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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安防门禁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智能建筑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安

防门禁系统，包括安装于门禁外部的无线摄像头

和监控电脑，无线摄像头监控电脑信号连接，监

控电脑信号连接有网关，网关通过Zigbee网络连

接路由节点或终端节点，路由节点或终端节点连

接门禁，还包括若干个超声波传感器、压力传感

器、微控制器、电动伸缩杆和清洁结构，当人踩到

压力传感器上，微控制器控制各个超声波传感器

从下往上依次启动，通过反馈回来的超声波，从

而判断出人的身高，进而微控制器启动电动伸缩

杆，电动伸缩杆根据人身高调节相应高度，使得

无线摄像头正对人的脸，无线摄像头利用人脸识

别技术识别人脸，若比对成功，则通过路由节点

或终端节点打开门禁。本发明适用于智能小区的

门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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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防门禁系统，包括安装于门禁外部且带有扬声器的无线摄像头和监控电脑，无线

摄像头通过无线网络与监控电脑相连，门禁处还设有蓝牙麦克风，蓝牙麦克风通过蓝牙与

监控电脑信号连接，监控电脑上安装有扬声器和麦克风，监控电脑连接有网关，网关通过

Zigbee网络连接路由节点或终端节点，路由节点或终端节点连接门禁，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固定杆，固定杆竖直设置，固定杆中空结构，固定杆为上大下小的倒置的圆台状，固定

杆固定安装于地面，固定杆表面沿轴向设有条形孔；

若干个超声波传感器，各个超声波传感器沿固定杆轴向依次水平设置，超声波传感器

均包括超声波发射器和超声波接收器，各个超声波发射器和超声波接收器均水平设置且均

固定安装于条形孔一侧；

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固定安装于地面，压力传感器位于无线摄像头前方；

微控制器，微控制器包括若干个输入端和若干个输出端，若干个输入端分别连接压力

传感器和各个超声波接收器，若干个输出端分别连接各个超声波发射器；

电动伸缩杆，电动伸缩杆固定安装于固定杆正上方，电动伸缩杆包括伸缩杆，伸缩杆竖

直设置于固定杆内；

水平杆，水平杆的宽度小于条形孔宽度，水平杆一端与电动伸缩杆底端固接，另一端穿

过条形孔，且与无线摄像头固接；

蓄水结构，蓄水结构包括活塞、活塞杆和装满清水的蓄水箱，蓄水箱固接于无线摄像头

上方，活塞滑动且密封连接蓄水箱，滑动方向为水平方向，活塞把蓄水箱分为左蓄水箱和右

蓄水箱，活塞杆一端固接活塞，另一端为球冠状，所述球冠状端穿过蓄水箱，并与固定杆相

抵，且与条形孔滑动连接，活塞杆与水平杆之间竖直设有连接杆，连接杆两端分别铰接水平

杆、活塞杆；

联动结构，联动结构包括横杆和斜面朝下设置的滑块，横杆右端与连接杆固接，横杆左

端与滑块固接，滑块滑动连接无线摄像头侧面，滑动方向为水平方向，滑块沿斜面方向设有

滑槽；

从动结构，从动结构包括滑轮、竖直杆、竖直设置第一弹性件和呈直角形的直角杆，滑

轮滑动连接滑槽，滑轮与竖直杆顶端转动连接，竖直杆中端与直角杆一端固接，竖直杆底端

与第一弹性件顶端固接，第一弹性件底端与无线摄像头固接；

清洁结构，清洁结构包括喷头和清洁刷，喷头设置于无线摄像头正上方，喷头与左蓄水

箱连通，且所述连通处设有压力阀，喷头喷射方向竖直向下，清洁刷与直角杆另一端固接，

且清洁刷与无线摄像头接触；

蓄水箱顶部固接有开口朝上的进水箱，进行箱底部左侧设有出水口，蓄水箱的左侧设

有进水口，进水口与出水口正对且通过管道连接，进水口铰接有隔板，隔板位于左蓄水箱内

侧，隔板用于封闭进水口，所述铰接处设有第二弹性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防门禁系统，其特征在于：出水口固设有过滤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防门禁系统，其特征在于：左蓄水箱内设有水平的第三弹性

