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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三合一自助一体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助终端设备技术领域，具

体公开了一种三合一自助一体机，包括主体柜，

所述主体柜上设置有区域显示灯箱、广告灯箱、

发卡面板单元及拍照受理面板单元，所述主体柜

内设置有工控主机、可移动拍照模块、发证机模

块、电控箱、UPS电源及激光打印机，所述区域显

示灯箱、广告灯箱、发卡面板单元、拍照受理面板

单元、可移动拍照模块、发证机模块、电控箱、UPS

电源及激光打印机均与所述工控主机电连接。本

实用新型具有拍照、受理和发证三合一业务功

能，能够有效提高证件办理效率，外形美观、功能

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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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合一自助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主体柜，所述主体柜上设置有区域显示灯

箱、广告灯箱、发卡面板单元及拍照受理面板单元，所述主体柜内设置有工控主机、可移动

拍照模块、发证机模块、电控箱、UPS电源及激光打印机，所述区域显示灯箱、广告灯箱、发卡

面板单元、拍照受理面板单元、可移动拍照模块、发证机模块、电控箱、UPS电源及激光打印

机均与所述工控主机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合一自助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柜的上端设置有顶

板，所述主体柜的右侧设置有背板，所述广告灯箱设置于所述背板上，所述区域显示灯箱及

发卡面板单元均设置于主体柜的前端，所述拍照受理面板单元设置于主体柜的内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合一自助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卡面板单元包括第一

扬声器、第一双目摄像头、电容屏、第一凭条打印机、第一条形码扫描仪、第一指纹采集仪、

第一身份证阅读器及发证出卡口，所述第一扬声器、第一双目摄像头及电容屏均由上往下

依次设置于区域显示灯箱的下方，所述第一凭条打印机设置于所述电容屏的左侧，所述第

一条形码扫描仪、第一指纹采集仪及第一身份证阅读器均由左往右依次设置于电容屏的下

方，所述发证出卡口设置于所述第一指纹采集仪的下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合一自助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拍照受理面板单元包括

顶上补光灯、第二扬声器、侧补光灯、凭条出口、第二身份证阅读器、第二条形码扫描仪、底

部补光灯、电磁签名笔、银联机、加密键盘、电磁屏、第二凭条打印机及第二指纹采集仪，所

述第二扬声器、侧补光灯及电磁屏均由上往下依次设置于顶上补光灯的下方，所述凭条出

口及第二身份证阅读器均设置于电磁屏的左侧，所述电磁签名笔、银联机及加密键盘均设

置于所述电磁屏的右侧，所述第二条形码扫描仪、底部补光灯及指纹采集仪均设置于电磁

屏的下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合一自助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工控主机包括第一工控

主机及第二工控主机，所述第一工控主机与所述发卡面板单元电连接，所述第二工控主机

与所述拍照受理面板单元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合一自助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可移动拍照模块包括数

码相机、第二双目摄像头、驱动电机、传动链带、线槽及固定装置，所述固定装置通过传动链

带与所述驱动电机连接，所述数码相机及第二双目摄像头均设置于所述固定装置的前端，

所述线槽设置于所述固定装置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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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一自助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助终端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三合一自助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为深化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智慧政务”落地，落实便民服务的智能化

建设，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便民警务的转型。各地政务服务管理机构亦先后推出一

系列政务服务设备，如自助拍照机、自助受理机、自助缴费机、自助领证机等，面向对应的办

证业务环节。随着业务集成化的提高，对软硬件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分散的业务办理模式

渐渐不适应，管理机构和办证群众越来越倾向于具有多功能的自助一体机，一站式完成多

个业务的办理。

[0003] 现有的技术方案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0004] 1、业务功能分散

[0005] 一个业务如身份证的到期换领办证需到自助受理、拍照、缴费、领证多个终端设备

完成各个办理环境，无法实现一站式、一次性完成。业务流程分割，即时在同一办证大厅，跑

多个终端办理，花费更多的时间，不利于提高效率。

[0006] 2、建设成本高

[0007] 多终端的投资建设，花费更多的资金，维护成本高，建设成本高，占地面积大，建设

产出和投入比有待提高。面对不断增加的业务，集成度有待提高。

[0008] 3、终端设备管理复杂

[0009] 多个终端承载不同的业务，一个办证流程需同时管控三到四个设备的系统对接，

后台管理复杂，一个终端出现问题就容易导致整个流程停滞。

实用新型内容

[0010]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三合一

自助一体机，具有拍照、受理和发证三合一业务功能，能够有效提高证件办理效率，外形美

观、功能多样化。

[0011]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12] 一种三合一自助一体机，包括主体柜，所述主体柜上设置有区域显示灯箱、广告灯

