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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出租房人员管理系统，包括

服务器、人员摄像检测装置以及房门出入检测装

置；人员摄像检测装置用于检测、跟踪、识别经过

大门出入口处人员的人脸以及检测该人员的大

门出入时间和大门出入方向，并发送相关摄像数

据至服务器；房门出入检测装置用于检测人员的

房门出入时间和房门出入方向，并发送相关房门

数据至服务器；服务器根据汇集的摄像数据和房

门数据通过大数据综合分析比对确定常住的人

员以及对应的房门编号。本发明有益效果在于可

识别出租房出入人员的身份，如果有人员不在人

脸数据库中则新建档案并记录该人员的人脸图

像，记录出入人员的出入时间和方向并区分出入

人员是常住人员或是来访人员并确定常住人员

对应的居住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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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出租房人员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服务器、设在出租房大门出入口处的人

员摄像检测装置以及设在房门上的房门出入检测装置；

所述人员摄像检测装置用于检测、跟踪、识别经过大门出入口处人员的人脸以及检测

该人员的包括大门出入时间和大门出入方向在内的大门出入信息，并判断人脸是否在已有

人脸图像库中，若是则发送包括该人员对应的人员档案编号、大门出入信息在内的摄像数

据至所述服务器，否则新建该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并保存对应的人脸图像，然后发送包括

该人员对应的人员档案编号、人脸图像和大门出入信息在内的摄像数据至所述服务器；

所述房门出入检测装置用于检测人员的包括房门出入时间和房门出入方向在内的房

门出入信息，并发送包括房门编号以及对应的房门出入信息在内的房门数据至所述服务

器；

所述服务器根据大门出入信息确定并记录人员的外出和回归时间，并根据汇集的包括

摄像数据和房门数据在内的装置数据通过大数据综合分析比对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

以及对应的房门编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出租房人员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在每层电梯

或楼梯的出入口处的通道出入检测装置，所述通道出入检测装置用于检测人员的包括通道

移动方向和通道出入时间在内的通道出入信息，并发送包括楼层编号以及对应的通道出入

信息在内的通道数据至所述服务器；所述装置数据还包括通道数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出租房人员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道出入检测装

置还设在出租房大门出入口处，还用于检测人员的包括身高、步行速度在内的通道出入信

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出租房人员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在出租房大

门出入口处的压力感应脚垫装置，所述压力感应脚垫装置用于检测人员的包括体重、脚长、

鞋印在内的特征信息，并发送包括该人员对应的特征信息、检测时间和脚尖朝向在内的脚

垫数据至所述服务器；所述服务器根据同向的摄像数据和脚垫数据中相同或接近的大门出

入时间和检测时间确定人员档案编号和人脸图像对应的体征信息。

5.一种常住人员及其对应的房门的判断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获取代表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以及该人员对应的大门出入信息，所述大门出入信息包

括大门出入方向和对应的大门出入时间；

获取代表房间的房门编号以及该房间对应的房门出入信息，所述房门出入信息包括房

门出入方向和对应的房门出入时间；

根据大门出入信息、房门出入信息以及合理移动时长确定人员每次出入时该人员的人

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房门编号；

根据大门出入信息以及合理过夜时长确定常住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

将常住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房门编号的历史数据进行交叉对比分

析；

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房门编号。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常住人员及其对应的房门的判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合理移动时长根据大门分别与最远房门和最近房门的距离，以及步行速度综合确定上下

限；或根据大门与特定房门的距离，以及步行速度综合确定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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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种常住人员及其对应的房门的判断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获取代表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以及该人员对应的大门出入信息，所述大门出入信息包

括大门出入方向和对应的大门出入时间；

获取代表房间的房门编号以及该房间对应的房门出入信息，所述房门出入信息包括房

门出入方向和对应的房门出入时间；

获取代表楼层的楼层编号以及该楼层对应的通道出入信息，所述通道出入信息包括通

道出入方向和对应的通道出入时间；

根据大门出入信息、通道出入信息以及第一合理移动时长确定人员每次出入时该人员

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楼层编号；

根据通道出入信息、房门出入信息以及第二合理移动时长进一步确定前步骤所述每个

楼层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房门编号；

根据大门出入信息以及合理过夜时长确定常住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

将常住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楼层编号和房门编号的历史数据进行

交叉对比分析；

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楼层编号和房门编号。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常住人员及其对应的房门的判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合理移动时长根据大门与特定楼层出入口的距离，以及爬楼速度综合确定上下限；所

