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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施工现

场安全监控方法及其装置，该装置包括控制中

心、门禁中心、施工现场、路由器、专用服务器及

移动手机监控端；所述的路由器通过光纤连接控

制中心和门禁中心；所述的路由器发射的无线网

络覆盖施工现场；所述的专用服务器通过网络连

接控制中心和门禁中心；所述移动手机监控端通

过网络连接专用服务器；所述的专用服务器内设

有数据库。本发明通过专用服务器进行人工智能

识别验算，可以根据摄像机传输回来的录像，自

动查找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和动作，及时发出报

警，既减少了人员投入，也提高了安全检查的效

率，减少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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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施工现场安全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控制中心、门禁中

心、施工现场（3）、路由器（4）、专用服务器（7）及移动手机监控端（8）；所述的路由器（4）通过

光纤连接控制中心和门禁中心；所述的路由器（4）发射的无线网络覆盖施工现场（3）；所述

的专用服务器（7）通过网络连接控制中心和门禁中心；所述移动手机监控端（8）通过网络连

接专用服务器（7）；所述的专用服务器（7）内设有数据库；

所述的控制中心包括主机Ⅰ（1）、声光报警器Ⅰ（10）、中央监控大屏（20）及画面分割器

（19）；所述的主机Ⅰ（1）内设有主控制器（11）、参数存储模块（12）、视频接收模块（14）、视频

存储模块（15）及网络通信模块（18）；所述的主机Ⅰ（1）与网络匹配连接；所述的主机Ⅰ（1）通

过导线连接画面分割器（19）；所述的画面分割器（19）通过导线连接中央监控大屏（18）；所

述的主机（1）通过导线连接声光报警器Ⅰ（10）；

所述的门禁中心包括人脸识别装置（2）、主机Ⅱ（6）、闸机机体（21）、闸门（22）、监视屏

（61）及声光报警器Ⅲ（62）；所述的人脸识别装置（2）设有屏幕、摄像头、语音播放器及网络

连接模块；所述的人脸识别装置（2）通过无线网络连接专用服务器（7）；所述的人脸识别装

置（2）通过导线连接闸机机体（21）；所述的闸机机体（21）中部连接闸门（22）；所述的闸机机

体（21）通过导线连接主机Ⅱ（6）；所述的主机Ⅱ（6）与网络匹配连接；所述的主机Ⅱ（6）内设

有闸机控制模块（13）和I/O模块（16）；所述的闸机控制模块（13）和I/O模块（16）皆连接主控

制器（11）；所述的主机Ⅱ（6）通过网络连接专用服务器（7）；所述的主机Ⅱ（6）通过导线连接

声光报警器Ⅲ（62）；

所述的施工现场（3）高处设有两个以上的红外摄像机（5）；所述的施工现场（3）设有声

光报警器Ⅱ（9）；所述的声光报警器Ⅱ（9）设有信号接收器（91）；所述的红外摄像机（5）设有

SD储存卡；所述的红外摄像机（5）尾端设有网络连接装置（51）；所述的红外摄像机（5）通过

无线网络连接专用服务器（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施工现场安全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红外摄像机（5）的镜头处设有防护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施工现场安全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红外摄像机（5）设有太阳能蓄电池。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施工现场安全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云

台（52）；所述的红外摄像机（5）下端连接云台（5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施工现场安全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网络采用网线、WIFI、4G及5G网络中的一种或多种。

6.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施工现场安全监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参数设定和保存：收集带安全帽的人、不带安全帽的人、火苗的图片，并进行标注，各

种图片覆盖不同的类型，每种的数量在1000张以上；采用YOLOV3算法，编写AI训练程序，把

程序和资料上传AI训练云平台上进行训练；训练完成后，测试训练结果，当训练结果没有达

到预期效果，修改参数进行优化，采集更多的图片进行加强训练；训练结果通过网络下载，

保存到“参数存储模块（12）”中；

2）接入专用服务器：主机Ⅰ（1）、人脸识别装置（2）、红外线摄像机（5）及主机Ⅱ（6）通过

网络接口接入专用服务器（7），专用服务器（7）为人脸识别装置（2）和红外线摄像机（5）上传

的视频提供AI检测，专用服务器（7）通过人工智能判断后将检测结果传到主机Ⅰ（1）、人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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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装置（2）及主机Ⅱ（6）；

3）门禁人脸识别通过：当有人脸进入人脸识别装置（2）识别范围内时，人脸识别装置

（2）会把人脸信息和安全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到专用服务器（7）上，首先会先对人脸信息进行

