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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切实加强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提升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规范施工现场门禁系统建

设的技术十分重要。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组织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局编写《施工现场门禁

系统技术指南（2017）》（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通过对国内隧道、栈桥等施工现场的门禁系统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

行业标准规定，结合我省交通建设的应用实际情况编制了本指南。 
《指南》共 7章，第 1章总则，第 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 3章术语和定义，第 4章基本要

求，第 5章系统构成，第 6章硬件功能，第 7章软件功能。 
《指南》由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起草单位为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局，在

执行过程中，如发现有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寄往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局（地

址：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利华路 899号，邮政编码：311215，联系电话：0571-83789663），以便
修订时参考。  
本指南主要编写人员：邵  宏、陈尚新、丁正祥、褚彬潜、葛路佳、孙晓军、张  冲、夏顺

仁、邱陈辉、张  欢 
                      
 



 
 2 

 

 

施工现场门禁系统技术指南 
 
1 总  则 

 
为了规范施工现场门禁系统的设计，提高施工现场门禁系统的质量，加强施工现场管理，编

写本指南。 
本指南包括施工现场门禁系统的基本规定、系统构成、硬件功能和软件功能等技术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交通建设施工现场出入口的设计、实施、运行和管理。 
在应用本指南时，除执行本指南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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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2007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 4797.6  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尘、沙、盐雾 
GA/T 394  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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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GB 50396-200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门禁系统 

利用自定义符识别和/或模式识别技术对出入口识别目标进行识别并控制出入口执行机构启
闭的电子系统或网络，亦称出入口控制系统。 
注：改写 GB 50396-2007术语 2.0.1 

3.2  识别目标 

通过施工现场出入口且需要加以控制的人和车。 

3.3  识别目标信息 

赋予识别目标能够识别的特征信息。 

3.4  系统钥匙 

用于操作门禁系统、取得出入权信息和/或其载体。 
注：改写 GB 50396-2007术语 2.0.4 

3.5  异地控制 

在非识读现场对允许出入的目标进行核准，并遥控关闭或开启出入口的一种控制方式。 
注：改写 GB 50396-2007术语 2.0.19 

3.6  人脸识别 

利用摄像机采集包含人脸的图像或视频流，并自动在图像中检测并跟踪人脸，进而对检测到

的人脸进行分析识别。 

3.7  射频卡识别 

通过无线电讯号识读待识别射频卡中的信息，而无需在识别系统与待识别目标之间建立机械

或者光学接触。 

3.8  误识率 

将某个系统钥匙识别成该系统其他系统钥匙的概率，包括误识进入和误识拒绝两种情形。 
注：改写 GB 50396-2007术语 2.0.9 

3.9  拒认率 

对某个经由正常操作的本系统钥匙未做出识别响应的概率。 
注：改写 GB 50396-2007术语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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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施工现场门禁系统（以下简称“门禁系统”）设计应符合《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8）、《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6）以及《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要求》（GA/T 
394）的相关规定。 
4.2  门禁系统设计应综合使用编码与模式识别、有线/无线通讯、显示记录、机电一体化、计算
机网络、系统集成等技术，构成先进、可靠、经济、适用、配套的系统。 
4.3  门禁系统使用的设备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现行强制性规范的要求，并经法定机构检验合
格或认证合格。 
4.4  门禁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门禁系统的规模和构成应综合考虑施工现场的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管理要求、环境条
件和工程投资等因素合理确定； 

b）根据门禁系统功能要求、出入识别目标、数量、权限、时间、防破坏与防非授权开启等
因素来确定门禁系统的设备选型与配置； 

c）门禁系统的设置应满足消防规定的紧急逃生时人员疏散的相关要求； 
d）供电电源断电时门禁系统闭锁装置的启闭状态应满足管理要求； 
e）执行部分的有效开启时间应满足出入口车流量及人员的安全要求； 
f）门禁系统设计中应将人员通道和车辆通道分开设置。 

