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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旨在提供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

打考勤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方案中的人工考勤

效率低的问题。包括：服务器、考勤终端、设置在

考勤终端上的人脸图像采集装置；每个考勤终端

绑定一个用户账户；服务器存储每个用户账户对

应的工作坐标区域、每个用户账户对应的第一人

脸库和每个用户账户对应的第二人脸库,并根据

用户账户、人脸图像采集装置采集的人脸图像、

第一人脸库和第二人脸库进行自动考勤。有益效

果：本发明通过考勤终端绑定一个用户账户，确

保考勤终端登录账户的唯一性；通过人脸识别保

证考勤终端的工作人员与用户账户的一致性，根

据登录的用户账户的坐标与服务器中该账户的

工作坐标区域进行自动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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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服务器、若干考勤终端和

设置在考勤终端上的人脸图像采集装置；每个考勤终端绑定一个用户账户，用于使考勤终

端仅能登录与其绑定的用户账户；服务器存储每个用户账户对应的工作坐标区域、每个用

户账户对应的第一人脸库和每个用户账户对应的第二人脸库；考勤期间执行如下步骤：

步骤S1：考勤终端判断用户账户是否登录，如果用户账户已登录，则通过人脸图像采集

装置获取当前用户账户的第一人脸图像，并将当前用户账户和第一人脸图像发送到服务

器；

步骤S2：服务器获取考勤终端发送的当前用户账户和第一人脸图像，将第一人脸图像

与第一人脸库中的当前用户账户对应的每个图像进行对比以获取第一人脸图像与第一人

脸库中的当前用户账户对应的每个图像之间的相似度，判断第一人脸库当前用户账户对应

的每个图像中是否存在与第一人脸图像相似度大于第一预设值的图像；如果存在，则进入

步骤S3，如果不存在，则考勤失败并在用户账户所对应的考勤终端上进行提示以通知用户

进行人工考勤；

步骤S3：将第一人脸图像与第二人脸库中当前用户账户的每个图像进行对比以获取第

一人脸图像与第二人脸库中当前用户账户的每个图像之间的相似度，判断第二人脸库中当

前用户账户的每个图像中是否存在与第一人脸图像相似度大于第二预设值的图像；如果存

在，则考勤失败并在用户账户所对应的考勤终端上进行提示以通知用户进行人工考勤；如

果不存在，则将该第一人脸图像存入第二人脸库中，并进入步骤S4；其中第二预设值大于第

一预设值；

步骤S4：考勤终端每隔设定时间获取考勤终端坐标并将当前时间、考勤终端坐标和用

户账户发送到服务器；

步骤S5：服务器实时获取步骤S4中考勤终端发送的当前时间、考勤终端坐标和用户账

户，并根据用户账户获取用户账户所对应的工作区域，根据考勤终端坐标判断用户账户是

否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如果用户账户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则记录该用户账户和当前时

间作为考勤记录。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每个考

勤终端绑定一个用户账户包括：所述每个考勤终端通过考勤终端的硬件代码绑定一个用户

账户。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坐

标区域根据分为线性工作区域和非线性工作区域。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非线性

工作区域为将若干组第一基准坐标按顺序依次连接并将最后一组第一基准坐标与第一组

第一基准坐标连接后形成的封闭多边形区域；所述线性工作区域为将若干组第二基准坐标

按顺序依次连接，并连接后的多节线段向两侧同时延伸设定距离，形成的带状区域。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考勤终

端坐标判断用户账户是否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包括：判断用户账户所对应的工作区域是线

性工作区域还是非线性工作区域；如果该工作区域是线性工作区域，计算考勤终端坐标与

多节线段的最短距离，所述多节线段为第二基准坐标按顺序依次连后的多节线段，如果最

短距离小于所述设定距离，则用户账户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如果最短距离大于所述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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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则用户账户不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考勤终

端坐标通过GPS模块获取，当GPS模块获取不到GPS信号时，通过AGPS基站获取考勤终端坐

标，并标记该考勤终端坐标是通过GPS模块获取还是通过AGPS基站获取。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预

设值大于等于95％且小于等于98％，所述第一预设值大于等于85％且小于等于90％。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预