箱、发卡面板单元及拍照受理面板单元，所述主体柜内设置有工控主机、可移动拍照模块、

发证机模块、电控箱、UPS电源及激光打印机，所述区域显示灯箱、广告灯箱、发卡面板单元、

拍照受理面板单元、可移动拍照模块、发证机模块、电控箱、UPS电源及激光打印机均与所述

工控主机电连接。

[0013] 优选地，所述主体柜的上端设置有顶板，所述主体柜的右侧设置有背板，所述广告

灯箱设置于所述背板上，所述区域显示灯箱及发卡面板单元均设置于主体柜的前端，所述

拍照受理面板单元设置于主体柜的内侧。

[0014] 优选地，所述发卡面板单元包括第一扬声器、第一双目摄像头、电容屏、第一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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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第一条形码扫描仪、第一指纹采集仪、第一身份证阅读器及发证出卡口，所述第一

扬声器、第一双目摄像头及电容屏均由上往下依次设置于区域显示灯箱的下方，所述第一

凭条打印机设置于所述电容屏的左侧，所述第一条形码扫描仪、第一指纹采集仪及第一身

份证阅读器均由左往右依次设置于电容屏的下方，所述发证出卡口设置于所述第一指纹采

集仪的下方。

[0015] 优选地，所述拍照受理面板单元包括顶上补光灯、第二扬声器、侧补光灯、凭条出

口、第二身份证阅读器、第二条形码扫描仪、底部补光灯、电磁签名笔、银联机、加密键盘、电

磁屏、第二凭条打印机及第二指纹采集仪，所述第二扬声器、侧补光灯及电磁屏均由上往下

依次设置于顶上补光灯的下方，所述凭条出口及第二身份证阅读器均设置于电磁屏的左

侧，所述电磁签名笔、银联机及加密键盘均设置于所述电磁屏的右侧，所述第二条形码扫描

仪、底部补光灯及指纹采集仪均设置于电磁屏的下方。

[0016] 优选地，所述工控主机包括第一工控主机及第二工控主机，所述第一工控主机与

所述发卡面板单元电连接，所述第二工控主机与所述拍照受理面板单元电连接。

[0017] 优选地，所述可移动拍照模块包括数码相机、第二双目摄像头、驱动电机、传动链

带、线槽及固定装置，所述固定装置通过传动链带与所述驱动电机连接，所述数码相机及第

二双目摄像头均设置于所述固定装置的前端，所述线槽设置于所述固定装置的右侧。

[001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三合一自助一体机，具有以下有益效

果：该三合一自助一体机用于户政业务的终端设备，支持身份证、居住证的有效期满换领、

损坏补领、丢失补换业务，具有拍照、受理和发证三合一业务功能，可通过软件定义功能，实

现不同场景业务功能的组合，将多种业务功能设备集成在一台设备上，一站式完成身份证

或居住证自助拍照受理、自助取证，极大整合资源，将以往30分钟的业务办理时间缩短至现

在的  3-5分钟，有效提高办理效率。并且支持24小时自助服务，无人值守；集成身份证、居住

证拍照、受理、领证三合一功能；兼容身份证、居住证两种证件的自动存放；支持人脸识别追

踪、面部特征提取、智能对焦；自动调整拍摄镜头高度、智能影像灯光调节，支持灯光自适应

调节；支持相片自动修整调节，自动消除背影；对接证照质检系统，支持标准化证照质量检

测；具有人像比对、指纹采集比对核验功能。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另一角度的立体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拍照受理面板单元的主视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另一角度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可移动拍照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中可移动拍照模块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主体柜、2-区域显示灯箱、3-第一广告灯箱、4-背面补光灯、5-第二广告灯