4.5  门禁系统设备的工作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a）温度：-30°C ~60°C； 
b）相对湿度：≤95%； 
c）防水指标：IP65； 
d）门禁系统的防尘、防沙、防雾设计应符合《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尘、沙、盐雾》（GB/T 

4797.6）规定； 
e）门禁系统的安全性、电磁兼容性、防腐蚀、防干扰、防雷与接地、传输线缆选择与布线

以及供电设计等应符合《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8）的规定； 
f）电源可使用市电（AC 220V，50Hz）或电池（+8V~ +12V）。 

4.6  门禁系统的功能指标和性能指标（详见附录 A）应进行评测，其软件和数据管理系统应由
第三方具有资质的评测机构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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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构成 

 
5.1  门禁系统包括车辆通道门禁模块、人员通道门禁模块、视频监控模块、隧道人员定位模块、
现场主机/服务器模块等主要模块和显示装置模块、远程主机/服务器模块等辅助模块。 
5.2  门禁系统由现场设备和数据管理系统两大部分构成。门禁模块依照管理/控制方式可分成独
立控制型和联合控制型两类，其硬件构成如图 1、图 2所示。前者将显示、编程、管理、控制等
功能集成在一个设备中完成，对应异地控制方式。后者将显示、编程、管理、控制等功能分散在

不同设备中完成，对应现场控制方式。 

 
图 1  独立控制型门禁系统硬件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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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联合控制型门禁系统硬件构成图 

5.3  车辆通道门禁模块主要包括车辆通道识读器、传输数据接口转换器、车辆通道道闸和管理
控制器（独立控制型的管理控制器包含在现场主机/服务器内）四个部件。 
5.4  人员通道门禁模块主要包括人员通道识读器、传输数据接口转换器、人员通道闸机和管理
控制器（独立控制型的管理控制器包含在现场主机/服务器内）四个部件。 
5.5  视频监控模块主要包括监控摄像机和传输数据接口转换器两个部件。 
5.6  隧道人员定位模块主要包括读卡基站和传输数据接口转换器两个部件。 
5.7  现场主机/服务器是施工现场门禁系统的管理中心主机。隧道人员定位模块、视频监控模块、
人员通道门禁模块和车辆通道门禁模块将各自的信息传输至现场主机/服务器，并受现场主机/服
务器管控。 
5.8  显示装置模块主要包括同步显示系统卡和屏体两个部件。屏体的规格应满足门禁系统信息
显示要求。 
5.9  远程主机/服务器主要用于接收经由互联网/专网连接的现场主机/服务器上传的数据，对现场
主机/服务器进行远程监督。 
5.10  门禁系统的数据传输如图 3所示。将车辆通道门禁模块、人员通道门禁模块、视频监控模
块和隧道人员定位模块的数据传输至现场管理中心数据库（配置在现场主机/服务器上），然后将
该数据库中的数据传输至远程管理数据库（配置在远程主机/服务器上）。现场管理中心数据库中
的数据还应传输至显示装置模块予以显示。 

 
图 3  门禁系统的数据传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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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硬件功能 

 
6.1  门禁系统应具备的硬件功能包括计时、校时、识读、执行、时间响应、报警、应急开启、
视频监控等功能。用于隧道的门禁系统除具有上述功能外，还应具备隧道人员定位功能。 

6.2  计时功能 

6.2.1  门禁系统的管理/控制部分应具备计时功能。 
6.2.2  管理/控制部分的计时部件的计时精度应小于 3秒/天。 
6.2.3  其他与事件记录、显示及识别有关的计时部件的计时精度应小于 8秒/天。 

6.3  校时功能 

6.3.1  若门禁系统与互联网连接，则应跟世界时钟校时；若门禁系统不与互联网连接，则应跟
门禁系统时钟服务器校时。 
6.3.2  与事件记录、显示及识别信息有关的门禁系统计时部件应有校时功能；在联合控制型门
禁系统中，管理控制器应设置每天校时功能。 

