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110500.9

(22)申请日 2019.01.23

(73)专利权人 杭州骏鹏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10011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

路972号泰嘉园L座1206室

(72)发明人 张泠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济纬天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11429

代理人 杨乐

(51)Int.Cl.

G07C 9/00(2006.01)

G08B 21/2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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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人脸识别门禁一体

机，包括门禁识别装置、后台数据库、门禁装置、

云端服务器和电源装置，门禁识别装置包括设置

在一体机的机体内部的主机、设置在机体上的摄

像头以及显示屏，主机内设有门禁主控模块、读

卡模块、门控制器，门禁主控模块包括用于对摄

像头获取的人脸图像与后台数据库存储的人脸

数据进行人脸比对并识别人脸图像是否为允许

门禁开启的头像的人脸识别单元、用于根据电子

卡信息与人脸识别单元的识别结果以及预设的

控制逻辑生成门禁控制信号的控制单元。本实用

新型场地适应性好、方便临时固定安装人脸识别

门禁设备，且在兼容现有的刷卡门禁系统的前提

下，提高门禁系统的安全性以及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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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包括门禁识别装置(1)、后台数据库(2)、门

禁装置(3)、云端服务器(4)和电源装置(5)，门禁识别装置(1)包括设置在一体机的机体内

部的主机(6)、设置在机体上的摄像头(7)以及显示屏(8)，主机(6)内设有门禁主控模块

(9)、用于识别电子卡信息并将识别到的电子卡信息发送至门禁主控模块(9)的读卡模块

(10)、用于通过发送门禁控制信号控制门禁装置(3)的开关的门控制器(11)，门禁主控模块

(9)包括用于对摄像头(7)获取的人脸图像与后台数据库(2)存储的人脸数据进行人脸比对

并识别人脸图像是否为允许门禁开启的头像的人脸识别单元(12)、用于根据电子卡信息与

人脸识别单元(12)的识别结果以及预设的控制逻辑生成门禁控制信号的控制单元(13)，控

制单元(13)分别与人脸识别单元(12)、显示屏(8)、摄像头(7)、读卡模块(10)、门控制器

(11)、后台数据库(2)、云端服务器(4)连接，电源装置(5)分别与门禁识别装置(1)、门禁装

置(3)连接，门禁装置(3)分别与门控制器(11)、后台数据库(2)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其特征在于：门禁识别装置(1)还包括

用于对摄像头(7)拍摄到的人脸图像进行活体检测的活体检测单元(14)，活体检测单元

(14)与控制单元(13)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其特征在于：云端服务器(4)双向连

接公安专网(15)，公安专网(15)双向连接公安系统(16)，云端服务器(4)分别连接移动终端

(17)、物业智能终端(18)和保安智能终端(19)。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其特征在于：门禁识别装置(1)还包括

用于感应靠近门禁识别装置(1)的人体并对靠近的人体进行补光的人体感应灯控制器

(20)，人体感应灯控制器(20)与控制单元(13)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4所述的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其特征在于：门禁识别装置(1)

还包括用于播放系统的语音提示信息的音频模块(21)，音频模块(21)与控制单元(13)连

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公安系统(16)内置有犯罪

嫌疑人人脸数据库。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4或6所述的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其特征在于：云端服务器(4)

均通过3G或4G或5G网络分别与移动终端(17)、物业智能终端(18)和保安智能终端(19)连

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其特征在于：门禁识别装置(1)还包括

与控制单元(13)连接的报警驱动电路(22)，报警驱动电路(22)连接有报警器(23)。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报警器(23)为声光报警器

(23)。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4或6或8或9所述的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其特征在于：门禁装

置(3)包括闸杆(25)和用于控制闸杆(25)的闸杆控制单元，闸杆(25)一端固定在机体上，闸

杆控制单元包括用于接收控制单元(13)发出的控制信号的接收模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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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门禁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用到智能家居，其安全防卫系统也是人

