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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安防系统的技术领域，具体为一

种智能安防系统，包括数据采集终端、服务器和

提醒终端，数据采集终端用于采集安防区域的图

像信息，服务器用于对图像信息进行图像识别判

断是否有人员入侵；服务器还用于对图像信息进

行图像识别生成室内人员数量，当存在人员入侵

且室内人员数量为0时，生成声光报警信号，当存

在人员入侵且室内人员数量不为0时，生成音乐

报警信号，将声光报警信号或音乐报警信号发送

给提醒终端；提醒终端用于接收到声光报警信号

时，发出声光报警，接收到音乐报警信号时，播放

预设的音乐信息。采用本方案能够解决现有技术

中无法根据安防区域内的人员数量进行报警的

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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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安防系统，包括数据采集终端、服务器和提醒终端，数据采集终端用于采集安防

区域的图像信息，服务器用于对图像信息进行图像识别判断是否有人员入侵；其特征在于：

服务器还用于对图像信息进行图像识别生成室内人员数量，当存在人员入侵且室内人

员数量为0时，生成声光报警信号，当存在人员入侵且室内人员数量不为0时，生成音乐报警

信号，将声光报警信号或音乐报警信号发送给提醒终端；

提醒终端用于接收到声光报警信号时，发出声光报警，接收到音乐报警信号时，播放预

设的音乐信息；

还包括身份验证终端和用户终端，身份验证终端用于采集进出人员的人脸验证图像；

服务器用于根据人脸验证图像进行人脸识别，生成匹配度，当匹配度小于或等于预设

的第一匹配阈值且大于预设的第二匹配阈值时，记录人脸标准特征，生成权限信息发送给

用户终端；

服务器还用于接收用户终端反馈的包含人脸的相册人脸信息、头像人脸信息和分享人

脸信息，根据相册人脸信息筛选出现次数最多的前N项人脸生成第一人脸信息；对头像人脸

信息进行检测，当头像人脸信息存在数据时，对比头像人脸信息和第一人脸信息，当存在匹

配项时，根据匹配项生成二次验证图像；当不存在匹配项时或头像人脸信息为空数据时，根

据分享人脸信息筛选出现次数最多的前M项人脸生成第二人脸信息，对比第二人脸信息与

第一人脸信息，当存在匹配项时，根据匹配项生成二次验证图像；

服务器还用于根据二次验证图像和人脸标准特征进行人脸识别，生成匹配度，当匹配

度大于第一匹配阈值时，生成二次验证成功信号，当所有匹配度均小于或等于第一匹配阈

值时，生成二次验证失败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管理终端，服务器存储有

报警信息、躲避信息和联系方式，服务器还用于当生成声光报警信号时，根据联系方式将报

警信息发送给管理终端，当生成音乐报警信号，根据联系方式将躲避信息发送给管理终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服务器包括特征提取模块和特征

对比模块，特征提取模块用于根据人脸验证图像提取人脸验证特征，将人脸验证特征发送

给特征对比模块；特征对比模块用于逐一将人脸验证特征与预设的人脸标准特征进行对

比，生成匹配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服务器还用于当匹配度大于第一

匹配阈值时，生成人脸验证成功信号，所有匹配度小于或等于第二匹配阈值时，生成人脸验

证失败信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用户终端用于接收权限信息，权

限信息包括权限授予询问和服务器的IP地址；

用户终端还用于显示权限授予询问，获取用户根据权限授予询问反馈的权限响应信

息，权限响应信息包括授权权限和拒绝授权；

用户终端还用于当权限响应信息为授权权限时，调用相册信息，从相册信息中提取包

含人脸的照片作为相册人脸信息；调用用户即时通信APP中的头像信息和即时通信APP中分

享的分享信息，从头像信息中提取包含人脸的头像作为头像人脸信息，从分享信息中提取

包含人脸的图片作为分享人脸信息；将相册人脸信息、头像人脸信息和分享人脸信息根据

IP地址发送给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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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安防系统，其特征在于：身份验证终端与门禁系统通信连

接，身份验证终端还用于接收人脸验证成功信号或二次验证成功信号时，生成身份验证成

功信号；身份验证终端还用于将生成的身份验证成功信号发送给门禁系统，供门禁系统控

制门禁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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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安防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安防系统的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智能安防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安防系统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具备不同的安防功能，例如家用的智能安防

