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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

包括云端、电源模块、主控模块、数据存储模块和

警报模块，所述电源模块用于提供动力源，所述

主控模块用于控制门禁运行，所述数据存储模块

用于存储各类数据信息，所述警报模块用于发出

安全警报，所述电源模块、主控模块、数据存储模

块和警报模块均与云端连接。本发明能有效通过

人脸识别提高了用户进出小区的便捷性，能有效

通过生成的临时密码供外访人员进出，能有效通

过语音通讯模块和移动通讯模块实现亲属来访

时门禁在多种状态下的开启，实现用户亲属的无

障碍通行，能有效通过警报模块对系统进行实时

监控，提高维护的便捷性，从而有效保证了门禁

系统的安防效果，提高了住户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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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云端(1)、电源模块(2)、主控模块

(3)、数据存储模块(4)和警报模块(5)，所述电源模块(2)用于提供动力源，所述主控模块

(3)用于控制门禁运行，所述数据存储模块(4)用于存储各类数据信息，所述警报模块(5)用

于发出安全警报，所述电源模块(2)、主控模块(3)、数据存储模块(4)和警报模块(5)均与云

端(1)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模块(2)

包括电源转换模块(21)、外接电源模块(211)和备用电源模块(212)，所述外接电源模块

(211)用于连接外部电源，所述备用电源模块(212)用于外部电源停电时的备用电源启动门

禁，所述电源转换模块(21)用于外接电源模块(211)和备用电源模块(212)之间的转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模块(3)

包括语音通讯模块(31)、临时密码生成模块(32)、时间模块(321)、移动通讯模块(322)、数

字按钮(33)、电控锁(34)、显示屏(35)、摄像头(36)、人脸识别模块(37)和信息验证模块

(38)，所述语音通讯模块(31)用于实现用户和访客之间的语音交互，所述临时密码生成模

块(32)用于生成临时开启密码，所述时间模块(321)用于定时更换临时密码生成模块(32)

的生成数字，所述移动通讯模块(322)用于接收用户发送的生成临时密码生成模块(32)的

信号以及用于发送信息验证模块(38)识别后的验证信息给用户，所述数字按钮(33)用于用

户输入门牌号和密码来手动开启门禁，所述电控锁(34)用于门禁的开启关闭，所述显示屏

(35)用于显示用户开启的门牌信息和数字按钮(33)的按键信息，所述摄像头(36)用于采集

人脸图像和拍摄监控视频，所述人脸识别模块(37)用于识别摄像头(36)拍摄的人脸特征信

息，所述信息验证模块(38)用于验证人脸识别模块(37)识别的信息是否符合用户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存储模块

(4)包括用户信息库模块(41)、人脸数据库模块(42)、监控数据存储模块(43)、外访人员图

像存储模块(44)和亲属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5)，所述用户信息库模块(41)用于存储用户门

牌信息和身份信息，所述人脸数据库模块(42)用于存储用户面部特征信息，所述监控数据

存储模块(43)用于存储摄像头(36)拍摄的监控视频信息，所述外访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4)

用于存储外访人员面部特征信息，所述亲属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5)用于存储用户亲属人员

面部特征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警报模块(5)

包括故障警报(51)和禁入警报(52)，所述故障警报(51)用于语音通讯模块(31)、临时密码

生成模块(32)、电控锁(34)、显示屏(35)和摄像头(36)的故障警示，所述禁入警报(52)用于

信息验证模块(38)验证未通过时电控锁(34)开启的闯入警示。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头(36)为

具有补光灯的摄像组件。

上述系统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用户在小区物业处录入相关的身份信息、门牌信息和面部特征信息，小区物业根据

将相关数据传输到云端(1)，并由云端(1)传输到整个小区的数据存储模块(4)中进行存储；

S2、用户通过门禁时将面部对准摄像头(36)，摄像头(36)对用户面部特征进行拍摄，人

脸识别模块(37)对摄像头(36)拍摄的人脸特征信息进行识别，信息验证模块(38)将识别的

用户面部特征与数据存储模块(4)中存储的用户信息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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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信息验证模块(38)验证通过后，电控锁(34)开启门禁，若信息验证模块(38)多次未