件，第三弹性件两端分别固接于左蓄水箱内侧壁和活塞杆一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防门禁系统，其特征在于：清洁刷为透明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安防门禁系统，其特征在于：清洁刷由聚碳酸酯材料制作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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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门禁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建筑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安防门禁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门禁系统顾名思义就是对出入口通道进行管制的系统，它是在传统机械门锁基础

上发展而来的，传统的机械门锁仅仅是单纯的机械装置，无论结构设计多么合理，材料多么

坚固，人们总能通过各种手段把它打开。在出入人员很多的通道(像办公大楼、酒店客房)钥

匙的管理很麻烦，钥匙丢失或人员更换都要把锁和钥匙一起更换。为解决这些问题，就出现

了门禁系统，门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

[0003] 现有门禁系统有电子磁卡锁和电子密码锁，这两种锁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人们对出入口通道的管理程度，使通道管理进入了电子时代，但随着这两种电子锁的不断

应用，它们本身的缺陷就逐渐暴露，磁卡锁的问题是信息容易复制，卡片与读卡机具之间磨

损大，故障率高，安全系数低。密码锁的问题是密码容易泄露，又无从查起，安全系数很低。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公开号为CN104966344B的专利文件公开了一种基于视频的安防

门禁系统，该系统包括安装在门禁外部的带有扬声器的无线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通过无线

网络与监控电脑信号连接，门禁处还设有蓝牙麦克风，该系统能够在识别到视频区域中的

脸属于人脸库后，自动为其开启门禁；此外，当检测到不属于人脸库的人脸后，监控人员可

与其进行对话，并根据实时传送的监控画面，决断是否为其开启门禁。

[0005] 上述专利文件虽然通过人脸识别解决了现有门禁系统安全系数低的技术问题，但

存在摄像头因高度原因无法精确识别到人脸，因此造成人脸比对不成功，即上述摄像头无

法上下移动，高度确定，则识别区域是确定的，并且，摄像头不同识别区域精度也不一致，而

每个人的身高都不同，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何处能使摄像头精度识别到人脸，比如有以

下几种情况，其一，身高高的人需距离摄像头远，摄像头才能识别到人脸，但距离摄像头远

的识别区域识别精度低，或需仰着头面向摄像头，非常不方便，其二，身高低的人，比如小朋

友，相对小朋友，摄像头的高度非常高，则会造成摄像头无法采集到人脸。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安防门禁系统，解决了无线摄像头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识别人脸

时，由于无线摄像头自身高度确定原因，导致无法精确识别人脸的技术问题。

[0007] 本发明提供的基础方案为：安防门禁系统，包括安装于门禁外部且带有扬声器的

无线摄像头和监控电脑，无线摄像头通过无线网络与监控电脑相连，门禁处还设有蓝牙麦

克风，蓝牙麦克风通过蓝牙与监控电脑信号连接，监控电脑上安装有扬声器和麦克风，监控

电脑连接有网关，网关通过Zigbee网络连接路由节点或终端节点，路由节点或终端节点连

接门禁，还包括

[0008] 固定杆，固定杆竖直设置，固定杆中空结构，固定杆为上大下小的倒置的圆台状，

固定杆固定安装于地面，固定杆表面沿轴向设有条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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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若干个超声波传感器，各个超声波传感器沿固定杆轴向依次水平设置，超声波传

感器均包括超声波发射器和超声波接收器，各个超声波发射器和超声波接收器均水平设置

且均固定安装于条形孔一侧；

[0010] 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固定安装于地面，压力传感器位于无线摄像头前方；

