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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危作业环境下的人员安
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57)摘要
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
频监控系统。本发明包括人员自动识别系统、人
员自动定位系统、
实时智能预警系统、多种存储
方案和智能管理平台五个子系统；
摄像头将实时
视频流输入到人员自动识别系统，
系统识别出人
员后再进行人员定位，
并将定位信息发送到实时
智能预警系统，
实时智能预警系统进行声光报警
与设备联动闭锁，
同时云端或本地端多种存储方
案存储关键预警信息，
智能管理平台可进行监管
区域、监管时间设置与报警信息查询检索。该系
统可实现工业背景下的人员安全实时预警，
主动
预防事故发生，
提供安全保障。
符合实际需求，
实
施方便，
易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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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包括人员自动识别系统、人
员自动定位系统、
实时智能预警系统、
存储系统、智能管理平台，
其特征是：
人员自动识别系
统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中接收的多路摄像头实时视频流进行处理后，
传送到人员自动定位
系统智能定位现场人员，
再将人员定位信息传到实时智能预警系统进行声光报警与设备联
动闭锁，
同时存储系统在云端或本地端存储关键预警、
报警信息，
智能管理平台根据存储系
统的信息管理人员自动识别系统和人员定位系统。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其特
征在于，
人员自动识别系统接收多路摄像头实时视频流，
实时识别现场是否有人员进入。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其特
征在于，
人员自动定位系统智能定位现场人员，
及监管区域闯入预警报警信号实时发送。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其特
征在于，
实时智能预警系统自定义预警报警级别分别进行声光报警与设备联动闭锁。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其特
征在于，
存储系统在云端或本地端存储关键预警、
报警信息，
并用于查询检索，
分析查证。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其特
征在于，
智能管理平台自定义监管区域：
包括安全区、
预警区、
危险区；
智能管理平台设置自
定义监管时间：
包括工作时间、
休息时间；
智能管理平台实现报警信息查询检索管理。
7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其特
征在于，
自动识别系统基于深度学习的Faster R-CNN算法进行现场人员自动识别。
8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其特
征在于，
人员自动定位系统基于人员定位算法，
根据智能管理平台提供的监管区域信息判
断现场人员位置，
并进行监管区域闯入预警报警信号实时发送。
9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其特
征在于，
实时智能预警系统通过PLC与声光报警装置及设备进行联动闭锁。
10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其特
征在于，
智能管理平台实现动态的、
不规则的、
多区域的监管区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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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危作业环境下的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
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图像处理、
深度学习与电气控制，
属于工业安全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
为保障各类高危工作环境下得工业安全生产，
企业常常采用视频监控方式
作为安全监督与监管手段手段之一。虽然为24小时监控，
但安全监管水平与视频监控值守
人员注意力强相关，
现有的视频监控系统存在着值守人员容易疲劳导致注意力分散、值守
人员工作态度消极懈怠、
危险识别不准确、
响应滞后等缺点。
[0003] 随着人工智能、
机器视觉技术、
模式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
智能视频监控技术已经
应用于民用和军事领域 ,如智慧城市建设、
公共安全管理以及军事建设等。深度学习与实时
图像识别技术相结合的实时目标检测方法在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高危作业环境下的人员
位置监测与安全保障时，
针对现有视频监控系统所获取的实时视频流进行图像识别与分
析，
对作业人员所处位置进行实时监测，
有效地降低作业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
提高安
全管理水平，
有较高的实用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实现高危作业环境下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的技术方案，
其目的是提
高目前作业人员安全管理水平和监控力度。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根据摄像头多路的视频流按照视频读取、
视频转码、
视频解析、
图像预处理和人员
识别的步骤进行处理，
利用深度学习的Faster R-CNN算法实现人员识别。识别出现场人员
后将图片输入到人员自动定位系统，
检测出人员所在位置，
并按照在智能管理平台预设的
监管区域发送不同等级的智能预警。预警系统进行声光报警与设备联动闭锁的同时，
人员
自动定位系统将报警信息、监控画面存储在本地端或云端，
生成报警日志，用于查询检索，
分析查证。用户可根据自己的条件、
日期、
类别、
报警内容、
紧急程度进行数据的增删改查。
[0007] Faster R-CNN目标检测的四个步骤为：
候选区域生成、
特征提取、
分类器分类和回
归器回归，
全部由神经网络完成，
并且可以全部在GPU上运行，
实现了端到端的操作；
如图3
所示，
由RPN候选框提取模块和Fast R-CNN检测模块组成，
两个模块共享特征；
Faster RC N N 算 法的 训练 流 程 ：将 输 入的 图 像 经 过 C N N 特 征 提 取 后 ，R P N 生 成 约3 0 0 个 r e g i o n
proposals送入ROI Pooling层；
Faster RCNN模块通过共享上述卷积层，
特征提取获得
feature maps；
利用softmax分类器进行分类；
bounding box回归器回归，
进行位置调整。
[0008] 优选地，
人员自动识别系统处理视频的步骤：
通过摄像头IP地址，
利用TCP/IP协议
实时读取多路视频流；
将其转码为统一视频格式后分帧解析；
将解析后的图片进行降噪、
细
节平滑、HDR压缩、去雾、增亮等操作；
利用训练好的识别模型进行人员识别和处理；
人员自
动识别系统基于深度学习的Faster R-CNN算法，
识别是否有人员进入，
保证监控值守人员
3

