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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楼道监控系统，包括

楼道监测终端以及与之通信连接的远程监控终

端，楼道监测终端包括：行为特征识别单元，用于

输出识别信号；控制单元，接收行为特征识别单

元不同的识别信号，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物料

存储单元，包括设于楼层内部的用于存储楼道内

人员所需物品的储料柜以及将物品分类输出的

出料装置；出料装置接收控制信号输出不同的物

品；送料单元，获取物料存储单元输出的物料并

送至楼道内指定区域,本发明通过在楼道内设置

高清摄像机、语音识别器、送料单元等功能部件，

不仅实现了传统楼道监控的功能，还能够在楼道

人员有物品需求时可以及时地将物品送至楼内

人员的手中，给楼道内人员提供第一时间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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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楼道监控系统，包括楼道监测终端(1)以及与之通信连接的远程监控终端

(2)，其特征在于，所述楼道监测终端(1)包括：

行为特征识别单元(11)，用于检测识别楼道内人员的声音、动作特征信号以及人员所

在位置信号，输出识别信号；

控制单元(12)，与行为特征识别单元(11)信号连接，接收行为特征识别单元(11)不同

的识别信号，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

物料存储单元(13)，包括设于楼层内部的用于存储楼道内人员所需物料的储料柜

(131)以及将物料分类输出的出料装置(132)；所述出料装置(132)与控制单元(12)信号连

接，并接收所述控制信号输出不同的物料；

送料单元(14)，包括取料模块(141)及送料模块(142)，与控制单元(12)信号连接，接收

并响应于所述控制信号，获取物料存储单元(13)输出的物料并送至楼道内指定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楼道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行为特征识别单元(11)

包括：

语音识别组件(111)，包括语音识别器、语音信号存储器以及语音信号匹配器，所述语

音信号匹配器与语音识别器以及语音信号存储器连接，所述语音信号识别器设于楼道内，

接收并识别出楼道内人员的语音信号并输出一语音识别信号，所述语音信号匹配器的信号

输入端接收所述语音识别信号以及语音信号存储器中存储的语音信号，匹配后输出一语音

指令信号；

动作特征识别组件(112)，包括设于楼道中的多台高清摄像机以及与所述高清摄像机

信号连接的图像处理器，所述图像处理器接收高清摄像机拍摄的图像并对其进行处理，输

出一动作识别信号；

人员位置识别组件(113)，包括设置于楼道内人员身上的RFID标签(1131)以及多个设

于楼道中的RFID标签识别器(1132)，所述RFID标签识别器(1132)识别楼道内人员身上的

RFID标签(1131)并输出其对应的人员位置信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楼道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储料柜(131)包括多层储料层(1311)，人员所需物料分别放置于各储料层(1311)

中且物料表面设置有供扫描识别的图形码(1313)；

所述出料装置(132)包括多个平行于储料层(1311)设置的导向杆(1321)、与控制单元

(12)信号连接的第一控制器(1323)，所述导向杆(1321)上活动套设有第一图形码扫描器

(1322)、用于夹取物料的第一机械手(1324)以及驱动第一图形码扫描器(1322)以及第一机

械手(1324)在导向杆(1321)上运动的第一驱动件(1325)；

所述第一控制器(1323)控制第一图形码扫描器(1322)沿导向杆(1321)运动并且扫描

物料表面的图形码(1313)，第一图形码扫描器(1322)扫描物料表面的图形码(1313)输出第

一扫描信号，第一控制器(1323)接收第一扫描信号并将其与控制单元(12)发出的控制信号

进行比较，若第一扫描信号对应的物料与控制单元(12)所要抓取的物料相对应，所述第一

控制器(1323)控制第一驱动件(1325)以及第一机械手(1324)相互配合拿取物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楼道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取料模块(141)包括第

二图形码扫描器(1411)、第二机械手(1412)以及与控制单元(12)信号连接的第二控制器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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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图形码扫描器(1411)扫描物料上的图形码(1313)并输出第二扫描信号，第二

控制器(1413)接收所述第二扫描信号以及控制单元(12)的控制信号，若第二扫描信号对应

的物料与控制单元(12)所要抓取的物料相对应，所述第二机械手(1412)抓取物料至送料模

块(14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楼道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送料模块(142)包括第

三控制器(1421)、设于楼道中的送料导轨(1422)以及与送料导轨(1422)滑移连接的送料盒

(1423)，所述送料盒(1423)由设于导轨上的第二驱动件(1424)驱动；

所述第三控制器(1421)与控制单元(12)信号连接，接收所述控制单元(12)的控制信号

控制送料盒(1423)送达的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智能楼道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送料盒(1423)上设置有