通过，用户可通过数字按钮(33)输入相关门牌的密码，直至输入密码与用户信息库模块

(41)存储的信息匹配后，电控锁(34)开启门禁；

S4、外访人员可通过物业处的临时密码生成模块(32)生成临时密码，摄像头(36)会将

外访人员面部信息进行采集后录入外访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4)中，外访人员需通过数字按

钮(33)输入临时密码开启电控锁(34)；

S5、用户亲属可通过数字按钮(33)输入用户门牌号呼叫家中用户开启电控锁(34)，也

可通知家中无人的用户通过移动通讯模块(322)发送临时密码生成信号，使得临时密码生

成模块(32)生成临时密码，用户亲属需通过数字按钮(33)输入临时密码并通过摄像头(36)

进行面部信息采集，采集后的亲属面部特征信息会录入亲属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5)中，亲

属人员可通过摄像头(36)拍摄的人脸特征信息进行识别，信息验证模块(38)将识别的用户

面部特征与数据存储模块(4)中存储的用户信息进行对比，信息验证模块(38)验证通过后，

电控锁(34)开启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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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门禁系统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门禁系统是指“门”的禁止权限，是对“门"的戒备防范。这里的“门”，广义来说，包

括能够通行的各种通道，包括人通行的门，车辆通行的门等。而门禁系统是小区的安防系统

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安全防护措施。

[0003] 在申请公布号为CN  110310395  A的专利中公开了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及

其方法，包括云端处理器、用户信息库、门禁模块、人脸识别模块、信息平台模块、外访模块

和特殊情况模块，所述用户信息库用于储存用户的身份信息数据，所述门禁模块用于控制

门禁的正常工作，所述人脸识别模块用于对用户的脸部进行信息识别，所述信息平台模块

用于向用户发送门禁相关信息，所述外访模块用于外来人员进入小区的登记操作，所述特

殊情况模块用于在设备损坏等情况下保证门禁能够正常开关；该发明方便小区用户进出门

禁，提高小区用户的进出门禁的速度，同时方便外来用户访问小区，能够自动检修报警，实

用性强。但其存在如下缺点：上述申请中，虽然采用了外访模块对外来人员进行了登记，但

对于用户亲属来说，每次来访登记的操作过于繁琐，无法对用户亲属进行无障碍通行，用户

亲属进出小区的便捷性不佳。

发明内容

[0004]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能有效提高外访

人员和用户亲属来访时进出的便捷性，保证小区出入安全，提高门禁的安防效果。

[0006] 2.技术方案

[0007]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取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包括云端、电源模块、主控模块、数据存储模块和警

报模块，所述电源模块用于提供动力源，所述主控模块用于控制门禁运行，所述数据存储模

块用于存储各类数据信息，所述警报模块用于发出安全警报，所述电源模块、主控模块、数

据存储模块和警报模块均与云端连接。

[0009] 具体地，所述电源模块包括电源转换模块、外接电源模块和备用电源模块，所述外

接电源模块用于连接外部电源，所述备用电源模块用于外部电源停电时的备用电源启动门

禁，所述电源转换模块用于外接电源模块和备用电源模块之间的转换。

[0010] 具体地，所述主控模块包括语音通讯模块、临时密码生成模块、时间模块、移动通

讯模块、数字按钮、电控锁、显示屏、摄像头、人脸识别模块和信息验证模块，所述语音通讯

模块用于实现用户和访客之间的语音交互，所述临时密码生成模块用于生成临时开启密

码，所述时间模块用于定时更换临时密码生成模块的生成数字，所述移动通讯模块用于接

收用户发送的生成临时密码生成模块的信号以及用于发送信息验证模块识别后的验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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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给用户，所述数字按钮用于用户输入门牌号和密码来手动开启门禁，所述电控锁用于门