述第二合理移动时长根据楼层出入口与与特定房门的距离，以及步行速度综合确定上下

限。

9.一种服务器，包括用于存储程序的存储器和用于执行所述程序的处理器，其特征在

于：所述程序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如权利要求5-8任意一项所述方法的步骤。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473320 A

3



一种出租房人员管理系统、常住人员及其对应的房门的判断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出租房管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出租房人员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化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流动人口来来去去，

总体呈增长趋势，使得城市管理与建设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二线城市。

[0003] 流动人口因工作、子女和家庭等原因，即使处于一个城市也常变换居住地址，正是

因为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很大，住宿不固定等特点，对流动人口进行完善的信息采集和管理

十分困难，而且目前也缺乏高效的管理手段措施，或者说真正效果好的管理代价往往是巨

大的人力和时间投入。

[0004] 考虑到住宿成本，大部分流动人口偏向选择低成本出租房作为暂住场所，而不是

价格高昂的酒店住宿。出租房的特点是数量大、分布广、价格低，但是存在消防隐患大、案件

多发、不法分子租用比例高等问题，影响当地治安环境，给当地的常住居民带来许多抱怨，

故而管理好出租房同样也是管理好流动人口。目前出租房出租时，大多房东在登记信息时

往往每个出租房仅登记租客一人的信息，该租客其余的家属朋友往往不会管，这也就造成

很大一部分流动人口的信息空白，相关管理人员很难掌握这些未登记流动人口的动向。

发明内容

[0005] 为避免背景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一种出租房人员管理系统，可记录出租

房出入人员的身份、出入时间以及对应的方向，进而确定常住人员以及其对应的居住房门；

本发明同时还提供一种判断出租房内的常住人员以及对应房门的方法。

[0006]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出租房人员管理系统，包括服务器、设在出租房大门出入口处

的人员摄像检测装置以及设在房门上的房门出入检测装置；人员摄像检测装置用于检测、

跟踪、识别经过大门出入口处人员的人脸以及检测该人员的包括大门出入时间和大门出入

方向在内的大门出入信息，并判断人脸是否在已有人脸图像库中，若是则发送包括该人员

对应的人员档案编号、大门出入信息在内的摄像数据至服务器，否则新建该人员的人员档

案编号并保存对应的人脸图像，然后发送包括该人员对应的人员档案编号、人脸图像和大

门出入信息在内的摄像数据至服务器；房门出入检测装置用于检测人员的包括房门出入时

间和房门出入方向在内的房门出入信息，并发送包括房门编号以及对应的房门出入信息在

内的房门数据至服务器；服务器根据大门出入信息确定并记录人员的外出和回归时间，并

根据汇集的包括摄像数据和房门数据在内的装置数据通过大数据综合分析比对确定常住

的人员档案编号以及对应的房门编号。

[0007] 进一步的，还包括设在每层电梯或楼梯的出入口处的通道出入检测装置，通道出

入检测装置用于检测人员的包括通道移动方向和通道出入时间在内的通道出入信息，并发

送包括楼层编号以及对应的通道出入信息在内的通道数据至服务器；装置数据还包括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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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0008] 进一步的，通道出入检测装置还设在出租房大门出入口处，还用于检测人员的包

括身高、步行速度在内的通道出入信息。

[0009] 进一步的，还包括设在出租房大门出入口处的压力感应脚垫装置，压力感应脚垫

装置用于检测人员的包括体重、脚长、鞋印在内的特征信息，并发送包括该人员对应的特征

信息、检测时间和脚尖朝向在内的脚垫数据至服务器；服务器根据同向的摄像数据和脚垫

数据中相同或接近的大门出入时间和检测时间确定人员档案编号和人脸图像对应的体征

信息。

[0010] 本发明同时还提出的一种常住人员及其对应的房门的判断方法，包括：

获取代表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以及该人员对应的大门出入信息，大门出入信息包括大

