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 

申请号：CN201410413562.9 

申请日：2014.08.19 

申请（专利权）人  花韬 

地址  518000|广东省深圳市沙头角梧桐路 1051 号碧桐海

发明（设计）人  花韬 

主分类  G07C9/00 

公开（公告）号  CN104183039A 

公开（公告）日  2014.12.03 

代理机构   

代理人   



 

（19）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CN104183039A 
（45）申请公布日 2014.12.03 

 

（21）申请号 CN201410413562.9 

 

（22）申请日 2014.08.19 

 

（71）申请人 花韬 

 

地址 518000|广东省深圳市沙头角梧

桐路 1051 号碧桐海苑 A 座 1803 室 

 

（72）发明人 花韬 

 

（74）专利代理机构  

 

      代理人  

 

（54）发明名称 

     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 

 

 

（57）摘要 

     一种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

统，其包括防尾随联动门，其特征在于，

在防尾随联动门内设有人体生物特征检测

装置，在防尾随联动门外设有报警装置，

该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与设于防尾随联

动门外的控制终端通信连接，并与报警装

置联动连接，当通行人员通过防尾随联动

门进入门内时，通行人员通过人体生物特

征检测装置进行身份验证，若身份验证通

过则联动防尾随联动门打开进行人员放

行，若身份验证失败则拒绝打开并联动报

警装置报警。本发明通过在防尾随联动门

内设置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使得通行

人员进入到门内后通过无法仿制的人体生

物特征进行身份验证，从而可大大加强身

份验证的可靠性，提高防尾随联动门的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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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其包括防尾随联动门(1)，该防尾随联

动门(1)设有不同时打开的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防尾随联

动门(1)内设有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2)，在所述防尾随联动门(1)外设有报警装

置(3)，该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2)与设于防尾随联动门(1)外的控制终端(4)通

信连接，并与所述报警装置(3)联动连接，当通行人员通过防尾随联动门(1)的第

一道门或第二道门进入门内时，通行人员通过所述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2)进

行身份验证，若身份验证通过则联动所述防尾随联动门(1)的第二道门或第一道

门打开进行人员放行，若身份验证失败则拒绝打开第二道门或第一道门并联动

报警装置(3)报警。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人

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2)为指纹识别装置、人脸特征识别装置、指静脉识别装

置、掌静脉识别装置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

还包括一个或多个身份验证状态指示灯(5)，其设于防尾随联动门(1)上或门外，

并与所述控制终端(4)连接，其以不同发光颜色实时显示不同身份验证结果。 

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防尾随联动门(1)内设有检测人体进入门内的门内人体感应传感器(6)和自动关门

的自动开关门控制装置(7)，所述门内人体感应传感器(6)与所述自动开关门控制

装置(7)联动连接，当门内人体感应传感器(6)检测到有人通过第一道门或第二道

门进入防尾随联动门(1)内时，其联动所述自动开关门控制装置(7)自动关闭该第

一道门或第二道门。 

5.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防尾随联动门(1)的第一道门及第二道门外设有开门控制按钮(8)，其与所述控制

终端(4)连接，并与所述报警装置(3)联动连接，当防尾随联动门(1)内有人时，若

他人欲通过所述开门控制按钮(8)开门进入防尾随联动门(1)内，所述开门控制按

钮(8)联动所述报警装置(3)报警。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防尾随联动门(1)内外设有实时监控防尾随联动门(1)工作状态及人员进出情况的

监控摄像装置(9)，该监控摄像装置(9)与所述控制终端(4)通信连接。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防尾随联动门(1)外设有门外人体感应传感器(10)、语音提示装置(11)及照明装置

(12)，所述语音提示装置(11)及照明装置(12)分别与所述门外人体感应传感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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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连接，当门外人体感应传感器(10)检测到有人接近防尾随联动门(1)时，其

联动所述语音提示装置(11)发出语音提示，并联动所述照明装置(12)照明。 

8.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上设有防止通行人员被夹的光幕防夹装置(13)。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终端(4)内登记有可通行人员和不可通行人员的身份认证信息，当人体生物特