6.4  识读功能 

6.4.1  识读部分应能通过识读装置获取操作信息和系统钥匙信息并对目标进行识别，应能将信
息传递给管理/控制部分处理，应能接受管理/控制部分的指令。 
6.4.2  对识读装置的各种操作和接受管理/控制部分的指令等，识读装置应有相应的声和/或光提
示。 
6.4.3  人员识别宜采用人脸识别、射频卡识别或二代身份证识别方式。 
6.4.4  车辆识别，宜采用车牌识别或射频卡识别方式。 
6.4.5  人员识别的误识率应低于 10%，拒认率应低于 5%；车辆识别的误识率应低于 5%，拒认
率应低于 2%。 

6.5  执行功能 

6.5.1  闭锁部件或阻挡部件用于门禁模块的放行、关闭或拒绝。 
6.5.2  闭锁部件或阻挡部件的故障率应不大于 1%。 
6.5.3  施工现场出入口开启时，出入识别目标通过的时限设置应满足使用、管理要求。 
6.5.4  对于人员通道，若采用时限方式启闭出入口，宜利用软件设置启闭时限，通过的时限不
宜超过 2秒。 
6.5.5  对于人员通道，若采用感应方式启闭出入口，宜采用红外检测手段。 
6.5.6  对于车辆通道，宜采用红外检测手段启闭相应的出入口。 

6.6  时间响应功能 

6.6.1  门禁系统正常运行时的各部分响应时间应满足施工现场的实际管理要求。 
6.6.2  门禁系统工作在现场控制方式时，从识读部分获取一个系统钥匙的完整信息到执行部分
开始启闭出入口动作的时间应不大于 1秒。 
6.6.3  门禁系统工作在异地控制方式时，操作（管理）员发出启闭指令到执行部分开始启闭出
入口动作的时间应不大于 2秒。 
6.6.4  各类事件信息传送到现场主机/服务器和远程主机/服务器的总时间最长不大于 10秒。 

6.7  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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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门禁系统应向现场主机/服务器和远程主机/服务器依次报警。报警提醒信号应为声和/或光
提示。 
6.7.2  门禁系统对下述事件应予报警： 

a）当连续 3次在识别目标信息识读设备或管理/控制部分上实施错误操作时； 
b）当未使用被授权的系统钥匙而强行通过施工现场出入口时； 
c）当使用一把被授权的人员系统钥匙却有多个人员连续紧挨地通过出入口时； 
d）当使用一把被授权的车辆系统钥匙却有多个车辆连续紧挨地通过出入口时； 
e）当出现其他未经正常操作而使出入口开启时； 
f）当出现窃取门禁系统内信息的行为时； 
g）当门禁系统的网络连线发生故障时； 
h）当门禁系统设备遭受外来工具恶意破坏时； 
i）当门禁系统中具有编程单元的单片机、ARM等微处理器的程序运行异常时； 
j）当人员与车辆在施工场地内滞留时间超出正常工作时间时。 

6.7.3  门禁系统对网络连线发生故障、编程单元的程序运行异常等简单报警事件应具备自处理
能力，对于门禁系统不能自处理的报警事件，操作（管理）员应及时进行妥善的消警处理。 

6.8  应急开启功能 

6.8.1  当发生如下情况时，应进行应急开启： 
a）当个别被授权识别目标不能被门禁系统正常识读但获得操作（管理）员辨认时； 
b）未经授权的但获操作（管理）员许可的特殊人员或车辆进、出施工现场出入口时； 
c）其他特殊情况。 

6.8.2  应急开启方式 
a）可设置专用应急开启按钮，供施工现场值班室操作（管理）员使用； 
b）可使用制造商特制工具采取特殊方法局部破坏门禁系统部件，使出入口应急开启，且可

迅即修复或更换被破坏部分； 
c）可采取冗余设计，增加开启出入口通路（但不得降低门禁系统的各项技术要求）以实现

应急开启； 
d）其他技术方式。 

6.9  视频监控功能 

6.9.1  门禁模块应具备与视频监控模块联动工作的功能，其扩展联动设计应符合《视频安防监
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 
6.9.2  视频监控模块应为施工现场出入口的各种事件提供可回溯查找的直观监视。 
6.9.3  对施工现场出入口监控区域的监控时间应保证 24小时/天。 