门出入方向和对应的大门出入时间；

获取代表房间的房门编号以及该房间对应的房门出入信息，房门出入信息包括房门出

入方向和对应的房门出入时间；

根据大门出入信息、房门出入信息以及合理移动时长确定人员每次出入时该人员的人

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房门编号；

根据大门出入信息以及合理过夜时长确定常住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

将常住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房门编号的历史数据进行交叉对比分

析；

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房门编号。

[0011] 进一步的，合理移动时长根据大门分别与最远房门和最近房门的距离，以及步行

速度综合确定上下限；或根据大门与特定房门的距离，以及步行速度综合确定上下限。

[0012] 本发明同时还提出的另一种常住人员及其对应的房门的判断方法，包括：

获取代表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以及该人员对应的大门出入信息，大门出入信息包括大

门出入方向和对应的大门出入时间；

获取代表房间的房门编号以及该房间对应的房门出入信息，房门出入信息包括房门出

入方向和对应的房门出入时间；

获取代表楼层的楼层编号以及该楼层对应的通道出入信息，通道出入信息包括通道出

入方向和对应的通道出入时间；

根据大门出入信息、通道出入信息以及第一合理移动时长确定人员每次出入时该人员

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楼层编号；

根据通道出入信息、房门出入信息以及第二合理移动时长进一步确定前步骤每个楼层

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房门编号；

根据大门出入信息以及合理过夜时长确定常住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

将常住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楼层编号和房门编号的历史数据进行

交叉对比分析；

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楼层编号和房门编号。

[0013] 进一步的，第一合理移动时长根据大门与特定楼层出入口的距离，以及爬楼速度

综合确定上下限；第二合理移动时长根据楼层出入口与与特定房门的距离，以及步行速度

综合确定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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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本发明同时还提出的一种服务器，包括用于存储程序的存储器和用于执行程序的

处理器，所述程序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如上任意一项方法的步骤。

[0015] 除上述之外，本发明同时还提出一种房门出入检测装置，可与房门或房门上的物

体固定连接，包括外壳以及设在外壳内的电路板和电池，电路板包括微控制器模块以及与

微控制器模块连接的人体检测模块、房门运动检测模块、无线通讯模块；人体检测模块用于

检测探测范围内是否有人员存在，房门运动检测模块用于检测房门的开关情况；微控制器

模块根据人体信号和房门信号的先后顺序确定人员的出入方向和出入时间，然后通过无线

通讯模块对外发送包括房门编号、人员的出入方向和出入时间在内的无线信号。

[0016] 优选的，人体检测模块为热释电红外检测模块或距离检测模块，房门运动检测模

块为加速度传感器模块或地磁传感器模块或陀螺仪模块。

[0017] 本发明有益效果在于可识别出租房出入人员的身份，如果有人员不在人脸数据库

中则新建档案并记录该人员的人脸图像；记录出入人员的出入时间和方向；区分出入人员

是常住人员或是来访人员并确定常住人员对应的居住房门。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实施例1出租房人员管理系统的构成示意图。

[0019] 图2是实施例2一种常住人员及其对应的房门的判断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0] 图3是实施例3另一种常住人员及其对应的房门的判断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1] 图4是实施例4房门出入检测装置的构成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3] 实施例1，参照附图1-2，一种出租房人员管理系统，包括服务器110、人员摄像检测

装置120以及房门出入检测装置130；人员摄像检测装置120可在大门处安装一对，分别朝向

门内和门外，用于检测、跟踪、识别经过大门出入口处人员的人脸以及检测该人员的包括大

门出入时间和大门出入方向在内的大门出入信息；以朝外的人员摄像检测装置120为例，人

员摄像检测装置120不停检测并跟踪视频检测范围内出现的人脸，在跟踪过程中识别判断

该人脸是否在装置内存储的人脸图像库中，若是则确定该人员对应的人员档案编号，否则

新建该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并保存对应的人脸图像；人员摄像检测装置120中存储的人员