CN 110996067 A

说

明

书

2/3 页

注意力集中。
[0009] 优选地，
人员自动定位系统基于人员定位算法，
可以根据智能管理平台提供的监
管区域信息判断现场人员位置，
并进行监管区域闯入预警报警信号实时发送。
[0010] 优选地，
智能预警系统的等级包括：
告警、预警、报警三种级别；
若是告警等级，
则
通过警铃提醒监控值守人员注意；
若是预警等级，
则通过警铃和警灯提醒监控值守人员注
意；
若是报警等级，
则通过警铃和警灯提醒监控值守人员注意，
且通过PLC对设备进行联动
闭锁，
保障人员安全。
[0011] 优选地，
智能管理平台可设置动态不规则多监管区域：
自定义多个安全区、预警
区、危险区等监管区域，
提供给人员自动定位系统做人员所处区域判别；
监管时间设置，
自
定义工作时间、休息时间，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危作业环境下的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
系统严格按照时间执行任务，
在监管时间内正常工作，
在维修维护等休息时间内，
分析结果
但不做任何报警提示；
报警信息查询检索管理，
是指系统自动记录每一次预警、
报警信息内
容，
包括报警类别、
时间、报警内容、
紧急程度。报警信息为事故追踪、
现场决策提供数据支
撑。
[0012] 本发明和现有技术相比，
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3] 传统视频监控虽然也是24小时实时监控，
但是监管水平与值守人员注意力强相
关，
值守人员容易疲劳导致注意力分散，
甚至值守人员存在消极懈怠不负责的工作态度，
这
是传统监控系统的主要缺点。
[0014] 本发明的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危作业环境下的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对
现场人员进行实时定位，
判断现场人员所处位置，
并进行智能预警加强工业生产监控监管
力度，
缩短事故应急处理时间，
一定程度地降低安全事故率，
同时提升信息化管理能力，
促
使现场安防向智慧监管方向发展。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危作业环境下的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的系统
构架及其连接方式结构图；
[0016] 图2是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危作业环境下的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的系统
实现原理示意图；
[0017] 图3是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危作业环境下的人 员安全实时 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的
Faster R-CNN训练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明了，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
进行说明。
[0019]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危作业环境下的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
监控系统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危作业环境下的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的系统构架
及其连接方式示意图。系统设备包括摄像头、
路由器、硬盘录像机、显示器、配置计算机、本
地端/云端服务器、
算法服务器、
联动闭锁装置、
警铃、
警灯。具体连接方式为：
路由器通过网
线与多路摄像头、硬盘录像机连接，
将获取视频存储于硬盘中；