们重视的问题。传统的门禁安全系统需要网络布线、摄像监控、防盗门改造等一系列高成本

操作，不适于现代家居门禁系统的需求。

[0003] 在现有的门禁系统中，应用以及分布最广的是刷卡门禁；传统的刷卡门禁是指利

用非接触式集成电路(IC，Integrated  Circuit)卡，在门禁的入口处放置刷卡门禁机，用户

进入时，需要像坐公交车刷卡一样，轻轻接触或靠近读卡器，就可以读取到卡片信息，进行

刷卡操作。

[0004] 上述刷卡门禁的方式，需要给用户预先制备并交付包含个人身份识别信息的IC

卡，若用户遗失或遗漏IC卡都可能会造成无法进入会场，也会存在被人冒充进入会场的风

险。

[0005] 人脸识别技术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现有

的人脸识别门禁设备一般都所需场合的进入口位置提前固定安装，以便对所要进入者进行

人脸识别并判断是否放行。

[0006] 综上，现有的门禁具有以下缺陷：一是IC卡容易遗漏以及被冒认的问题难以解决，

只能通过其他便捷性以及安全性更高的识别方式来代替，但是，现有的刷卡门禁系统涉及

网络布线、防盗门改造等一系列高成本操作，若要整体替换整套刷卡门禁系统，对于用户来

说，更新成本太高；二是对于一些并未提前固定安装人脸识别门禁设备的场所，而该场所却

因为某些原因需要人脸识别门禁设备来提高安全性，若临时在该场所的进入口固定安装人

脸识别门禁设备，就比较麻烦，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资金；三是现有的门禁系统的安全防护

性能低，出现意外情况，无法自动报警。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本实用新型场地适应性

好、方便临时固定安装人脸识别门禁设备，且在兼容现有的刷卡门禁系统的前提下，提高门

禁系统的安全性以及便捷性。

[0008]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包

括门禁识别装置、后台数据库、门禁装置、云端服务器和电源装置，门禁识别装置包括设置

在一体机的机体内部的主机、设置在机体上的摄像头以及显示屏，主机内设有门禁主控模

块、用于识别电子卡信息并将识别到的电子卡信息发送至门禁主控模块的读卡模块、用于

通过发送门禁控制信号控制门禁装置的开关的门控制器，门禁主控模块包括用于对摄像头

获取的人脸图像与后台数据库存储的人脸数据进行人脸比对并识别人脸图像是否为允许

门禁开启的头像的人脸识别单元、用于根据电子卡信息与人脸识别单元的识别结果以及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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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控制逻辑生成门禁控制信号的控制单元，控制单元分别与人脸识别单元、显示屏、摄像

头、读卡模块、门控制器、后台数据库、云端服务器连接，电源装置分别与门禁识别装置、门

禁装置连接，门禁装置分别与门控制器、后台数据库连接。控制逻辑包括：当人脸识别单元

识别成功且读卡模块识别成功时，开启门禁；当人脸识别单元识别成功或读卡模块识别成

功时，开启门禁；当人脸识别单元识别成功时，开启门禁；当读卡模块识别成功时，开启门

禁。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用户可以在兼容现有的刷卡门禁系统的前提下，提高门禁系统的安

全性以及便捷性，无需更换刷卡系统，同时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可以方便临时固定安装。

[0009] 作为优选，门禁识别装置还包括用于对摄像头拍摄到的人脸图像进行活体检测的

活体检测单元，活体检测单元与控制单元连接。通过活体检测单元，可以防止出现采用照片

进行识别，从而打开门禁。

[0010] 作为优选，云端服务器双向连接公安专网，公安专网双向连接公安系统，云端服务

器分别连接移动终端、物业智能终端和保安智能终端。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可以帮助警方对

犯罪嫌疑人的捕捉，同时也可以防止犯罪人员进入。

[0011] 作为优选，门禁识别装置还包括用于感应靠近门禁识别装置的人体并对靠近的人

体进行补光的人体感应灯控制器，人体感应灯控制器与控制单元连接。主机上设有感应灯，

感应灯与人体感应灯控制器连接。通过人体感应灯控制器的设置，可以把感应灯打开，从而

在黑暗环境下，进行人脸识别。

[0012] 作为优选，门禁识别装置还包括用于播放系统的语音提示信息的音频模块，音频

模块与控制单元连接。通过音频模块的设置，可以更方便用户知道门禁的打开。

[0013] 作为优选，公安系统内置有犯罪嫌疑人人脸数据库。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可以帮助

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捕捉，同时也可以防止犯罪人员进入。

[0014] 作为优选，云端服务器均通过3G或4G或5G网络分别与移动终端、物业智能终端和

保安智能终端连接。通过与物业、保安终端连接，可以方便物业和保安能够第一时间了解信

息，便于采取措施。

[0015] 作为优选，门禁识别装置还包括与控制单元连接的报警驱动电路，报警驱动电路

连接有报警器。通过报警器的设置，可以提高用户的安全性能。

[0016] 作为优选，报警器为声光报警器。

[0017] 作为优选，门禁装置包括闸杆和闸杆控制单元，闸杆一端固定在机体上；闸杆控制

单元用于控制闸杆，闸杆控制单元包括用于接收控制单元发出的控制信号的接收模块。

[0018] 本实用新型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本实用新型场地适应性好、方便临时固定安装人脸识别门禁设备；

