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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

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统及方法，第一门禁控

制系统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或者人脸特征信

息验证通过，则控制第一门禁启动，否则发送第

一访客请求；第二门禁控制系统采集到的声纹特

征信息或者人脸特征信息验证通过，则控制第二

门禁启动，否则发送第二访客请求；第三门禁控

制系统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或者人脸特征信

息验证通过，则控制第三门禁启动，否则发送第

三访客请求；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将接

收到的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根据各访客请求

返回的门禁授权指令，对应传输至第一、第二、第

三门禁控制系统。本发明具有安全可靠、省时省

力、检测效率高和智能化程度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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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统，用于智慧社区门禁无人管

理，其特征在于：包括社区门禁监控平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第一门禁控制系统、第二

门禁控制系统、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和业主门禁控制终端；

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设置在小区入口，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连，实时采

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

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一致，则控制第一门禁启动，否则发送第一访客请求至所述

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

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设置在电梯入口，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连，实时采

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

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一致，则控制第二门禁启动，否则发送第二访客请求至所述

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

所述第三门禁控制系统，设置在业主门口，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连，实时采

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

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一致，则控制第三门禁启动，否则发送第三访客请求至所述

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

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连，用于向所述小区门禁管

理云服务器发送创建业主门禁管理账户的业主身份识别信息以及各门禁授权指令；所述业

主身份识别信息至少包括业主姓名、业主门牌号、业主人脸特征信息和业主声纹特征信息；

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将各访客请求发送至对应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将接收到

的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根据各访客请求返回的门禁授权指令，对应传输至所述第一门禁

控制系统、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和所述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各访客请求至少包括访客身

份信息、业主姓名、业主门牌号和拜访理由；

所述社区门禁监控平台，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连，用于记录并存储所述第

一门禁控制系统、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和所述第三门禁控制系统经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

服务器发送的各访客请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和第三门禁控制系统采用相同电路结构，均包括门禁控制器，

门禁驱动单元，用于提示访客发送访客请求的语音提示单元，用于将访客请求转换为文本

信息的语音文本转换单元，用于采集人员声纹特征信息的声纹采集单元，用于对声纹特征

信息进行验证的声纹识别单元，用于采集人员人脸特征信息的人脸采集单元，用于对人脸

特征信息进行验证的人脸识别单元，以及用于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通讯互联的通

信单元；所述门禁控制器分别连接所述门禁驱动单元、所述语音提示单元、所述语音文本转

换单元、所述声纹采集单元、所述声纹识别单元、所述人脸采集单元、所述人脸识别单元和

所述通信单元。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包括用于控制电梯运行及电梯门开关的电梯主控制器，用于

提示访客发送访客请求的语音提示单元，用于将访客请求转换为文本信息的语音文本转换

单元，用于提取请求乘梯人声纹特征信息的声纹采集单元，用于验证乘梯人声纹特征信息

的声纹识别单元，用于采集人员人脸特征信息的人脸采集单元，用于对人脸特征信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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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的人脸识别单元，以及用于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通讯互联的通信单元；所述

电梯主控制器分别连接所述语音提示单元、所述语音文本转换单元、所述声纹采集单元、所

述声纹识别单元、所述人脸采集单元、所述人脸识别单元和所述通信单元。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设置有提示访客到来的语音提示单元。

5.根据权利要求2-4任一项所述的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提示单元采用WTB031语音芯片。

6.根据权利要求2-4任一项所述的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单元采用5G通信单元、4G通信单元、WIFI通信单元、ZigBee通信单

元或者GSM通信单元中的至少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2-4任一项所述的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社区门禁监控平台还与公安监控系统相连，用于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将

记录的所述访客请求发送至所述公安监控系统。

8.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统的管理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向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发送创建业主门禁管理

账户的业主身份识别信息；

步骤2，通过小区入口时，如果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所

述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

一致，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一门禁启动，否则判断为访客，通过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

向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发送第一访客请求；如果接收到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经由所述

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返回的第一门禁授权指令，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一门禁启动，转步骤

3；

步骤3，乘坐电梯时，如果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所述业

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一

致，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二门禁启动，否则判断为访客，通过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向

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发送第二访客请求；如果接收到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经由所述小

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返回的第二门禁授权指令，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二门禁启动，转步骤4；

