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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人脸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前景人脸识别系

统是一款人脸比对终端类产品，采用基于先进的多任务级联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检测技术，

实现对人脸特征的提取、识别、比对，并且提供人脸抓拍和搭配其它相应的软硬件及相应

接口，可用在智慧工地，智慧校园，智慧社区，消费系统，楼宇门禁、公司考勤、机场车

站安检、小区出入控制等场景。

二、接线说明

人脸识别一体机接口说明

人脸识别一体机与主控器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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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说明

1. 登录

1.1 设备联网（登录前准备）

使用云平台的要求是人脸设备必须连网，目前设备联网有两种方式：

用网线连接设备的网线端口或让设备连接上 WiFi（二选一即可）。

注：使用 WiFi 时需先连接网线,提前设置好 WiFi 用户名及密码。

1.1.1 使用网线直接连接设备

连接方式如下图 1-1 所示：只需要连接电源线以及网线即可。登录人脸识别网络调试

工具，进入之后选择网络参数，将“本地连接 DHCP”选择“DHCP 开启”，具体操作详见

1.1.2。

图 1-1 设备网线连接方式

1.1.2 无线网络连接

网线一端连接电脑，另一端连接人脸设备，此时屏幕上方会出现一个 LIP 地址，如下

图 1-2 所示。

图 1-2 LIP 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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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使用电脑浏览器输入设备屏幕上显示的 LIP，进入设备的网络调试界面，如下图

1-3 所示：账号 admin 密码是 123456。

图 1-3 登录界面

如果无法进入网络调试界面，则将电脑的网关更改成与设备在同一网关下。

进入之后选择网络参数，如下图 1-4，将“本地连接 DHCP”设置成“DHCP 开启”，然

后把 WiFi 账号名设置为：vanke，密码设置为：vanke888（注：1.若使用无线网连接，

WiFi 账户名与密码必须与设置一致；2.若使用手机热点连接，手机热点的用户名与密码必

须与设备设置的用户名与密码一致），点击设置，设备自动重启即可连上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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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设备网络参数

1.2 云平台账号注册

联系供应商获取表格，填写账号申请表，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 1 个工作日内给客户提

供账号及密码。

1.3 登录人脸识别综合管理平台

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yun.fuyingkeji.com/obpm/，打开云平台的登录界面，如图

1-5 所示。

图 1-5 云平台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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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个输入框固定填写：face，

第 2 个输入框填供应商给您提供的账号，

第 3个输入框填写密码（登录进去后可自行更改密码），

注：如没有申请专用账号可使用初始账号登录，每个设备初始企业域为 face；账号为设备

的 SN 号；密码为 123456。

修改密码方法如下图 1-6：选择个人设置即可修改密码。

图 1-6 个人设置

2. 人员管理

2.1 组织管理

在组织管理，可分级设置，例如：①住户楼宇：20 栋（一级）、一单元（二级）、30

层（三级）。②八区（一级）、15 层（二级）。

2.1.1 创建部门

点击左侧菜单【人员管理】，选择【组织管理】，点击【新建】，如图 2-1 所示。输入

名称，点击【保存】，创建完成，如图 2-2 所示。

图 2-1 创建部门

图 2-2 部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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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批量导入部门

点击左侧菜单【系统设置】，选择【组织导入】，点击【新建】，如图 2-3。上传已经做

好的 excel 表格文件。

图 2-3 导入组织

导入模板，如图 2-4 所示。

图 2-4 导入模板展示

查看导入结果，如图 2-5，图 2-6 所示。

图 2-5 导入的总部门数

图 2-6 查看导入部门具体明细

2.2 人员填加至平台

人员主要为业主。我们使用微信扫码填加的快捷方式，通过分享二维码，人员进行扫

描填加自己的信息，管理员在平台审核，审核通过注册人员会收到公众号通知，审核不通

过也会收到通知，可依据要求重新提交申请。

2.2.1 业主微信扫码注册

2.2.1.1 注册

点击左侧菜单【系统设置】，选择【二维码管理】，找到“业主注册二维码”，如下图

2-7 业主注册二维码所示，扫描它并且分享它，拍照和填加照片时请勿美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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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常住人员二维码

