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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项目概述 

1.1 背景现状 

这个春节，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也撕咬着我

们的内心，让原本欢聚团圆的春节恐慌肆虐。疫情爆发正值春运高峰期，人员流动

量激增，加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和防控的难度。为避免疫情在全国扩散，需在社

区、园区、校园等各类人员密集场所大量增加检疫人员，对流动人员进行一对一体温

检测，人工测温不仅耗时耗力效率低，历史溯源难，无法做到全局掌控， 而且还存在

着检疫人员被感染的风险。 

1.2 痛点分析 

随着疫情全国性的蔓延，就诊人数激增，各级社区、校园、企业人员健康排查

难度增大。提高管理效率，建设一套先进、稳定、可靠、优越、经济的人脸识别+非

接触式体温检测进出人员信息登记系统显得非常重要。通过人脸识别设备+ 体温检测

设备实时获取进出人员信息、健康情况，对人行出入口进行有效管理， 利用科技手

段减少人力负担，非接触式体温测量降低二次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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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解决方案 

2.1 方案简介 

公司通过充分利用生物识别、物联网、云计算、红外体温检测、移动互联网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以人脸识别+红外体温检测前端设备为核心，配合人证

对比、人脸识别、红外测温。为人员出入信息管理提供人脸识别+体温测量快速验

证进出人员健康情况、身份信息、实时登记的解决方案。人脸特征唯一性的应用可

有效提升人员身份认证准确率、减少管理人员工作量，减少二次感染风险，增加人

员体验感。打造一个安全、智能、高效、便捷的生活环境。 

2.2 系统建设目标 

 内部人员进出实名登记：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身份证人证对比技术实现快速

精准的判断人员身份是否为外来人员，实时生成出入记录。

 无接触式体温检测：通过人体红外测温技术，非接触式快速人员体温检测， 

智能监控人员健康情况及出入。

 访客登记：访客实名制管理，通过人证（身份证）比对技术+红外测温技术

实时记录访客信息、健康状况，智能生成来访记录。

 异常情况实时报警联动：检测体温异常实时后台+设备端二级报警联动，快

速发现并响应措施。

2.3 设计原则 

构建智能健康情况检测系统时，应充分结合内外部环境，以“经济、实用、

先进、可靠”为建设原则。 

 经济性

采用性价比比较好的产品，既能满足健康检测管理的实际需求，又能减少前

期建设的投入成本。同时，在系统运维的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管理人员技术功底

薄弱等因素，对系统进行优化设计，方便系统的后期使用与维护，整体降低系统

综合费用开销。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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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把治安管理需求放在首位，力争做到足够灵活好用，坚持选择用户体验

度好的系列产品，结合社区安防多种应用场景，进行模块化设计封装，充分利用

视频信息资源，持续提升社区治安管理水平。 

 先进性

 基于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及地方标准的要求进行设计，采用业界标准的通

信协议，从软件底层架构上保证系统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全面兼容国内外主流

厂商的设备。 

 可靠性

硬件的选型和软件的成熟能力检测都达到行业标准规格，充分保证系统

7*24 小时不间断持续运行。同时，系统具备严密的安全管理机制，确保设备安全、

系统安全、数据库安全和信息安全。 

 兼容性、可扩充性原则

系统的拓扑结构应具有可扩展性，即系统联结必须在系统结构、系统容量与

处理能力、物理联接、产品支持等方面具有扩充与升级换代的可能，采用的产品要

遵循通用的工业和行业标准，以便不同设备和应用通过异构方式来扩充系统能力。 

 易操作性原则

因平台管理的人员数量庞大，涉及到管理对象多（人、信息、设备等），

系统应采用图形化界面，易上手、便捷操作。 

 可维护性、可管理性原则

整个系统中的互连设备，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易学，并便于维护和管理。对

于关键设备能在系统中实时查看状态，并能远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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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方案体系架构 

 

图一管理体系架构 

业务层：人员管理、设备管理、授权管理、出入+体温记录管理、报警管理、来

访数据统计管理等业务。 

服务层：网络通信服务、数据存储服务、消息服务、设备管理服务、数据中心、

计算服务等，用于给相应的业务提供服务支撑。 

基础层：提供基础的硬件支持，人脸识别访客机+红外体温检测设备等；提供服

务器支持，部署 web 端、移动端的各种服务；数据存储方式包括四个，即关系

型数据库（使用 MySQL）、内存数据库（使用 Redis）、数据队列（MQ）和磁盘，

其中关系型数据库存储设备、考勤数据等信息，内存数据库存储设备状态以作缓

存，MQ 利于请求峰值期间的平缓处理和稳定，磁盘存储配置文件、图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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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方案拓扑说明 

 

图二 内部人员出入登记拓扑图 

 

图三 访客出入登记拓扑图 

 
图四 微信小程序登记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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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黑名单人员出入拓扑图 

