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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

防系统及其方法，属于数据处理技术领域，包括

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智能测温系统、一码通

辨识系统、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智能监控布

控系统、智能社区分析系统；所述智能社区信息

采集系统和智能社区分析系统均信号连接有智

能测温系统、一码通辨识系统、智能门禁人脸识

别系统、智能监控布控系统。通过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技术，对社区出入口、楼栋出入口、地下出入

口、社区关键位置等进行整合，提供一种安全性

高、响应及时、智能处理、可追溯的智能安防系统

及其实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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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防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智能社区信息

采集系统（1）、智能测温系统（2）、一码通辨识系统（3）、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智能监

控布控系统（5）、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所述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1）和智能社区分析系

统（6）均信号连接有智能测温系统（2）、一码通辨识系统（3）、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智

能监控布控系统（5）；

所述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1），对社区人员信息进行采集，并供智能测温系统（2）、一

码通辨识系统（3）、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调取社区人员信息；

所述智能测温系统（2），用以测取近邻的用户体温，并判断体温是否异常，同时将体温

信号发送至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

所述一码通辨识系统（3），截取用户手机屏幕点亮并打开一码通页面时的一码通彩色

页面，并将一码通的信息，发送至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所述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从一码

通辨识系统（3）接收到的一码通是绿码正常后，开启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进行人脸识

别；

所述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用以识别人脸，并将人脸信息发送给智能社区分析系

统（6）；所述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接收到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的人脸信息后，当一切

正常且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判断其为业主情况后就开启电磁们闸进行通行放行；如果智

能社区分析系统（6）判断其不是业主，放行后，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对该类人员在小区内

的行走轨迹进行追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防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1），包括采集模块（1a）、WEB前端（1b）和云平台（1c）；所述

云平台（1c）信号连接有采集模块（1a）和WEB前端（1b）；

所述采集模块（1a），在用户确认的情况下，对社区人员信息进行采集，实现对社区人员

的摸底；

所述WEB前端（1b），实现对于云平台（1c）的控制，包括主动记录，包括新增记录，修改记

录，删除记录，查询记录的操作；

所述云平台（1c），内设数据库，用以存储人员等信息，并供智能测温系统（2）、一码通辨

识系统（3）、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调取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防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智能测温系统（2），包括卡口测温模块（2a）；所述卡口测温模块（2a），信号连接有智

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1）和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所述卡口测温模块（2a）采用红外测取近

邻的用户体温，卡口测温模块（2a）测取的体温信息是后续联动判断依据：当用户接近卡口

测温模块（2a），如果红外测得该用户体温过高时，其卡口测温模块（2a）会显示该用户体温

异常，同时将体温信号发送至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后台记录高危

人士欲进入社区并及时通知保安前往处里，同时，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控制门禁电磁锁感

应仍处于紧闭状况，并控制一码通辨识系统（3）和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不启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防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一码通辨识系统（3），包括拍照设备（3a）；所述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包括人

脸识别设备（4a）；所述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包括若干社区监控摄像头。

5.应用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防系统，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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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测温：智能测温系统（2）测取近邻的用户体温，并判断体温是否异常，同时将体

温信号发送至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接收到用户体温异常的信号

时，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接后台记录高危人士欲进入社区并及时通知保安前往处里，同

时，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控制门禁电磁锁感应仍处于紧闭状况，并控制一码通辨识系统

（3）和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不启动；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接收到用户体温正常的

信号时，控制一码通辨识系统（3）准备开启，并进入步骤S2；

步骤S2，读取健康码：一码通辨识系统（3）截取用户手机屏幕点亮并打开一码通页面时

的一码通彩色页面，并将一码通的信息，发送至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当智能社区分析系

统（6）接收到的健康码为有效的绿码时，控制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准备开启，并进入

步骤S3；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接收到的健康码不是有效的绿码时，控制智能门禁人脸识