征检测装置(2)检测到人体生物特征信息时，所述控制终端(4)自动将人体生物特

征信息与其登记的身份认证信息进行对比，若对比结果确认为可通行人员，则

控制所述防尾随联动门(1)自动打开进行人员放行；若对比结果确认为不可通行

人员，则控制所述防尾随联动门(1)关闭拒绝人员放行，并联动报警装置(3)报

警；若对比结果显示为不可确认人员，则转人工处理是否放行。 

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门外人体感应传感器(10)与门内人体感应传感器(6)为红外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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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安防系统，特别涉及一种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 

[0003]    【背景技术】 

[0004]    防尾随联动门是一种使用机械锁或电磁锁控制第一道门(或称内门)和第

二道门(或称外门)不同时打开的安防门。在第一道门与第二道门之间设置有能

容纳通行人员站立的空间，在第一道门与第二道门外设置有读卡器，用于读取

通行人员的认证信息。当有人请求进入时，首先使用钥匙打开机械锁或使用读

卡器读取个人信息，待开锁或身份通过验证后，防尾随联动门的第一道门才可

以手动打开。待通行人员进入防尾随联动门后，手动或机械闭门器关闭第一道

门。第一道门关闭后，才能手动打开第二道门，以此完成整个进入过程。现有

的这种防尾随联动门主要应用于使用频率较少的银行、金融、公安内部场所，

其使用步骤复杂，通行时间长，无法适用于学校、小区、工厂等人员使用量大

的场合。此外，现有的防尾随联动门的身份认证都是在门外进行，并非在第一

道门与第二道门之间进行，因此很容易导致他人在通行人员身份验证成功后尾

随进入第一道门与第二道门之间，而无法很好起到防尾随作用。其次，现有的

防尾随联动门主要依靠 IC 卡、钥匙等作为通行依据，其验证方式单一，且 IC

卡和钥匙容易复制和丢失，因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0005]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旨在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安全性高、不易复制、全自动

控制、通行时间短、易维护的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

其包括防尾随联动门，该防尾随联动门设有不同时打开的第一道门和第二道

门，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防尾随联动门内设有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在所述

防尾随联动门外设有报警装置，该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与设于防尾随联动门

外的控制终端通信连接，并与所述报警装置联动连接，当通行人员通过防尾随

联动门的第一道门或第二道门进入门内时，通行人员通过所述人体生物特征检

测装置进行身份验证，若身份验证通过则联动所述防尾随联动门的第二道门或

第一道门打开进行人员放行，若身份验证失败则拒绝打开第二道门或第一道门

并联动报警装置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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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为指纹识别装置、人脸特征识别装置、指

静脉识别装置、掌静脉识别装置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0009]    该系统还包括一个或多个身份验证状态指示灯，其设于防尾随联动门

上或门外，并与所述控制终端连接，其以不同发光颜色实时显示不同身份验证

结果。 

[0010]    在所述防尾随联动门内设有检测人体进入门内的门内人体感应传感器

和自动关门的自动开关门控制装置，所述门内人体感应传感器与所述自动开关

门控制装置联动连接，当门内人体感应传感器检测到有人通过第一道门或第二

道门进入防尾随联动门内时，其联动所述自动开关门控制装置自动关闭该第一

道门或第二道门。 

[0011]    在所述防尾随联动门的第一道门及第二道门外设有开门控制按钮，其

与所述控制终端连接，并与所述报警装置联动连接，当防尾随联动门内有人

时，若他人欲通过所述开门控制按钮开门进入防尾随联动门内，所述开门控制

按钮联动所述报警装置报警。 

[0012]    在所述防尾随联动门内外设有实时监控防尾随联动门工作状态及人员

进出情况的监控摄像装置，该监控摄像装置与所述控制终端通信连接。 

[0013]    在所述防尾随联动门外设有门外人体感应传感器、语音提示装置及照

明装置，所述语音提示装置及照明装置分别与所述门外人体感应传感器联动连

接，当门外人体感应传感器检测到有人接近防尾随联动门时，其联动所述语音

提示装置发出语音提示，并联动所述照明装置照明。 

[0014]    在所述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上设有防止通行人员被夹的光幕防夹装

置。 

[0015]    所述控制终端内登记有可通行人员和不可通行人员的身份认证信息，

当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检测到人体生物特征信息时，所述控制终端自动将人

体生物特征信息与其登记的身份认证信息进行对比，若对比结果确认为可通行

人员，则控制所述防尾随联动门自动打开进行人员放行；若对比结果确认为不

可通行人员，则控制所述防尾随联动门关闭拒绝人员放行，并联动报警装置报

警；若对比结果显示为不可确认人员，则转人工处理是否放行。 

[0016]    所述门外人体感应传感器与门内人体感应传感器为红外传感器。 

[0017]    本发明的有益贡献在于，其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本发明通过在防尾