步骤4，通过业主门口时，如果所述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所

述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

一致，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三门禁启动，否则判断为访客，通过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

向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发送第三访客请求；如果接收到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经由所述

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返回的第三门禁授权指令，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三门禁启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所述二门禁

控制系统、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均设置用于提示访客发送访客请求的语音提示单元，用于将

访客请求转换为文本信息的语音文本转换单元，用于采集人员声纹特征信息的声纹采集单

元，用于对声纹特征信息进行验证的声纹识别单元，用于采集人员人脸特征信息的人脸采

集单元，用于对人脸特征信息进行验证的人脸识别单元；

当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所述二门禁控制系统或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判断为访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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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如下操作：

所述语音提示单元发出访客请求语音提示，所述访客请求语音提示包括要求访客报出

访客姓名、业主姓名、业主门牌号和拜访理由；所述语音文本转换单元将所述访客报送的内

容转换为文本信息作为访客请求；

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接收到所述访客请求后，根据所述访客请求通过所述小区门禁

管理云服务器，向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所述二门禁控制系统或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发送

门禁授权指令或不授权指令；

如果超过预设时间未接收到所述门禁授权指令或所述不授权指令，则所述第一门禁控

制系统、所述二门禁控制系统或第三门禁控制系统重新发送访客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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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慧社区门禁管理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涉及了一种具有声纹及人脸

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声纹，是用电声学仪器显示的携带言语信息的声波频谱。人类语言的产生是人体

语言中枢与发音器官之间一个复杂的生理物理过程，人在讲话时使用的发声器官–舌、牙

齿、喉头、肺、鼻腔在尺寸和形态方面每个人的差异很大，所以任何两个人的声纹图谱都有

差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劳伦斯·科斯塔通过观察语谱图，第一次提出了“声纹”概念。上

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S.Pruzansky提出了基于统计学原理的声纹识别理论，声纹识别

理论体系得以初步建立。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声纹识别技术发展迅速，参数提取上

提出了梅尔频率倒谱系数，模式匹配开始兴起。

[0003] 人脸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用摄像

机或摄像头采集含有人脸的图像或视频流，并自动在图像中检测和跟踪人脸，进而对检测

到的人脸进行脸部的一系列相关技术，通常也叫做人像识别、面部识别。

[0004] 现有社区门禁系统大多采用射频卡或者门卫人工控制，但是射频卡存在忘记携

带、容易被仿制等问题，降低了社区安全性；门卫人工控制又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成本，不便

于访客管理。

[0005] 为了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人们一直在寻求一种理想的技术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从而提供一种安全可靠、省时省力、检测效

率高和智能化程度高的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统及方法。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

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统，用于智慧社区门禁无人管理，包括社区门禁监控平台、小区门禁

管理云服务器、第一门禁控制系统、第二门禁控制系统、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和业主门禁控制

终端；

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设置在小区入口，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连，实时采

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

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一致，则控制第一门禁启动，否则发送第一访客请求至所述

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

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设置在电梯入口，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连，实时采

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

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一致，则控制第二门禁启动，否则发送第二访客请求至所述

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

所述第三门禁控制系统，设置在业主门口，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连，实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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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

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一致，则控制第三门禁启动，否则发送第三访客请求至所述

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

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连，用于向所述小区门禁管

理云服务器发送创建业主门禁管理账户的业主身份识别信息以及各门禁授权指令；所述业

主身份识别信息至少包括业主姓名、业主门牌号、业主人脸特征信息和业主声纹特征信息；

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将各访客请求发送至对应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将接收到

的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根据各访客请求返回的门禁授权指令，对应传输至所述第一门禁

控制系统、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和所述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各访客请求至少包括访客身

份信息、业主姓名、业主门牌号和拜访理由；

所述社区门禁监控平台，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连，用于记录并存储所述第

一门禁控制系统、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和所述第三门禁控制系统经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

服务器发送的各访客请求。

[0008] 基于上述，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和第三门禁控制系统采用相同电路结构，均包