禁的开启关闭，所述显示屏用于显示用户开启的门牌信息和数字按钮的按键信息，所述摄

像头用于采集人脸图像和拍摄监控视频，所述人脸识别模块用于识别摄像头拍摄的人脸特

征信息，所述信息验证模块用于验证人脸识别模块识别的信息是否符合用户信息。

[0011] 具体地，所述数据存储模块包括用户信息库模块、人脸数据库模块、监控数据存储

模块、外访人员图像存储模块和亲属人员图像存储模块，所述用户信息库模块用于存储用

户门牌信息和身份信息，所述人脸数据库模块用于存储用户面部特征信息，所述监控数据

存储模块用于存储摄像头拍摄的监控视频信息，所述外访人员图像存储模块用于存储外访

人员面部特征信息，所述亲属人员图像存储模块用于存储用户亲属人员面部特征信息。

[0012] 具体地，所述警报模块包括故障警报和禁入警报，所述故障警报用于语音通讯模

块、临时密码生成模块、电控锁、显示屏和摄像头的故障警示，所述禁入警报用于信息验证

模块验证未通过时电控锁开启的闯入警示。

[0013] 具体地，所述摄像头为具有补光灯的摄像组件。

[0014] 上述系统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5] S1、用户在小区物业处录入相关的身份信息、门牌信息和面部特征信息，小区物业

根据将相关数据传输到云端，并由云端传输到整个小区的数据存储模块中进行存储；

[0016] S2、用户通过门禁时将面部对准摄像头，摄像头对用户面部特征进行拍摄，人脸识

别模块对摄像头拍摄的人脸特征信息进行识别，信息验证模块将识别的用户面部特征与数

据存储模块中存储的用户信息进行对比；

[0017] S3、信息验证模块验证通过后，电控锁开启门禁，若信息验证模块多次未通过，用

户可通过数字按钮输入相关门牌的密码，直至输入密码与用户信息库模块存储的信息匹配

后，电控锁开启门禁；

[0018] S4、外访人员可通过物业处的临时密码生成模块生成临时密码，摄像头会将外访

人员面部信息进行采集后录入外访人员图像存储模块中，外访人员需通过数字按钮输入临

时密码开启电控锁；

[0019] S5、用户亲属可通过数字按钮输入用户门牌号呼叫家中用户开启电控锁，也可通

知家中无人的用户通过移动通讯模块发送临时密码生成信号，使得临时密码生成模块生成

临时密码，用户亲属需通过数字按钮输入临时密码并通过摄像头进行面部信息采集，采集

后的亲属面部特征信息会录入亲属人员图像存储模块中，亲属人员可通过摄像头拍摄的人

脸特征信息进行识别，信息验证模块将识别的用户面部特征与数据存储模块中存储的用户

信息进行对比，信息验证模块验证通过后，电控锁开启门禁。

[0020] 3.有益效果

[0021] (1)本发明所提供的门禁系统，能通过摄像头、人脸识别模块和信息验证模块实现

对用户的人脸识别，便于用户快速开启门禁，提高了用户进出小区的便捷性和体验性。

[0022] (2)本发明所提供的门禁系统，能有效通过设置的临时密码生成模块生成临时密

码，便于外访人员输入物业处生成的临时密码开启电控锁，且外访人员的面部信息会被摄

像头录入外访人员图像存储模块中，以便特殊情况下的检查核实，从而有效提高了小区的

门禁的安全性。

[0023] (3)本发明所提供的门禁系统，能有效通过设置的语音通讯模块和移动通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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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亲属来访时门禁在多种状态下的开启，以便用户亲属通过数字按钮输入用户门牌号呼