2.3 楼层信息录入

楼层信息的设置:

2.3.1 选择【人员管理】——【组织管理】，单击“新建”，在“组织设置”页面下，

【组织级别】选择“三级”，在【辅助信息】——【楼层】填加相应楼层信息，点击保存。

注：设置“三级”前需先设置好“一级”和“二级”，详见“2.1.1 创建部门”。

注：关于开放楼层信息的说明

1. 单楼层开放：【楼层】输入 12 则为开放 12 层。

2. 多楼层开放：至多可开放四个楼层，每个楼层以两位表示。例：输入 0305，则为开放 3

层和五层，输入 03051119，即开放 3层 5 层 11 层和 19 层。

3. 全楼层开放：输入 99 则为全部开放。如图 2-8 所示。

图 2-8 组织设置

2.3.2 批量导入，详见 2.1.2 批量导入部门。

在扫描业主二维码录入人脸信息时，选择楼宇、单元、房间，楼层信息，即为图 2-8

所示“辅助信息——楼层”中设置好的，填加图片，单击保存。如下图 2-9 手机扫码录入

界面所示。

图 2-9 手机扫码录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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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审核

2.4.1 单个审核

审核已经填加的人员，点击【审核进入人脸库】或者【禁止进入人脸库】，会自动填加

到设备中的，要先登记才能审核，如下图 2-10 所示。

图 2-10 微信申请业主注册列表

单击图示任意位置，进入常住人员登记页面，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单个常住人员审核

2.4.2 批量审核

可以批量审核员工，如下图 2-12 所示。

图 2-12 业主注册列表

2.4.3 审核结果通知

（1）审核通过

查看门禁人员库如图 2-13，公众号信息通知详情如图 2-14。

图 2-13 门禁人员库查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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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审核通过业主信息微信通知

（2）审核不通过

微信公众号通知详情如下图 2-15，不通过可以重新提交申请。

图 2-15 审核不通过通知消息

注：关注公众号“人脸识别云服务”。

2.5 设备自动同步

开启设备自动同步，每次变更人员信息后，不用进行手动同步，平台会定时下发修改

后的人员信息，会自动删除过期人员等。

2.5.1 打开设备的自动同步

点击左侧菜单【系统设置】，选择【设备管理】，选择要设置自动同步的设备，如图 2-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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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设备管理

单击步骤 3任意位置，进入设备信息页面。选择【基本信息】，如图 2-17 所示。

图 2-17 基本信息

在【基本信息】中，“自动同步”设置想要同步的人员类型，如图 2-18 所示选择为

“自动”，点击【保存】如图 2-19 所示。

图 2-18 设备常住同步

图 2-19 保存设置参数

2.5.2 定时同步设置

点击左侧菜单【系统设置】，选择【定时同步设置】如图 2-20 所示，点击【新建】，

设备同步“开启”，点击【保存】，如图 2-21 所示。

图 2-20 定时同步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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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设置自动同步

2.6 人员删除

人员删除先从设备中删除，才能删除平台上的人员，如下图所示。

2.6.1 单个人员多台设备删除

点击左侧菜单【人员管理】，选择【门禁人员库】，选择要删除的人员信息如图 2-22

所示。

图 2-22 人员信息列表

单击步骤 3所示任意位置，进入【人员信息】，如图 2-23 所示。

图 2-23 人员信息

在【人员信息】页面，下拉找到已同步的设备，勾选并且点击【删除】如图 2-24 所

示。

图 2-24 已同步设备

删除成功后状态显示删除，点击保存，点击返回。在人员信息列表选中要删除的人员，

点击删除，如图 2-25 所示。

图 2-25 平台人员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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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单台设备多个人员删除

点击左侧菜单【人员管理】，选择【门禁设备】，选择要删除人员信息的设备，如图 2-

26 所示。

图 2-26 门禁设备列表

单击步骤 3，进入【门禁信息（在线）】，如图 2-27 所示。

图 2-27 门禁信息（在线）

勾选要删除的人员，点击【删除】，操作流程如图 2-26 以及 2-28 所示。

图 2-28 已同步人员信息列表

2.6.3 单台设备删除所有人员

清除设备的所有人员，在左侧菜单中选择【系统设置】，选择【设备管理】，选择要删

除人员信息的设备，如图 2-29 所示。

图 2-29 设备列表

单击步骤 3，进入【设备信息】，选择【设备操作】，点击【删除设备所有人员信息】，

即可完成设备人员的清除，如图 2-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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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 设备操作