[0011] 微控制器，微控制器包括若干个输入端和若干个输出端，若干个输入端分别连接

压力传感器和各个超声波接收器，若干个输出端分别连接各个超声波发射器；

[0012] 电动伸缩杆，电动伸缩杆固定安装于固定杆正上方，电动伸缩杆包括伸缩杆，伸缩

杆竖直设置于固定杆内；

[0013] 水平杆，水平杆的宽度小于条形孔宽度，水平杆一端与电动伸缩杆底端固接，另一

端穿过条形孔，且与无线摄像头固接；

[0014] 蓄水结构，蓄水结构包括活塞、活塞杆和装满清水的蓄水箱，蓄水箱固接于无线摄

像头上方，活塞滑动且密封连接蓄水箱，滑动方向为水平方向，活塞把蓄水箱分为左蓄水箱

和右蓄水箱，活塞杆一端固接活塞，另一端为球冠状，所述球冠状端穿过蓄水箱，并与固定

杆相抵，且与条形孔滑动连接，活塞杆与水平杆之间竖直设有连接杆，连接杆两端分别铰接

水平杆、活塞杆；

[0015] 联动结构，联动结构包括横杆和斜面朝下设置的滑块，横杆右端与连接杆固接，横

杆左端与滑块固接，滑块滑动连接无线摄像头侧面，滑动方向为水平方向，滑块沿斜面方向

设有滑槽；

[0016] 从动结构，从动结构包括滑轮、竖直杆、竖直设置第一弹性件和呈直角形的直角

杆，滑轮滑动连接滑槽，滑轮与竖直杆顶端转动连接，竖直杆中端与直角杆一端固接，竖直

杆底端与第一弹性件顶端固接，第一弹性件底端与无线摄像头固接；

[0017] 清洁结构，清洁结构包括喷头和清洁刷，喷头设置于无线摄像头正上方，喷头与左

蓄水箱连通，且所述连通处设有压力阀，喷头喷射方向竖直向下，清洁刷与直角杆另一端固

接，且清洁刷与无线摄像头接触。

[001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优点在于：

[0019] 当有人踩到压力传感器时，压力传感器发送信号给微控制器，微控制器控制各个

超声波发射器从下往上依次启动，各个超声波发射器依次发出超声波，各个超声波经过人

体被反射，即各个超声波“沿路返回”，各个超声波接收器接收相对应的超声波，其中，某一

个超声波接收器及其以上超声波接收器未接收到相对应的超声波；此时就能得知该超声波

发射器所在位置高度与人的身高相同。

[0020] 此时，微控制器发送执行信号给电动伸缩杆，电动伸缩杆接收执行信号并启动，电

动伸缩杆的伸缩杆伸至该超声波接收器位置处，因无线摄像头通过水平杆与电动伸缩杆固

接，所以无线摄像头也在该超声波接收器位置处，从而无线摄像头正对人脸，进而无线摄像

头采集并识别人脸。

[0021] 上述无线摄像头调整位置的过程中，水平杆上下移动，水平杆和活塞杆通过连接

杆铰接，活塞杆同步向上或向下移动，由于固定杆为上大下小的倒置的圆台状，活塞杆沿着

条形孔运动过程中，活塞杆露出蓄水箱部分长度增大或减小，连接杆同时向右或向左移动，

从而活塞杆拉动或推动活塞，进而活塞压缩右蓄水箱或左蓄水箱，若活塞压缩左蓄水箱，则

左蓄水箱水压增大，压力阀被打开，左蓄水箱的水经过喷头，喷射至无线摄像头上。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09166211 B

4



[0022] 活塞杆沿着条形孔运动过程中，由于连接杆向右或向左移动，连接杆带动横杆和

滑块同步向右或向左移动，此时，滑轮沿着滑块上的滑槽运动，从而通过竖直杆拉伸或压缩

第一弹性件，因此，清洁刷同步向上或向下移动，清洁刷与无线摄像头接触，从而清洁刷清

洁掉无线摄像头的污渍。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4] 1 .在压力传感器和各个超声波传感器的作用，获取到人的身高，从而微控制器控