箱、  6-第三广告灯箱、7-散热风扇、8-发卡面板单元、9-拍照受理面板单元、10-第一工控主

机、  11-第二工控主机、101-顶板、12-发卡面板、13-背板、141-第一玻璃镜、142-第二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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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  15-座椅、16-维护门、17-风窗、18-电器开关按钮门、81-第一扬声器、82-第一双目摄像

头、  83-电容屏、84-第一凭条打印机、85-第一条形码扫描仪、86-第一指纹采集仪、87-第一

身份证阅读器、88-发证出卡口、89-发证机模块、91-顶上补光灯、92-第二扬声器、93-侧补

光灯、  94-凭条出口、95-第二身份证阅读器、96-第二条形码扫描仪、97-底部补光灯、98-激

光打印口、99-电磁签名笔、910-银联机、911-加密键盘、912-电磁屏、913-第二指纹采集仪、

914-  激光打印机、915-第二凭条打印机、121-数码相机、122-第二双目摄像头、123-驱动电

机、  124-传动链带、125-线槽、126-固定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这些实施方式的说明用于帮助理解本实用新型，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此

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实用新型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

就可以相互组合。

[0029]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

度”、“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顺

时针”、“逆时针”、“轴向”、“径向”、“周向”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

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

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

制。

[0030] 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

隐含地包括至少一个该特征。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至少两个，例如两

个，三个等，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31] 如图1-6所示，该三合一自助一体机包括主体柜1，该主体柜1上设置有区域显示灯

箱2、广告灯箱、发卡面板单元8及拍照受理面板单元9，该主体柜1内设置有工控主机、可移

动拍照模块、发证机模块89、电控箱、UPS电源及激光打印机914，该区域显示灯箱2、广告灯

箱、发卡面板单元8、拍照受理面板单元9、可移动拍照模块、发证机模块89、电控箱、UPS 电

源及激光打印机914均与该工控主机电连接。可以理解的，该三合一自助一体机采用一体化

设计，外观精美，设备模块紧密，曲线设计流畅，简洁大方，坚实品质，表里如一，选材优质，

耐摩擦、抗腐蚀、防静电，稳定性强。

[0032] 具体地，该主体柜1的上端设置有顶板101，该主体柜1的右侧设置有背板13，该广

告灯箱设置于该背板13上，该区域显示灯箱2及发卡面板单元8均设置于主体柜1的前端，该

拍照受理面板单元9设置于主体柜1的内侧。可以理解的，主箱体为外壳支架组件，用于支

撑、安装各机构、组件，灯光显示，包括顶板101、发卡面板12、背板13、第一玻璃镜141、第二

玻璃镜142、座椅15、维护门16、风窗17、电器开关按钮门18。该广告灯箱包括第一广告灯箱

3、第二广告灯箱5及第三广告灯箱6，用于灯光显示，指示作用，与UPS电源电连接；背面补光

灯4为证照采集补光灯，与工控主机连接；散热风扇7对主要主体柜1内部模块散热，双风扇

设计，与电源电连接。

[0033] 具体地，该发卡面板单元8包括第一扬声器81、第一双目摄像头82、电容屏83、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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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条打印机84、第一条形码扫描仪85、第一指纹采集仪86、第一身份证阅读器87及发证出卡