叫家中用户开启电控锁，或通知家中无人的用户采用移动通讯模块发送生成临时密码的指

令，使得临时密码生成模块将生成的临时密码通过移动通讯模块发送给用户，用户需将生

成的临时密码给予亲属，亲属在初次输入临时密码后录入面部信息存储到亲属人员图像存

储模块中，以便亲属进出时可直接通过摄像头验证面部信息后开启电控锁，实现用户亲属

的无障碍通行。

[0024] (4)本发明所提供的门禁系统，能有效通过电源转换模块实现外接电源模块和备

用电源模块之间的转换，以便小区停电后系统自动切换备用电源持续供电，保证系统的正

常运行。

[0025] (5)本发明所提供的门禁系统，能有效通过警报模块对系统进行实时监控，便于语

音通讯模块、临时密码生成模块、电控锁、显示屏和摄像头产生故障后，故障警报会发出警

报警示物业人员进行维修，便于信息验证模块验证未通过而电控锁开启时，禁入警报发出

警报警示物业人员有人闯入，从而有效保证了门禁系统的安防效果，提高了住户的安全性。

[0026] 综上，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能有效通过人脸识别提高了

用户进出小区的便捷性，能有效通过生成的临时密码供外访人员进出，能有效通过语音通

讯模块和移动通讯模块实现亲属来访时门禁在多种状态下的开启，实现用户亲属的无障碍

通行，能有效通过警报模块对系统进行实时监控，提高维护的便捷性，从而有效保证了门禁

系统的安防效果，提高了住户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1、云端；2、电源模块；21、电源转换模块；211、外接电源模块；212、备用

电源模块；3、主控模块；31、语音通讯模块；32、临时密码生成模块；321、时间模块；322、移动

通讯模块；33、数字按钮；34、电控锁；35、显示屏；36、摄像头；37、人脸识别模块；38、信息验

证模块；4、数据存储模块；41、用户信息库模块；42、人脸数据库模块；43、监控数据存储模

块；44、外访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5、亲属人员图像存储模块；5、警报模块；51、故障警报；52、

禁入警报。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0] 实施例1

[0031] 一种人脸识别门禁安防系统，包括云端1、电源模块2、主控模块3、数据存储模块4

和警报模块5，电源模块2用于提供动力源，主控模块3用于控制门禁运行，数据存储模块4用

于存储各类数据信息，警报模块5用于发出安全警报，电源模块2、主控模块3、数据存储模块

4和警报模块5均与云端1连接。

[0032] 本实施例中，电源模块2包括电源转换模块21、外接电源模块211和备用电源模块

212，外接电源模块211用于连接外部电源，备用电源模块212用于外部电源停电时的备用电

源启动门禁，电源转换模块21用于外接电源模块211和备用电源模块212之间的转换。

[0033] 本实施例中，主控模块3包括语音通讯模块31、临时密码生成模块32、时间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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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移动通讯模块322、数字按钮33、电控锁34、显示屏35、摄像头36、人脸识别模块37和信

息验证模块38，语音通讯模块31用于实现用户和访客之间的语音交互，临时密码生成模块

32用于生成临时开启密码，时间模块321用于定时更换临时密码生成模块32的生成数字，移

动通讯模块322用于接收用户发送的生成临时密码生成模块32的信号以及用于发送信息验

证模块38识别后的验证信息给用户，数字按钮33用于用户输入门牌号和密码来手动开启门

禁，电控锁34用于门禁的开启关闭，显示屏35用于显示用户开启的门牌信息和数字按钮33

的按键信息，摄像头36用于采集人脸图像和拍摄监控视频，人脸识别模块37用于识别摄像

头36拍摄的人脸特征信息，信息验证模块38用于验证人脸识别模块37识别的信息是否符合

用户信息。

[0034] 本实施例中，数据存储模块4包括用户信息库模块41、人脸数据库模块42、监控数

据存储模块43、外访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4和亲属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5，用户信息库模块41

用于存储用户门牌信息和身份信息，人脸数据库模块42用于存储用户面部特征信息，监控

数据存储模块43用于存储摄像头36拍摄的监控视频信息，外访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4用于存

储外访人员面部特征信息，亲属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5用于存储用户亲属人员面部特征信