硬盘录像机通过VGA线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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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连接，
显示实时监控画面；
同时路由器与算法服务器通过网线或无线网连接，
将多路实
时视频流传送到算法服务器，
算法服务器进行人员识别与人员定位处理；
算法服务器通过
RS232总线与联动闭锁装置连接，
将人员位置信息发送到联动闭锁装置 ,同时算法服务器与
本地端/云端服务器通过网线或无线网连接以存储报警信息；
将联动闭锁装置通过PLC控制
线与警灯、
警铃、
设备连接，
设置声光报警与设备急停；
最后将配置计算机通过网线或无线
网与本地端/云端服务器连接，
监管区域设置、
监管时间设置和报警信息查询检索管理。
[0020] 优选地，
算法服务器进行人员识别与人员定位处理，
是基于深度学习的Faster RCNN算法进行对照训练好的识别模型具体实现；
同时自动定位系统检测出人员所在区域进
行实时智能预警处理。
[0021] 优选地，
联动闭锁装置与警灯、
警铃、
设备通过PLC控制线连接，
实时智能预警系统
分为以下三个等级：
若是告警等级，
则通过警铃提醒监控值守人员注意；
若是预警等级，
则
通过警铃和警灯提醒监控值守人员注意；
若是报警等级，
则通过警铃和警灯提醒监控值守
人员注意，
且通过PLC对设备进行联动闭锁，
保障人员安全。
[0022] 通过以上描述可知，
本发明通过视频监控系统获取的实时视频流，
对现场人员进
行实时定位，
判断现场人员所处位置，
并进行智能预警。如果现场人员越过隔离区进入危险
区，
实时智能预警系统将以最快地速度控制设备停止运转，
大幅度缩短事故应急处理时间。
因此，
本系统将加强工业生产监控监管力度，
并能一定程度地降低安全事故率。
[0023] 在图2中，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危作业环境下的人员安全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的
实现原理主要包含智能预警与智能管理两部分：
[0024]
(1)智能预警
[0025] 摄像头多路视频流经视频转码、
视频解析与图像预处理后，
输入到基于深度学习
的人员识别算法中，
识别算法利用云端/本地端存储的模型库，
进行人员识别；
人员识别后，
将识别后的图像输入到人员定位算法中，
人员定位算法检测出人员所处位置，
并利用云端/
本地端存储的监管区域信息，
判断出人员所处区域属性，
并将人员定位信息分别发送到智
能预警系统与存储系统；
智能预警系统接收到人员定位信息进行声光报警及设备联动闭
锁；
存储系统将人员定位信息生成报警日志，
并存储在云端或本地端，
再将视频进行显示；
[0026]
(2)智能管理
[0027]
智能管理部分包含四大功能：
动态监管时间设置、动态不规则监管区域设置、
报警
信息查询处理、便捷导入模型库。其中动态监管时间设置功能可自定义工作时间、休息时
间，
并将监管时间信息存储在云端或本地端数据库，
在监管时间内系统正常工作，
在维修维
护等休息时间内，
分析结果但不做任何报警提示；
动态不规则监管区域设置功能可自定义
多个安全区、
预警区、危险区等监管区域，
并将监管区域信息存储在云端或本地端数据库，
提供给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员识别算法做人员所处区域判别；
报警信息查询处理功能使用户
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数据的增删改查；
便捷导入模型库功能使用户可以通过智能管理
平台将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员识别算法所需的模型库存储在云端或本地端数据库。
[0028] 通过以上描述可知，
本发明利用图像处理技术、深度学习技术，
实时识别、定位人
体目标，
云端或本地端存储关键预警、报警信息，
智能管理平台可动态设置监管区域、
设置
监管时间、
查询检索报警日志，
是传统安防向智慧安防发展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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