随联动门内设置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使得通行人员进入到第一道门与第二

道门之间后通过无法仿制的人体生物特征进行身份验证，从而可大大加强身份

验证的可靠性，提高防尾随联动门的安全性。此外，本发明使用人体生物特征

检测装置进行身份验证，其验证通行速度快，系统自动化程度高，可适用于使

用频率较大的场所，因而可扩大其应用范围。本发明具有安全性高、自动化程

度高、易维护、使用方便等特点，宜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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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附图说明】 

[0019]    图 1 是本发明的结构框图。 

[0020]    其中，防尾随联动门 1、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 2、报警装置 3、控制

终端 4、身份验证状态指示灯 5、红色指示灯 51、绿色指示灯 52、门内人体感

应传感器 6、自动开关门控制装置 7、开门控制按钮 8、监控摄像装置 9、门外

人体感应传感器 10、语音提示装置 11、照明装置 12、光幕防夹装置 13。 

[0021]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列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进一步解释和补充，对本发明不构成任何限

制。 

[0023]    如图 1 所示，本发明的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包括防尾随联动

门 1、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 2、报警装置 3、控制终端 4、身份验证状态指示

灯 5、人体感应传感器、自动开关门控制装置 7、开门控制按钮 8、监控摄像装

置 9、语音提示装置 11、照明装置 12 及光幕防夹装置 13。 

[0024]    具体地，所述防尾随联动门 1 设有第一道门与第二道门，第一道门与

第二道门之间为容置空间。所述第一道门与第二道门进行联动设置，使得正常

情况下，当其中一道门尚未关妥时，另一道门无法打开。所述防尾随联动门 1

可采用不锈钢、防弹等材料制成，以加强安全防护性。本发明的主要要点在

于，在所述防尾随联动门 1 内设有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 2。该人体生物特征

检测装置 2 可为指纹识别装置、人脸特征识别装置、指静脉识别装置、掌静脉

识别装置等装置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该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 2 与设于防

尾随联动门 1 外的控制终端 4 通信连接，用于对通行人员的身份进行验证。所

述控制终端 4 可为电脑或微机终端，其内登记有可通行人员和不可通行人员的

身份认证信息。例如，对于银行系统，可根据职员的职位预先建立授权通行人

员名单，并采集其身份认证信息——指纹、脸部特征、指静脉数据、掌动脉数

据等。此外，该控制终端 4 还可与公安内部系统通讯连接，使得其可与公安内

部系统对接而调用登记在逃的通缉人员信息，从而可进一步确认通行人员的身

份信息，并协助抓捕罪犯。 

[0025]    为应对防尾随联动门 1 发生故障，所述防尾随联动门设有应急通道，

在所述防尾随联动门外设有手动开启开关，其可由相应工作人员在紧急情况下

从外面手动打开，以放出门内的人。此外，在所述防尾随联动门 1 上还设有紧

急疏散开门按钮，其可在紧急情况下联动所述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同时打开，

其起到紧急疏散作用。 

[0026]    所述报警装置 3 设于防尾随联动门 1 外，其与所述控制终端 4 连接，并

与所述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 2 联动连接。所述报警装置 3 可选用公知的报警

装置 3，本实施例中，其为警笛。当通行人员的身份验证失败时，其鸣笛进行

报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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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所述监控摄像装置 9 设于防尾随联动门 1 内外，其用于实时监控防尾随

联动门 1 工作状态及人员进出情况。该监控摄像装置 9 与所述控制终端 4 通信

连接，其包括摄像机、硬盘录像机等公知设备，其可摄录监控图像并存储于硬

盘中，以供随时查看备用。 

[0028]    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包括门内人体感应传感器 6 与门外人体感应传感

