平台；单片机1064控制所述第二传输机构将所述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

办理申请表发送到存储机构107存放。

[0057] 其中第一传输机构1061和第二传输机构1063包括运输通道和设置在运输通道上

的输送电机。

[0058] 可选地，请参阅图1至图4，作为本发明提供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的一种具体

实施方式，还包括壳体111，控制主机101分别与显示屏102、摄像头103、指纹仪104、打印机

105和传纸机构106设置在壳体111内，通过壳体111实现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形成一体

机，方便运输和使用。

[0059]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壳体111采用高密度板喷涂高级钢琴漆；1.5～2.0mm冷轧钢

板，整机喷塑；有独立通风散热功能，防暴、防腐。外形：内部结构：模块定位采用嵌入式，能

与接待前台融合；布线规范整齐；外部结构：工艺精细。配插座、开关、网线口等。

[0060] 可选地，请参阅图1至图4，作为本发明提供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的一种具体

实施方式，所述壳体111的操作台上设有一签字孔1111，签字孔位于纸张签字平台1062上

方，所述签字孔1111的位置与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的签字位置对齐。签字孔1111的大小

远小于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防止申请人将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取走。

[0061] 参考图5，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预办理入境证件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本发

明还提供一种预办理入境证件的方法，采用上述实施例提供的出入境证件预办理系统，该

方法详述如下：

[0062] S501：所述控制主机获取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

[0063] S502：所述控制主机接收用户通过所述显示屏输入的预办理的出入境证件的类

型；所述身份证阅读器读取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所述摄像头获取

申请人的人脸识别信息，并发送到所述控制主机；所述指纹仪采集申请人的指纹信息，并发

送到所述控制主机。

[0064] S503：所述控制主机将所述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预先

获取的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进行关联，根据所述出入境证件的类型和关联后的申

请人的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所述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生成出

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将所述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所述打印机进行打印。

[0065] S504：所述传纸机构将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展示给用户进行签

字，并将所述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存储机构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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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从上述描述可知，本实施例通过控制主机获取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接收用户通

过所述显示屏输入的预办理的出入境证件的类型、摄像头获取申请人的人脸识别信息以及

指纹仪采集申请人的指纹信息，并将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信息、指纹信息与预先

获取的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制证照片进行关联生成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打印机对出入

境证件办理申请表进行打印，传纸机构将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展示给用户进行签字，并

将用户签字后的出入境证件办理申请表发送到存储机构存放，能够自动实现对办理出入境

证件信息的预受理，省去排队的时间，提高办证的效率。

[0067]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

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

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均应

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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