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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文档主题
本文档详细介绍了神州云软人脸识别闸机系列产品的设计背景、产品概述、产品特点，
并对产品功能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以帮助读者对人脸识别闸机有快速和全面的了解。

1.2 使用范围
本文档适用于需要对神州云软人脸识别闸机产品进行全面了解的客户。

1.3 术语与缩略语
名称

解释

闸机

一种通道阻挡装置（通道管理设备）
，用于管理人流并规范行人出入，主要应用于
地铁闸机系统、收费检票闸机系统。其最基本最核心的功能是实现一次只通过一
人，可用于各种收费、门禁场合的入口通道处

人脸识别设备

一台可以捕获人脸，并且可以判断是否本人的设备

人脸库

保存人脸信息的电子数据库

2 背景概述
2.1 需求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居住环境、办公环境、施工环境及车站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已
经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而闸机系统在安全的车站环境中起到的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
多的重视。目前国内的闸机系统多以卡类设备、指纹设备或密码设置为主，这些识别方式都
要求人员近距离操作，当使用者双手被占用时则显得极不方便，同时也带来卡片或密码丢失、
遗忘，复制以及被盗用的隐患和成本高的问题。如何使闸机系统真正实现安全性、智能性、
便捷性，成为所有公民最期待的事。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革命性的突破，人脸识别技术以其非强制性、非接触性、视觉特性等
优势被广泛应用各种闸机控制设备。人脸识别闸机产品真正解决了安全管理的漏洞，同时也
对管理区域形成有效的高安全防护。
神州云软凭借着多年行业经验将高性能高精度算法与闸机产品相结合，推出的人脸识别
闸机产品能够在保证人员通过速度的前提下，准确进行人像检索比对和身份确认，给用户带
来舒适便捷的产品体验。

2.2 应用场景
神州云软人脸识别闸机是一款面向人脸闸机的硬件终端产品。在检票口安装人脸识别闸
机，可解决人为验票耗时、耗力问题，降低出错率，提高工作效率。主要应用场景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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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验进出人员身份信息、对安全等级要求较高的场所，例如：
 企业办公楼：在大楼出入口或公司出入口安装人脸识别闸机，结合公司考勤系统，替
代传统的刷卡开门和打卡的方式，给员工更加舒适、便捷的体验；
 小区、社区：在小区、社区大门或楼栋门口安装人脸识别闸机，可解决卡片或密码丢
失、遗忘以及被盗用隐患和补办成本高等问题，保证小区安全、提高居民生活体验。
 工程施工现场：在工程施工现场大门安装人脸识别闸机，可保障施工安全。
 车站：在检票口安装人脸识别闸机，结合站务系统，实现人、票、证合一要求。

3 产品介绍
3.1 产品概述
3.1.1 产品说明
人脸识别闸机是一款集成人脸识别算法的智能闸机，可通过人像等生物特征来识别人员
身份信息，可达到一秒钟识别、一秒钟开门，无需携带任何卡片等物理设备，做到即刷即开。

3.1.2 产品组成
类别

功能

闸机

实现放行或者拒绝进入，用于管理人流并规范
行人出入。

条码/二维码扫描器

实现条码或者二维码信息读取

身份证读卡器

实现身份证信息读取

人脸识别设备

实现人脸信息捕获及对比

后台管理系统

实现设备授权、监控，通行记录查询等功能

说明

非必须

3.1.3 网络拓扑图

闸机部署在客户内网，通过局域网与客户业务系统或后台管理系统实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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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产品特点
 高精度人脸识别算法，准确率高、响应速度快；
 交互界面友好直观，用户体验优良；

3.2 系统功能介绍
3.2.1 基本功能设置
 人像捕获
可准确定位人员面部位置及大小，检测出有效图像，捕获高清人脸照片
 活体检测
可有效防止屏幕照片、视频、纸质照片、胶皮面具攻击
 人员证件信息读取
可读取多种证件中的身份信息
 1：n 身份确认
支持人像特征数据和人员库特征数据进行比对核验，通过设定阈值，判断是否通过

3.2.2 基础信息管理
 用户管理：实现用户的基础信息的录入和增、删、改、查；
 闸机管理：实现闸机的基础信息的录入和增、删、改、查

3.2.3 通行记录管理
 实现每个闸机通行记录查询、统计

3.2.4 监控管理
 实现每个闸机运行状态监控
 实现每个闸机运行日志查询

3.3 产品特性
3.3.1 产品功能
软件

硬件

体验流畅

无需用户动作辅助，仅需面对摄像头即可完成活检

捕捉迅速

平均捕获时长小于 1s

交互智能

对于口罩，墨镜及遮挡脸部等不当行为能给予准确提示

安全性高

能够抵御照片、视频和胶皮面具的攻击

适应多场景

适应多种场景，逆光场景，侧光场景等

安装操作简单

无需专业技术背景，常规维护人员可在 30 分钟内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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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产品性能
参数

指标

库容量

最大支持 1 万

识别时间

少于 1 秒

人脸识别准确率

99%

3.4 产品规格参数
技术参数
电机类型

直流无刷伺服电机

机芯寿命

>500 万次

红外对数

12 对

通行频率

20-60 人/分钟

箱体材质

国标 2.0mm 厚 304 拉丝不锈钢
600mm

通道宽度
亚克力

√(20mm 亚克力)

钢化玻璃

×

不锈钢

×

不锈钢嵌亚克力

×

软门翼

×

网口

可选

RS232

√

RS485

可选

开关量

√

韦根

×

USB

×

电源

AC220V±10%，50/60HZ

功耗（工作功率、待机功率）

工作<300W,待机<100W

工作温度（是否有第三方报告）

-20℃-60℃（公安部报告）

工作湿度（是否有第三方报告）

5%--80%（公安部报告）

防护等级（是否有第三方报告）

IP40(无)

外形尺寸

左边机：长 1200mm x 宽 300mm x 高
1000mm
右边机：长 1200mm x 宽 300mm x 高
1290mm

重量

边道:110kg 中间道:125kg

工控机主板套件

内置/外置

内置

使用环境

室内/室外

室内

门翼材质

通道控制板接口
支持输入控制信号

其它参数

3.5 技术介绍
 深度学习算法：系统采用的人脸识别算法，是基于深度学习、海量人脸数据训练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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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算法，算法对环境的自适应性更强，对人脸面部局部的遮挡、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对人脸的抓拍率更高，误识别率更低，正确识别率更高。
 图片处理技术：对抓拍的人脸进行一些列的算法层处理，降低在成像过程中因外界因
素干扰而造成的高误识别率，并对抓拍的人脸照片进行压缩，减小人脸照片数据对存储单元
的消耗。
 人脸防伪技术：利用双目摄像头，可防屏幕照片、视频、纸质照片、胶皮面具等攻击
手段。
 智能补光：可根据环境光，调整光强，保证人脸脸部光线均匀和光线规范统一，确保
人脸成像质量，提高人脸识别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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