器 10。所述门外人体感应传感器 10 用于检测是否有人接近防尾随联动门 1，其

与所述照明装置 12 及语音提示装置 11 联动连接。当门外人体感应传感器 10 检

测到有人到达防尾随联动门 1 的门外时，其联动所述语音提示装置 11 发出语音

提示，并联动所述照明装置 12 进行照明。所述语音提示装置 11 可选用公知的

语音提示装置，其设于防尾随联动门 1 外。所述照明装置 12 包括设于防尾随联

动门 1 外的门外照明装置 12 及设于防尾随联动门 1 内的门内照明装置 12。所述

门外人体感应传感器 10 与所述门外照明装置 12 联动连接，该门外照明装置 12

在有人到达防尾随联动门 1 外时自动点亮，在人员离开或已进入防尾随联动门

1 内时自动关闭。所述门内人体感应传感器 6 与所述门内照明装置 12 联动连

接，当人员进入到防尾随联动门 1 内时，所述门内照明装置 12 自动点亮，当人

员离开防尾随联动门 1 内时，所述门内照明装置 12 自动关闭。在所述防尾随联

动门 1 内还设有自动开关门控制装置 7，其与所述第一道门与第二道门连接，

并与所述门内人体感应传感器 6 联动连接。当门内人体感应传感器 6 检测到通

行人员已通过第一道门或第二道门进入到防尾随联动门 1 内时，所述自动开关

门控制装置 7 在所述控制终端 4 的控制下自动关闭该扇已打开的门，使通行人

员安全待在第一道门与第二道门之间进行身份验证。由于不同人员通行速度不

一致，为防止通行人员在通过第一道门或第二道门进入防尾随联动门 1 内时被

门夹住而造成不便或危险，在所述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上分别设有与所述控制

终端 4 连接的光幕防夹装置 13。所述光幕防夹装置 13 可采用公知的电梯用光

幕防夹装置。 

[0029]    为直观显示通行人员身份验证结果，在所述防尾随联动门 1 外设有多

个身份验证状态指示灯 5。该身份验证状态指示灯 5 包括红色指示灯 51 和绿色

指示灯 52，其分别与所述控制终端 4 连接，其用于以不同发光颜色实时显示不

同身份验证结果。如身份验证通过时，绿色指示灯 52 点亮；身份验证失败时，

红色指示灯 51 点亮。在所述防尾随联动门 1 的第一道门及第二道门外设有开门

控制按钮 8，其分别与所述控制终端 4 连接，并与所述报警装置 3 联动连接，

当防尾随联动门 1 内有人时，若他人欲通过所述开门控制按钮 8 开门进入防尾

随联动门 1 内，所述开门控制按钮 8 联动所述报警装置 3 报警。 

[0030]    藉此，便形成了本发明的人体生物特征识别防尾随系统，该系统由

UPS 电源供电。该系统在投入使用时，当有通行人员到达防尾随联动门 1 的门

口处时，所述门外人体感应传感器 10 联动语音提示装置 11 进行语音提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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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门外照明装置 12 打开灯光进行照明。当通行人员按动所述开门控制按钮 8

后，靠近通行人员一侧的门打开，另一道门处于关闭状态，如第一道门打开，

第二道门关闭。此时，通行人员从第一道门进入防尾随联动门 1 内。当通行人

员进入防尾随联动门 1 后，所述门内人体感应传感器 6 检测到人体进入便联动

所述自动开关门控制装置 7 将第一道门关闭。此时若有他人欲强行尾随进入防

尾随联动门 1 内，则所述红色指示灯 51 点亮，报警装置 3 鸣笛报警。若防尾随

联动门 1 的两侧分别有通行人员欲通过时，先按动开门控制按钮 8 一侧的通行

人员具有优先权。通行人员进入防尾随联动门 1 内后，其通过所述人体生物特

征检测装置 2 进行指纹、脸部特征、指静脉、掌动脉等身份信息采集，所述人

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 2 将采集到的身份信息传输至控制终端 4，与控制终端 4

内的身份认证信息进行对比。若对比结果确认为可通行人员，所述控制终端 4

控制所述防尾随联动门 1 的第二道门自动打开进行人员放行，且绿色指示灯 52

点亮；若对比结果确认为不可通行人员，所述控制终端 4 控制第二道门处于关

闭状态而拒绝人员放行，同时点亮红色指示灯 51，并联动报警装置 3 报警，通

知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人工处理；若对比结果显示为不可确认人员，如第一次通

过人体生物特征检测装置 2 进行身份信息采集的情况下，则转入人工处理，并

根据需要而进行档案登记。 

[0031]    尽管通过以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揭示，但是本发明的范围并不局

限于此，在不偏离本发明构思的条件下，以上各构件可用所属技术领域人员了

解的相似或等同元件来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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