括门禁控制器，门禁驱动单元，用于提示访客发送访客请求的语音提示单元，用于将访客请

求转换为文本信息的语音文本转换单元，用于采集人员声纹特征信息的声纹采集单元，用

于对声纹特征信息进行验证的声纹识别单元，用于采集人员人脸特征信息的人脸采集单

元，用于对人脸特征信息进行验证的人脸识别单元，以及用于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

器通讯互联的通信单元；所述门禁控制器分别连接所述门禁驱动单元、所述语音提示单元、

所述语音文本转换单元、所述声纹采集单元、所述声纹识别单元、所述人脸采集单元、所述

人脸识别单元和所述通信单元。

[0009] 基于上述，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包括用于控制电梯运行及电梯门开关的电梯主

控制器，用于提示访客发送访客请求的语音提示单元，用于将访客请求转换为文本信息的

语音文本转换单元，用于提取请求乘梯人声纹特征信息的声纹采集单元，用于验证乘梯人

声纹特征信息的声纹识别单元，用于采集人员人脸特征信息的人脸采集单元，用于对人脸

特征信息进行验证的人脸识别单元，以及用于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通讯互联的通

信单元；所述电梯主控制器分别连接所述语音提示单元、所述语音文本转换单元、所述声纹

采集单元、所述声纹识别单元、所述人脸采集单元、所述人脸识别单元和所述通信单元。

[0010] 基于上述，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设置有提示访客到来的语音提示单元。

[0011] 基于上述，所述语音提示单元采用WTB031语音芯片。

[0012] 基于上述，所述通信单元采用5G通信单元、4G通信单元、WIFI通信单元、ZigBee通

信单元或者GSM通信单元中的至少一种。

[0013] 基于上述，所述社区门禁监控平台还与公安监控系统相连，用于通过无线通信方

式将记录的所述访客请求发送至所述公安监控系统。

[0014] 一种上述的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统的管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向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发送创建业主门禁管理

账户的业主身份识别信息；

步骤2，通过小区入口时，如果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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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

一致，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一门禁启动，否则判断为访客，通过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

向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发送第一访客请求；如果接收到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经由所述

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返回的第一门禁授权指令，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一门禁启动，转步骤

3；

步骤3，乘坐电梯时，如果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所述业

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一

致，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二门禁启动，否则判断为访客，通过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向

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发送第二访客请求；如果接收到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经由所述小

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返回的第二门禁授权指令，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二门禁启动，转步骤4；

步骤4，通过业主门口时，如果所述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所

述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

一致，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三门禁启动，否则判断为访客，通过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

向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发送第三访客请求；如果接收到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经由所述

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返回的第三门禁授权指令，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三门禁启动。

[0015] 基于上述，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所述二门禁控制系统、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均设

置用于提示访客发送访客请求的语音提示单元，用于将访客请求转换为文本信息的语音文

本转换单元，用于采集人员声纹特征信息的声纹采集单元，用于对声纹特征信息进行验证

的声纹识别单元，用于采集人员人脸特征信息的人脸采集单元，用于对人脸特征信息进行

验证的人脸识别单元；

当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所述二门禁控制系统或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判断为访客时，

执行如下操作：

所述语音提示单元发出访客请求语音提示，所述访客请求语音提示包括要求访客报出

访客姓名、业主姓名、业主门牌号和拜访理由；所述语音文本转换单元将所述访客报送的内

容转换为文本信息作为访客请求；

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接收到所述访客请求后，根据所述访客请求通过所述小区门禁

管理云服务器，向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所述二门禁控制系统或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发送

门禁授权指令或不授权指令；

如果超过预设时间未接收到所述门禁授权指令或所述不授权指令，则所述第一门禁控

制系统、所述二门禁控制系统或第三门禁控制系统重新发送访客请求。

[0016] 本发明相对现有技术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体的说：本发明提

供了一种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统及方法，用于智慧社区门禁无

人管理，该系统包括社区门禁监控平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第一门禁控制系统、第二

门禁控制系统、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和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如果是社区业主则通过所述第一

门禁控制系统、第二门禁控制系统和第三门禁控制系统的三次声纹识别验证或者三次人脸

识别验证，避免了忘记携带射频卡导致无法出入的情况，大大减少了投入的人力成本；如果

为访客，通过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第二门禁控制系统和第三门禁控制系统时均需要通