用于防止他人打开送料盒(1423)的权限管理器(1425)，所述权限管理器(1425)包括一与需

要物料的人员身上的RFID标签(1131)相对应的RFID标签识别器(1132)以及与所述RFID标

签识别器(1132)信号连接的电子锁(1426)，所述电子锁(1426)接收并响应于所述RFID标签

识别器(1132)发出的信号控制送料盒(1423)的开闭。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楼道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RFID标签(1131)的数量

至少为2个且分别放置于楼道内人员身体的不同高度的位置，所述行为特征识别单元(11)

还包括一用于检测各RFID标签(1131)距离地面高度的RFID标签高度识别器以及与之相连

的数据处理器，所述RFID标签高度识别器检测各RFID标签(1131)距离楼道内地面的高度，

输出多个高度检测值；所述数据处理器接收多个所述高度检测值，计算各个高度检测值的

平均值，若其低于预设值，则输出一预警信号至远程监控终端(2)。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楼道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12)包括一监

控服务器(121)，所述监控服务器(121)连接有数据库(122)，所述数据库(122)用于存储楼

道内常驻人员的行为特征信息以及各个区域的物料位置信息，所述监控服务器(121)接收

楼道内人员的语音或动作指令并检测楼道内人员所在位置，控制物料存储单元(13)以及送

料单元(14)动作。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楼道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监控终端(2)包括

手机、PC或者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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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楼道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楼层监控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智能楼道监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楼道监控系统，主要是用于楼道的安全管理，例如识别陌生人，识别火灾

等。如专利公告号为CN203951649U的中国专利，便提出了一种基于Zigebee通信的楼道LED

照明及火警监控系统，其发明的主要目的便在于对楼道内的光照强度进行调节以节约能源

消耗，以及预警火灾的发生等。

[0003] 上述设计对于一般场合的监控需求已经能够满足，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场合，例

如养老院等，楼道内经常出现一些突发状况，如老人摔倒、需要药品、遗忘物件、需要紧急医

疗帮助等情况。现有的楼道监控系统还不能满足上述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实际运用中楼道内人员需要帮助却在第一时间得不到解决满足的问题，具体

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智能楼道监控系统，包括楼道监测终端以及与之通信连接的远程监控终端，

所述楼道监测终端包括：

[0006] 行为特征识别单元，用于检测识别楼道内人员的声音、动作特征信号以及人员所

在位置信号，输出识别信号；

[0007] 控制单元，与行为特征识别单元信号连接，接收行为特征识别单元不同的识别信

号，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

[0008] 物料存储单元，包括设于楼层内部的用于存储楼道内人员所需物料的储料柜以及

将物料分类输出的出料装置；所述出料装置与控制单元信号连接，并接收所述控制信号输

出不同的物料；

[0009] 送料单元，包括取料模块及送料模块，与控制单元信号连接，接收并响应于所述控

制信号，获取物料存储单元输出的物料并送至楼道内指定区域。

[0010]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行为特征识别单元识别楼道内人员的动作特征信号并将其发

送至控制单元，控制单元依据识别信号判定出楼道内人员的需求，控制送料单元将对应的

物料送至楼道内人员所在位置。与现有的楼道监控系统相比，上述方案能够在第一时间将

楼道内人员所需物料送至指定区域处，方便楼道内人员出行。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行为特征识别单元包括：

[0012] 语音识别组件，包括语音识别器、语音信号存储器以及语音信号匹配器，所述语音

信号匹配器与语音识别器以及语音信号存储器连接，所述语音信号识别器设于楼道内，接

收并识别出楼道内人员的语音信号并输出一语音识别信号，所述语音信号匹配器的信号输

入端接收所述语音识别信号以及语音信号存储器中存储的语音信号，匹配后输出一语音指

令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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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动作特征识别组件，包括设于楼道中的多台高清摄像机以及与所述高清摄像机信

号连接的图像处理器，所述图像处理器接收高清摄像机拍摄的图像并对其进行处理，输出

一动作识别信号；

[0014] 人员位置识别组件，包括设置于楼道内人员身上的RFID标签以及多个设于楼道中

的RFID标签识别器，所述RFID标签识别器识别楼道内人员身上的RFID标签并输出其对应的

人员位置信号。

[001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监控系统可以采集楼道内人员的声音信号以及动作特征信

号，确认楼道内人员的需求，而后通过人员位置识别组件识别出人员的位置，方便送料输送

物料。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储料柜包括多层储料层，人员所需物料分别放置于各储料层中且