制电动伸缩杆调节无线摄像头的位置，使得无线摄像头正对人脸，进而无线摄像头能精确

采集并识别人脸，其次，压力传感器和各个超声波传感器不是同时作用，即分次序，换言之，

压力传感器触发各个超声波传感器启动，相对各个超声波传感器一直保持开启状态，此设

计能降低各个超声波传感器的故障率。

[0025] 2.此方案适用于不同的人，不同的人，身高有差异，通过各个超声波传感器接收器

的反馈，微控制器获取到人的身高，并控制电动伸缩杆启动和伸缩，电动伸缩杆带动无线摄

像头调节到相应位置，使得无线摄像头正对人脸，即此方案不管对身高高的人或小朋友来

说，最后都能使无线摄像头正面采集并识别人脸，而人不用在识别人脸时仰着头，解决了无

线摄像头识别过程中给人们带来的不便。

[0026] 3.无线摄像头因常年暴露在外，无线摄像头上难免会沾染一些灰尘和污渍，而通

过喷头喷射水对无线摄像头进行清洁，再通过清洁刷和无线摄像头产生相对运动，从而除

去污渍，进而提高了无线摄像头采集人脸时的画面质量，即进一步提高了无线摄像头识别

的精度确；其次，本方案中清洁无线摄像头所需的能源是依靠电动伸缩杆调节无线摄像头

位置，即节约能源。

[0027] 进一步，蓄水箱顶部固接有开口朝上的进水箱，进行箱底部左侧设有出水口，蓄水

箱的左侧设有进水口，进水口与出水口正对且通过管道连接，进水口铰接有隔板，隔板位于

左蓄水箱内侧，隔板用于封闭进水口，所述铰接处设有第二弹性件。

[0028] 这样设计，进水箱能将雨水储存起来，并且通过进水口和出水口正对，利用水的重

力，能自动打开隔板，即进水箱能对左蓄水箱补水，使左蓄水箱一直装满水，并不需要人工

对蓄水箱进行补水；其次，扭簧的设计能使隔板复位，在压缩左蓄水箱时，隔板能更好封闭

左蓄水箱。

[0029] 进一步，出水口固设有过滤网。这样设计防止雨水中的杂质进入喷头，导致喷头发

生堵塞的现象。

[0030] 进一步，左蓄水箱内设有水平的第三弹性件，第三弹性件两端分别固接于左蓄水

箱内侧壁和活塞杆一侧。这样设计能使活塞杆复位。

[0031] 进一步，清洁刷为透明材料。这样设计使得清洁刷影响无线摄像头识别人脸的精

确度的程度降低。

[0032] 进一步，清洁刷由聚碳酸酯材料制作而成。聚碳酸酯(PC)材料具高度透明性以及

无味无臭，对人体无害，符合卫生安全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安防门禁系统实施例一的逻辑框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安防门禁系统实施例一的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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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图3为本发明安防门禁系统实施例一A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7]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无线摄像头1、左蓄水箱2、第三弹簧3、活塞4、活塞

杆5、固定杆6、连接杆7、喷头8、压力阀9、电动伸缩杆10、横杆11、滑块12、滑轮13、竖直杆14、

第一弹簧15、直角杆16。

[0038] 实施例一

[0039] 如图2所示，安防门禁系统，包括安装于门禁外部且带有扬声器的无线摄像头1和

监控电脑，无线摄像头1通过无线网络与监控电脑相连，门禁处还设有蓝牙麦克风，蓝牙麦

克风通过蓝牙与监控电脑信号连接，监控电脑上安装有扬声器和麦克风，监控电脑连接有

网关，网关通过Zigbee网络连接路由节点或终端节点，路由节点或终端节点连接门禁，还包

括

[0040] 固定杆6，固定杆6竖直设置，固定杆6中空结构，固定杆6为上大下小的倒置的圆台

状，固定杆6固定安装于地面，固定杆6表面沿轴向设有条形孔；

[0041] 若干个超声波传感器，各个超声波传感器沿固定杆6轴向依次水平设置，超声波传

感器均包括超声波发射器和超声波接收器，各个超声波发射器和超声波接收器均水平设置

且均固定安装于条形孔一侧，超声波传感器均选自致源的16MM超声传感器；

[0042] 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固定安装于地面，压力传感器位于无线摄像头1前方，压