过业主门禁控制终端的授权才会启动门禁系统，便于访客的管理；本发明实现了进出社区

的住户和访客的声纹识别门禁控制管理，提高了社区安防的安全性；本发明具有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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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时省力、检测效率高和智能化程度高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框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的工作流程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的第一门禁控制系统的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1] 如附图1所示，一种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系统，用于智慧

社区门禁无人管理，它包括社区门禁监控平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第一门禁控制系

统、第二门禁控制系统、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和业主门禁控制终端；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

设置在小区入口，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连，实时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已注

册的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

息一致，则控制第一门禁启动，否则发送第一访客请求至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所述

第二门禁控制系统，设置在电梯入口，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连，实时采集到的声

纹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

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一致，则控制第二门禁启动，否则发送第二访客请求至所述小区门禁

管理云服务器；所述第三门禁控制系统，设置在业主门口，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

连，实时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

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一致，则控制第三门禁启动，否则发送第三访客

请求至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

器相连，用于向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发送创建业主门禁管理账户的业主身份识别信

息以及各门禁授权指令；所述业主身份识别信息至少包括业主姓名、业主门牌号、业主人脸

特征信息和业主声纹特征信息；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将各访客请求发送至对应业

主门禁控制终端；将接收到的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根据各访客请求返回的门禁授权指

令，对应传输至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和所述第三门禁控制系统；

各访客请求至少包括访客身份信息、业主姓名、业主门牌号和拜访理由；所述社区门禁监控

平台，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相连，用于记录并存储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所述第

二门禁控制系统和所述第三门禁控制系统经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发送的各访客请

求。

[0022] 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和第三门禁控制系统采用相同电路结构，均包括门禁控制

器，门禁驱动单元，用于提示访客发送访客请求的语音提示单元，用于将访客请求转换为文

本信息的语音文本转换单元，用于采集人员声纹特征信息的声纹采集单元，用于对声纹特

征信息进行验证的声纹识别单元，用于采集人员人脸特征信息的人脸采集单元，用于对人

脸特征信息进行验证的人脸识别单元，以及用于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或者所述业

主门禁控制终端通讯互联的通信单元；所述门禁控制器分别连接所述门禁驱动单元、所述

语音提示单元、所述语音文本转换单元、所述声纹采集单元、所述声纹识别单元、所述人脸

采集单元、所述人脸识别单元和所述通信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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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通过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时，所述声纹采集单元实时采集声纹特征信息并通过

所述门禁控制器传输至所述声纹识别单元，所述人脸采集单元实时采集人脸特征信息并通

过所述门禁控制器传输至所述人脸识别单元，如果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业主声纹特征

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一致，则验证通

过，第一门禁启动，所述门禁控制器传输向所述门禁驱动单元发送开锁指令；否则，所述门

禁控制器控制所述语音提示单元发出访问请求语音提示，如“我是某某，想要访问住在几号

楼几单元，门牌号为几的某某”；所述语音文本转换单元将访问请求的音频信息转换为文本

信息，通过所述通信单元传输至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

根据访问请求的文本信息，提取出业主姓名和业主门牌号，将所述访问请求发送至相应的

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如果业主允许访客来访，则通过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发送门禁

授权指令；所述门禁控制器接收到所述门禁授权指令后，则验证通过向所述门禁驱动单元

发送开锁指令，否则提示访客再次发送第一访客请求。所述第三门禁控制系统控制原理同

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

[0024] 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设置在电梯入口，只有已创建业主门禁管理账户的业主可

以乘坐电梯。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包括用于控制电梯运行及电梯门开关的电梯主控制

器，用于提示访客发送访客请求的语音提示单元，用于将访客请求转换为文本信息的语音

文本转换单元，用于提取请求乘梯人声纹特征信息的声纹采集单元，用于验证乘梯人声纹

特征信息的声纹识别单元，用于采集人员人脸特征信息的人脸采集单元，用于对人脸特征

信息进行验证的人脸识别单元，以及用于与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通讯互联的通信单

元；所述电梯主控制器分别连接所述语音提示单元、所述语音文本转换单元、所述声纹采集

单元、所述声纹识别单元、所述人脸采集单元、所述人脸识别单元和所述通信单元。所述电

梯主控制器通过通信单元将第二访客请求经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发送至所述业主

门禁控制终端，并接收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返回的第二门禁授权指令；所述电梯主控制

