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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视频门禁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视频门禁系统，包括

视频门禁服务器，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连接端设

置有交换机，所述交换机连接端设置有高清摄像

头，所述交换机连接端设置有门禁对讲一体机，

所述交换机连接端设置有可视电话，所述视频门

禁服务器输出端设置有门禁电源，所述门禁电源

输出端设置有门锁，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输出端

设置有楼层解码器，所述楼层解码器输出端设置

有楼层控制器。本实用新型通过楼层解码器通过

楼层控制器可以对来访者所输入的楼层进行开

放，从而使得来访者可以乘坐电梯到达所指定的

楼层，通过监控电视可以对住户楼下进行实时监

控，有利于提高安全性，通过此系统可以实现多

种方式开门，并且安全系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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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视频门禁系统，包括视频门禁服务器(1)，其特征在于：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1)

连接端设置有交换机(2)，所述交换机(2)连接端设置有高清摄像头(3)，所述交换机(2)连

接端设置有门禁对讲一体机(4)，所述交换机(2)连接端设置有可视电话(5)，所述视频门禁

服务器(1)输出端设置有门禁电源(6)，所述门禁电源(6)输出端设置有门锁(7)，所述视频

门禁服务器(1)输出端设置有楼层解码器(8)，所述楼层解码器(8)输出端设置有楼层控制

器(9)，所述楼层控制器(9)输出端设置有电梯(10)；

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1)输出端设置有监控电视(11)，所述监控电视(11)输出端设置

有网络硬盘录像机(12)，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1)连接端设置有客户端(13)，所述视频门禁

服务器(1)输出端设置有报警器(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视频门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客户端(13)设置为手

机，所述客户端(13)与视频门禁服务器(1)信号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视频门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1)连

接端设置有储存器(15)，所述储存器(15)用于储存图像文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视频门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门禁对讲一体机(4)包

括第一麦克风(16)和第一键盘(17)，所述第一麦克风(16)用于采集语音，所述第一键盘

(17)用于输入楼层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视频门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门禁对讲一体机(4)包

括读卡器(18)和微型摄像头(19)，所述读卡器(18)用于读取卡片信息，所述微型摄像头

(19)用于采集面部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视频门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可视电话(5)包括显示

屏(20)，所述显示屏(20)用于显示来访者信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视频门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可视电话(5)包括第二

麦克风(21)和第二键盘(22)，所述第二麦克风(21)用于采集语音。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视频门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报警器(14)与视频门禁

服务器(1)电性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0627312 U

2



一种视频门禁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门禁系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视频门禁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出入口门禁安全管理系统是新型现代化安全管理系统，它集微机自动识别技术和

现代安全管理措施为一体，它涉及电子、机械、光学、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生物技术等诸

多新技术，它是解决重要部门出入口实现安全防范管理的有效措施，适用各种机要部门，如

银行、宾馆、车场管理、机房、军械库、机要室、办公间，智能化小区，工厂等。

[0003] 但是目前的门禁系统在实际使用时，开门方式单一，并且安全系数不高，从而给住

户在使用过程中带来麻烦。

[0004] 因此，发明一种视频门禁系统来解决上述问题很有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视频门禁系统，住户可以通过身份证、居住证或者

已授权的IC卡进行识别开门，或者通过微型摄像头对住户的面部信息进行采集，若信息匹

对则验证身份成功可以开启大门，当有人来访时，通过门禁对讲一体机上的第一键盘输入

门牌号，用户通过显示屏确认来访者信息后可以打开门锁，并且将确认信息输送给楼层解

码器，楼层解码器通过楼层控制器可以对来访者所输入的楼层进行开放，从而使得来访者

可以乘坐电梯到达所指定的楼层，通过监控电视可以对住户楼下进行实时监控，有利于提

高安全性，通过此系统可以实现多种方式开门，并且安全系数高，以解决技术中的上述不足

之处。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视频门禁系统，包括视频

门禁服务器，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连接端设置有交换机，所述交换机连接端设置有高清摄

像头，所述交换机连接端设置有门禁对讲一体机，所述交换机连接端设置有可视电话，所述

视频门禁服务器输出端设置有门禁电源，所述门禁电源输出端设置有门锁，所述视频门禁

服务器输出端设置有楼层解码器，所述楼层解码器输出端设置有楼层控制器，所述楼层控

制器输出端设置有电梯；

[0007] 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输出端设置有监控电视，所述监控电视输出端设置有网络硬

盘录像机，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连接端设置有客户端，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输出端设置有

报警器。

[0008] 优选的，所述客户端设置为手机，所述客户端与视频门禁服务器信号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连接端设置有储存器，所述储存器用于储存图像文

件。

[0010] 优选的，所述门禁对讲一体机包括第一麦克风和第一键盘，所述第一麦克风用于

采集语音，所述第一键盘用于输入楼层信息。

[0011] 优选的，所述门禁对讲一体机包括读卡器和微型摄像头，所述读卡器用于读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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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信息，所述微型摄像头用于采集面部信息。

[0012] 优选的，所述可视电话包括显示屏，所述显示屏用于显示来访者信息。

[0013] 优选的，所述可视电话包括第二麦克风和第二键盘，所述第二麦克风用于采集语

音。

[0014] 优选的，所述报警器与视频门禁服务器电性连接。

[0015]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效果和优点：

[0016] 住户可以通过身份证、居住证或者已授权的IC卡进行识别开门，或者通过微型摄

像头对住户的面部信息进行采集，若信息匹对则验证身份成功可以开启大门，当有人来访

时，通过门禁对讲一体机上的第一键盘输入门牌号，用户通过显示屏确认来访者信息后可

以打开门锁，并且将确认信息输送给楼层解码器，楼层解码器通过楼层控制器可以对来访

者所输入的楼层进行开放，从而使得来访者可以乘坐电梯到达所指定的楼层，通过监控电

视可以对住户楼下进行实时监控，有利于提高安全性，通过此系统可以实现多种方式开门，

并且安全系数高。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中记载

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控制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门禁对讲一体机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可视电话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