2.6.4 过期人员自动删除

过期自动删除主要应用于访客使用，比如：有外来人员同一周来访两次，如果不删除

过期信息，则不能正常进入，设备会以初次记录为准，播报“已过期”，影响正常进入。点

击左侧菜单【系统设置】，选择【设备管理】，选择要设置的设备，【参数信息】如图 2-31

所示，将“自动删除过期人员信息”选择为“开启”如图 2-32 所示。点击【保存】，在

【设备操作】，点击一下【设置参数】如图 2-33。

图 2-31 设备参数信息

图 2-32 自动删除过期人员信息

图 2-33 设备操作

点击左侧菜单【系统设置】，选择【定时同步设置】，单击“新建”，将“人员库过期删

除”选择成“开启”，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步骤如图 2-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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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定时同步设置

2.7 活体检测功能设置

点击左侧菜单【系统设置】，选择【设备管理】，选择要设置的设备，点击【参数信息】

如图 2-35 所示。

图 2-35 设备参数信息

在【参数信息】页面下，下拉找到【活体等级】选项，选择“活体等级中”，单击保存，

步骤如图 2-36 所示。

图 2-36 活体等级设置

单击【设备操作】，单击设置参数，如图 2-37 所示，完成设置。

图 2-37 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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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用技巧

3.1 设备基本参数修改

打开【系统设置】，选择【设备管理】，点击要修改参数的设备，如下图 3-1 以及图

3-2 所示。

图 3-1 设备列表

图 3-2 设备参数信息

修改完参数，必须点击【设置参数】，才能对设备生效，如图 3-3 所示。

图 3-3 设置参数

查看修改参数是否成功，如不成功，后面会有提示信息，如图 3-4 所示。

图 3-4 设备同步信息

3.2 个性化语音播报功能

此功能可对语音播报内容进行设置，因为是个性化设置，无论是批量设置还是单个设

置，都需要对每个人员信息进行【播报参数同步至设备】操作。

3.2.1 单个个性化语音播报设置

3.2.1.1 打开【人员管理】，选择【门禁人员库】，找到要修改的人员，在图示步骤 3任意

位置单击，进入【人员信息】界面，如图 3-5 所示。

图 3-5 门禁人员库

图 3-6 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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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员信息】界面，下拉找到“播报设置”，将“播报模式”修改成“播报个性化语

音”，并在“后附加语音”中输入需要播报的语音内容，如图 3-7 所示。

图 3-7 播报设置

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单击“马上同步至设备”，单击“播报参数同步至设备”，

如图 3-8 所示设置完成，可在【系统设置】——【设备管理】——【同步信息】中查询是

否同步成功。

图 3-8 人员信息

3.2.2 批量个性化语音设置

在【参数设置】中，下拉找到“语音设置”，将“白名单语音设置”选择“播报个性化

语音”，如图 3-9 所示。

图 3-9 语音设置

修改完成后单击保存，点击【设备操作】，在【设备操作】页面点击【设置参数】。

打开【系统设置】，选择【权限设置】，点击“新建”，选择“人员库个性化语音（常

住）”，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步骤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权限设置

其中“部门 12 到语音”表示播报部门级别二和级别三，“部门 2到语音”表示播报部

门级别三，“部门到语音”表示播报部门级别一。如【2.1.1 创建部门】介绍可知，部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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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级、二级、三级，如图 3-11 所示，在“人员信息”中，可设置部门信息。

图 3-11 人员信息——部门

3.3 RS-485 通讯设置

【设置参数】（详见 3.1）后，485 通讯功能会被关闭，需要进入网络调试界面，对

485 通讯进行设置。进入网络调试界面，点击【设备接口参数】，“485 波特率”设置成

9600，“485 输入模式”和“485 输出模式”均设置成标准协议，点击下方设置，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设备接口参数

注：所有数据同步需在联网状态下。

产品报废时涉及到危险废物名录的相关处置规定要严格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