系统具备燃气泄漏等异常检测和报警，而企业的智能安防系统具备人员入侵等异常检测和

报警。但是无论其应用场景如何，报警方式大部分都是采用声光报警，通过声光报警刺激入

侵人员，促使入侵人员逃离，或者是通过声光报警提醒守卫人员或用户，降低企业或家中的

财产损失。

[0003] 但是声光报警也是在提醒入侵人员，其行为已经被发现，此时可能会导致激怒入

侵人员的情况，而对于家中有人或企业中有工作职员时，处于愤怒状态的入侵人员极易对

在场人员造成人身伤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智能安防系统，以解决现有技术中无法根据安防区域内的人

员数量进行报警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提供如下基础方案：

[0006] 智能安防系统，包括数据采集终端、服务器和提醒终端，数据采集终端用于采集安

防区域的图像信息，服务器用于对图像信息进行图像识别判断是否有人员入侵；服务器还

用于对图像信息进行图像识别生成室内人员数量，当存在人员入侵且室内人员数量为0时，

生成声光报警信号，当存在人员入侵且室内人员数量不为0时，生成音乐报警信号，将声光

报警信号或音乐报警信号发送给提醒终端；提醒终端用于接收到声光报警信号时，发出声

光报警，接收到音乐报警信号时，播放预设的音乐信息。

[0007] 基础方案的有益效果：安防区域是指需要进行保护的区域，当本方案应用于用户

家中时，安防区域为家中，当本方案应用于企业的管理时，安防区域可为企业的工作区域或

者企业机密部门的工作区域。

[0008] 数据采集终端的设置，采集安防区域的图像信息，便于后续判断是否有人员入侵，

以及安防区域内是否还存在用户或企业工作职员。

[0009] 服务器的设置，对图像信息进行识别，从而获悉是否有人员非法入侵，根据是否有

人员非法入侵判断是否发出警报，同时也可获悉安防区域内是否存在用户或企业工作职

员,根据安防区域内的室内人员数量判断发出何种警报。

[0010] 提醒终端的设置，在安防区域存在用户或企业工作职员时，播放特定的音乐信息。

由于入侵人员并不知晓音乐信息的含义，因此不会出现被激怒的行为，但是此时安防区域

内的人员已经被提醒，因此可及时采取躲避、报警等措施，降低对安全区域内的人员造成人

身伤害的风险。同时由于入侵人员未被激怒，未出现过激行为，因此也能为安防区域内的人

员争取躲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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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还包括管理终端，服务器存储有报警信息、躲避信息和联系方式，服务器