别系统（4）不启动，控制门禁电磁锁感应仍处于紧闭状况，拒绝进入社区；

步骤S2中，一码通辨识系统（3），以光学原理判断手机健康码的颜色和文字上的图片时

间内容：

如果该手机无时间戳记则该健康码为无效的健康码；

如该该手机页面的时间戳日期距离当前时间差距超过30秒则该健康码为无效的健康

码；

如果该手机页面有时间戳记且时间戳日期距离当前时间差距不超过30秒，如果手机上

的健康码颜色不是绿色，代表该用户目前健康状况被判定为异常，一码通辨识系统（3）语音

提示异常，且将信息传输至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将不启动智能门

禁人脸识别系统（4）；

步骤S3，人脸识别：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识别人脸，并将人脸信息发送给智能社

区分析系统（6）；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通过该用户的人脸信息判断该用户是否为已经登记

的业主：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判断该用户是为已经登记的业主时，智能社区分析系统

（6）控制门禁电磁锁感应开启；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判断该用户并非为已经登记的业主

时，如果该用户是需要长期出入的人员，则人工干预，将该信息录入至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

统（1）并登记用户信息后发放临时权证进入小区，并进入步骤S4，如果该用户是临时的访

客，则人工干预，登记用户信息后发放临时权证进入小区，并进入步骤S4，如果人工干预后

登记用户信息时发现该用户为黑名单中的用户，则拒绝该用户进入小区，且门禁电磁锁感

应仍处于紧闭状况；

步骤S4，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对该用户进行轨迹追踪，并将该用户进行轨迹信息发送

给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生成该用户的出入记录，并进行风险评估，

作为下次来访参考。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防系统，其特征在

于，步骤S4中：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内设若干社区监控摄像头；任一社区监控摄像头捕捉

到该用户时，如果该用户不该出现在本摄像区时，围合门以及单元门关闭并禁止该用户进

入，同时通知物业人工处理；如果该用户可以出现在本摄像区时，其余社区监控摄像头保持

监控状态，围合门以及单元门允许该用户打开，此时，若围合门或单元门正确打开，则用户

正常同行，否则通知物业人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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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防系统，其特征在

于，步骤S4包括以下步骤：步骤S4a，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获取监控视频流，每隔10帧提取

图像；

步骤S4b，提取监控目标；

监控目标在图像上的体现为一个连续区域的像素点的集合；

该像素点集合的判断采用人体整体模型特征或人体部分组成特征，包括头部区域值、

手部区域值、脚部区域值，采用ORB的关键点监测技术实现目标的追踪；

步骤S4c，轨迹信息的绘制；

提取步骤S4b中追踪的目标图像的位置信息和时间信息，然后将相邻时间点的目标图

像的位置信息和时间信息整合出运动轨迹：

S={（xi，yi，ti）,（xi+1，yi+1，ti+1）,...,（xi+n，yi+n，ti+n）}

其中，S表示由附有时间点的位置信息组成的运动轨迹，xi表示时间点ti时的位置横坐

标，yi表示时间点ti时的位置纵坐标,ti表示第i个提取图像的时间点,n表示运动轨迹的时

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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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防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数据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

控联防系统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人口状况呈现基数大、流动性高、居住位

置分散、管控难度高的特点，由此衍生的各类治安以及其他社会问题也出现逐年上升趋势，

给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城市综合治理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0003] 另外，如何快速响应发热、流感等疫情，并确保社区人员的安全，，是对当今社区服

务系统提出的挑战。

[0004] 社区安防通行防疫有如下问题：

1.社区防疫测温部分需人工介入量测，既耗时又让一线人员暴露在危险中。另外对于

通行业主也产生不便之处增加物业与客户之间的冲突。

[0005] 2.运营成本高：现有的社区安防系统无法通过系统直接识别出安全风险，往往需

要监控中心人员和现场工作人员配合确认，需要工作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完成排查、确认和

处理，消耗相当多的成本来跟踪不确认的问题。

[0006] 3 .风险排查能力弱：现有的社区安防系统即使排查确认出某一个陌生人混入社

区，但是无法排查是否已经出入业主家里，造成一些偷窃或者非法行为，对相关的风险排查

能力弱。

[0007] 4.目前社区健康管理部分仅依赖温度检测部分难以进行不分析统计，如果能与政

府社区通行码整合成社区通行一码通将大大提升社区安全，将安全与防疫整合。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提到的缺陷和不足，而提供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

通行防疫监控联防系统。

[0009]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防方法。

[0010] 本发明实现其目的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1]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防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智能社区信