物料表面设置有供扫描识别的图形码；

[0017] 所述出料装置包括多个平行于储料层设置的导向杆、与控制单元信号连接的第一

控制器，所述导向杆上活动套设有第一图形码扫描器、用于夹取物料的第一机械手以及驱

动第一图形码扫描器以及第一机械手在导向杆上运动的第一驱动件；

[0018] 所述第一控制器控制第一图形码扫描器沿导向杆运动并且扫描物料表面的图形

码，第一图形码扫描器扫描物料表面的图形码输出第一扫描信号，第一控制器接收第一扫

描信号并将其与控制单元发出的控制信号进行比较，若第一扫描信号对应的物料与控制单

元所要抓取的物料相对应，所述第一控制器控制第一驱动件以及第一机械手相互配合拿取

物料。

[001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楼道内人员需要一些特定物料时，可以通过第一机械手精

确夹取对应的物料送至取料模块中。

[0020] 进一步的，所述取料模块包括第二图形码扫描器、第二机械手以及与控制单元信

号连接的第二控制器；

[0021] 所述第二图形码扫描器扫描物料上的图形码并输出第二扫描信号，第二控制器接

收所述第二扫描信号以及控制单元的控制信号，若第二扫描信号对应的物料与控制单元所

要抓取的物料相对应，所述第二机械手抓取物料至送料模块。

[0022] 进一步的，所述送料模块包括第三控制器、设于楼道中的送料导轨以及与送料导

轨滑移连接的送料盒，所述送料盒由设于导轨上的第二驱动件驱动；

[0023] 所述第三控制器与控制单元信号连接，接收所述控制单元的控制信号控制送料盒

送达的位置。

[0024] 进一步的，所述送料盒上设置有用于防止他人打开送料盒的权限管理器，所述权

限管理器包括一与需要物料的人员身上的RFID标签相对应的RFID标签识别器以及与所述

RFID标签识别器信号连接的电子锁，所述电子锁接收并响应于所述RFID标签识别器发出的

信号控制送料盒的开闭。

[002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可以防止楼道内的其他人打开送料盒。

[0026] 进一步的，所述RFID标签的数量至少为2个且分别放置于楼道内人员身体的不同

高度的位置，所述行为特征识别单元还包括一用于检测各RFID标签距离地面高度的RFID标

签高度识别器以及与之相连的数据处理器，所述RFID标签高度识别器检测各RFID标签距离

楼道内地面的高度，输出多个高度检测值；所述数据处理器接收多个所述高度检测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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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高度检测值的平均值，若其低于预设值，则输出一预警信号至远程监控终端。

[002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楼道内人员摔倒后，各RFID标签距离楼道地面的距离平均

值将会小于预设值，由此可以快速地判定出楼道内有人员摔倒，并将该信号第一时间传送

至远程监控终端。

[0028]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单元包括一监控服务器，所述监控服务器连接有数据库，所述

数据库用于存储楼道内常驻人员的行为特征信息以及各个区域的物料位置信息，所述监控

服务器接收楼道内人员的语音或动作指令并检测楼道内人员所在位置，控制物料存储单元

以及送料单元动作。

[0029] 进一步的，所述远程监控终端包括手机、PC或者平板电脑。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在楼道内设置高清摄像机、语音识别器、送料单元等

功能部件，不仅实现了传统楼道监控的功能，还能够在楼道人员有物料需求时可以及时地

将物料送至楼内人员的手中，方便楼道内人员使用。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框架示意图。

[0032] 附图标志：1、楼道监测终端；2、远程监控终端；11、行为特征识别单元；12、控制单

元；13、物料存储单元；14、送料单元；111、语音识别组件；112、动作特征识别组件；113、人员

位置识别组件；131、储料柜；132、出料装置；1311、储料层；1313、图形码；1321、导向杆；

1322、第一图形码扫描器；1323、第一控制器；1324、第一机械手；1325、第一驱动件；141、取

料模块；142、送料模块；1411、第二图形码扫描器；1412、第二机械手；1413、第二控制器；

1421、第三控制器；1422、送料导轨；1423、送料盒；1424、第二驱动件；1425、权限管理器；

1426、电子锁；1131、RFID标签；1132、RFID标签识别器；121、监控服务器；122、数据库。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仅限

于此。

[0034] 如图1所示，一种智能楼道监控系统，包括楼道监测终端1以及与之通信连接的远

程监控终端2，其中，远程监控终端包括手机、PC或者平板电脑。远程监控终端2与楼道监测

终端1通过WIFI通信模块或者Internet网络或者GSM网络通信模块通信。楼道监测终端1包

括：行为特征识别单元11、物料存储单元13、送料单元14以及控制单元12，其中，行为特征识

别单元11用于检测识别楼道内人员的声音、动作特征信号以及人员所在位置信号，输出识

别信号。控制单元12与行为特征识别单元11信号连接，接收行为特征识别单元11不同的识

别信号，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物料存储单元13包括设于楼层内部的用于存储楼道内人员