设值为98％，所述第一预设值为90％。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预

设值为95％，所述第一预设值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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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考勤方法，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公司对在工程现场办公的工程人员一直采用传统的人员管理模式，即由现场的负

责人负责相关在外工程人员的管控，通过手工汇总，定期汇报公司总部。公司总部看到相关

人员管控信息一般都是历史数据，无法掌握当前的人员分布情况，更无法对工程人员的越

界情况进行管控。

[0003] 这种传统模式有很多弊端：信息滞后、数据无法保证真实等。越来越不符合现代化

的工程人员管控要求。故需要设计一种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通过考勤终

端实现自动考勤功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提供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方案中的

人工考勤效率低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所述目的，本发明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包括：服务器、

若干考勤终端和设置在考勤终端上的人脸图像采集装置；每个考勤终端绑定一个用户账

户，用于使考勤终端仅能登录与其绑定的用户账户；服务器存储每个用户账户对应的工作

坐标区域、每个用户账户对应的第一人脸库和每个用户账户对应的第二人脸库；考勤期间

执行如下步骤：

[0006] 步骤S1：考勤终端判断用户账户是否登录，如果用户账户已登录，则通过人脸图像

采集装置获取当前用户账户的第一人脸图像，并将当前用户账户和第一人脸图像发送到服

务器；

[0007] 步骤S2：服务器获取考勤终端发送的当前用户账户和第一人脸图像，将第一人脸

图像与第一人脸库中的当前用户账户对应的每个图像进行对比以获取第一人脸图像与第

一人脸库中的当前用户账户对应的每个图像之间的相似度，判断第一人脸库当前用户账户

对应的每个图像中是否存在与第一人脸图像相似度大于第一预设值的图像；如果存在，则

进入步骤S3，如果不存在，则考勤失败并在用户账户所对应的考勤终端上进行提示以通知

用户进行人工考勤；

[0008] 步骤S3：将第一人脸图像与第二人脸库中当前用户账户的每个图像进行对比以获

取第一人脸图像与第二人脸库中当前用户账户的每个图像之间的相似度，判断第二人脸库

中当前用户账户的每个图像中是否存在与第一人脸图像相似度大于第二预设值的图像；如

果存在，则考勤失败并在用户账户所对应的考勤终端上进行提示以通知用户进行人工考

勤；如果不存在，则将该第一人脸图像存入第二人脸库中，并进入步骤S4；其中第二预设值

大于第一预设值；

[0009] 步骤S4：考勤终端每隔设定时间获取考勤终端坐标并将当前时间、考勤终端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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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户账户发送到服务器；

[0010] 步骤S5：服务器实时获取步骤S4中考勤终端发送的当前时间、考勤终端坐标和用

户账户，并根据用户账户获取用户账户所对应的工作区域，根据考勤终端坐标判断用户账

户是否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如果用户账户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则记录该用户账户和当

前时间作为考勤记录。

[0011] 优选的，所述每个考勤终端绑定一个用户账户包括：所述每个考勤终端通过考勤

终端的硬件代码绑定一个用户账户。

[0012] 优选的，所述工作坐标区域根据分为线性工作区域和非线性工作区域。

[0013] 优选的，所述非线性工作区域为将若干组第一基准坐标按顺序依次连接并将最后

一组第一基准坐标与第一组第一基准坐标连接后形成的封闭多边形区域；所述线性工作区

域为将若干组第二基准坐标按顺序依次连接，并连接后的多节线段向两侧同时延伸设定距

离，形成的带状区域。

[0014] 优选的，根据考勤终端坐标判断用户账户是否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包括：线性工

作区域还是非线性工作区域；如果该工作区域是非线性工作区域，则获取第一基准坐标中

横坐标最大值和最小值和纵坐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根据这四个点获取正方形，判断考勤

终端坐标点是否在这个正方形之内，如果考勤终端坐标点不在这个正方形之内，则用户账

户不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如果考勤终端坐标点在这个正方形之内，则以考勤终端坐标点

作为射线原点横向设置一条射线，计算该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次数以及射线

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点有多少个是第一基准坐标点；如果该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

域的边相交的次数为奇数次且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点有O或偶数个是第一基

准坐标点，则用户账户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如果该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次