息采集系统、智能测温系统、一码通辨识系统、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智能监控布控系统、

智能社区分析系统；所述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和智能社区分析系统均信号连接有智能测

温系统、一码通辨识系统、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智能监控布控系统；

所述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对社区人员信息进行采集，并供智能测温系统、一码通辨

识系统、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智能监控布控系统调取社区人员信息；

所述智能测温系统，用以测取近邻的用户体温，并判断体温是否异常，同时将体温信号

发送至智能社区分析系统；

所述一码通辨识系统，截取用户手机屏幕点亮并打开一码通页面时的一码通彩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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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将一码通的信息，发送至智能社区分析系统；所述智能社区分析系统从一码通辨识系

统接收到的一码通是绿码正常后，开启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进行人脸识别。

[0012] 所述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用以识别人脸，并将人脸信息发送给智能社区分析

系统；所述智能社区分析系统接收到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的人脸信息后，当一切正常且

智能社区分析系统判断其为业主情况后就开启电磁们闸进行通行放行；如果智能社区分析

系统判断其不是业主，放行后，智能监控布控系统对该类人员在小区内的行走轨迹进行追

踪。

[0013] 所述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包括采集模块、WEB前端和云平台；所述云平台信号

连接有采集模块和WEB前端；

所述采集模块，在用户确认的情况下，对社区人员信息进行采集，实现对社区人员的摸

底；

所述WEB前端，实现对于云平台的控制，包括主动记录，包括新增记录，修改记录，删除

记录，查询记录的操作；

所述云平台，内设数据库，用以存储人员等信息，并供智能测温系统、一码通辨识系统、

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智能监控布控系统调取信息。

[0014] 所述智能测温系统，包括卡口测温模块；所述卡口测温模块，信号连接有智能社区

信息采集系统和智能社区分析系统；所述卡口测温模块采用红外测取近邻的用户体温，卡

口测温模块测取的体温信息是后续联动判断依据：当用户接近卡口测温模块，如果红外测

得该用户体温过高时，其卡口测温模块会显示该用户体温异常，同时将体温信号发送至智

能社区分析系统；智能社区分析系统后台记录高危人士欲进入社区并及时通知保安前往处

里，同时，智能社区分析系统控制门禁电磁锁感应仍处于紧闭状况，并控制一码通辨识系统

和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不启动。

[0015] 所述一码通辨识系统，包括拍照设备；所述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包括人脸识别

设备；所述智能监控布控系统，包括若干社区监控摄像头。

[0016]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防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测温：智能测温系统测取近邻的用户体温，并判断体温是否异常，同时将体温

信号发送至智能社区分析系统：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接收到用户体温异常的信号时，智能

社区分析系统接后台记录高危人士欲进入社区并及时通知保安前往处里，同时，智能社区

分析系统控制门禁电磁锁感应仍处于紧闭状况，并控制一码通辨识系统和智能门禁人脸识

别系统不启动；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接收到用户体温正常的信号时，控制一码通辨识系统

准备开启，并进入步骤S2；

步骤S2，读取健康码：一码通辨识系统截取用户手机屏幕点亮并打开一码通页面时的

一码通彩色页面，并将一码通的信息，发送至智能社区分析系统；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接收

到的健康码为有效的绿码时，控制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准备开启，并进入步骤S3；当智能

社区分析系统接收到的健康码不是有效的绿码时，控制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不启动，控

制门禁电磁锁感应仍处于紧闭状况，拒绝进入社区；

步骤S2中，一码通辨识系统，以光学原理判断手机健康码的颜色和文字上的图片时间

内容：

如果该手机无时间戳记则该健康码为无效的健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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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该该手机页面的时间戳日期距离当前时间差距超过30秒则该健康码为无效的健康

码；

如果该手机页面有时间戳记且时间戳日期距离当前时间差距不超过30秒，如果手机上

的健康码颜色不是绿色，代表该用户目前健康状况被判定为异常，一码通辨识系统语音提

示异常，且将信息传输至智能监控布控系统，智能监控布控系统将不启动智能门禁人脸识

别系统。

[0017] 步骤S3，人脸识别：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识别人脸，并将人脸信息发送给智能社