口88，该第一扬声器81、第一双目摄像头82及电容屏83均由上往下依次设置于区域显示灯

箱2的下方，该第一凭条打印机84设置于该电容屏83的左侧，该第一条形码扫描仪85、第一

指纹采集仪86及第一身份证阅读器87均由左往右依次设置于电容屏83的下方，该发证出卡

口88设置于该第一指纹采集仪86的下方。可以理解的，发卡面板单元8为领证区，涉及自助

领取身份证或居住证区域，单独区域，不受拍照受理区影响，特涉双目摄像、活体检测、认证

比对。第一扬声器81：业务操作语音提示功能，与操作步骤同步提示，双扬声器起设计，双音

轨效果，与第一工控主机10连接；第一双目摄像头82：可见光、红外光双目摄像采集，人脸识

别、活体检测、认证比对，与工控主机连接；19寸电容屏83，触控交换屏，多点触控，自助完成

业务操作，与第一工控主机10连接；第一凭条打印机84，80mm热敏打印，自动吸纸，完成取证

凭条打印，与第一工控主机10连接；第一条形码扫描仪85，一维码、二维码扫描识别，识别取

证凭据，与第一工控主机10连接；第一指纹采集仪86，采集取证人指纹，实现指纹识别比对，

核验身份信息，与第一工控主机10连接；第一身份证阅读器87，采集识别取证人身份证信

息，核验身份信息，与工控主机连接。取证出卡口，发证机模块89，存放待领取的证卡，推送

至取证出卡口，每张卡片单独存放一个卡槽并对应唯一坐标，卡片盘点功能，集成证件读写

模块，卡片信息读取，卡片信息存储记录，与第一工控主机10连接。

[0034] 具体地，该拍照受理面板单元9包括顶上补光灯91、第二扬声器92、侧补光灯93、凭

条出口94、第二身份证阅读器95、第二条形码扫描仪96、底部补光灯97、电磁签名笔99、银联

机910、加密键盘911、电磁屏912、第二凭条打印机915及第二指纹采集仪913，该第二扬声器

92、侧补光灯93及电磁屏912均由上往下依次设置于顶上补光灯91的下方，该凭条出口94及

第二身份证阅读器95均设置于电磁屏912的左侧，该电磁签名笔99、银联机910  及加密键盘

911均设置于该电磁屏912的右侧，该第二条形码扫描仪96、底部补光灯97及指纹采集仪均

设置于电磁屏912的下方。可以理解的，拍照受理区，涉及身份证期满换领、遗失补换领、损

毁补换领，居住证业务办理。可以理解的，该拍照受理面板单元9特涉及自适应识别调节采

集人像的高度，自动调整可移动拍照模块上下移动，使达到最佳拍照角度，自适应不同身高

的人群证照人像采集；特涉及证照自动检测公安，提高证照质检通过率，连接公安证照质检

系统。特涉及灯光的自适应调节，通过判断采集证照的亮度值是否符合要求，软件定义控制

顶上补光灯91、侧补光灯93、底部补光灯97、背面补光灯4多组补光，使灯光照度满足证照采

集亮度要求，无需人工控制。特涉及15寸电磁屏912，满足触控操作办理及手写签名。顶上补

光灯91、侧补光灯93、底部补光灯97以及背面补光灯4组成的自适应补光灯组合均与第二工

控主机11连接。第二扬声器92，左右双声道涉及，同步操作步骤，不低于3W单音轨输出，与第

二工控主机11连接。凭条出口94，拍照受理凭条出纸口；第二身份证阅读器95，非接触式二

代证读写模块，符合ISO1443  TYPE  A/B标准，公安安全标准，与第二工控主机11连接；第二

条形码扫描仪96，快速识读所有通用的一维/二维纸质条码、电子屏幕条码，完成业务凭据

条码扫描识别，与第二工控主机11连接；A4激光打印口98，  A4纸张打印出口；电磁签名笔

99，业务受理过程步骤中，完成自助签名；银联机910，银联缴费模块，支持银行现行的各种

磁条格式，符合ISO7810ID－1，ISO7811，与第二工控主机  11连接；加密键盘911，配套银联

缴费模块，银联密码输入，及进行其他业务密码输入，与第二工控主机11连接；15寸电磁屏

912，多点触控屏，自助完成拍照受理业务，配合电磁签名笔99完成自助电磁签名，与第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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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主机11连接；第二凭条打印机915，80mm热敏打印，自动吸纸，完成取证凭条打印，与第二

工控主机11连接；第二指纹采集仪913，采集取证人指纹，实现指纹识别比对，核验身份信

息；与第二工控主机11连接；A4激光打印机914，打印业务受理表格，A4纸张激光打印，与第

二工控主机11连接。

[0035] 具体地，该工控主机包括第一工控主机及第二工控主机，该第一工控主机与该发

卡面板单元8电连接，该第二工控主机与该拍照受理面板单元9电连接。可以理解的，第一工

控主机10为酷睿i5处理器，发卡面板单元8组件模块的控制中心，与各组件进行控制线连

接，安装自助领证操作程序，与后台数据系统接口连接，接受反馈信息。第二工控主机11为

酷睿  i5处理器，拍照受理单元组件模块的控制中心，与各组件进行控制线连接，安装拍照

受理系统，连接后端人口管理库、身份证/居住证受理系统、证件照数据系统，证件照自助质

检，连接公安证照质检加密系统。

[0036] 具体地，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可移动拍照模块的结构示意图，结合图7及图8可知，