数为奇数次且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点有奇数个是第一基准坐标点，则用户账

户不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如果该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次数为偶奇数次且射

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点有O或偶数个是第一基准坐标点，则用户账户不在对应

的工作区域内；如果该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次数为偶数次且射线与非线性工

作区域的边相交的点有奇数个是第一基准坐标点，则用户账户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

[0015] 优选的，根据考勤终端坐标判断用户账户是否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包括：判断用

户账户所对应的工作区域是线性工作区域还是非线性工作区域；如果该工作区域是线性工

作区域，计算考勤终端坐标与多节线段的最短距离，所述多节线段为第二基准坐标按顺序

依次连后的多节线段，如果最短距离小于所述设定距离，则用户账户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

如果最短距离大于所述设定距离，则用户账户不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

[0016] 优选的，所述考勤终端坐标通过GPS模块获取，当GPS模块获取不到GPS信号时，通

过AGPS基站获取考勤终端坐标，并标记该考勤终端坐标是通过GPS模块获取还是通过AGPS

基站获取。

[0017] 优选的，所述第二预设值大于等于95％且小于等于98％，所述第一预设值大于等

于85％且小于等于90％。

[0018] 优选的，所述第二预设值为98％，所述第一预设值为90％。

[0019] 优选的，所述第二预设值为95％，所述第一预设值为85％。

[0020] 通过实施本发明可以取得以下有益技术效果：通过考勤终端绑定一个用户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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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考勤终端登录账户的唯一性，通过人脸识别保证考勤终端的工作人员与用户账户的一

致性，根据登录的用户账户的坐标与服务器中该账户的工作坐标区域，自动判断该用户是

否在工作区域，如果在工作区域，则该用户账户和当前时间作为考勤记录，实现自动考勤功

能。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中服务器与考勤终端的连接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0023] 图3为非线性工作区域示意图；

[0024] 图4为线性工作区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

明：

[0026] 如图1和图2所述，本发明提供了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包括：服务

器1、若干考勤终端2和设置在考勤终端上的人脸图像采集装置21；每个考勤终端绑定一个

用户账户，用于使考勤终端仅能登录与其绑定的用户账户；服务器存储每个用户账户对应

的工作坐标区域、每个用户账户对应的第一人脸库和每个用户账户对应的第二人脸库；考

勤期间执行如下步骤：

[0027] 步骤S1：考勤终端判断用户账户是否登录，如果用户账户已登录，则通过人脸图像

采集装置获取当前用户账户的第一人脸图像，并将当前用户账户和第一人脸图像发送到服

务器；

[0028] 步骤S2：服务器获取考勤终端发送的当前用户账户和第一人脸图像，将第一人脸

图像与第一人脸库中的当前用户账户对应的每个图像进行对比以获取第一人脸图像与第

一人脸库中的当前用户账户对应的每个图像之间的相似度，判断第一人脸库当前用户账户

对应的每个图像中是否存在与第一人脸图像相似度大于第一预设值的图像；如果存在，则

进入步骤S3，如果不存在，则考勤失败并在用户账户所对应的考勤终端上进行提示以通知

用户进行人工考勤；

[0029] 步骤S3：将第一人脸图像与第二人脸库中当前用户账户的每个图像进行对比以获

取第一人脸图像与第二人脸库中当前用户账户的每个图像之间的相似度，判断第二人脸库

中当前用户账户的每个图像中是否存在与第一人脸图像相似度大于第二预设值的图像；如

果存在，则考勤失败并在用户账户所对应的考勤终端上进行提示以通知用户进行人工考

勤；如果不存在，则将该第一人脸图像存入第二人脸库中，并进入步骤S4；其中第二预设值

大于第一预设值；

[0030] 步骤S4：考勤终端每隔设定时间获取考勤终端坐标并将当前时间、考勤终端坐标

和用户账户发送到服务器；

[0031] 步骤S5：服务器实时获取步骤S4中考勤终端发送的当前时间、考勤终端坐标和用

户账户，并根据用户账户获取用户账户所对应的工作区域，根据考勤终端坐标判断用户账

户是否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如果用户账户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则记录该用户账户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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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时间作为考勤记录。

