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526623.0

(22)申请日 2018.05.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51070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9.07

(73)专利权人 华翔翔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13002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龙岭工

业园学府路西1号

(72)发明人 黄召戎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智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3207

代理人 陈铭浩

(51)Int.Cl.

G08B 19/00(2006.01)

审查员 崔金

 

(54)发明名称

一种办公室安防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办公室安防方法，其包括

当指纹门锁关闭，且下班模式被选中时，判断红

外移动探测仪在第一预设时间内是否检测有人

体移动；若是，则启动红外移动探测仪附近的摄

像头拍摄图片，并对所述图片进行人脸识别，当

发现所述图片内存在非公司员工时，启动报警

器；若否，则关闭常用设备的电源，设定安防设备

进入布防状态，并在上班时间前第二预设时间将

所述安防设备设定为撤防状态，其中，所述常用

设备包括照明设备、空调或饮水机中的至少一

种，所述安防设备包括门磁、烟雾报警器、摄像头

和红外移动探测仪。本发明提出的方法可以达到

有效实时智能识别、合理布防和撤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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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办公室安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当指纹门锁关闭，且下班模式被选中时，判断红外移动探测仪在第一预设时间内是否

检测有人体移动；

若否，则关闭常用设备的电源，设定安防设备进入布防状态，并在上班时间前第二预设

时间将所述安防设备设定为撤防状态，其中，所述常用设备包括照明设备、空调或饮水机中

的至少一种，所述安防设备包括门磁、烟雾报警器、摄像头和红外移动探测仪；

若是，则启动红外移动探测仪附近的摄像头拍摄图片，并对所述图片进行人脸识别；

当发现所述图片内存在非公司员工时，启动报警器；同时，对所述图片进行进一步判

断：数据库中存储有防范人群的人像，当所述图片识别为防范人群时，直接拨打报警电话，

并将人脸识别的结果以信息形式传送给公安机关和/或管理员；另外，控制窗帘电机工作，

使得窗帘打开；所述办公室划分为若干个区域，所述区域包括重要区域；控制重要区域的门

自动关闭；其中，所述重要区域包括总裁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和/或财务办公室；

当发现所述图片对应的是公司员工时，不进入布防状态，再次执行当指纹门锁关闭，且

下班模式被选中时，判断红外移动探测仪在第一预设时间内是否检测有人体移动；

当指纹门锁打开，且上班模式被选中时，照明设备、空调、饮水机、窗帘电机和开窗器工

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办公室安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办公室安防方法包括：

当在布防状态，所述门磁或所述红外移动探测仪检测到有人非法入侵时，启动报警器

和所述摄像头，并将所述摄像头拍摄的监控数据传输给移动终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办公室安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办公室安防方法包括：

当在布防状态，所述烟雾报警器检测到烟雾浓度达到阈值时，启动报警器并拨打预设

电话，其中，所述烟雾报警器设置在大功率电器旁和/或吸烟区。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办公室安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区域包括行走区

域；所述重要区域设置有所述门磁和玻璃破碎探测器，所述玻璃破碎探测器设置在窗户边；

所述行走区域设置有所述红外移动探测仪，所述行走区域包括走廊过道、外围阳台和/或前

台。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办公室安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办公室设定有主账户，用于

控制所述办公室所有的设备；各所述区域设定有对应的子账户，用于控制所述区域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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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办公室安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安防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办公室安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安全防范系统(简称安防系统，Security  System)就是利用音视频、红外、探测、微

波、控制、通信等多种科学技术、采用各种安防产品和设备，给人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和

工作环境的系统。达到事先预警、事后控制和处理的效果，保护建筑(大厦、小区、工厂)内外

人身及生命财产安全。

[0003] 目前，安全防范系统是技防和人防结合的系统，利用先进的技防系统弥补人防本

身的缺陷，用科学技术手段提高人们生活和工作环境安全度。但就目前的安防系统中技防

系统而言，还处于视频监测、红外、微波探测、声音报警的阶段，没有有效的实时智能识别、

合理布防和撤防功能。因此，目前的安防系统，除了技防系统外，还必须有严格训练和培训

的高素质安保人员，强化人防系统的作用，从而增加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成本投入。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办公室安防方法，旨在解决现有安防系统不能有效

实时智能识别、合理布防和撤防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办公室安防方法，所述办公室安防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06] 当指纹门锁关闭，且下班模式被选中时，判断红外移动探测仪在第一预设时间内