该可移动拍照模块包括数码相机121、第二双目摄像头122、驱动电机123、传动链带124、线

槽125及固定装置126，该固定装置126通过传动链带124与该驱动电机123连接，该数码相机

121及第二双目摄像头122均设置于该固定装置126的前端，该线槽125设置于该固定装置

126的右侧。可以理解的，可移动拍照模块特涉及证照采集高度自动调节，自适应不同身高

的人群证照人像采集，与第二工控主机11连接。其主机功能涉及：数码相机121，根据人脸识

别自动定位高度，自动对焦，质量检测，满足1920×1080(全高清)：30p/25p/24p等高清摄

像，满足ICAO  9303、GA  461-2004技术标准。双目摄像头，拍照受理区人像识别，可见光和红

外光双目识别，活体检测，进行认证比对。驱动电机123，驱动传动链带124，带动调节数码相

机121和双目摄像头上下移动；传动链带124，受驱动电机123驱动，带动调节数码相机121和

第二双目摄像头122上下移动；线槽125，布放控制线和电源线；固定装置  126，装配数码相

机121和第二双目摄像头122，固定在传动链带124上。

[0037] 可以理解的，本实用新型设计合理，构造独特，根据用户需求可设计居住证或身份

证拍照受理业务，通常可设计拍照业务、受理业务以及拍照受理业务供用户选择。该三合一

自助一体机的工作流程包括：

[0038] 自助领证流程：

[0039] 在领证区：领证人通过刷身份证或扫描回执的条码进行身份信息核验，设备调取

身份证阅读器、条形码扫描仪进行数据采集核验，核验通过后调取双目摄像头进行认证比

对或现场照采集，同时调取发证机模块89将已存好的身份证/居住证卡取出，从发证卡出口

吐出。已存好的身份证/居住证在设备里面后，结合后台通知系统通过短信告知群众到指定

地点的设备取证，刷身份证或扫描回执的条码验证取证信息后，第一控制主机的程序控制

发证机模块89  获取相应证件的存放坐标，并将其取出，读取证卡芯片信息再核验无误后送

出。第一凭条打印机84打印取证凭条。

[0040] 自助拍照受理流程：

[0041] 在拍照受理区：可选择单独拍照、单独受理、拍照受理三种业务流程。

[0042] 若是单独拍照流程：群众通过刷身份证进行身份核验，受理区调取第一身份证阅

读器87，同时调取第二双目摄像头122，身份信息对接后台内部信息系统，人证比对、身份核

验通过后才进入证照采集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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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证照采集环节是本实用新型涉及的重要环节之一，涉及装置的证照采集高度自动