[0020] 2、本实用新型在兼容现有的刷卡门禁系统的前提下，提高门禁系统的安全性以及

便捷性；

[0021] 3、实用新型通过人脸识别器进行人脸识别，当人脸图像信息识别后，电子门锁开

启，当识别不了时，无法通过，且该系统与公安系统连接，当出现犯罪人员时，报警器自动报

警，且物业和保安能够第一时间了解信息，便于采取措施。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9168225 U

4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安装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连接示意图。

[0025] 图中：1、门禁识别装置，2、后台数据库，3、门禁装置，4、云端服务器，5、电源装置，

6、主机，7、摄像头，8、显示屏，9、门禁主控模块，10、读卡模块，11、门控制器，12、人脸识别单

元，13、控制单元，14、活体检测单元，15、公安专网，16、公安系统，17、移动终端，18、物业智

能终端，19、保安智能终端，20、人体感应灯控制器，21、音频模块，22、报警驱动电路，23、报

警器，24、接收模块，25、闸杆，26、感应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7] 如图1-3所示，本实用新型一种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包括门禁识别装置1、后台数

据库2、门禁装置3、云端服务器4和电源装置5，门禁识别装置1包括设置在一体机的机体内

部的主机6、设置在机体上的摄像头7以及显示屏8，主机6内设有门禁主控模块9、用于识别

电子卡信息并将识别到的电子卡信息发送至门禁主控模块9的读卡模块10、用于通过发送

门禁控制信号控制门禁装置3的开关的门控制器11，门禁主控模块9包括用于对摄像头7获

取的人脸图像与后台数据库2存储的人脸数据进行人脸比对并识别人脸图像是否为允许门

禁开启的头像的人脸识别单元12、用于根据电子卡信息与人脸识别单元12的识别结果以及

预设的控制逻辑生成门禁控制信号的控制单元13，控制单元13分别与人脸识别单元12、显

示屏8、摄像头7、读卡模块10、门控制器11、后台数据库2、云端服务器4连接，电源装置5分别

与门禁识别装置1、门禁装置3连接，门禁装置3分别与门控制器11、后台数据库2连接。控制

逻辑包括：当人脸识别单元12识别成功且读卡模块10识别成功时，开启门禁；当人脸识别单

元12识别成功或读卡模块10识别成功时，开启门禁；当人脸识别单元12识别成功时，开启门

禁；当读卡模块10识别成功时，开启门禁。后台数据库2和门禁装置连接。电源装置5为装在

主机背部的干电池。

[0028] 门禁识别装置1还包括用于对摄像头7拍摄到的人脸图像进行活体检测的活体检

测单元14，活体检测单元14与控制单元13连接。

[0029] 云端服务器4双向连接公安专网15，公安专网15双向连接公安系统16，云端服务器

4分别连接移动终端17、物业智能终端18和保安智能终端19。

[0030] 门禁识别装置1还包括用于感应靠近门禁识别装置1的人体并对靠近的人体进行

补光的人体感应灯控制器20，人体感应灯控制器20与控制单元13连接。主机上设有感应灯

26，感应灯26与人体感应灯控制器20连接。

[0031] 门禁识别装置1还包括用于播放系统的语音提示信息的音频模块21，音频模块21

与控制单元13连接。

[0032] 公安系统16内置有犯罪嫌疑人人脸数据库。当人脸识别失败时，控制单元13将拍

摄到的人脸上传到云端服务器4，通过云端服务器4将公安系统中的犯罪嫌疑人人脸数据库

与拍摄到的人脸进行比对，比对成功后控制单元13启动报警驱动电路22，从而启动警报器

23发出警报，并通知移动终端17、物业智能终端18和保安智能终端19。

[0033] 云端服务器4均通过3G或4G或5G网络分别与移动终端17、物业智能终端18和保安

智能终端19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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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门禁识别装置1还包括与控制单元13连接的报警驱动电路22，报警驱动电路22连

接有报警器23。报警器23为声光报警器23。

[0035] 门禁装置3包括闸杆25和用于控制闸杆25的闸杆控制单元，闸杆25一端固定在机

体上，闸杆控制单元包括用于接收控制单元13发出的控制信号的接收模块24。

[0036] 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实

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0037]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实用新

型。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

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

此，本实用新型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

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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