器接收到所述第二门禁授权指令后，则验证通过向电梯驱动单元发送开锁指令，允许乘坐

电梯，否则提示访客再次发送第二访客请求。

[0025] 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设置有提示访客到来的语音提示单元。所述语音提示单元

采用WTB031语音芯片。在接收到访客请求时，将访客请求转换为语音播报给业主。当所述第

一门禁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已注册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不一致，且实时采

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不一致时，判断为访客；此时，所述门禁控

制器控制所述语音提示单元提示访客发出访问请求，如“我是某某，想要访问住在几号楼几

单元，门牌号为几的某某”。

[0026] 所述通信单元采用5G通信单元、4G通信单元、WIFI通信单元、ZigBee通信单元或者

GSM通信单元中的至少一种。

[0027] 为了便于公安系统对社区安全监控管理，所述社区门禁监控平台还与公安监控系

统相连，用于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将记录的所述访客请求发送至所述公安监控系统。

[0028] 如附图2和附图3所示，一种上述的具有声纹及人脸身份识别功能的社区门禁管理

系统的管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向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发送创建业主门禁管理

账户的业主身份识别信息；所述业主身份识别信息至少包括业主姓名、业主门牌号、业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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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特征信息和业主声纹特征信息；

步骤2，通过小区入口时，如果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所

述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

一致，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一门禁启动，否则判断为访客，通过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向

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发送第一访客请求；如果接收到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经由所述小

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返回的第一门禁授权指令，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一门禁启动，转步骤3；

所述步骤2具体包括：

步骤2.1，如果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根据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声

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一致，则

判断验证通过第一门禁启动，所述门禁控制器向所述门禁驱动单元发送开锁指令；否则转

步骤2.2；

步骤2.2，所述语音提示单元发出第一访客请求语音提示，所述第一访客请求语音提示

包括要求访客报出访客姓名、业主姓名、业主门牌号和拜访理由；

步骤2.3，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根据接收到的所述第一访客请求语音提示与相

应的所述业主门禁管理账户建立连接，向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发送所述第一访客请求；

步骤2.4，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根据所述第一访客请求通过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

务器，向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发送第一门禁授权指令或第一不授权指令；

步骤2.5，如果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超过预设时间未接收到所述门禁授权指令或所

述不授权指令，则转步骤2.2；否则转步骤2.6；

步骤2.6，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接收到所述第一门禁授权指令则验证通过，第一门禁

启动；

步骤3，乘坐电梯时，如果所述第二门禁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所述业

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一

致，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二门禁启动，否则判断为访客，通过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向

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发送第二访客请求；如果接收到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经由所述小

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返回的第二门禁授权指令，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二门禁启动，转步骤4；

步骤4，通过业主门口时，如果所述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到的声纹特征信息与所

述业主声纹特征信息一致，或者实时采集到的人脸特征信息与已注册的业主人脸特征信息

一致，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三门禁启动，否则判断为访客，通过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

向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发送第三访客请求；如果接收到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经由所述

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返回的第三门禁授权指令，则判断验证通过，第三门禁启动。

[0029] 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所述二门禁控制系统、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均设置用于提

示访客发送访客请求的语音提示单元，用于将访客请求转换为文本信息的语音文本转换单

元，用于采集人员声纹特征信息的声纹采集单元，用于对声纹特征信息进行验证的声纹识

别单元，用于采集人员人脸特征信息的人脸采集单元，用于对人脸特征信息进行验证的人

脸识别单元；当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所述二门禁控制系统或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判断为

访客时，执行如下操作：所述语音提示单元发出访客请求语音提示，所述访客请求语音提示

包括要求访客报出访客姓名、业主姓名、业主门牌号和拜访理由；所述语音文本转换单元将

所述访客报送的内容转换为文本信息作为访客请求；所述业主门禁控制终端接收到所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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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请求后，根据所述访客请求通过所述小区门禁管理云服务器，向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

所述二门禁控制系统或第三门禁控制系统发送门禁授权指令或不授权指令；如果超过预设

时间未接收到所述门禁授权指令或所述不授权指令，则所述第一门禁控制系统、所述二门

禁控制系统或第三门禁控制系统重新发送访客请求。

[0030]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

可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对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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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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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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