调节、补光灯自适应调节，无需人工干预，自动采集符合要求的证照。

[0044] 可移动拍照模块，自动识别采集人像在采集框中的位置，分为捕捉框和人像框，当

人像不在捕捉框内，则由驱动电机123，驱动传动链带124，带动调节数码相机121上下移动，

使人像头顶刚好在人像框内，并使整个捕捉框的上中下像素PX呈25％：50％：25％按比例分

布，调节高度后进入灯光调节阶段。

[0045] 系统判断捕捉框内采集的人像照片亮度是否符合要求，不符合则软件控制调节顶

上补光灯91、侧补光灯93、底部补光灯97、背面补光灯4多组补光的明暗度，使灯光照度满足

证照采集亮度要求，无需人工控制。采集完证照后若拍照人不满意可以重新拍照，直至满意

为止。采集完成确认上传的证照先通过设备系统质检后再上传至后台大系统进行质检，通

过后才能上传至证照数据库。

[0046] 单独受理：若群众以采集了证照，只需完成受理操作即可完成整个证件申请流程。

群众通过刷身份证进行身份核验，受理区调取第二身份证阅读器95，同时调取第二双目摄

像头122，身份信息对接后台内部信息系统，人证比对、身份核验通过后才进入受理环节。若

在其他地区采集证照，通过第二条形码扫描仪96扫描回执条码导入证件照信息，也可通过

本实用新型的设备进行证照采集。在15寸电磁屏912完成受理信息的填写，同时调用第二指

纹采集仪  913、电磁签名笔99完成指纹录入、签名录入。调用银联机910、加密键盘911完成

银联缴费，也可通过扫描15寸电磁屏912程序软件界面的二维码进行支付宝、微信支付缴

费。完成业务确定并缴费成功后，信息上传至后台系统相关信息系统中。通过第二凭条打印

机915、  A4激光打印机914完成受理凭条打印或受理表打印。拍照受理流程则将以上两种操

作流程相结合。

[0047] 该三合一自助一体机具有以下优点：

[0048] 1、智能身份识别与自动比对

[0049] 配备多功能证件识别器，通过卡面识别技术，支持智能读取二代身份证，实现自动

提取证件信息，自动连接外部系统查询信息进行身份核查和特许备案核查对比。

[0050] 2、多摄像安全设计

[0051] 受理区、取证区均配备双目高清摄像头，办理过程实时追踪监控现场环境，捕捉人

脸信息，进行活体检测，实现办理区域全方位监控记录。

[0052] 3、智能人脸识别与自动对焦

[0053] 配备先进的嵌入式3D红外人像传感器，进行活体检测，辅以高水平的人工智能软

件系统，集成动态人脸识别捕捉追踪、面部特征提取、肢体运动跟踪检测、图像分层定位、背

景矫正、光线色彩识别和动态调整等技术，实时精确识别被拍摄人的头部、身体姿态和眼

神。

[0054] 4、自适应灯光智能灯光控制

[0055] 配备一套成熟可靠的智能灯光系统，四周设立多组LED灯确保360度立体补光，可

根据实际照明效果自动调节各灯箱的开关，自动适应不同肤色的人群，确保照相环境完美

呈现人像。

[0056] 5、数字相片自动清除背影与智能采集处理，系统配备智能图像处理系统，全国首

创无后台技术，本地进行智能抠图、自动换背景等快速处理，使用户即拍即得，无需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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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集成证件照片智能化采集处理功能，用户完成人像照片拍摄后，系统根据证件标准要

求，进行自动清除背影、自动裁剪、自动填充背影颜色等一系列智能化操作，自动完成证件

用数字相片采集处理，系统通过自顶向下的层次学习数据分离方法，确保皮肤和头发的边

缘过渡自然，已经远远超越于传统方法清除背影后人像轮廓(特别是人脸边缘、衣服边缘)

无明显锯齿状境界，从自动填充背影颜色后人像轮廓到背景色与皮肤、头发自然融合均匀、

过渡自然，甚至头发丝都清晰可见。

[0057] 6、人像实时拍摄防篡改与证照标准化质量检测

[0058] 采取人像实时拍摄方式，不提供任何相片外接方式，并通过人像原图覆盖隐性水

印的安全防篡改加密技术，系统一旦检测到人像原图水印被破坏即判定为不符合制证要

求，确保所拍摄照片不允许任何软件抠图(修改人脸轮廓、生物特征等)和修色处理，并通过

智能检测系统对证件照片进行多项的证照标准化质量检测，可确保满足公安制证技术标

准。

[0059] 7、多设备互联协同与后台安全审计

[0060] 采取数据安全传输机制，实现1-N台终端多点联网互联、协同工作，进行网内软件

自动更新升级。后台管理平台实时监测设备现场工作状态，进行业务信息统计和数据预警

等业务安全监控，不但可以确保用户所提交个人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还可满足对设备

运行的状态把控和软件的更新。

[0061] 8、支持多方式自助缴费

[0062] 通过电动吸入式读卡器，支持银行现行的各种磁条格式，同时预留了技术接口，支

持支付宝及微信支付等缴费方式，让用户快速实现便捷缴费。

[0063] 9、采用普适性设计

[0064] 该三合一自助一体机内外受理区、取证区采用身高适应性设计，适用多种不同身

高的申请人进行业务办理，同时人像采集设备能自动调节照相采集高度。

[0065]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本实用新型不限于所描

述的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对

这些实施方式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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