档案信息仅包括人员档案编号和人员人脸图像，更多关于该人员的档案信息存储在服务器

110中；当人员人脸识别完毕且人员超出视频检测范围的下边缘后，则认为该人员为入门方

向同时记录该人员的入门时间，随后，人员摄像检测装置120发送包括该人员对应的人员档

案编号、人脸图像（新增的人员）和大门出入信息在内的摄像数据至服务器110；

房门出入检测装置130可单独安装在房门上或以门牌样式安装在房门上随房门移动而

移动，用于检测人员的包括房门出入时间和房门出入方向在内的房门出入信息；房门出入

检测装置130具体结构可参照实施例4，包括用于检测装置前方是否有人体出现的热释电人

体红外感应模块和用于根据开关门时不同加速度方向确定房门开关方向的加速度传感器

模块；当房门出入检测装置130仅检测到人体红外，则认为门前有人经过；当先检测到人体

红外，再检测到房门有开启、关闭动作，最终在房门关闭动作结束前人体红外消失，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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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进入房门，并记录人体红外消失时间为入门时间；当先检测到房门开启动作，再检测到

人体红外和房门关闭动作，最终在房门关闭动作结束后人体红外消失，则认为有人离开房

门，并记录人体红外消失时间为出门时间；判断出入门后，房门出入检测装置130发送包括

房门编号以及对应的房门出入信息在内的房门数据至服务器110；

服务器110内存有所有出入人员的人员档案信息，完整的人员档案信息包括人员档案

编号、人脸图像、身份信息、居住信息、体征信息（需要相应采集装置）、出入记录等；其中，身

份信息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居住信息包括是否常住、居住楼层、居住房

门号等；体征信息包括体重、脚长、脚宽、是否脚异常等。人员档案正常情况下由出租房管理

人员新建并手动输入，通常管理人员可直接输入的包括人员档案编号、人脸图像、身份信

息、居住信息；档案新建后，服务器110会发送新增人员档案编号和人脸图像至人员摄像检

测装置120。当人员摄像检测装置120检测并识别的人脸不在已有记录保存的人脸图像时，

则认为是未登记租客，人员摄像检测装置120自动新建人员档案，新建人员档案包括人员档

案编号以及保存对应的人脸图像，然后发送至服务器110；服务器110根据大门出入信息确

定并记录人员的外出和回归时间，根据汇集的各装置数据通过大数据综合分析比对进一步

完善人员档案信息中的居住信息，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以及对应的房门编号。

[0024] 服务器110的主要功能有：根据人员摄像检测装置120的大门出入信息确定并记录

人员的外出和回归时间，以及根据汇集的各装置数据通过大数据综合分析比对确定常住的

人员档案编号以及其对应的房门编号；分析比对具体分为几个步骤：

一、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根据大门出入信息，从夜晚0点开始计时，如果有人员在

房中过夜时间超过合理过夜时长，则可认为该人员为常住人员，合理过夜时长优选4小时；

二、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可能对应的房门编号；通常来说，人员从进入大门至进入

房门或从走出房门至走出大门所花费的时间上下范围即为合理移动时长。合理移动时长在

大数据计算中作为一个已知参数，可有两种设置方式：一种是普适性的，即根据大门与最远

房间和最近房间的距离以及涵盖不同身高人员的步行速度范围，可计算出适用于所在出租

屋的合理移动时长；这种方式计算出的合理移动时长优点在于参数设置简便，适用所有房

间；缺点在于范围上下限较大（大门与最远房间的距离越远范围上限越大），短时间内出入

人员较多的话人员档案编号可能对应的房门编号的数量会很多，故而最终综合分析比对时

需要的历史数据会更多。当有人员在某个大门出入时间出入时，在该大门出入时间的基础

上加上或减去普适性的合理移动时长形成一个时间段，如果有记录的房门出入时间符合在

这个时间段内，则可以认为该人员可能与该房门对应。如果短时段内只有一人出入，则比较

容易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房门编号；如果短时段内有多人出入，则只能确定常

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可能对应的房门编号；

另一种是针对性的，即根据大门与特定房间的距离，以及步行速度范围所计算出的合

理移动时长；这种方式计算出的合理移动时长优点在于范围上下限较小；缺点在于每个房

间都需要设置对应的合理移动时长，系统安装完毕后参数的设置比较耗费时间。当某个房

门出入时间被记录时，在该房门出入时间的基础上加上或减去该房门对应的合理移动时长