判断，再对安全信息进行判断，如果是系统内人员并且安全佩戴安全帽时，专用服务器（7）

将判断结果传回人脸识别装置（2），人脸识别装置（2）会立即控制闸机机体（21）打开闸门

（22），语音播放器会提示“安全通过”，人脸识别装置（2）会把人员信息、通过的闸机号及出

入时间时间记录到专用服务器（7）的数据库中，等待查看或调用；如果专用服务器（7）判断

出该人员非系统内人员，人脸识别装置（2）控制闸门（22）不会打开，语音播放器会提示“无

权进入”，人脸识别装置（2）会把人员信息、通过的闸机号及出入时间时间记录到专用服务

器（7）的数据库中，等待查看或调用；如果是系统内人员，但没佩戴安全帽时，专用服务器

（7）会判断出该人员不安全，人脸识别装置（2）接收到判断结果，闸门（22）不会打开，语音播

放器会提示“没佩戴安全帽，禁止进入”，人脸识别装置（2）会把人员信息、通过的闸机号及

出入时间时间记录到主机服务器的数据库中，等待查看或调用；当特殊情况时，操控主机Ⅰ

（1）向人脸识别装置发送信号，打开闸门（22），或者通过主机Ⅱ（6）直接打开，同时该人员进

入闸门（22）的视频也会上传到专用服务器（7）中；

4）施工现场安全监控：当人员在现场施工时，红外摄像机（5）把拍摄到的录像存储在SD

储存卡中，红外摄像机（5）会把录像上传至专用服务器（7），专用服务器（7）会对录像进行抽

帧处理，如果发现这一帧比上一帧有5%的变化，就对这一帧进行AI算法YOLOV3的运算，找出

这一帧图片中是否存在安全帽的人、不带安全帽的人及火苗，否则等待下一帧；

5）警报：当专用服务器（7）进行AI算法YOLOV3运算出抽帧后的图片存在不带安全帽的

人或火苗时，专用服务器（7）将结果传输到主机Ⅰ（1），主机Ⅰ（1）控制声光报警器Ⅰ（10）和声

光报警器Ⅲ（62）发生警报，同时向信号接收器（91）发送警报信号，控制声光报警器Ⅱ（9）发

生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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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施工现场安全监控方法及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监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施工现场安全监控方法

及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建筑工程规模不断扩大，工程施工过程会显露出许多安全隐患，由于人眼观

察范围有限，同时尽管各方都竭力去提高建筑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能力，然而施工安全事

故还是时有发生。在建筑行业，近年来出现了几个智慧工地的系统，该类平台将建筑施工过

程中所涉及到的视频监控、环境监测、设备监控、人员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维护等功能融合

到一个平台，并延伸开发出在线办公、在线执法、政企互动、市民之声等其他多种实用功能，

避免了多种管理平台并用的复杂局面，这几个智慧工地的系统主要是基于数据方面来处

理，安全方面还是借助物联网的各类传感器、摄像头或人员识别工具，人工智能方面应用的

主要是对进入工地的工人和重要设备的使用人员进行人脸识别，其它安全方面没有用到人

工智能，没能对工地进行实时的智能监控，及时发出警报。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施工现场安全

监控方法及其装置，该装置通过专用服务器进行人工智能识别验算，可以根据摄像机传输

回来的录像，自动查找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和动作，及时发出报警，既减少了人员投入，也

提高了安全检查的效率，减少事故发生。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施工现场安全监控装置，包括控制中心、门禁中心、施工现场、路

由器、专用服务器及移动手机监控端；所述的路由器通过光纤连接控制中心和门禁中心；所

述的路由器发射的无线网络覆盖施工现场；所述的专用服务器通过网络连接控制中心和门

禁中心；所述移动手机监控端通过网络连接专用服务器；所述的专用服务器内设有数据库；

所述的控制中心包括主机Ⅰ、声光报警器Ⅰ、中央监控大屏及画面分割器；所述的主机Ⅰ

内设有主控制器、参数存储模块、视频接收模块、视频存储模块及网络通信模块；所述的主

机Ⅰ与网络匹配连接；所述的主机Ⅰ通过导线连接画面分割器；所述的画面分割器通过导线

连接中央监控大屏；所述的主机通过导线连接声光报警器Ⅰ；

所述的门禁中心包括人脸识别装置、主机Ⅱ、闸机机体、闸门、监视屏及声光报警器Ⅲ；

所述的人脸识别装置设有屏幕、摄像头、语音播放器及网络连接模块；所述的人脸识别装置

通过无线网络连接专用服务器；所述的人脸识别装置通过导线连接闸机机体；所述的闸机

机体中部连接闸门；所述的闸机机体通过导线连接主机Ⅱ；所述的主机Ⅱ与网络匹配连接；

所述的主机Ⅱ内设有闸机控制模块和I/O模块；所述的闸机控制模块和I/O模块皆连接主控

制器；所述的主机Ⅱ通过网络连接专用服务器；所述的主机Ⅱ通过导线连接声光报警器Ⅲ；

所述的施工现场高处设有2个或两个以上的红外摄像机；所述的施工现场设有声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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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器Ⅱ；所述的声光报警器Ⅱ设有信号接收器；所述的红外摄像机设有SD储存卡；所述的红

