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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包括主控

制器；储存模块，其与主控制器电性连接，所述储

存模块用于储存操作人员的数据身份信息和人

体特征信息，并在操作人员对计算机操作申请认

证时调取操作人员的数据身份信息和人体特征

信息；缓存模块，其与主控制器电性连接，所述缓

存模块用于临时储存操作人员对计算机操作申

请认证时输入的数据身份信息和人体特征信息，

并加快认证速度；虹膜识别采集模块，其与缓存

模块电性连接，所述虹膜识别采集模块用于获取

操作人员的虹膜信息，并录入到储存模块或与储

存模块中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对比。该设备可确保

操作人员信息认证的真实性，进而确保计算机使

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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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主控制器；

储存模块，其与主控制器电性连接，所述储存模块用于储存操作人员的数据身份信息

和人体特征信息，并在操作人员对计算机操作申请认证时调取操作人员的数据身份信息和

人体特征信息；

缓存模块，其与主控制器电性连接，所述缓存模块用于临时储存操作人员对计算机操

作申请认证时输入的数据身份信息和人体特征信息，并加快认证速度；

虹膜识别采集模块，其与缓存模块电性连接，所述虹膜识别采集模块用于获取操作人

员的虹膜信息，并录入到储存模块或与储存模块中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对比；

指纹识别采集模块，其与缓存模块电性连接，所述指纹识别采集模块用于获取操作人

员的指纹信息，并录入到储存模块或与储存模块中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对比；

SAM模块，其与缓存模块电性连接，所述SAM模块用于识别二代身份证信息，并录入到储

存模块或与储存模块中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对比；

NFC模块，其与缓存模块电性连接，所述NFC模块用于识别操作人员提供的NFC设备，并

录入到储存模块或与储存模块中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对比；

USB总线，其与主控模块电性连接，所述USB总线用于通过外置电源供电，并将计算机用

户身份认证的设备获取认证信息与计算机相互传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用户身

份认证的设备还包括LED补光灯，该LED补光灯共用USB总线，并通过USB总线与外置电源连

接并对LED补光灯供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用户身

份认证的设备还包括音频模块，该音频模块与主控制器信号连接，并在每次获取操作人员

的数据身份信息和人体特征信息时发出提示声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制器为32

位ARM处理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储存模块为容

量不小于512MB储存芯片。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其特征在于：LED补光灯还包括

光线传感器，该光线传感器用于检测环境照明亮度，并在环境照明亮度低于阈值时自动开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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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用户身份认证领域，特别是一种在公用计算机上使用的人份认证录入

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计算机(computer)俗称电脑，是一种用于高速计算的电子计算机器，可以进行数

值计算，又可以进行逻辑计算，还具有存储记忆功能。是能够按照程序运行，自动、高速处理

海量数据的现代化智能电子设备。

[0003] 在公司计算机数据库等重要数据和信息储存位置中，计算机的数据至关重要，数

据库访问记录和登录信息、操作信息等重要信息可以记录操作人员的操作记录和操作时

长，可以认证和录入操作人员信息的设备至关重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本设备可认

证和录入操作人员个人信息，使计算机内重要信息安全可得到保障。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包括

[0007] 主控制器；

[0008] 储存模块，其与主控制器电性连接，所述储存模块用于储存操作人员的数据身份

信息和人体特征信息，并在操作人员对计算机操作申请认证时调取操作人员的数据身份信

息和人体特征信息；

[0009] 缓存模块，其与主控制器电性连接，所述缓存模块用于临时储存操作人员对计算

机操作申请认证时输入的数据身份信息和人体特征信息，并加快认证速度；

[0010] 虹膜识别采集模块，其与缓存模块电性连接，所述虹膜识别采集模块用于获取操

作人员的虹膜信息，并录入到储存模块或与储存模块中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对比；

[0011] 指纹识别采集模块，其与缓存模块电性连接，所述指纹识别采集模块用于获取操

作人员的指纹信息，并录入到储存模块或与储存模块中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对比；

[0012] SAM模块，其与缓存模块电性连接，所述SAM模块用于识别二代身份证信息，并录入

到储存模块或与储存模块中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对比；

[0013] NFC模块，其与缓存模块电性连接，所述NFC模块用于识别操作人员提供的NFC设

备，并录入到储存模块或与储存模块中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对比；

[0014] USB总线，其与主控模块电性连接，所述USB总线用于通过外置电源供电，并将计算

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获取认证信息与计算机相互传输。

[0015] 作为优选的，所述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还包括LED补光灯，该LED补光灯共

用USB总线，并通过USB总线与外置电源连接并对LED补光灯供电。

[0016] 作为优选的，所述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还包括音频模块，该音频模块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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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信号连接，并在每次获取操作人员的数据身份信息和人体特征信息时发出提示声

音。

[0017] 作为优选的，所述主控制器为32位ARM处理器。

[0018] 作为优选的，所述储存模块为容量不小于512MB储存芯片。

[0019] 作为优选的，LED补光灯还包括光线传感器，该光线传感器用于检测环境照明亮

度，并在环境照明亮度低于阈值时自动开启。

[0020] 使用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1] 本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通过虹膜识别采集模块和指纹识别采集模块采集