[0032] 通过实施本发明可以取得以下有益技术效果：通过考勤终端绑定一个用户账户，

确保考勤终端登录账户的唯一性，通过人脸识别保证考勤终端的工作人员与用户账户的一

致性，根据登录的用户账户的坐标与服务器中该账户的工作坐标区域，自动判断该用户是

否在工作区域，如果在工作区域，则该用户账户和当前时间作为考勤记录，实现自动考勤功

能。本发明中用户账户对应的第一人脸库用于存储用户账户所对应的用户的人脸库；用户

账户对应的第一人脸库用于存储用户账户所对应的用户在考勤时拍摄的人脸库；第一人脸

库通过人工进行大量输入；第一人脸库初始状态下无人脸图像；而是在考勤过程中进行补

充；目的是为了防止相关工作人用他人的考勤终端、用户账户和人脸照片进行代考勤。其原

理是：通过本发明的方法，同一张照片只能考勤依次，无法进行多次考勤，进而提高代考勤

的成本；特别是使用人员不了解本发明的考勤原理，如果通过用他人的考勤终端、用户账户

和人脸照片进行代考勤很容易被管理人员发觉，进而管理人员可以对其进行重点考勤。

[0033] 作为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的可选实施方式，所述第二预设值大于

等于95％且小于等于98％，所述第一预设值大于等于85％且小于等于90％。

[0034] 作为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第二预设值为

98％，所述第一预设值为90％。

[0035] 作为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第二预设值为

95％，所述第一预设值为85％。

[0036] 作为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的可选实施方式，所述每个考勤终端绑

定一个用户账户包括：所述每个考勤终端通过考勤终端的硬件代码绑定一个用户账户。

[0037] 作为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的可选实施方式，如图3和图4所示，所

述工作坐标区域根据分为线性工作区域3和非线性工作区域4。所述非线性工作区域4为将

若干组第一基准41坐标按顺序依次连接并将最后一组第一基准坐标与第一组第一基准坐

标连接后形成的封闭多边形区域；所述线性工作区域3为将若干组第二基准坐标31按顺序

依次连接，并连接后的多节线段向两侧同时延伸设定距离，形成的带状区域。

[0038] 根据考勤终端坐标判断用户账户是否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包括：判断用户账户所

对应的工作区域是线性工作区域还是非线性工作区域；如果该工作区域是非线性工作区

域，则获取第一基准坐标中横坐标最大值和最小值和纵坐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根据这四

个点获取正方形，判断考勤终端坐标点是否在这个正方形之内，如果考勤终端坐标点不在

这个正方形之内，则用户账户不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如果考勤终端坐标点在这个正方形

之内，则以考勤终端坐标点作为射线原点横向设置一条射线，计算该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

域的边相交的次数以及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点有多少个是第一基准坐标点；

如果该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次数为奇数次且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

交的点有O或偶数个是第一基准坐标点，则用户账户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如果该射线与非

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次数为奇数次且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点有奇数个

是第一基准坐标点，则用户账户不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如果该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

边相交的次数为偶奇数次且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点有O或偶数个是第一基准

坐标点，则用户账户不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如果该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次

数为偶数次且射线与非线性工作区域的边相交的点有奇数个是第一基准坐标点，则用户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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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

[0039] 根据考勤终端坐标判断用户账户是否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包括：判断用户账户所

对应的工作区域是线性工作区域还是非线性工作区域；如果该工作区域是线性工作区域，

计算考勤终端坐标与多节线段的最短距离，所述多节线段为第二基准坐标按顺序依次连后

的多节线段，如果最短距离小于所述设定距离，则用户账户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如果最短

距离大于所述设定距离，则用户账户不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

[0040] 根据上述方法可快速判断用户账户是否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内。

[0041] 作为用于智能监控管理的防代打考勤方法的可选实施方式，所述考勤终端坐标通

过GPS模块获取，当GPS模块获取不到GPS信号时，通过AGPS基站获取考勤终端坐标，并标记

该考勤终端坐标是通过GPS模块获取还是通过AGPS基站获取。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发明的技术特征并不局限于此，任何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领域内，所作的变化或修饰皆涵盖在本发明的专利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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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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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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