所需物料的至少一个储料柜131以及将物料分类输出的出料装置132；所述出料装置132与

控制单元12信号连接，并接收所述控制信号输出不同的物料。送料单元14包括取料模块141

及送料模块142，与控制单元12信号连接，接收并响应于所述控制信号，获取物料存储单元

13输出的物料并送至楼道内指定区域。

[0035] 上述方案中，当楼道内的人员遇到紧急情况或者需要紧急帮助时，例如养老院中

的老人在楼道内活动，由于健忘，经常忘记拿取药物或者其它随身物件，或在特定情况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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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别人帮助拿取物料却又无人应答时，控制单元12可以根据行为特征识别单元11所发出的

识别信号控制物料存储单元13以及送料单元14将楼道内人员所需物料及时送到楼道内人

员的手中。上述楼道监控系统，在对楼道安全进行监控的同时也能够为楼道内人员，尤其是

老人的出行以及生活带来便利。

[0036] 在楼道中，监控系统采集楼道内人员的除了常规的面部特征外，还包括楼道内人

员的声音、动作以及对应的位置信息，为实现上述目的，对于行为特征识别单元11，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模块组件：

[0037] 语音识别组件111，语音识别组件111包括语音识别器、语音信号存储器以及语音

信号匹配器，语音信号匹配器与语音识别器以及语音信号存储器连接。语音信号识别器设

于楼道的墙壁上，接收并识别出楼道内人员的语音信号并输出一语音识别信号，语音信号

匹配器的信号输入端接收语音识别信号以及语音信号存储器中存储的语音信号，若语音识

别信号以及语音信号相匹配，则输出一语音指令信号。上述语音识别器主要包括麦克风以

及初级滤波降噪电路，语音信号匹配器主要包括微控制芯片，经过初级滤波降噪电路过滤

后的语音信号经A/D芯片转换为数字语音信号输入至微控制芯片中。语音信号存储器中存

储有各项语音指令信号对应的数字语音信号；微控制芯片的数据输入管脚与语音信号存储

器数据连接，访问语音信号存储器中的数据，当经A/D转换后的数字语音信号与语音信号存

储器中存储的语音指令信号相匹配时，输出该语音指令信号。

[0038] 上述方案最大的便捷之处在于可以利用楼道内人员的语音信号控制送料单元14

的动作，方便有效。

[0039] 对于动作特征识别组件112，主要包括设于楼道中的多台高清摄像机以及与高清

摄像机信号连接的图像处理器，图像处理器接收高清摄像机拍摄的图像并对其进行处理，

输出一动作识别信号。在本发明中，上述图像处理器包括一图像处理软件模块，上述图像处

理软件模块首先将高清摄像机拍摄的图像进行随机分帧处理，采集其中的若干帧图像进行

像素增强，而后检测图像中的灰度值，判定出图像中人员的轮廓图像，若轮廓图像显示的图

形与图像处理器中存储的图形大致相等，则将该轮廓图形作为动作识别信号输出。

[0040] 对于人员位置识别组件113，主要包括设置于楼道内人员身上的RFID标签1131以

及多个设于楼道中的RFID标签识别器1132，RFID标签识别器1132识别楼道内人员身上的

RFID标签1131发出的射频信号，并输出其对应的人员位置信号。由于每个RFID标签识别器

1132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因此，当RFID标签1131识别到对应的RFID标签1131时，则可以将楼

道内人员的位置确定。更为优选的，可以依据多个RFID标签识别器1132识别出的信号的强

弱，利用三角定位原理判定出配备有RFID标签1131人员的具体位置。上述人员位置信号发

送至控制单元12方便后续送料单元14进行准确的送料。

[0041] 对于储料柜131，类似于商场自动售卖机，包括多层储料层1311，人员所需物料分

别放置于各储料层1311中且物料表面设置有供扫描识别的图形码1313。出料装置132包括

多个平行于储料层1311设置的导向杆1321、与控制单元12信号连接的第一控制器1323，导

向杆1321上活动套设有第一图形码扫描器1322、用于夹取物料的第一机械手1324以及驱动

第一图形码扫描器1322以及第一机械手1324在导向杆1321上运动的第一驱动件1325。在本

实施例中，第一驱动件1325采用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控制端与控制单元12信号连接，导向

杆1321为一与所述伺服电机转轴固定连接的丝杠，第一图形码扫描器1322即扫描枪，优选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6548776 B