2.6 解决方案介绍 

2.6.1智能人脸测温访客登记员工签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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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设备端页面 

 

设备端主屏幕页面 

 

设备端副屏幕审核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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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系统后台页面 

 

黑名单管理页面 

 

出入记录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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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登记管理页面 

 

2.6.4小程序管理页面 

 

出入口绑定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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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模式选择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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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导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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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功能说明 

2.7.1人员管理 

内部人员基本信息维护，包含人员基本信息，联系方式、用于人脸识别的照

片信息维护。 

2.7.2设备管理 

设备的增删改查，后台参数配置，远程升级等功能。 

2.7.3授权管理 

人员可通行权限授权管理，增加、删除、修改、查看人员授权信息功能。支

持时间段授权，开通授权后人员可在对应设备上刷脸进出。 

2.7.4访客管理 

支持灵活的访客登记功能，携带身份证的访客可以在设备上刷证件+刷脸完

成人证对比，确认身份，通过红外测温组件完成非接触式测温，确认身体健康情

况；没有携带身份证的访客可以通过设备输入身份证号进行公安系统云比对完成线

上身份认证，通过红外测温组件完成非接触式测温，确认身体健康情况。 

2.7.5进出管理 

实时生成人员进出记录及进出时体温度数，做到出入记录、健康情况记录。 

2.7.6权限管理 

根据不同的使用单位系统可设置对应系统权限，政府侧可根据社区、街道、市

区、市层级关联下属管辖单位账号，获取查看管辖单位进出口人员统计数据。企业

侧如物业公司可关联下属管辖的社区、园区等，获取查看管辖企业的进出口人员统

计数据。 

2.7.7黑名单管理 

系统设置黑名单库，对接公安系统疫情防控黑名单，当监测到有疾病感染者、感

染者家属、去过重度观察疫情区、有过与感染者同乘等情况人员实时报警，可设置

混合报警模式，开放第三方接口供公安等相关部门实时对接，报警信息实时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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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报警管理 

发现人员体温异常情况，实时后台/设备二级报警联动，通知警卫人员及时

响应措施。 

2.7.9数据分析 

智能生成人员登记报表，进出人员健康情况比例报表等。实时掌握进出人员

健康状况，做到第一时间响应防范，减少隐瞒事实的情况发生，减少疫情蔓延的可

能性。 

2.8 方案优势 

2.8.1精准快速人员身份验证 

采用人脸识别+刷卡方式认证，利用人脸特征唯一性的应用可有效提升人员

身份认证准确率，做到快速精准人员身份识别。外来人员实时身份认证，体温实

时测量记录。 

2.8.2非接触式体温测量 

采用红外测温技术，非接触式体温测量，减少病毒传染，提高管理人员及进

出人员安全性。 

2.8.3进出记录可视化 

人员进出记录系统自动归档生成报表，方便后续查看回溯。 

2.8.4黑名单报警 

对接公安疫情防控黑名单库，发现危险人员实时报警。 

2.8.5实时报警联动 

发现身份/体温异常人员，实时报警。提醒管理人员查勘处理。报警记录实

时存档。方便后重点人员关注。 

 

 



疫情防控出入口解决方案 

 

 16 / 19 

 

2.9 产品参数介绍 

1）立式测温人脸一体机主要参数   

人脸容量：10000张               网络：1路RJ45 

测温范围：28-43°C              工作温度：-10°C-50°C 

测温距离：50cm                  测温精度：0.1°C 

防护等级：IP54                  测温误差：≤±0.4°C 

工作温度：-10°C-50°C          电源：DC12V/2A 

工作湿度：10%-90% 

屏幕：8英寸IPS全视角LCD 

摄像头：红外活体双摄，抗逆光 

认证方式：刷卡/人脸识别/人卡合一/人证对比（需要外接身份证阅读

器）/人脸比对+体温检测（测温模式） 

产品示意效果图举例如下图，安装方式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设计。 

 

示意效果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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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效果图2  

 

示意效果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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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温安检门 

 测温范围：30-45°C 

 测温精度：±0.3°C 

 测温距离：0.3-3米 

 使用范围：室内、室外防雨型两种 

示意效果图如下所示。 

 

 

 

 

 

 

 

 

示意效果图4 

3）智能测温通道闸 

 测温范围：0-60°C                 

 测温精度：±0.3°C 

 使用范围：室内 

示意效果图如右图所示。                    示意效果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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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方案组合 

报价方案如下表所示，客户可以自行组合。 

序号 产品名称  组合 说明 

1001 人脸智能识别测温

安检系统 

可以单独使用 可以与1002配接使用，实现

远程监控和后台界面报警操

作 

1002 人脸智能识别测温

系统管理平台 

与1001配接使用 可以私人定制功能板块 

2001 测温安检门      

（室内） 

 可以实现声光报警 

2002 测温安检门      

（室外） 

 防雨                     

可以实现声光报警 

3001 智能测温通道闸 可以与1001配接使用 室内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