6.10  隧道人员定位功能 

6.10.1  隧道长度大于 1km的施工现场，门禁系统应安装配置隧道人员定位模块，满足隧道人员
定位功能。 
6.10.2  隧道长度不大于 1km的施工现场，隧道人员定位模块作为备选模块，其功能是备选项，
不作强制要求。 
6.10.3  隧道人员定位功能主要用于跟踪、监测施工现场内各类人员，在一定精度下测定出各类
人员在施工现场内的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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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4  人员通道门禁模块对人员进行识读时应与隧道人员定位标识进行匹配，确保人员信息的
唯一性及准确性。 
6.10.5  门禁系统应将定位信息（何人、何时、何地）同步显示在显示装置上，必要时将这些信
息传送至远程主机/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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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软件功能 

 
7.1  门禁系统应具备的软件功能包括管理/控制、存储、事件记录和上传等功能。 

7.2  管理/控制功能 

7.2.1  门禁系统对系统钥匙应具备授权功能，从而使识别目标具有出入权限。 
7.2.2  门禁系统应能对操作（管理）员的授权、登录、交接进行管理，并设定操作权限，使不
同级别的操作（管理）员对门禁系统具有不同的操作能力。 

7.3  存储功能 

7.3.1  车辆通道门禁模块、人员通道门禁模块、视频监控模块、隧道人员定位模块的数据传输
至现场主机/服务器，并在现场主机/服务器的存储载体中保存。 
7.3.2  远程主机/服务器应将现场主机/服务器上传的信息保存在存储载体中。 
7.3.3  现场主机/服务器和远程主机/服务器应具有备份、恢复功能。当供电不正常、断电时，门
禁系统的系统钥匙信息及各类事件信息不得丢失。 
7.3.4  存储于现场主机/服务器中的视频监控模块采集图像应始终保证原始完整性，即无论中间
过程如何处理，应使最后显示/记录/回放的图像与原始场景保持一致。 

7.4  事件记录功能 

7.4.1  门禁系统应将出入事件、操作事件、报警事件记录存储于管理/控制部分的相关载体中，
并能生成报表以备查看。 
7.4.2  事件记录应包括时间、目标、位置、行为。其中文字应采用简体中文，时间信息应包含：
年、月、日、时、分、秒，年应采用千年记法。 
7.4.3  操作（管理）员可对授权范围内的事件记录、存储于管理/控制部分相关载体中的事件信
息进行检索、显示和/或打印。 
7.4.4  在管理/控制部分的存储载体中，人员和车辆应分开记录并汇总，对每个施工现场出入口
的出入事件记录总数不小于 90000条。 
7.4.5  管理/控制部分存储的事件记录（包括出入事件、操作事件和报警事件）应保持最新的记
录值，其存储载体的事件记录容量不少于 180天。 

7.5  上传功能 

7.5.1  门禁系统的上传功能是指将存储在现场主机/服务器中的有关信息经由互联网或专网传送
到远程主机/服务器。 
7.5.2  门禁系统的现场主机/服务器和远程主机/服务器应进行可靠、稳定、安全的连接，并对传
输信息进行必要的加密措施，以防止被恶意窃取破解。 
7.5.3  当门禁系统的现场主机/服务器和远程主机/服务器连接不稳定时，门禁系统应具备断点续
传功能。 
7.5.4  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其他用户可以通过访问远程主机/服务器来对一个或多个施工场地
的门禁系统进行综合、有效的管理。 
7.5.5  应按照附录 B的要求将相关信息上传至远程主机/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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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门禁系统功能指标、性能指标评测 

 
表 A.1和表 A.2分别给出了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测机构需要对门禁系统进行评测的功能指标