人体信息，并和SAM模块或NFC模块采集的数据信息进行配对，人体信息和数据信息成对的

录入到储存模块中，操作人员操作计算机前通过指纹、虹膜、NFC设备、二代身份证其中的两

个成对进行身份认证，确保操作人员信息，进而确保计算机使用安全。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模块连接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包括：

[0024] 10-主板，100-主控制器，200-储存模块，300-缓存模块，400-SAM模块，500-NFC模

块，610-虹膜识别采集模块，620-指纹识别采集模块，700-USB总线，800-LED补光灯，900-音

频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6]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包括

[0027] 主控制器100；

[0028] 储存模块200，其与主控制器100电性连接，储存模块200用于储存操作人员的数据

身份信息和人体特征信息，并在操作人员对计算机操作申请认证时调取操作人员的数据身

份信息和人体特征信息；

[0029] 缓存模块300，其与主控制器100电性连接，缓存模块300用于临时储存操作人员对

计算机操作申请认证时输入的数据身份信息和人体特征信息，并加快认证速度；

[0030] 虹膜识别采集模块610，其与缓存模块300电性连接，虹膜识别采集模块610用于获

取操作人员的虹膜信息，并录入到储存模块200或与储存模块200中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对

比；

[0031] 指纹识别采集模块620，其与缓存模块300电性连接，指纹识别采集模块620用于获

取操作人员的指纹信息，并录入到储存模块200或与储存模块200中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对

比；

[0032] SAM模块400，其与缓存模块300电性连接，SAM模块400用于识别二代身份证信息，

并录入到储存模块200或与储存模块200中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对比；

[0033] NFC模块500，其与缓存模块300电性连接，NFC模块500用于识别操作人员提供的

NFC设备，并录入到储存模块200或与储存模块200中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对比；

[0034] USB总线700，其与主控模块电性连接，USB总线700用于通过外置电源供电，并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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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获取认证信息与计算机相互传输。

[0035] 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还包括LED补光灯800，该LED补光灯800共用USB总线

700，并通过USB总线700与外置电源连接并对LED补光灯800供电。

[0036] 本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通过虹膜识别采集模块610和指纹识别采集模块

620采集人体信息，并和SAM模块400或NFC模块500采集的数据信息进行配对，人体信息和数

据信息成对的录入到储存模块200中，操作人员操作计算机前通过指纹、虹膜、NFC设备、二

代身份证其中的两个成对进行身份认证，确保操作人员信息，进而确保计算机使用安全。

[0037] 具体的，本设备通过USB总线700对其他需电部件进行供电。

[0038] 本设备为外置计算机设备，通过USB总线700上的USB接口连接在计算机的USB接口

位置。

[0039] 在信息录入过程中，首先操作者设定本设备的状态为录入状态，通过SAM模块400

或NFC模块500之中的一种录入数字认证信息，其中SAM模块400为公安部认证的设备，可读

取二代身份证，NFC模块500为近距离通信设备，可识别NFC设备。录入二代身份证或NFC设备

中的一种后待命。

[0040] 然后操作者通过虹膜识别采集模块610或指纹识别采集模块620中的一种录入人

体特征信息，其中虹膜识别采集模块610可获取操作人员的虹膜信息，指纹识别采集模块

620可采集操作人员的指纹信息。将指纹信息或虹膜信息中的一种，与待命的二代身份证或

NFC设备信息中的一种配对后，数据身份信息和人体特征信息通过主控制器100储存到储存

模块200中。

[0041] 在对操作人员的信息进行认证的过程中，首先将上述的数据身份信息和人体特征

信息同时通过SAM模块400或NFC模块500，以及虹膜识别采集模块610或指纹识别采集模块

620进行采集，然后将数据身份信息和人体特征信息寄存到缓存模块300中，于此同时主控

制器100将储存模块200和缓存模块300中的数据调取配对，当认证通过后，主控设备发出认

证通过信号，该信号通过USB总线700中的USB接口发送到计算机中，计算机解锁，操作人员

即可操作电脑。

[0042] 在操作人员操作电脑的过程中，本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记录操作人员的操

作时长，并对操作过程进行记录，记录以“BMP”格式文件储存在储存模块200中，以便在突发

状态中调取操作人员的操作信息和操作记录。

[0043] 通过操作人员的数据身份信息和人体特征信息双重配对，即使操作人员的身份

证、NFC谁被遗失，也不会造成计算机被盗用。同时避免指模等伪造人体特征信息的现象发

生，进而保证计算机使用的安全性。

[0044] 计算机用户身份认证的设备还包括音频模块900，该音频模块900与主控制器100

信号连接，并在每次获取操作人员的数据身份信息和人体特征信息时发出提示声音。例如

认证成功提示一种较轻微的声音，认证失败时发出刺耳的报警声。

[0045] 在本实施例中，主控制器100为32位ARM处理器。

[0046] 储存模块200为容量不小于512MB储存芯片，便于储存认证信息，同时画出部分空

间储存认证程序。

[0047] LED补光灯800还包括光线传感器，该光线传感器用于检测环境照明亮度，并在环

境照明亮度低于阈值时自动开启，以便在光线不佳的情况下获取虹膜信息等。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08766662 U

5



[0048] 作为优选的，本实施例中的主控制器100、储存模块200、缓存模块300均集成封装

在主板10上，使结构紧凑，方便装配。

[0049] 以上内容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实

用新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可以作出许多变化，只要这些变化未脱离本

实用新型的构思，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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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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