区分析系统；智能社区分析系统通过该用户的人脸信息判断该用户是否为已经登记的业

主：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判断该用户是为已经登记的业主时，智能社区分析系统控制门禁

电磁锁感应开启；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判断该用户并非为已经登记的业主时，如果该用户

是需要长期出入的人员，则人工干预，将该信息录入至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并登记用户

信息后发放临时权证进入小区，并进入步骤S4，如果该用户是临时的访客，则人工干预，登

记用户信息后发放临时权证进入小区，并进入步骤S4，如果人工干预后登记用户信息时发

现该用户为黑名单中的用户，则拒绝该用户进入小区，且门禁电磁锁感应仍处于紧闭状况；

步骤S4，智能监控布控系统对该用户进行轨迹追踪，并将该用户进行轨迹信息发送给

智能社区分析系统；智能社区分析系统生成该用户的出入记录，并进行风险评估，作为下次

来访参考。

[0018] 步骤S4中：智能监控布控系统内设若干社区监控摄像头；任一社区监控摄像头捕

捉到该用户时，如果该用户不该出现在本摄像区时，围合门以及单元门关闭并禁止该用户

进入，同时通知物业人工处理；如果该用户可以出现在本摄像区时，其余社区监控摄像头保

持监控状态，围合门以及单元门允许该用户打开，此时，若围合门或单元门正确打开，则用

户正常同行，否则通知物业人工处理。

[0019] 进一步，步骤S4包括以下步骤：步骤S4a，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获取监控视频流，每

隔10帧提取图像。由于监控视频流相邻两帧图像的像素变化很小，逐帧提取图像并计算的

话，会有大量的重复信息，并且计算量庞大。监控视频流的帧率为25帧每秒，每隔10帧提取

图像，减少了信息冗余和计算量。

[0020] 步骤S4b，提取监控目标。监控目标在图像上的体现为一个连续区域的像素点的集

合。该像素点集合的判断采用人体整体模型特征或人体部分组成特征，包括头部区域值、手

部区域值、脚部区域值，采用ORB的关键点监测技术实现目标的追踪。

[0021] 步骤S4c，轨迹信息的绘制。提取步骤S4b中追踪的目标图像的位置信息和时间信

息，然后将相邻时间点的目标图像的位置信息和时间信息整合出运动轨迹：

S={（xi，yi，ti）,（xi+1，yi+1，ti+1）,...,（xi+n，yi+n，ti+n）}

其中，S表示由附有时间点的位置信息组成的运动轨迹，xi表示时间点ti时的位置横坐

标，yi表示时间点ti时的位置纵坐标,ti表示第i个提取图像的时间点,n表示运动轨迹的时

间长度。

[0022] 本技术方案依靠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化识别解决上述问题，主要由上

述六大系统方案组成，新智能社区信息管理系统方案、智能门禁系统方案、智能监测布控系

统方案、非接触式测温感知方案、智慧社区分析系统方案，与社区健康管理体系。通过大数

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对社区出入口、楼栋出入口、地下出入口、社区关键位置等进行整合，提

说　明　书 3/7 页

7

CN 112233300 A

7



供一种安全性高、响应及时、智能处理、可追溯的智能安防系统及其实现方案。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架构图；

图2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图3是智能监控布控的流程图；

图中：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1、采集模块1a、WEB前端1b、云平台1c、智能测温系统2、卡

口测温模块2a、一码通辨识系统3、拍照设备3a、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人脸识别设备4a、

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5]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防系统，包括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1、

智能测温系统2、一码通辨识系统3、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智能社

区分析系统6。

[0026] 所述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1和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均信号连接有智能测温系统

2、一码通辨识系统3、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

[0027] 所述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1，包括采集模块1a、WEB前端1b和云平台1c；所述云平