外摄像机尾端设有网络连接装置；所述的红外摄像机通过无线网络连接专用服务器。所述

的专用服务器具有人工智能训练平台，为上传的视频录像进行计算判断；所述的移动手机

监控端是指普通用户在移动手机上可通过移动网络登陆专用服务器的客户端系统查看录

像视频或进行意见反馈，管理员可通过移动网络登陆专用服务器的客户端系统查看或调用

录像、人员信息及审查反馈意见；所述的主控制器是在收到录像的判断结果，发出相应的命

令控制各个声光报警器，并在相应时间保存该判断结果的录像；所述的视频接收模块用于

对服务器上的录像视频进行接收，接收的视频录像存储在视频存储模块中；所述的参数存

储模块用于保存专用服务器上AI训练云平台的训练结果；红外摄像机尾部设有网络连接装

置是为了在红外摄像机录像时，把录像分段上传到专用服务器上，分段后的录像在专用服

务器上进行抽帧，然后计算和人工判断；所述的信号接收器是用于接收主控制器发出的警

报信号，声光报警器Ⅱ及时发出警报。

[0005]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改进，所述的红外摄像机的镜头处设有防护罩。所述的防护罩

能保护红外摄像机的镜头，同时防尘防水。

[0006]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改进，所述的红外摄像机设有太阳能蓄电池。所述的太阳能蓄

电池是为了在红外摄像机在断电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工作。

[0007]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改进，包括云台；所述的红外摄像机下端连接云台。所述的云台

能在主控制器的控制下能实现红外摄像机多方位监控和追踪。

[0008]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改进，所述的网络采用网线、WIFI、4G及5G网络中的一种或多

种。所述的网络可采用网线、WIFI、4G及5G网络中的一种或多种，实现多种网络灵活监控。

[0009] 本发明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参数设定和保存：收集带安全帽的人、不带安全帽的人、火苗的图片，并进行标注，各

种图片覆盖不同的类型，每种的数量在1000张以上；采用YOLOV3算法，编写AI训练程序，把

程序和资料上传AI训练云平台上进行训练；训练完成后，测试训练结果，当训练结果没有达

到预期效果，修改参数进行优化，采集更多的图片进行加强训练；训练结果通过网络下载，

保存到“参数存储模块”中；

2）接入专用服务器：主机Ⅰ、人脸识别装置、红外线摄像机及主机Ⅱ通过网络接口接入

专用服务器，专用服务器为人脸识别装置和红外线摄像机上传的视频提供AI检测，专用服

务器通过人工智能判断后将检测结果传到主机Ⅰ、人脸识别装置及主机Ⅱ；

3）门禁人脸识别通过：当有人脸进入人脸识别装置识别范围内时，人脸识别装置会把

人脸信息和安全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到专用服务器上，首先会先对人脸信息进行判断，再对

安全信息进行判断，如果是系统内人员并且安全佩戴安全帽时，专用服务器将判断结果传

回人脸识别装置，人脸识别装置会立即控制闸机机体打开闸门，语音播放器会提示“安全通

过”，人脸识别装置会把人员信息、通过的闸机号及出入时间记录到专用服务器的数据库

中，等待查看或调用；如果专用服务器判断出该人员非系统内人员，人脸识别装置控制闸门

不会打开，语音播放器会提示“无权进入”，人脸识别装置会把人员信息、通过的闸机号及出

入时间记录到专用服务器的数据库中，等待查看或调用；如果是系统内人员，但没佩戴安全

帽时，专用服务器会判断出该人员不安全，人脸识别装置接收到判断结果，闸门不会打开，

语音播放器会提示“没佩戴安全帽，禁止进入”，人脸识别装置会把人员信息、通过的闸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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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出入时间记录到专用服务器的数据库中，等待查看或调用；当特殊情况时，操控主机Ⅰ向