是否检测有人体移动；

[0007] 若是，则启动红外移动探测仪附近的摄像头拍摄图片，并对所述图片进行人脸识

别，当发现所述图片内存在非公司员工时，启动报警器；

[0008] 若否，则关闭常用设备的电源，设定安防设备进入布防状态，并在上班时间前第二

预设时间将所述安防设备设定为撤防状态，其中，所述常用设备包括照明设备、空调或饮水

机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安防设备包括门磁、烟雾报警器、摄像头和红外移动探测仪。

[0009] 优选地，所述办公室安防方法包括：

[0010] 当在布防状态，所述门磁或所述红外移动探测仪检测到有人非法入侵时，启动报

警器和所述摄像头，并将所述摄像头拍摄的监控数据传输给移动终端。

[0011] 优选地，所述办公室安防方法包括：

[0012] 当在布防状态，所述烟雾报警器检测到烟雾浓度达到阈值时，启动报警器并拨打

预设电话，其中，所述烟雾报警器设置在大功率电器旁和/或吸烟区。

[0013] 优选地，所述办公室安防方法包括：

[0014] 当指纹门锁打开，且上班模式被选中时，照明设备、空调、饮水机、窗帘电机和开窗

器工作。

[0015] 优选地，所述办公室划分为若干个区域，所述区域包括重要区域和行走区域；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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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区域设置有所述门磁和玻璃破碎探测器，所述玻璃破碎探测器设置在窗户边；所述行

走区域设置有所述红外移动探测仪，其中，所述重要区域包括总裁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

和/或财务办公室，所述行走区域包括走廊过道、外围阳台和/或前台。

[0016] 优选地，所述办公室设定有主账户，用于控制所述办公室所有的设备；各所述区域

设定有对应的子账户，用于控制所述区域的设备。

[0017] 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中，当指纹门锁的关闭、下班模式选中时，进入布防状态的

准备阶段；在准备阶段，通过识别办公室内是否有人体移动，且该人体是否是公司员工，来

进入报警、布防或不做处理等不同的状态。另外，在上班前，办公室会直接进入撤防状态以

防员工上班误报。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有效实时智能识别、合理布防和撤防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办公室安防方法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19]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1] 参照图1，为本发明办公室安防方法的一实施例，所述办公室安防方法包括：

[0022] 步骤S100，当指纹门锁关闭，且下班模式被选中时，判断红外移动探测仪在第一预

设时间内是否检测有人体移动；

[0023] 具体地，以指纹门锁作为联动触发源，当指纹门锁关闭时，一般情况下是表明最后

一名员工离开公司，但是也有可能是门锁误关闭，为了避免门锁误关闭造成的误触发，需要

最后一名员工通过门上的触控屏或者移动终端点击下班模式，来进入布防的准备阶段。

[0024] 在布防的准备阶段，也即下班模式被点击后的一段时间内，一般设定为10-30分

钟，通过红外移动探测仪判断办公室内是否有人体移动，从而避免办公室有遗留的员工，或

者闯入者。

[0025] 当红外移动探测仪在第一预设时间内检测到人体移动时，则执行步骤S200，启动

红外移动探测仪附近的摄像头拍摄图片，并对所述图片进行人脸识别，当发现所述图片内

存在非公司员工时，启动报警器。

[0026] 具体地，当红外移动探测仪检测到有人体移动时，进一步通过人像识别来判断该

人是否为公司员工，从而保证安防的严密性。

[0027] 当该人是公司员工时，不进入布防状态，当下次指纹门锁被关闭，下班模式被选中

时，再次判断红外移动探测仪在第一预设时间内是否检测有人体移动，即进入步骤S100。

[0028] 当该人不是公司员工时，启动报警器，比如鸣笛、向物业拨打电话，或者将闯入者

的图片传送给管理员，管理员所在的移动终端根据对该闯入者的识别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0029] 进一步地，数据库中存储有防范人群的人像，当该闯入者被识别为防范人群时，直

接拨打报警电话，并将人脸识别的结果以信息形式传送给公安机关和/或管理员，同时，控

制开窗器工作，使得窗户关闭，从而避免闯入者从窗户逃出；控制窗帘电机工作，使得窗帘

打开，便于公安人员从外部观察办公室内的情况；另外，控制办公室的指纹门锁锁定，避免

闯入者从大门逃出，并控制重要区域的门自动关闭，避免闯入者盗取重要资料和物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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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要区域包括总裁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和/或财务办公室。