台1c信号连接有采集模块1a和WEB前端1b。

[0028] 所述采集模块1a，在用户确认的情况下，对社区人员信息进行采集，实现对社区人

员的摸底，同时减少管家扫楼式登记繁琐的工作量。

[0029] 所述WEB前端1b，实现对于云平台1c的控制，包括主动记录，包括新增记录，修改记

录，删除记录，查询记录等操作。

[0030] 所述云平台1c，内设数据库，用以存储人员等信息，并供智能测温系统2、一码通辨

识系统3、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调取信息。例如，系统将社区人员分

为业主、家属、租户、访客、工作人员、外包人员、黑名单、陌生人等分别记录数据库，其中陌

生人是被动识别记录，其他是主动记录，包括新增记录，修改记录，删除记录，查询记录等操

作，实现智能测温系统2、一码通辨识系统3、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

对社区人员信息的分类分权限管理。

[0031] 所述智能测温系统2，包括卡口测温模块2a。所述卡口测温模块2a，信号连接有智

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1和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

[0032] 所述卡口测温模块2a，用以测取近邻的用户体温，并判断体温是否异常，同时将体

温信号发送至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作为优选，所述卡口测温模块2a采用红外测取近邻的用

户体温，卡口测温模块2a测取的体温信息是后续联动判断依据。当用户接近卡口测温模块

2a，如果红外测得该用户体温过高时，其卡口测温模块2a会显示该用户体温异常，同时将体

温信号发送至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后台记录高危人士欲进入社区并及

时通知保安前往处里，同时，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控制门禁电磁锁感应仍处于紧闭状况，并

控制一码通辨识系统3和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不启动。

[0033] 所述一码通辨识系统3，包括拍照设备3a。所述拍照设备3a截取用户手机屏幕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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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打开一码通页面时的一码通彩色页面。所述一码通辨识系统3，将一码通的信息，发送至

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所述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从一码通辨识系统3接收到的一码通是绿码

正常后，开启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进行人脸识别。

[0034] 所述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包括人脸识别设备4a，用以识别人脸，并将人脸信

息发送给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所述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接收到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的

人脸信息后，当一切正常且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判断其为业主情况后就开启电磁们闸进行

通行放行。如果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判断其不是业主但身着标准快递或外卖制服者，因已进

行过基本温度和来源地区的判断，因此保安人工可以实行简易放行，但该类人员在小区内

的行走轨迹必须被妥善地追踪。

[0035] 所述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包括若干社区监控摄像头。

[0036] 所述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用以控制一码通辨识系统3、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的

开启或关闭，以及控制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追踪用户在小区内的轨迹。

[0037]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通行防疫监控联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测温：智能测温系统2测取近邻的用户体温，并判断体温是否异常，同时将体温

信号发送至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

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接收到用户体温异常的信号时，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接后台记录

高危人士欲进入社区并及时通知保安前往处里，同时，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控制门禁电磁锁

感应仍处于紧闭状况，并控制一码通辨识系统3和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不启动；

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接收到用户体温正常的信号时，控制一码通辨识系统3准备开

启，并进入步骤S2。

[0038] 步骤S2，读取健康码：一码通辨识系统3截取用户手机屏幕点亮并打开一码通页面

时的一码通彩色页面，并将一码通的信息，发送至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

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接收到的健康码为有效的绿码时，控制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

准备开启，并进入步骤S3；

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接收到的健康码不是有效的绿码时，控制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

统4不启动，控制门禁电磁锁感应仍处于紧闭状况，拒绝进入社区。

[0039] 进一步，一码通辨识系统3，以光学原理判断手机健康码的颜色和文字上的图片时

间内容。如果该手机页面无时间戳记则代表无效的健康码。如该页面的时间戳日期距离当

前时间差距超过30秒则代表此页面已经失效。

[0040] 在满足以上条件情况下，如果手机上的健康码颜色不是绿色，代表该用户目前健

康状况被判定为异常，系统将不启动人脸识别辨块功能并语音提示异常。

[0041] 一码通辨识系统3自动识别物业或政府机构所颁布之生活健康码并联动社区资

讯，安全的保障所有居民健康生活。

[0042] 步骤S3，人脸识别：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系统4识别人脸，并将人脸信息发送给智能

社区分析系统6；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通过该用户的人脸信息判断该用户是否为已经登记的

业主：

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判断该用户是为已经登记的业主时，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控制门

禁电磁锁感应开启；

当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判断该用户并非为已经登记的业主时，如果该用户是需要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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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的人员，则人工干预，将该信息录入至智能社区信息采集系统1并登记用户信息后发放