形成一个时间段，如果有人员的大门出入时间符合在这个时间段内，则可以认为该房门可

能与该人员对应。如果短时段内只有一人出入，则比较容易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

的房门编号；如果短时段内有多人出入，则只能确定房门编号可能对应的常住的人员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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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然后再反过来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可能对应的房门编号；

三、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唯一对应的房门编号；常住人员每次进出时可能对应的

房门编号也许有好几个，但是其中唯一对应的房门编号总是不变的，当样本足够多时，服务

器110通过综合分析比对也可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唯一对应的房门编号。

[0025] 本实施例系统可应用在出租房或类似场所，该系统的技术效果主要包括几点：一

是识别出租房出入人员的身份，如果有人员不在人脸数据库中则新建档案并记录该人员的

人脸图像；二是在记录出租房出入人员的出入时间以及对应的方向；三是区分和确定出租

房出入人员是常住人员或是来访人员；四是在确定常住人员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该常住人

员对应的居住房门。同时本系统中的服务器110还可以连接公安的服务器110获取不法分子

或被通缉人员的人脸数据库，当检测到出入人员属于不法分子时，可以发送报警信号给相

关人员并提供该不法分子的出入信息和居住信息。

[0026] 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房门编号主要是基于合理移动时长的设置，对于

房间较少的出租房，合理移动时长可以设置的较小，但是当出租房的房间较多，且有多层楼

的情况下，合理移动时长就可能设置的很大，这时仅根据人员摄像检测装置120和房门出入

检测装置130的数据，服务器110需要判断出结果则可能需要不止以天为单位的数据，而是

以周甚至月为单位的数据，服务器110判断时间太长显然不符合需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本实施例系统还包括设在每层电梯或楼梯的出入口处的通道出入检测装置140，通道出入

检测装置140用于检测人员的包括通道移动方向和通道出入时间在内的通道出入信息，并

发送包括楼层编号以及对应的通道出入信息在内的通道数据至所述服务器110；本发明中

的通道出入检测装置140可参考专利号：2018113499868，专利名称：一种室内通道出入检测

装置140，该发明专利所公开的装置，通道出入检测装置140包括人体检测模块和人员活动

检测模块，其中，人体检测模块优选为热释电人体红外感应模块，用于检测装置附近是否有

人体出现；人员活动检测模块优选为超声波模块，数量为至少2个且朝向不同方向，用于检

测人员的身高以及移动方向；当检测人体红外后，超声波模块启动检测并通过每个超声波

模块获得的超声波数据判断人员的当前位置，随着人员移动超声波数据也随之变化，最终

确定人员的移动方向，并记录人体红外消失时间为出入时间，进一步的通道出入检测装置

140可以检测人员的包括身高、步行速度在内的通道出入信息。

[0027] 通道出入检测装置140的数据主要是在服务器110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

的房门编号起到辅助作用，通过通道出入检测装置140的数据，可将原本较长的合理移动时

长拆分为两段较短的楼道移动时长和过道移动时长，也即在单次检测时可确定常住的人员

档案编号可能对应的楼层，以及每个楼层可能对应的房门编号，相当于在大数据综合分析

比对时多了一个筛选条件，可大大减少服务器110判断结果时需要的历史检测天数数据。

[0028] 为了完善以及获取更多的人员的相关信息，本实施例中还包括设在出租房大门出

入口处的压力感应脚垫装置150，压力感应脚垫装置150用于检测人员的包括体重、脚长、鞋

印在内的特征信息，并发送包括该人员对应的特征信息、检测时间和脚尖朝向在内的脚垫

数据至服务器110；服务器110根据同向的摄像数据和脚垫数据中相同或接近的大门出入时

间和检测时间确定人员档案编号和人脸图像对应的体征信息。在犯罪现场往往残留着许多

犯罪分子留下的各种痕迹，比如最常见的四大类痕迹“手足工枪”，其中足迹相比于指纹痕

迹、枪弹痕迹、工具痕迹或DNA鉴定，足迹检验有着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足迹在现场的出