息。

[0035] 本实施例中，警报模块5包括故障警报51和禁入警报52，故障警报51用于语音通讯

模块31、临时密码生成模块32、电控锁34、显示屏35和摄像头36的故障警示，禁入警报52用

于信息验证模块38验证未通过时电控锁34开启的闯入警示。

[0036] 本实施例中，摄像头36为具有补光灯的摄像组件。

[0037] 上述系统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S1、用户在小区物业处录入相关的身份信息、门牌信息和面部特征信息，小区物业

根据将相关数据传输到云端1，并由云端1传输到整个小区的数据存储模块4中进行存储；

[0039] S2、用户通过门禁时将面部对准摄像头36，摄像头36对用户面部特征进行拍摄，人

脸识别模块37对摄像头36拍摄的人脸特征信息进行识别，信息验证模块38将识别的用户面

部特征与数据存储模块4中存储的用户信息进行对比；

[0040] S3、信息验证模块38验证通过后，电控锁34开启门禁，若多次未通过，用户可通过

数字按钮33输入相关门牌的密码，直至输入密码与用户信息库模块41存储的信息匹配后，

电控锁34开启门禁；

[0041] S4、外访人员可通过物业处的临时密码生成模块32生成临时密码，摄像头36会将

外访人员面部信息进行采集后录入外访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4中，外访人员需通过数字按钮

33输入临时密码开启电控锁34；

[0042] S5、用户亲属可通过数字按钮33输入用户门牌号呼叫家中用户开启电控锁34，也

可通知家中无人的用户通过移动通讯模块322发送临时密码生成信号，使得临时密码生成

模块32生成临时密码，用户亲属需通过数字按钮33输入临时密码并通过摄像头36进行面部

信息采集，采集后的亲属面部特征信息会录入亲属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5中，亲属人员可通

过摄像头36拍摄的人脸特征信息进行识别，信息验证模块38将识别的用户面部特征与数据

存储模块4中存储的用户信息进行对比，信息验证模块38验证通过后，电控锁34开启门禁。

[0043] 工作原理：整个系统通过电源模块2中的外接电源模块211接通小区电源作为动力

源进行使用，使用前，小区用户需提前将相关信息进行录入并导入云端1中，当用户需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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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出入时，只需将面部对准摄像头36进行拍摄，摄像头36会将拍摄的人脸特征信息发送给

人脸识别模块37进行识别，并通过信息验证模块38与数据存储模块4中人脸数据库模块42

存储的用户信息进行对比验证，验证通过后电控锁34开启门禁，若多次验证未通过时，用户

可直接通过数字按钮33输入相关门牌的密码，当输入的密码与用户信息库模块41存储的用

户信息匹配后，电控锁34开启门禁，当有外访人员进入小区时，可在物业处的临时密码生成

模块32生成临时密码，并通过输入临时密码开启电控锁34，且外访人员的面部信息会被摄

像头36录入外访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4中，以便特殊情况下的检查核实，当有用户亲属需要

进入小区时，可通过数字按钮33输入用户门牌号呼叫家中用户开启电控锁34，也可通知家

中无人的用户采用移动通讯模块322发送生成临时密码的指令，使得临时密码生成模块32

将生成的临时密码通过移动通讯模块322发送给用户，用户需将生成的临时密码给予亲属，

亲属在初次输入临时密码后录入面部信息存储到亲属人员图像存储模块45中，以便亲属进

出时可直接通过摄像头36验证面部信息后开启电控锁34，实现用户亲属的无障碍通行；当

小区停电导致外接电源模块211断电后，电源转换模块21会将电源转换为备用电源模块212

持续为系统供电；当语音通讯模块31、临时密码生成模块32、电控锁34、显示屏35和摄像头

36产生故障后，故障警报51会发出警报警示物业人员进行维修；当信息验证模块38验证未

通过而电控锁34开启时，禁入警报52发出警报警示物业人员有人闯入。

[0044] 本技术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以上的实施例仅是用来说明本发明，

而并非用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只要在本发明的实质精神范围内，对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变

化、变型都将落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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