临时权证进入小区，并进入步骤S4，如果该用户是临时的访客，则人工干预，登记用户信息

后发放临时权证进入小区，并进入步骤S4，如果人工干预后登记用户信息时发现该用户为

黑名单中的用户，则拒绝该用户进入小区，且门禁电磁锁感应仍处于紧闭状况；

普通门禁通过卡片作为社区通行的凭据，如果不法分子拿到了用户的卡片出入没有记

录，风险不可控，而通过人脸门禁，不法分子将无所遁形。

[0043] 步骤S4，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对该用户进行轨迹追踪，并将该用户进行轨迹信息发

送给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智能社区分析系统6生成该用户的出入记录，并进行风险评估，作

为下次来访参考。

[0044] 步骤S4a，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获取监控视频流，每隔10帧提取图像。由于监控视频

流相邻两帧图像的像素变化很小，逐帧提取图像并计算的话，会有大量的重复信息，并且计

算量庞大。监控视频流的帧率为25帧每秒，每隔10帧提取图像，减少了信息冗余和计算量。

[0045] 步骤S4b，提取监控目标。监控目标在图像上的体现为一个连续区域的像素点的集

合。该像素点集合的判断采用人体整体模型特征或人体部分组成特征，包括头部区域值、手

部区域值、脚部区域值，采用ORB的关键点监测技术实现目标的追踪。

[0046] 步骤S4c，轨迹信息的绘制。提取步骤S4b中追踪的目标图像的位置信息和时间信

息，然后将相邻时间点的目标图像的位置信息和时间信息整合出运动轨迹：

S={（xi，yi，ti）,（xi+1，yi+1，ti+1）,...,（xi+n，yi+n，ti+n）}

其中，S表示由附有时间点的位置信息组成的运动轨迹，xi表示时间点ti时的位置横坐

标，yi表示时间点ti时的位置纵坐标,ti表示第i个提取图像的时间点,n表示运动轨迹的时

间长度。

[0047] 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内设若干社区监控摄像头。任一社区监控摄像头捕捉到该用

户时，当该用户不该出现在本摄像区时，围合门以及单元门关闭并禁止该用户进入，同时通

知物业人工处理，当该用户可以出现在本摄像区时，其余社区监控摄像头保持监控状态，围

合门以及单元门允许该用户打开，此时，若围合门或单元门正确打开，则用户正常同行，否

则通知物业人工处理。

[0048] 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实时监控社区关键位置，将当前的行为第一时间准确的记录

作为备案的信息源，提供整个系统的高清数据输入。

[0049] 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用于社区风险的主动排查，当社区发生盗窃、陌生人闯入、人

为突发事件等时，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该系统主动排查可疑人员，系统将反馈该可疑人

员在社区范围的出没记录，对一些关键事情的处理形成佐证，加快事件处理效率，甚至通缉

犯、精神病患者等危险人物亦可通过系统排查风险，提高社区安全性。

[0050] 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通过增加黑名单实现小区的安全布控，自动处理采集的人脸

数据并将数据与黑名单数据比对形成关键预判。如果黑名单中的危险人物被系统采集并识

别，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生成相关的布控信息并告警，提示给相关的社区工作人员，同时通

过发现老人的小孩的出行时间，在特定时间之后未归给相应的监护人发预警提示，增加老

人小孩的关怀体验。

[0051] 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收集社区监控和门禁系统的采集数据，通过智能识别和地理

位置跟踪，生成相关可疑人物在社区的通行轨迹，预判相关的风险，并提高社区事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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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0052] 智能监控布控系统5,时实分析相关的数据特征，透过大数据，为社区经营提供参

考。利用通行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每天的出入高峰期和出入低谷期，社区可以灵活安排保

安保洁人员的排班，实现降本增效，或者分析一些事件的重点区域，对关键位置提供预警，

减少冲突争执的发生，并利用通行轨迹与判断健康码OCR识别能力实现物业管理人员精细

化服务，让更多用户体验物业服务之美好。

[0053] 本发明按照实施例进行了说明，在不脱离本原理的前提下，本装置还可以作出若

干变形和改进。应当指出，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等方式所获得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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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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