[0030] 当红外移动探测仪在第一预设时间内未检测到人体移动时，则执行步骤S300，关

闭常用设备的电源，设定安防设备进入布防状态，并在上班时间前第二预设时间将所述安

防设备设定为撤防状态，其中，所述常用设备包括照明设备、空调或饮水机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安防设备包括门磁、烟雾报警器、摄像头和红外移动探测仪。

[0031] 具体地，当下班模式被选定后的一段时间内未检测到人体移动，说明办公室内不

存在员工或闯入者，此时，将灯光、空调等电器关闭，达到节约能源以及避免火灾等事故的

效果，安防设备也进入布防状态，也即此时，安防设备处于被触发就会报警的状态。另外，可

以定时早上上班前半个小时撤防，以防止员工上班误报。

[0032] 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中，当指纹门锁的关闭、下班模式选中时，进入布防状态的

准备阶段；在准备阶段，通过识别办公室内是否有人体移动，且该人体是否是公司员工，来

进入报警、布防或不做处理等不同的状态。另外，在上班前，办公室会直接进入撤防状态以

防员工上班误报。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有效实时智能识别、合理布防和撤防的效果。

[0033] 在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中，所述办公室安防方法包括：

[0034] 步骤S400，当在布防状态，所述门磁或所述红外移动探测仪检测到有人非法入侵

时，启动报警器和所述摄像头，并将所述摄像头拍摄的监控数据传输给移动终端。

[0035] 具体地，当布防状态有人非法入侵，系统检测报警，发送报警信息，给管理员或者

物业拨打电话报警，监控抓拍保存现场情况，通过手机观看监控实时情况，再做处理。

[0036] 进一步地，所述办公室安防方法包括：

[0037] 步骤S500，当在布防状态，所述烟雾报警器检测到烟雾浓度达到阈值时，启动报警

器并拨打预设电话，其中，所述烟雾报警器设置在大功率电器旁和/或吸烟区。

[0038] 在本发明的又一实施例中，所述办公室安防方法包括：

[0039] 步骤S600，当指纹门锁打开，且上班模式被选中时，照明设备、空调、饮水机、窗帘

电机和开窗器工作。

[0040] 具体地，公司第一个来公司的员工，点击全屋上班模式，公司前台灯打开，所有饮

水机开始通电烧水，电脑通电进入随时开机状态。空调打开，调节到适合的温度。窗户打开

通风换气。

[0041] 优选地，所述办公室划分为若干个区域，所述区域包括重要区域和行走区域；所述

重要区域设置有所述门磁和玻璃破碎探测器，所述玻璃破碎探测器设置在窗户边；所述行

走区域设置有所述红外移动探测仪，所述行走区域包括走廊过道、外围阳台和/或前台。

[0042] 优选地，所述办公室设定有主账户，用于控制所述办公室所有的设备；各所述区域

设定有对应的子账户，用于控制所述区域的设备。具体地，整层办公室为主账户。每个房间

区域为子账户。主账户是所有系统设备的总管理员，实现全屋集中管控。每个房间区域设立

独立子账号。每个房间区域可独立控制。指定房间的员工可同时登陆该指定子账号进行房

间的设备控制。

[0043] 另外，还设置有用户权限管理。用户权限分为高级管理员和普通用户。高级管理员

可添加设备，设置情景，自主设计整个办公室的联动场景。普通用户只能控制自己所在区域

房间的设备。

[0044]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实施例”、“另一实施例”、“其他实施例”、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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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例～第X实施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

者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

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方法步骤或者特

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45]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

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装置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

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装置所固有

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包括该

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装置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46] 上述本发明实施例序号仅仅为了描述，不代表实施例的优劣。

[0047] 通过以上的实施方式的描述，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上述实施例方

法可借助软件加必需的通用硬件平台的方式来实现，当然也可以通过硬件，但很多情况下

前者是更佳的实施方式。基于这样的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

出贡献的部分可以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介质

(如ROM/RAM、磁碟、光盘)中，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终端(可以是手机，计算机，服务

器，空调器，或者网络设备等)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所述的方法。

[0048]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具体

实施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在本发明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下，还可做出很多

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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