还用于当生成声光报警信号时，根据联系方式将报警信息发送给管理终端，当生成音乐报

警信号，根据联系方式将躲避信息发送给管理终端。

[0012] 有益效果：当本方案应用于用户家中时，管理终端为用户随身携带的智能终端，例

如手机。当本方案应用于企业时，管理终端为企业安保部门所使用的智能终端或智能系统。

服务器的设置，还用于在不同情况下发送不同信息给用户，从而提醒用户采取不同的措施，

以本方案应用于用户家中为例，报警信息可为当前家中有人非法闯入，请及时报警，从而提

醒用户及时进行报警。躲避信息可为当前家中有人非法闯入，为保证您的人身安全请移至

家中安全区域进行躲避，注意锁闭门窗，并及时报警，从而提醒家中的用户注意人身安全。

[0013] 进一步，还包括身份验证终端和用户终端，身份验证终端用于采集进出人员的人

脸验证图像；服务器用于根据人脸验证图像进行人脸识别，生成匹配度，当匹配度小于或等

于预设的第一匹配阈值且大于预设的第二匹配阈值时，记录人脸标准特征，生成权限信息

发送给用户终端；服务器还用于接收用户终端反馈的包含人脸的相册人脸信息、头像人脸

信息和分享人脸信息，根据相册人脸信息筛选出现次数最多的前N项人脸生成第一人脸信

息；对头像人脸信息进行检测，当头像人脸信息存在数据时，对比头像人脸信息和第一人脸

信息，当存在匹配项时，根据匹配项生成二次验证图像；当不存在匹配项时或头像人脸信息

为空数据时，根据分享人脸信息筛选出现次数最多的前M项人脸生成第二人脸信息，对比第

二人脸信息与第一人脸信息，当存在匹配项时，根据匹配项生成二次验证图像；服务器还用

于根据二次验证图像和人脸标准特征进行人脸识别，生成匹配度，当匹配度大于第一匹配

阈值时，生成二次验证成功信号，当所有匹配度均小于或等于第一匹配阈值时，生成二次验

证失败信号。

[0014] 有益效果：由于重要的安防区域在特殊时期仍然需要对进出人员的身份进行验

证，但是由于人员佩戴口罩，导致人脸识别的准确性受到影响。而现有技术采用人员自行上

传图像进行验证的方式，容易被他人冒用身份，无法保障安防区域的安全性。身份验证终端

的设置，采集进出人员的人脸验证图像进行人脸验证。由于此时人员佩戴口罩进行人脸验

证，其识别的准确度会受到影响，为保证身份识别的准确性和工作人员的正常进出，对于人

脸验证中匹配度小于或等于第一匹配阈值且大于第二匹配阈值的人员进行二次验证。

[0015] 二次验证时，在获得人员授权的情况下，调用用户终端中包含人脸的相册人脸信

息、头像人脸信息和分享人脸信息，相册人脸信息为用户终端本地存储的包含人脸的照片，

头像人脸信息为用户终端安装即时通信APP中包含人脸的头像，例如微信头像，分享人脸信

息为即时通信APP中分享的包含人脸的照片。通过匹配用户终端本地存储的相册人脸信息

和头像人脸信息，或者匹配用户终端本地存储的相册人脸信息和分享人脸信息，获得用户

终端对应使用者的人脸，即二次验证图像，通过二次验证图像信息再次进行人脸验证。由于

二次验证图像并非该人员自行上传，避免现有技术中出现身份被冒用的情况，同时二次验

证图像自动匹配获得，无需人员采取其他操作，减少身份验证的流程。

[0016] 进一步，服务器包括特征提取模块和特征对比模块，特征提取模块用于根据人脸

验证图像提取人脸验证特征，将人脸验证特征发送给特征对比模块；特征对比模块用于逐

一将人脸验证特征与预设的人脸标准特征进行对比，生成匹配度。

[0017] 有益效果：特征提取模块的设置，根据人脸验证图像提取人脸验证特征，根据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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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特征与预设的人脸标准特征进行对比生成匹配度，与采用图像对比的方式相比，人脸