力传感器选自成都赛德维尔空压机有限公司的88290003-806压力传感器；

[0043] 微控制器，微控制器包括若干个输入端和若干个输出端，若干个输入端分别连接

压力传感器和各个超声波接收器，若干个输出端分别连接各个超声波发射器，微控制器可

选PLC处理器和STM8单片机，本实施例以STM8单片机为例；

[0044] 电动伸缩杆10，电动伸缩杆10固定安装于固定杆6正上方，电动伸缩杆10包括伸缩

杆，伸缩杆竖直设置于固定杆6内，电动伸缩杆10选自品牌为精工，型号为步进50的电动伸

缩杆10；

[0045] 水平杆，水平杆的宽度小于条形孔宽度，水平杆一端与电动伸缩杆10底端焊接，另

一端穿过条形孔，且与无线摄像头1焊接；

[0046] 蓄水结构，蓄水结构包括活塞4、活塞杆5和装满清水的蓄水箱，蓄水箱焊接于无线

摄像头1上方，活塞4滑动且密封连接蓄水箱，滑动方向为水平方向，活塞4把蓄水箱分为左

蓄水箱2和右蓄水箱，活塞杆5一端焊接活塞4，另一端为球冠状，所述球冠状端穿过蓄水箱，

并与固定杆6相抵，且与条形孔滑动连接，活塞杆5与水平杆之间竖直设有连接杆7，连接杆7

两端分别铰接水平杆、活塞杆5；

[0047] 联动结构，如图2和图3所示，联动结构包括横杆11和斜面朝下设置的滑块12，横杆

11右端与连接杆7焊接，横杆11左端与滑块12焊接，滑块12滑动连接无线摄像头1侧面，滑动

方向为水平方向，滑块12沿斜面方向设有滑槽；

[0048] 从动结构，从动结构包括滑轮13、竖直杆14、竖直设置第一弹簧15和呈直角形的直

角杆16，滑轮13滑动连接滑槽，滑轮13与竖直杆14顶端转动连接，竖直杆14中端与直角杆16

一端焊接，竖直杆14底端与第一弹簧15顶端焊接，第一弹簧15底端与无线摄像头1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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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清洁结构，清洁结构包括喷头8和清洁刷，喷头8设置于无线摄像头1正上方，喷头8