说　明　书 5/8 页

8

CN 110473320 A

8



现率非常高，提取率也非常高；第二，足迹相对于其他痕迹更不易伪装；第三，足迹检验是进

行现场分析的最有效手段；第四，能够反推出犯罪嫌疑人的很多个人特点，比如穿鞋人年

龄、身高、体重、体态等特点。侦查过程警务人员一般会采集案发现场的足迹以及案发时间

附近的各监控设备视频中出没的人员，根据视频中的人脸或足迹在本发明系统中查询，通

过大数据分析比对尽快锁定或排除可能的嫌疑人。

[0029] 实施例2，参考附图2，一种常住人员及其对应的房门的判断方法，应用于实施例1

系统中的服务器，包括：

S201获取代表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以及该人员对应的大门出入信息，所述大门出入信

息包括大门出入方向和对应的大门出入时间；本步骤中，服务器接收并保存人员摄像检测

装置发送的人员档案编号以及对应的大门出入信息。

[0030] S202获取代表房间的房门编号以及该房间对应的房门出入信息，所述房门出入信

息包括房门出入方向和对应的房门出入时间；本步骤中，服务器接收并保存房门出入检测

装置发送的房门编号以及对应的房门出入信息。

[0031] S203根据大门出入信息、房门出入信息以及合理移动时长确定人员每次出入时该

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房门编号；本步骤中，服务器根据同方向的大门出

入时间、房门出入时间以及合理移动时长确定可能属于同一个人员的大门出入时间和房门

出入时间，进而确定该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房门编号；对于合理移动时

长的解释说明可参考实施例1。

[0032] S204根据大门出入信息以及合理过夜时长确定常住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本步骤

中，服务器根据大门出入信息确定从夜晚0点开始在房中过夜时间超过合理过夜时长的人

员为常住人员，进而确定常住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合理过夜时长优选4小时。

[0033] S205将常住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房门编号的历史数据进行交

叉对比分析；本步骤中，每当服务器接收到新的常住人员的出入信息，则确定本次该人员对

应的所有可能的房门编号数据，然后提取历史数据，将所有数据进行交叉对比分析，判断是

否可以确定对应的唯一的房门编号，若是则进入下一步，否则将本次数据保存至历史数据

中等待下次对比分析。

[0034] S206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房门编号。

[0035] 本实施例方法的具体原理可参考实施例1，主要技术效果在于使服务器根据接收

到各装置数据，自动判断确定出租房进出人员是否是常住人员，以及确定常住人员对应的

房间号，自动完善这类常住却又未登记的人员的居住信息，使相关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管

理出租房的流动人口。

[0036] 实施例3，参考附图3，一种常住人员及其对应的房门的判断方法，应用于实施例1

系统中的服务器，包括：

S301获取代表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以及该人员对应的大门出入信息，所述大门出入信

息包括大门出入方向和对应的大门出入时间；本步骤中，服务器接收并保存人员摄像检测

装置发送的人员档案编号以及对应的大门出入信息。

[0037] S302获取代表房间的房门编号以及该房间对应的房门出入信息，所述房门出入信

息包括房门出入方向和对应的房门出入时间；本步骤中，服务器接收并保存房门出入检测

装置发送的房门编号以及对应的房门出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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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S303获取代表楼层的楼层编号以及该楼层对应的通道出入信息，所述通道出入信