识别的速度更快，缩短身份验证的验证时间。

[0018] 进一步，服务器还用于当匹配度大于第一匹配阈值时，生成人脸验证成功信号，所

有匹配度小于或等于第二匹配阈值时，生成人脸验证失败信号。

[0019] 有益效果：当匹配度大于第一匹配阈值时，代表该人员在佩戴口罩的情况下人脸

识别的匹配度仍然很高，因此认定其通过人脸验证。相反的当所有匹配度小于或等于第二

匹配阈值时，代表该人员在佩戴口罩的情况下人脸识别的匹配度非常低，因此认定其人脸

验证失败。对于匹配度过高或过低的情况，无需进行二次验证，缩短身份验证的验证时间。

[0020] 进一步，用户终端用于接收权限信息，权限信息包括权限授予询问和服务器的IP

地址；用户终端还用于显示权限授予询问，获取用户根据权限授予询问反馈的权限响应信

息，权限响应信息包括授权权限和拒绝授权；用户终端还用于当权限响应信息为授权权限

时，调用相册信息，从相册信息中提取包含人脸的照片作为相册人脸信息；调用用户即时通

信APP中的头像信息和即时通信APP中分享的分享信息，从头像信息中提取包含人脸的头像

作为头像人脸信息，从分享信息中提取包含人脸的图片作为分享人脸信息；将相册人脸信

息、头像人脸信息和分享人脸信息根据IP地址发送给服务器。

[0021] 有益效果：用户终端为人员随身携带的智能设备，例如手机、平板等。在获得授权

的情况下，调用用户终端本地存储的相册信息，从中提取包含人脸的照片作为相册人脸信

息；调用用户终端安装的即时通信APP的头像信息和分享信息，从中提取包含人脸的头像作

为头像人脸信息，提取包含人脸的图片作为分享人脸信息。提取包含人脸的照片、头像和图

片，便于后续分析用户终端使用者的人脸。

[0022] 进一步，身份验证终端与门禁系统通信连接，身份验证终端还用于接收人脸验证

成功信号或二次验证成功信号时，生成身份验证成功信号；身份验证终端还用于将生成的

身份验证成功信号发送给门禁系统，供门禁系统控制门禁的开启。

[0023] 有益效果：本方案与现有的门禁系统联动，当身份验证成功时，通过门禁系统开启

门禁，供通过身份验证的人员自由进出。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智能安防系统实施例一的逻辑框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智能安防系统实施例二的逻辑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实施例一

[0028] 智能安防系统，如附图1所示，包括数据采集终端、提醒终端、管理终端和服务器，

服务器包括视频分析模块、入侵识别模块、安防控制模块和数据库。数据库存储有报警信

息、躲避信息和用户的联系方式。例如报警信息为：当前家中有人非法闯入，请及时报警。躲

避信息为：当前家中有人非法闯入，为保证您的人身安全请移至家中安全区域进行躲避，注

意锁闭门窗，并及时报警。联系方式为可以告知用户信息的各种途径，例如联系方式为用户

的手机号码，通过联系方式将信息发送给管理终端。当本方案应用于用户家中时，管理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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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随身携带的智能终端，例如手机。当本方案应用于企业时，管理终端为企业安保部门

所使用的智能终端或智能系统。

[0029] 数据采集终端用于采集安防区域的图像信息，数据采集终端包括设置在安防区域

内的多个摄像头，通过摄像头采集安防区域的图像信息。本实施例中，以应用于用户家中进

行举例说明，将数据采集终端设置在门窗处，对门窗处的图像信息进行采集。

[0030] 视频分析模块用于实时对图像信息进行图像识别生成室内人员数量，当室内人员

数量为0时，生成普通安防信号，当室内人员数量不为0时，生成特殊安防信号，将生成得到

普通安防信号或特殊安防信号发送给安防控制模块。通过普通安防信号和特殊安防信号区

分安防区域内是否存在人员，便于后续执行不同的安防模式，保障室内人员的人身安全。

[0031] 入侵识别模块用于对图像信息进行图像识别判断是否有人员入侵，当存在人员入

侵时，生成入侵信号，当不存在人员入侵时，生成安全信号。人员入侵是指不法分子通过撬

锁、翻窗等方式非法入侵到用户家中的行为。

[0032] 安防控制模块用于当入侵识别模块生成入侵信号且接收到普通安防信号时，生成

声光报警信号，当入侵识别模块生成入侵信号且接收到特殊安防信号时，生成音乐报警信

号，将声光报警信号或音乐报警信号发送给提醒终端。安防控制模块还用于当生成声光报

警信号时，调用报警信息，根据联系方式将报警信息发送给管理终端，当生成音乐报警信号

时，调用躲避信息，根据联系方式将躲避信息发送给管理终端。

[0033] 提醒终端预设有音乐信息，音乐信息为用户预设的特定音乐。提醒终端用于接收

到声光报警信号时，发出声光报警，接收到音乐报警信号时，播放预设的音乐信息。在室内

有人时，播放特定音乐，入侵人员在不知道特定音乐的含义下，不会被激怒，而室内的用户

在听到特定音乐时，便可知道有人入侵，及时采取躲避、报警等措施，同时由于入侵人员未

被激怒不会出现过激行为，为室内用户争取躲避时间，同时降低对室内用户的造成人身伤

害的风险。

[0034] 实施例二

[0035] 对于重要的安防区域，需要对进出人员进行身份验证。当本方案应用于用户家中

时，安防区域为家中的各个区域，因此需要在家中大门的门禁处对进入人员进行身份验证。

当本方案应用于企业时，安防区域可以为企业的工作区域，即需要在企业大门的门禁处对

进出人员进行身份验证，也可以为企业机密部门的工作区域，即需要在机密部门的门禁处

对进出人员进行身份验证。本实施例中，以应用于企业机密部门进行举例说明。

[0036] 身份验证的方式多种多样，目前采用较多的为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和员工卡识别，