人脸识别装置发送信号，打开闸门，或者通过主机Ⅱ直接打开，同时该人员进入闸门的视频

也会上传到专用服务器中；

4）施工现场安全监控：当人员在现场施工时，红外摄像机把拍摄到的录像存储在SD储

存卡中，红外摄像机会把录像上传至专用服务器，专用服务器会对录像进行抽帧处理，如果

发现这一帧比上一帧有5%的变化，就对这一帧进行AI算法YOLOV3的运算，找出这一帧图片

中是否存在安全帽的人、不带安全帽的人及火苗，否则等待下一帧；

5）警报：当专用服务器进行AI算法YOLOV3运算出抽帧后的图片存在不带安全帽的人或

火苗时，专用服务器将结果传输到主机Ⅰ，主机Ⅰ控制声光报警器Ⅰ和声光报警器Ⅲ发生警

报，同时向信号接收器发送警报信号，控制声光报警器Ⅱ发生警报。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具备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通过专用服务器的人工智能识别，智能发现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和动作，发

出警报信号，通知相关人员进行规避措施，减少了人员投入，提高了效率，减少事故的发生。

[0011] 2.本发明通过人工智能的智能学习，适应更复杂施工现场的能力。

[0012] 3.本发明主要通过专用服务器以视频分析为主、其他数据来源为辅的方式工作，

减少了大量感应器、传输设备的安装和维护，节约费用。

[0013] 4.本发明能通过采用多个角度的视频输入来分析，从不同角度对安全事件进行确

认，提高了判断的可靠性。

[0014] 5.本发明适用范围广，实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控制系统流程图。

[0017] 图3为发明人工智能判断流程图。

[0018] 附图标记：1-主机Ⅰ，2-人脸识别装置，3-施工现场，4-路由器，5-红外摄像机，6-主

机Ⅱ，7-专用服务器，8-移动手机监控端，9-声光报警器Ⅰ，10-声光报警器Ⅱ，11-主控制器，

12-参数存储模块，13-闸机控制模块，14-视频接收模块，15-视频存储模块，16-I/O模块，

17-声光报警模块，18-网络通信模块，19-画面分割器，20-中央监控大屏，21-闸机机体，22-

闸门，51-网络连接装置，52-云台，61-监视屏，62-声光报警器Ⅲ，91-信号接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0] 实施例1：

如图1-3所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施工现场安全监控装置，包括控制中心、门禁中心、

施工现场3、路由器4、专用服务器7及移动手机监控端8；所述的路由器4通过光纤连接控制

中心和门禁中心；所述的路由器4发射的无线网络覆盖施工现场3；所述的专用服务器7通过

网络连接控制中心和门禁中心；所述移动手机监控端8通过网络连接专用服务器7；所述的

专用服务器7内设有数据库；

所述的控制中心包括主机Ⅰ1、声光报警器Ⅰ10、中央监控大屏20及画面分割器19；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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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机Ⅰ1内设有主控制器11、参数存储模块12、视频接收模块14、视频存储模块15及网络通