息包括通道出入方向和对应的通道出入时间；本步骤中，服务器接收并保存通道出入检测

装置发送的楼层编号以及对应的通道出入信息。

[0039] S304根据大门出入信息、通道出入信息以及第一合理移动时长确定人员每次出入

时该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楼层编号；本步骤中，服务器根据同方向的大

门出入时间、通道出入时间以及第一合理移动时长确定可能属于同一个人员的大门出入时

间和通道出入时间，进而确定该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楼层编号；第一合

理移动时长为人员从进入大门至进入通道或从走出通道至走出大门所花费的时间上下范

围。

[0040] S305根据通道出入信息、房门出入信息以及第二合理移动时长进一步确定前步骤

所述每个楼层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房门编号；本步骤中，服务器根据同方向的通道出入

时间、房门出入时间以及第二合理移动时长确定可能属于同一个人员的通道出入时间和房

门出入时间，进而确定该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楼层编号和房门编号；第

二合理移动时长为人员从进入通道至进入房门或从走出房门至走出通道所花费的时间上

下范围。

[0041] S306根据大门出入信息以及合理过夜时长确定常住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

S307将常住人员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楼层编号和房门编号的历史数据

进行交叉对比分析；本步骤中，每当服务器接收到新的常住人员的出入信息，则确定本次该

人员对应的所有可能的楼层编号和房门编号数据，然后提取历史数据，将所有数据进行交

叉对比分析，判断是否可以确定对应的唯一的楼层编号和房门编号，若是则进入下一步，否

则将本次数据保存至历史数据中等待下次对比分析。

[0042] S308确定常住的人员档案编号对应的楼层编号和房门编号。

[004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本实施例方法中，服务器接收并保存数据的装置

除了人员摄像检测装置和房门出入检测装置，还有通道出入检测装置，最终大数据综合分

析比对时多了一个筛选条件，可减少服务器判断结果时需要的历史检测天数数据，更易确

定人员对应的房间编号。

[0044] 实施例4，参考附图4，一种可用于实施例1系统的房门出入检测装置，可与房门或

房门上的物体固定连接，包括外壳以及设在外壳内的电路板和电池，所述电路板包括微控

制器模块401以及与微控制器模块401连接的人体检测模块402、房门运动检测模块403、无

线通讯模块404；所述人体检测模块402用于检测探测范围内是否有人员存在，所述房门运

动检测模块403用于检测房门的开关情况；所述微控制器模块401根据人体信号和房门信号

的先后顺序确定人员的出入方向和出入时间，然后通过所述无线通讯模块404对外发送包

括房门编号、人员的出入方向和出入时间在内的无线信号。

[0045] 本实施例中，具体的出入方向和出入时间判断方法：当房门出入检测装置仅检测

到人体红外，则认为门前有人经过；当先检测到人体红外，再检测到房门有开启、关闭动作，

最终在房门关闭动作结束前人体红外消失，则认为有人进入房门，并记录人体红外消失时

间为入门时间；当先检测到房门开启动作，再检测到人体红外和房门关闭动作，最终在房门

关闭动作结束后人体红外消失，则认为有人离开房门，并记录人体红外消失时间为出门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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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中，无线通讯模块404优选无线射频收发模块，无线射频收发模块成本最低，

可以将无线射频信号发送至房门外通道中安装的无线网关；无线网关包括无线射频收发模

块和移动通讯模块，可接收整个通道内的所有无线射频信号，然后通过移动网络转发至服

务器；

房门运动检测模块403优选加速度传感器模块，次选地磁传感器模块或陀螺仪模块；采

用加速度传感器模块时可根据开关门时不同的加速度方向确定房门的开关方向，采用地磁

传感器模块时可根据地磁方向的变化确定房门的开关方向，采用陀螺仪可根据旋转方向的

变化确定房门的开关方向。

[0046] 人体检测模块402优选热释电人体红外检测模块，次选距离检测模块；采用热释电

人体红外检测模块可根据检测人体红外确定是否有人存在；采用距离检测模块可根据周期

性的短时检测距离确定是否有人存在，比如以每秒为周期，启动1ms检测距离，当距离值小

于值时认为前方有人存在。

[0047] 虽然本发明已通过参考优选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

当了解，可以不限于上述实施例的描述，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可作出形式和细节上的各

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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