和性能指标。 

表A.1  功能指标评测表 

1. 
门禁系统具备的硬件功能包括计时、校时、识读、执行、时间响应、报警、应急开

启、视频监控等功能。用于隧道的门禁系统除具有上述功能外，还具备隧道人员定

位功能 

2. 门禁系统的管理/控制部分具备计时功能 

3. 门禁系统的其他与事件记录、显示及识别有关的各计时部件具备计时功能 

4. 
若门禁系统与互联网连接，则能跟世界时钟校时；若门禁系统不与互联网连接，则

能跟门禁系统时钟服务器校时 

5. 
与事件记录、显示及识别信息有关的门禁系统计时部件具备校时功能；在联合控制

型门禁系统中，管理控制器设置了每天校时功能 

6. 
识读部分能通过识读器获取系统钥匙信息并对人员或车辆进行识别，能将识别信息

传递给管理/控制部分处理，能接受管理/控制部分的指令 

7. 对识读器的各种操作和接受管理/控制部分的指令等，识读器有相应的声和/或光提示 

8. 人员识别方式参见 6.4.3 

9. 车辆识别方式参见 6.4.4 

10. 闭锁部件或阻挡部件能用于门禁模块的放行、关闭或拒绝 

11. 对于人员通道，出入口启闭方式参见 6.5.4和 6.5.5 

12. 对于车辆通道，出入口启闭方式参见 6.5.6 

13. 
门禁系统能向现场主机/服务器和远程主机/服务器依次报警，报警信号为声和/或光
提示 

14. 6.7.2罗列的各事件发生时，门禁系统能予以报警 

15. 
门禁系统对网络连线发生故障、编程单元的程序运行异常等简单报警事件具备自处

理能力 

16. 6.8.1罗列的各情况发生时，门禁系统能进行应急开启 

17. 应急开启方式参见 6.8.2 

18. 
门禁模块具备与视频监控模块联动工作的功能，其扩展联动设计符合《视频安防监

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 

19. 视频监控模块能为施工现场出入口的各种事件提供可回溯查找的直观监视 

硬

件

功

能 

20. 
当隧道长度大于 1km时，门禁系统安装配置隧道人员定位模块，满足隧道人员定位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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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隧道长度不大于 1km的施工现场，隧道人员定位模块作为备选模块，其功能是备选
项，不作强制要求 