但是在特殊时期，为避免病毒或细菌的传染，非接触式的身份验证方式更为适用，即采用人

脸识别更为安全。但是由于特殊时期，人们需要佩戴口罩，而在进行人脸识别时需要取下口

罩，而取下口罩就会存在传染的风险，因此人们采用佩戴口罩进行人脸识别，由此使得人脸

识别的准确性受到影响。而安防区域为企业机密部门的工作区域，其对安全性的要求非常

高，换而言之，其对进出人员身份验证的准确性有很高的要求。

[0037] 现有技术中为解决上述佩戴口罩进行人脸识别的准确度受影响的问题，采用自行

上传个人照片进行人脸识别的方式进行身份验证，但是由于个人照片是自行上传的，容易

出现上传非本人照片的情况，冒用他人身份达到通过身份验证的目的，导致身份验证存在

严重安全隐患，无法保障安保区域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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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本实施例中，如附图2所示，还包括身份验证终端，身份验证终端用于采集进出人

员的人脸验证图像，将人脸验证图像发送给服务器。身份验证终端包括设置在企业机密部

门门禁处的摄像头，通过摄像头采集进出企业机密部门人员的人脸验证图像。

[0039] 数据库还预存有拥有进出企业机密部门权限的人员的人脸标准图像和对应的人

脸标准特征。服务器还包括特征提取模块、特征对比模块、权限获取模块、相册分析模块、

APP分析模块和用户终端，在本实施例中，用户终端为每个人随身携带的智能设备，例如手

机。

[0040] 特征提取模块用于接收人脸验证图像，根据人脸验证图像提取人脸验证特征，将

人脸验证特征发送给特征对比模块。特征对比模块预设有第一匹配阈值和第二匹配阈值，

第一匹配阈值大于第二匹配阈值，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匹配阈值为95％，第二匹配阈值为