与左蓄水箱2连通，且所述连通处依次安装有压力阀9和过滤网，喷头8喷射方向竖直向下，

清洁刷与直角杆16另一端焊接，且清洁刷与无线摄像头1接触，清洁刷由聚碳酸酯(PC)材料

制作而成。

[0050]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0051] (一)获取身高信息

[0052] 如图1所示，固定安装在固定杆6侧面的超声波发射器，从下往上依次命名为A、B、

C……，当有人踩到压力传感器时，压力传感器发送信号给微控制器，微控制器接收到此信

号，微控制器控制A发射超声波，超声波经过人时被反射回来，对应A的超声波接收器接收到

了信号并反馈给微控制器，微控制器控制B发射超声波，依次往下类推，直到某一个超声波

接收器未接收到超声波，并反馈给微控制器，此时就能得知该超声波发射器所在位置高度

与人的身高相同，从而获取了身高信息。

[0053] (二)调整无线摄像头位置

[0054] 获取到人身高信息，此时，微控制器发送执行信号给电动伸缩杆10，电动伸缩杆10

接收执行信号并启动，电动伸缩杆10的伸缩杆伸至上述超声波发射器位置处，因无线摄像

头1通过水平杆与电动伸缩杆10焊接，所以无线摄像头1也在该超声波接收器位置处，从而

无线摄像头1正对人脸，进而无线摄像头1采集并识别人脸。

[0055] (三)清洁过程

[0056] 上述无线摄像头1调整位置的过程中，水平杆上下移动，水平杆和活塞杆5通过连

接杆7铰接，活塞杆5同步向上或向下移动，由于固定杆6为上大下小的倒置的圆台状，活塞

杆5沿着条形孔运动过程中，活塞杆5露出蓄水箱部分长度增大或减小，连接杆7同时向右或

向左移动，从而活塞杆5拉动或推动活塞4，进而活塞4压缩右蓄水箱或左蓄水箱2，若活塞4

压缩左蓄水箱2，则左蓄水箱2水压增大，压力阀9被打开，左蓄水箱2的水经过喷头8，喷射至

无线摄像头1上。

[0057] 活塞杆5沿着条形孔运动过程中，由于连接杆7向右或向左移动，连接杆7带动横杆

11和滑块12同步向右或向左移动，此时，滑轮13沿着滑块12上的滑槽运动，从而通过竖直杆

14拉伸或压缩第一弹簧15，同时竖直杆14带动直角杆16上移或下移，因此，清洁刷同步向上

或向下移动，清洁刷与无线摄像头1接触，从而清洁刷清洁掉无线摄像头1的污渍，因为清洁

刷由聚碳酸酯(PC)材料制作而成，PC材料具有高度透明性以及无味无臭，对人体无害，符合

卫生安全的特点，所以清洁刷对无线摄像头1识别人脸的精确度影响不大。

[0058] (四)识别过程

[0059] 当无线摄像头1正对人脸后，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识别人脸，若视频区域出现的人脸

与预先在人脸库保存的人脸匹配成功，即人脸识别成功，通过内部无线网络将匹配成功后

的触发信号发送至网关，通过Zigbee网络向指定路由节点或终端节点发送控制命令，驱动

对应的门禁设备，打开门禁；若人脸识别失败，根据匹配不成功的触发信号，在监控端发出

警告提示音，监控人员根据上述提示音，感知是外部人员来访，可通过4G或WIFI网络与其远

程对话或根据监控画面判断是否为其开启门禁。若可进入，则开启门禁，若发现其为可疑人

员，则可提前设防。

[0060] 其中，无线摄像头1向下运动过程中，在压缩的第三弹簧3的作用下，活塞4水平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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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运动，使得活塞杆5球冠状端始终与条形孔相抵。

[0061] 实施例二

[0062] 实施例二的安防门禁系统与实施一的安防门禁系统不同之处仅在于：蓄水箱顶部

焊接有开口朝上的进水箱，进行箱底部左侧设有出水口，出水口固设有过滤网，过滤网用于

过滤雨水中的杂质，使杂质无法进入喷头8，从而导致喷头8堵塞，蓄水箱的左侧设有进水

口，进水口与出水口正对且通过管道连接，进水口铰接有隔板，隔板位于左蓄水箱2内侧，隔

板用于封闭进水口，所述铰接处设有扭簧。

[0063]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0064] 下雨时，通过进水箱将雨水储存起来，当左蓄水箱2内的清水减少时，即左蓄水箱2

没装满清水，因进水口与出水口正对，在水的重力作用下，隔板被清水冲开，扭簧弯曲，进水

箱内的水进入左蓄水箱2，当左蓄水箱2补充水完成后，在扭簧作用下，隔板复位，即隔板封

闭了进水口。

[0065]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

过多描述，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

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

段的能力，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在本申请给出的启示下，结合自身能力完善并实施

本方案，一些典型的公知结构或者公知方法不应当成为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实施本申请

的障碍。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作

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效

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具

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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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9

CN 109166211 B

9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0

CN 109166211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