22. 
隧道人员定位功能主要用于跟踪、监测施工现场内各类人员，在一定精度下测定出

各类人员在施工现场内的位置信息 

23. 
人员通道门禁模块对人员进行识读时能与隧道人员定位标识进行匹配，确保人员信

息的唯一性及准确性 

硬

件

功

能 

24. 
门禁系统能将定位信息（何人、何时、何地）同步显示在显示装置上，必要时能将

这些信息传送至远程主机/服务器 

25. 门禁系统具备的软件功能包括管理/控制、存储、事件记录和上传等功能 

26. 门禁系统对系统钥匙具备授权功能，从而使被识别目标具有出入权限 

27. 
门禁系统能对操作（管理）员的授权、登录、交接进行管理，并能设定操作权限，

使不同级别的操作（管理）员对门禁系统具有不同的操作能力 

28. 
车辆通道门禁模块、人员通道门禁模块、视频监控模块、隧道人员定位模块的数据

能传输至现场主机/服务器，并在现场主机/服务器的存储载体中保存 

29. 远程主机/服务器应将现场主机/服务器上传的信息保存在存储载体中 

30. 
现场主机/服务器和远程主机/服务器具有备份、恢复功能。当供电不正常、断电时，
门禁系统的系统钥匙信息及各类事件信息不会丢失 

31. 
存储于现场主机/服务器中的视频监控模块采集图像始终保证原始完整性，即无论中
间过程如何处理，应使最后显示/记录/回放的图像与原始场景保持一致 

32. 
门禁系统能将出入事件、操作事件、报警事件等记录存储于管理/控制部分的相关载
体中，并能形成报表以备查看 

33. 
事件记录应包括时间、目标、位置、行为。其中文字应采用简体中文，时间信息应

包含：年、月、日、时、分、秒，年应采用千年记法 

34. 
操作（管理）员能对授权范围内的事件记录、存储于管理/控制部分相关载体中的事
件信息进行检索、显示和/或打印 

35. 
门禁系统能将现场主机/服务器中的有关信息经由互联网或专网传送到远程主机/服
务器 

36. 
门禁系统的现场主机/服务器和远程主机/服务器能进行可靠、稳定、安全的连接，并
能对传输信息进行必要的加密措施，以防止被恶意窃取破解 

37. 
当门禁系统的现场主机/服务器和远程主机/服务器连接不稳定时，门禁系统具备断点
续传功能 

38. 
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其他用户可以通过访问远程主机/服务器来对一个或多个施工
场地的门禁系统进行综合、有效的管理 

软

件

功

能 

39. 门禁系统能将 7.5.5罗列的信息上传至远程主机/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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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性能指标评测表 

1. 门禁系统管理/控制部分的计时部件的计时精度指标应符合 6.2.2 

2. 其他与事件记录、显示及识别有关的计时部件的计时精度指标应符合 6.2.3 

3. 人员识别和车辆识别的误识率与拒认率指标应符合 6.4.5 

4. 闭锁部件或阻挡部件的故障率指标应符合 6.5.2 

5. 
对于人员通道，若采用时限方式关闭出入口，利用软件设置启闭时限，通过的时限

指标应符合 6.5.4 

6. 
门禁系统工作在现场控制方式时，从识读部分获取一个系统钥匙的完整信息到执行

部分开始启闭出入口动作的时间指标应符合 6.6.2 

7. 
门禁系统工作在异地控制方式时，操作（管理）员发出启闭指令到执行部分开始启

闭出入口动作的时间指标应符合 6.6.3 

8. 各类事件信息传送到现场主机/服务器和远程主机/服务器的总时间指标应符合 6.6.4 

硬

件

性

能 

9. 对施工现场出入口监控区域的监控时间指标应符合 6.9.3 

10. 
在管理/控制部分的存储载体中，人员和车辆应分开记录并汇总，对每个施工现场出
入口的出入事件记录总数指标应符合 7.4.4 

软

件

性

能 11. 
管理/控制部分存储的事件记录（包括出入事件、操作事件和报警事件）应保持最新
的记录值，其存储载体的事件记录容量指标应符合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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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门禁系统信息格式表 

 
表 B.1给出了项目主要信息的格式，表 B.2给出了人员基本信息的格式，表 B.3给出了人员

进出信息的格式，表 B.4给出了车辆基本信息的格式，表 B.5给出了车辆进出信息的格式，表 B.6
给出了日期时间的格式。 

表B.1  项目主要信息格式表 

定  义 约  束 数据类型 值域（字节） 描    述 

项目名称 非空 字符型 ≤255  

项目编号 非空，唯一 字符型 32 
项目的唯一 ID， 

32位无意义字符串 

建设单位名称 可非空 字符型 ≤255  

标段名称 非空 字符型 ≤55  

标段编号 非空，唯一 字符型 32 
标段的唯一 ID， 

32位无意义字符串 

施工单位名称 非空 字符型 ≤255  

监理单位名称 非空 字符型 ≤255  

门禁系统编号 非空，唯一 字符型 32 
门禁系统的唯一 ID， 

32位无意义字符串 

开工启用日期 非空 日期型 7 年月日时分秒 

完工停用日期 非空 日期型 7 年月日时分秒 

 

表B.2  人员基本信息格式表 

定  义 约  束 数据类型 值域（字节） 描    述 

系统钥匙编号 非空，唯一 字符型 32 
系统钥匙的唯一 ID， 

32位无意义字符串 

姓名 非空 字符型 ≤255  

证件类型 非空 字符型 1 默认为身份证 

证件号码 非空，唯一 字符型 ≤18 
对应证件类型的 
证件号码 

性别 非空 字符型 1  

出生日期 可为空 日期型 4 年月日 

工种/职务 非空 字符型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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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人员进出信息格式表 