80％。特征对比模块用于逐一将人脸验证特征与人脸标准特征进行对比，生成匹配度。特征

对比模块还用于当匹配度大于第一匹配阈值时，生成人脸验证成功信号，将人脸验证成功

信号发送给身份验证终端。当匹配度小于或等于第一匹配阈值且大于第二匹配阈值时，记

录匹配度和人脸标准特征并生成二次验证信号，将二次验证信号发送给权限获取模块。当

所有匹配度小于或等于第二匹配阈值时，生成人脸验证失败信号，将人脸验证失败信号发

送给身份验证终端。由于人员佩戴口罩进行人脸识别，对人脸识别结果存在影响，因此针对

于人脸识别中匹配度较高的情况进行二次验证，避免耽误企业人员的正常进出。

[0041] 权限获取模块用于接收二次验证信号，生成权限信息，将权限信息发送给用户终

端。权限信息包括权限授予询问和服务器的IP地址，通过权限授予询问获取用户授予的信

息提取权限，通过IP地址将提取的用户信息发送回服务器。

[0042] 用户终端用于接收权限信息，显示权限授予询问，获取用户根据权限授予询问反

馈的权限响应信息，权限响应信息包括授权权限和拒绝授权。当权限响应信息为授权权限

时，代表该人员同意访问其用户终端，当权限响应信息为拒绝授权时，代表该人员不同意访

问其用户终端，此时即可认为该人员放弃二次验证，身份验证失败。由于二次验证涉及到访

问用户终端，涉及该人员的隐私，因此在该人员授权的情况下进行二次验证，当该人员拒绝

授权时，为保障安防区域的安全，认为该人员放弃二次验证，该人员无法进入安防区域。

[0043] 用户终端包括信息提取模块和信息传输模块。信息提取模块用于当权限响应信息

为授权权限时，调用用户的相册信息，从相册信息中提取包含人脸的照片作为相册人脸信

息；调用用户即时通信APP中的头像信息和即时通信APP中分享的分享信息，从头像信息中

提取包含人脸的头像作为头像人脸信息，从分享信息中提取包含人脸的图片作为分享人脸

信息。信息传输模块用于将信息提取模块提取的相册人脸信息、头像人脸信息和分享人脸

信息根据IP地址发送给服务器。即时通信APP是指用户终端中安装的具备通信功能的APP，

例如QQ、微信等，在本实施例中，即时通信APP为微信，头像信息为该人员的微信头像，分享

信息为该人员的微信朋友圈的照片。由于微信面对的企业或家庭之间的沟通，微信头像大

部分采用的是本人的头像，因此通过微信头像筛选出用户终端对应的使用者进行二次验

证。

[0044] 相册分析模块用于接收相册人脸信息，对相册人脸信息中的人脸进行检测，对同

一人脸的出现次数进行统计，当统计完毕时，按出现次数从多至少对人脸进行排序，筛选排

序前N项的人脸生成第一人脸信息。N的取值由系统或企业管理人员预设在相册分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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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本实施例中，N的取值为3。相册中存储的照片，大部分是用户终端对应的使用者的照

片或者是包含该使用者的照片，因此通过筛选出现次数较多的前3项人脸作为用户终端对

应使用者的人脸。

[0045] APP分析模块用于接收头像人脸信息和分享人脸信息，对头像人脸信息进行检测，

当头像人脸信息存在数据时，将头像人脸信息中的人脸与相册分析模块筛选出的第一人脸

信息中的人脸进行对比，当存在匹配项时，根据匹配项生成二次验证图像。当头像人脸信息

存在数据时，说明该微信头像中包含有人脸，但是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微信头像中的人脸为

用户终端使用者的人脸，二是微信头像中的人脸为用户终端使用者喜欢的某个人的人脸，

例如明星。因此将头像人脸信息中的人脸与相册分析模块筛选出的第一人脸信息中的人脸

进行对比，当两者存在匹配项时，即认为匹配项为用户终端使用者的人脸，此时将该人脸作

为二次验证图像进行二次验证。

[0046] APP分析模块还用于当头像人脸信息中的人脸与相册分析模块筛选出的第一人脸

信息中的人脸不存在匹配项时或头像人脸信息为空数据时，对分享人脸信息中的人脸进行

检测，对同一人脸的出现次数进行统计，当统计完毕时，按出现次数从多至少对人脸进行排

序，筛选排序前M项的人脸生成第二人脸信息。M的取值由系统或企业管理人员预设在APP分

析模块中，在本实施例中，M的取值为3。当头像人脸信息中的人脸与相册分析模块筛选出的

第一人脸信息中的人脸不存在匹配项时，说明用户终端微信头像中的人脸为用户终端使用

者喜欢的某个人的人脸。当头像人脸信息为空数据时，说明该微信头像中不包含有人脸。在

上述两种情况出现时，无法根据微信头像确定用户终端使用者的人脸，因此对微信中朋友

圈分享的照片进行检测，通过朋友圈分享的照片确认用户终端使用者的人脸。APP分析模块

还用于将筛选出的第二人脸信息中的人脸与相册分析模块筛选出的第一人脸信息中的人

脸进行对比，当存在匹配项时，根据匹配项生成二次验证图像，将二次验证图像发送给特征

提取模块。

[0047] 特征提取模块还用于接收二次验证图像，对二次验证图像提取二次验证特征，将

二次验证特征发送给特征对比模块。特征对比模块还用于逐一将特征对比模块记录的人脸

标准特征与二次验证特征进行对比，生成匹配度。特征对比模块还用于当匹配度大于第一

匹配阈值时，生成二次验证成功信号，将二次验证成功信号发送给身份验证终端。当所有匹

配度均小于或等于第一匹配阈值时，生成二次验证失败信号，将二次验证失败信号发送给

身份验证终端。

[0048] 身份验证终端还用于接收人脸验证失败信号或二次验证失败信号时，生成并显示

身份验证失败信号，该人员未通过身份验证，无法进入安防区域。身份验证终端还用于接收

人脸验证成功信号或二次验证成功信号时，生成并显示身份验证成功信号，该人员通过身

份验证，可进入安防区域。在其他实施例中，身份验证终端与门禁系统通信连接，即本系统

与企业的门禁系统进行通信，身份验证终端将生成的身份验证成功信号发送给门禁系统，

门禁系统控制安防区域的门禁打开供该人员进入安防区域。

[0049]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

过多描述，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

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

段的能力，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在本申请给出的启示下，结合自身能力完善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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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一些典型的公知结构或者公知方法不应当成为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实施本申请

的障碍。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作

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效

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具

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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