7



的，在本发明中图形码1313为二维码或条形码，方便扫描枪扫描的同时也能够被楼道内人

员扫描，楼道内人员利用智能手机等移动端扫描上述图形码1313可以获取对应的物料信

息。第一机械手1324主要包括一伸缩杆以及一个夹持杆，夹持杆与常用工业机器人夹取端

相同，用于夹取储料层1311上的物料。第一控制器1323控制第一图形码扫描器1322沿导向

杆1321运动并且扫描物料表面的图形码1313，第一图形码扫描器1322扫描物料表面的图形

码1313输出第一扫描信号，第一控制器1323接收第一扫描信号并将其与控制单元12发出的

控制信号进行比较，若第一扫描信号对应的物料与控制单元12所要抓取的物料相对应，第

一控制器1323控制第一驱动件1325以及第一机械手1324相互配合拿取物料。在本发明中，

第一控制器1323采用独立的与控制单元12信号连接的微控制芯片控制伺服电机以及扫描

枪的动作。

[0042] 在本发明中，取料模块141主要作用在于抓取物料放置到送料模块142中，取料模

块141包括第二图形码扫描器1411、第二机械手1412以及与控制单元12信号连接的第二控

制器1413，第二控制器1413与第一控制器1323一样，采用以微处理器芯片搭建的功能电路。

[0043] 第二图形码扫描器扫描物料上的图形码1313并输出第二扫描信号，第二控制器

1413接收第二扫描信号以及控制单元12的控制信号，若第二扫描信号对应的物料与控制单

元12所要抓取的物料相对应，第二机械手1412抓取物料至送料模块142。

[0044] 送料模块142包括第三控制器1421、设于楼道中的送料导轨1422以及与送料导轨

1422滑移连接的送料盒1423，送料盒1423由设于导轨上的第二驱动件1424驱动。优化的，本

发明中，送料导轨1422设置于楼道的墙壁上，包括一滑轨，滑轨上设置有滑槽，第二驱动件

1424包括与送料盒1423相连的驱动电机，驱动电机驱动滑槽内设置的滑轮转动，滑轮通过

连接件与送料盒1423相连，由此实现由驱动电机驱动送料盒1423沿滑轨运动。第三控制器

1421同样采用微处理器芯片，例如ARM或者单片机，与控制单元12信号连接，接收控制单元

12的控制信号控制驱动电机的转动时间和转数，将送料盒1423送达预定位置。

[0045] 为了防止在送料过程中他人打开送料盒1423，优化的，送料盒1423上设置有用于

防止他人打开送料盒1423的权限管理器1425，权限管理器1425包括与需要物料的人员身上

的RFID标签1131相对应的RFID标签识别器1132以及与RFID标签识别器1132信号连接的电

子锁1426，电子锁1426接收并响应于RFID标签识别器1132发出的信号控制送料盒1423的开

闭。上述过程类似于RFID门禁系统，当使用者使用RFID标签1131给到RFID标签识别器1132

扫描时，上述RFID标签识别器1132若识别成功，将会输出一电子锁1426的控制信号，控制电

子锁1426开启。

[0046] 针对于养老院中楼道内的老人摔倒的情况，本发明中行为特征识别单元11中还设

有一个用于检测老人是否摔倒的报警模块，其利用前述的RFID标签1131的数量至少为2个

且分别放置于楼道内人员身体的不同高度的位置，行为特征识别单元11还包括一用于检测

各RFID标签1131距离地面高度的RFID标签高度识别器以及与之相连的数据处理器，RFID标

签高度识别器检测各RFID标签1131距离楼道内地面的高度，输出多个高度检测值。数据处

理器接收多个高度检测值，计算各个高度检测值的平均值，若其低于预设值，则输出一预警

信号至远程监控终端2。在实际运用中，在楼道内人员的身上，例如衣服裤子上缝制上多个

RFID标签1131，上述方案可以简单理解为，当楼道内人员正常站立时，上述标签对应的平均

高度应该在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当上述RFID标签1131距离地面的平均值小于一个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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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则可以理解为楼道内人员已经摔倒，此时发出报警信号给到远程监控终端2，可以使得

远程监控终端2能够在第一时间接到上述报警信息并及时地处理。

[0047] 对于本发明的控制单元12，主要包括一监控服务器121，所述监控服务器121连接

有数据库122，所述数据库122用于存储楼道内常驻人员的行为特征信息以及各个区域的物

料位置信息，所述监控服务器121接收楼道内人员的语音或动作指令并检测楼道内人员所

在位置，控制物料存储单元13以及送料单元14动作。

[004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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