定  义 约  束 数据类型 值域（字节） 描    述 

系统钥匙编号 非空，唯一 字符型 32 系统钥匙的唯一 ID， 
32位无意义字符串 

姓名 非空 字符型 ≤255  
进入时间 非空 日期型 7 年月日时分秒 
退出时间 非空 日期型 7 年月日时分秒 
逗留时间 非空 日期型 7 年月日时分秒 

 

表B.4  车辆基本信息格式表 

定  义 约  束 数据类型 值域（字节） 描    述 

系统钥匙编号 非空，唯一 字符型 32 系统钥匙的唯一 ID， 
32位无意义字符串 

车号 非空，唯一 字符型 16 车辆的唯一 ID， 
16位无意义字符串 

驾驶员姓名 非空 字符型 ≤255  
证件类型 非空 字符型 1 默认为身份证 

证件号码 非空，唯一 字符型 ≤18 对应证件类型的 
证件号码 

 

表B.5  车辆进出信息格式表 

定  义 约  束 数据类型 值域（字节） 描    述 

系统钥匙编号 非空，唯一 字符型 32 系统钥匙的唯一 ID， 
32位无意义字符串 

车号 非空，唯一 字符型 8 车辆的唯一 ID， 
8位无意义字符串 

进入时间 非空 日期型 7 年月日时分秒 
退出时间 非空 日期型 7 年月日时分秒 
逗留时间 非空 日期型 7 年月日时分秒 

 

表B.6  日期时间格式表 

时间单位 范  围 数据类型 字  节 
年 1~9999 整型 2 
月 1~12 整型 1 
日 1~31 整型 1 
时 0~23 整型 1 
分 0~59 整型 1 
秒 0~59 整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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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台州湾大桥及接线工程门禁系统示例 

 

C.1  项目简介 

台州湾大桥及接线工程项目的施工现场环境复杂，人员、机械设备进出频繁，施工作业面相

对狭小集中，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希望通过使用门禁系统对现场人员和车辆进行有效

管理，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该门禁系统主要依托综合安防管理平台，实现对多个子模块的统一

管理和控制。并在综合安防管理平台的基础上，提供精细化的分级权限管理和远程联网监管。 

C.2  门禁系统总体架构示例 

门禁系统总体架构示例如图 4所示，该系统包含了车辆通道门禁模块、人员通道门禁模块、
视频监控模块、现场主机/服务器模块、显示装置模块和远程主机/服务器模块。 

 

 
图 4  门禁系统总体架构示例图 

 

C.3  门禁系统的直观效果示例 

施工现场安装配置的门禁系统直观效果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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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5  门禁系统直观效果图 

C.4  独立控制型门禁模块示例 

图 6 给出了独立控制型门禁模块的示例。该门禁模块采用基于车牌识别的识读方式，管理/
控制部分配置在出入口控制终端（即现场主机/服务器）上，由出入口控制终端进行独立控制。该
模块采集的数据传送到出入口控制终端，由出入口控制终端对数据进行存储、管理等，车辆基本

信息、进出信息等在 LED显示屏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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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独立控制型门禁模块示例图 

 

C.5  联合控制型门禁模块示例 

图 7给出了联合控制型门禁模块的示例。该门禁模块采用人脸识别仪进行识读，管理/控制部
分配置在门禁主机（即管理控制器）和客户端（即现场主机/服务器）上，由两者进行联合控制。
该模块采集的数据传送到客户端，由客户端对数据进行存储、管理等，人员基本信息、进出信息

等在大屏显示器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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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联合控制型门禁模块示例图 

 

C.6  视频监控模块示例 

视频监控模块的视频采集部件是前端智能监测网络摄像机，采集的视频信息除了传输至现场

主机/服务器，还传输至视频分析记录仪、解码器，视频信息解码后可在大屏显示器上显示。如图
8所示。 

 
图 8  视频监控模块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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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门禁系统管理界面示例 

门禁系统的管理界面如图 9所示，分成视频系统、门禁系统、事件中心、入侵报警和日志查
询等子界面。 

 
图 9  门禁系统管理界面示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