[0022] 1视频门禁服务器、2交换机、3高清摄像头、4门禁对讲一体机、5可视电话、6门禁电

源、7门锁、8楼层解码器、9楼层控制器、10电梯、11监控电视、12网络硬盘录像机、13客户端、

14报警器、15储存器、16第一麦克风、17第一键盘、18读卡器、19微型摄像头、20显示屏、21第

二麦克风、22第二键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附图对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

[002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图1-3所示的一种视频门禁系统，包括视频门禁服务器1，所

述视频门禁服务器1连接端设置有交换机2，所述交换机2连接端设置有高清摄像头3，所述

交换机2连接端设置有门禁对讲一体机4，所述交换机2连接端设置有可视电话5，所述视频

门禁服务器1输出端设置有门禁电源6，所述门禁电源6输出端设置有门锁7，所述视频门禁

服务器1输出端设置有楼层解码器8，所述楼层解码器8输出端设置有楼层控制器9，所述楼

层控制器9输出端设置有电梯10；

[0025] 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1输出端设置有监控电视11，所述监控电视11输出端设置有

网络硬盘录像机12，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1连接端设置有客户端13，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1

输出端设置有报警器14；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0627312 U

4



[0026]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客户端13设置为手机，所述客户端13与视频门

禁服务器1信号连接，客户端13有利于实现远程控制；

[0027]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视频门禁服务器1连接端设置有储存器15，所

述储存器15用于储存图像文件；

[0028]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门禁对讲一体机4包括第一麦克风16和第一键

盘17，所述第一麦克风16用于采集语音，所述第一键盘17用于输入楼层信息，第一键盘17有

利于输入楼层号；

[0029]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门禁对讲一体机4包括读卡器18和微型摄像头

19，所述读卡器18用于读取卡片信息，所述微型摄像头19用于采集面部信息，微型摄像头19

有利于采集面部信息；

[0030]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可视电话5包括显示屏20，所述显示屏20用于

显示来访者信息；

[0031]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可视电话5包括第二麦克风21和第二键盘22，

所述第二麦克风21用于采集语音；

[0032]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报警器14与视频门禁服务器1电性连接；

[0033] 实施方式具体为：通过在门禁对讲一体机4内部设置有读卡器18，住户可以通过身

份证、居住证或者已授权的IC卡进行识别开门，再此之前已经将住户的身份证、居住证或者

已授权的IC卡信息输入在视频门禁服务器1内的储存器15中，从而可以和读卡器18采集的

信息进行对比，若信息匹对，视频门禁服务器1通过门禁电源6使门锁7断电从而开启大门，

另外通过微型摄像头19可以对住户的面部信息进行采集，进而输出到视频门禁服务器1，通

过与储存器15内部的图像对比可以验证住户信息，通过手机端可以向视频门禁服务器1输

送信号，若信息匹对则验证身份成功，当有人来访时，可以通过门禁对讲一体机4上的第一

键盘17输入门牌号，视频门禁服务器1接受信息并将信息传输至住户内部的可视电话5，用

户通过显示屏20确认来访者信息后，可以电机第二键盘22上的确认按钮，视频门禁服务器1

接受到确认信息后可以通过门禁电源6打开门锁7，并且将确认信息输送给楼层解码器8，楼

层解码器8对信号进行解码，并且将信号传输给楼层控制器9，通过楼层控制器9可以对来访

者所输入的楼层进行开放，从而使得来访者可以乘坐电梯10到达所指定的楼层，在解锁过

程中来访者的身份信息会通过高清摄像头3进行采集，从而通过视频门禁服务器1输送到监

控电视11，从而可以对住户楼下进行实时监控，有利于提高安全性，并且监控电视11可以将

影像资料传送给网络硬盘录像机12进行刻录和储存，方便后期调用，若验证过程中信息不

匹配视频门禁服务器会启动报警器14，通过此系统可以实现多种方式开门，并且安全系数

高，该实施方式具体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提高门禁系统的多样性和安全性的问题。

[0034] 本实用工作原理：

[0035] 参照说明书附图1-3，通过在门禁对讲一体机4内部设置有读卡器18，住户可以通

过身份证、居住证或者已授权的IC卡进行识别开门，若信息匹对，则可以开启大门，另外通

过微型摄像头19可以对住户的面部信息进行采集，进而输出到视频门禁服务器1，通过与储

存器15内部的图像对比可以验证住户信息开启大门，当有人来访时，可以通过门禁对讲一

体机4上的第一键盘17输入门牌号，视频门禁服务器1接受信息并将信息传输至住户内部的

可视电话5，用户通过显示屏20确认来访者信息后，可以打开门锁7，同时将确认的信息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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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楼层解码器8，楼层解码器8将信号传输给楼层控制器9，通过楼层控制器9可以对来访者

所输入的楼层进行开放，从而使得来访者可以乘坐电梯10到达所指定的楼层，在解锁过程

中来访者的身份信息会通过高清摄像头3进行采集，从而通过视频门禁服务器1输送到监控

电视11，从而可以对住户楼下进行实时监控。

[0036] 以上只通过说明的方式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某些示范性实施例，毋庸置疑，对于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用各种不同的

方式对所描述的实施例进行修正。因此，上述附图和描述在本质上是说明性的，不应理解为

对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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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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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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