信模块18；所述的主机Ⅰ1与网络匹配连接；所述的主机Ⅰ1通过导线连接画面分割器19；所述

的画面分割器19通过导线连接中央监控大屏18；所述的主机1通过导线连接声光报警器Ⅰ

10；

所述的门禁中心包括人脸识别装置2、主机Ⅱ6、闸机机体21、闸门22、监视屏61及声光

报警器Ⅲ62；所述的人脸识别装置2设有屏幕、摄像头、语音播放器及网络连接模块；所述的

人脸识别装置2通过无线网络连接专用服务器7；所述的人脸识别装置2通过导线连接闸机

机体21；所述的闸机机体21中部连接闸门22；所述的闸机机体21通过导线连接主机Ⅱ6；所

述的主机Ⅱ6与网络匹配连接；所述的主机Ⅱ6内设有闸机控制模块13和I/O模块16；所述的

闸机控制模块13和I/O模块16皆连接主控制器11；所述的主机Ⅱ6通过网络连接专用服务器

7；所述的主机Ⅱ6通过导线连接声光报警器Ⅲ62；

所述的施工现场3高处设有2个或两个以上的红外摄像机5；所述的施工现场3设有声光

报警器Ⅱ9；所述的声光报警器Ⅱ9设有信号接收器91；所述的红外摄像机5设有SD储存卡；

所述的红外摄像机5尾端设有网络连接装置51；所述的红外摄像机5通过无线网络连接专用

服务器7。所述的专用服务器7具有人工智能训练平台，为上传的视频录像进行计算判断；所

述的移动手机监控端8是指普通用户在移动手机上可通过移动网络登陆专用服务器7的客

户端系统查看录像视频或进行意见反馈，管理员可通过移动网络登陆专用服务器7的客户

端系统查看或调用录像、人员信息及审查反馈意见；所述的主控制器11是在收到录像的判

断结果，发出相应的命令控制各个声光报警器，并在相应时间保存该判断结果的录像；所述

的视频接收模块14用于对服务器上的录像视频进行接收，接收的视频录像存储在视频存储

模块15中；所述的参数存储模块12用于保存专用服务器上AI训练云平台的训练结果；红外

摄像机5尾部设有网络连接装置51是为了在红外摄像机录像时，把录像分段上传到专用服

务器7上，分段后的录像在专用服务器上进行抽帧，然后计算和人工判断；所述的信号接收

器91是用于接收主控制器11发出的警报信号，声光报警器Ⅱ10及时发出警报。

[0021] 本发明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参数设定和保存：收集带安全帽的人、不带安全帽的人、火苗的图片，并进行标注，各种

图片覆盖不同的类型，每种的数量在1000张以上；采用YOLOV3算法，编写AI训练程序，把程

序和资料上传AI训练云平台上进行训练；训练完成后，测试训练结果，当训练结果没有达到

预期效果，修改参数进行优化，采集更多的图片进行加强训练；训练结果通过网络下载，保

存到“参数存储模块12”中；接入专用服务器：主机Ⅰ1、人脸识别装置2、红外线摄像机5及主

机Ⅱ6通过网络接口接入专用服务器7，专用服务器7为人脸识别装置2和红外线摄像机5上

传的视频提供AI检测，专用服务器7通过人工智能判断后将检测结果传到主机Ⅰ1、人脸识别

装置2及主机Ⅱ6；门禁人脸识别通过：当有人脸进入人脸识别装置2识别范围内时，人脸识

别装置2会把人脸信息和安全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到专用服务器7上，首先会先对人脸信息进

行判断，再对安全信息进行判断，如果是系统内人员并且安全佩戴安全帽时，专用服务器7

将判断结果传回人脸识别装置2，人脸识别装置2会立即控制闸机机体21打开闸门22，语音

播放器会提示“安全通过”，人脸识别装置2会把人员信息、通过的闸机号及出入时间时间记

录到专用服务器7的数据库中，等待查看或调用；如果专用服务器7判断出该人员非系统内

人员，人脸识别装置2控制闸门22不会打开，语音播放器会提示“无权进入”，人脸识别装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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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把人员信息、通过的闸机号及出入时间时间记录到专用服务器7的数据库中，等待查看或

调用；如果是系统内人员，但没佩戴安全帽时，专用服务器7会判断出该人员不安全，人脸识

别装置2接收到判断结果，闸门22不会打开，语音播放器会提示“没佩戴安全帽，禁止进入”，

人脸识别装置2会把人员信息、通过的闸机号及出入时间时间记录到主机服务器的数据库

中，等待查看或调用；当特殊情况时，操控主机Ⅰ1向人脸识别装置发送信号，打开闸门22，或

者通过主机Ⅱ6直接打开，同时该人员进入闸门22的视频也会上传到专用服务器7中；施工

现场安全监控：当人员在现场施工时，红外摄像机5把拍摄到的录像存储在SD储存卡中，红

外摄像机5会把录像上传至专用服务器7，专用服务器7会对录像进行抽帧处理，如果发现这

一帧比上一帧有5%的变化，就对这一帧进行AI算法YOLOV3的运算，找出这一帧图片中是否

存在安全帽的人、不带安全帽的人及火苗，否则等待下一帧；警报：当专用服务器7进行AI算

法YOLOV3运算出抽帧后的图片存在不带安全帽的人或火苗时，专用服务器7将结果传输到

主机Ⅰ1，主机Ⅰ1控制声光报警器Ⅰ10和声光报警器Ⅲ62发生警报，同时向信号接收器91发送

警报信号，控制声光报警器Ⅱ9发生警报。

[0022] 实施例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所述的红外摄像机5的镜头处设有防护罩。所述的防

护罩能保护红外摄像机5的镜头，同时防尘防水。

[0023] 所述的红外摄像机5设有太阳能蓄电池。所述的太阳能蓄电池是为了在红外摄像

机5在断电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工作。

[0024] 本实施例的使用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25] 实施例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包括云台52；所述的红外摄像机5下端连接云台52。所

述的云台52能在主控制器11的控制下能实现红外摄像机5多方位监控和追踪。

[0026] 所述的网络采用网线、WIFI、4G及5G网络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的网络可采用网

线、WIFI、4G及5G网络中的一种或多种，实现多种网络灵活监控。

[0027] 本实施例的使用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28]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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