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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ormal�open�常开
NC：normal�close�常闭
COM：common�公共端

调试接⼝（Debug）：�软件调试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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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光灯
红外测温双⽬⼈脸识别摄像头
红外补光灯

LCD显⽰屏

产品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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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机

o
33

1.48m

0.5m

�������当闸机带刷卡（⾝份证�/�IC卡）模块时，安装⼈脸识别终端设备的开孔，应
当结合闸机⾼低，尽量远离刷卡模块，推荐0.4m及以上间隔，确保刷卡时抓
拍清晰完整的⼈脸照⽚。

0.4~0.6m

刷卡模块安装间隔距离

安装孔直径3.2cm

闸机安装
�������安装时需要综合考虑现场使⽤⼈群⾼矮、环境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闸机
安装开孔位置，闸机开孔参考位置为闸机中⼼位置前移15cm，如图：

安装规范

⻙根IN接⼝（WGIN）：⻙根输⼊接⼝，暂未开放。
1.�GND；2.�IND0；3.�IND1

⻙根OUT接⼝（WGOUT）：⻙根输出接⼝，暂未开放。
1.�GND；2.�OUTD0；3.�OUTD1

调试接⼝、升级接⼝：
请在⼚商指导下进⾏操作，⽤⼾勿⾃⾏调试、升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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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测温，请稍等

o温度正常，36.7 C

壁挂安装
�������安装时需要综合考虑现场使⽤⼈群⾼矮、环境等因素，选择合适的位置。
推荐安装⾼度为设备镜头离地1.5m，推荐识别距离为0.5~1m，如图：

温馨提⽰
�����������测量距离和测量⻆度会影响测温精度，测温模块应该避免阳光⼲扰，应
�����������⽆光源直射额头。
�����������请勿在阳光下或临近热源的环境中使⽤。
�����������请注意使⽤环境：阳光、烟雾、蒸汽、尘⼟等会影响测温准确性。
�����������请勿在⻛扇、空调的出⻛⼝等⽓流较⼤的地⽅测量。
�����������请勿在强电磁⼲扰环境下使⽤。

o�����������推荐测温使⽤环境温度：16~30 C
�����������环境温度变化较⼤时，需配合专⽤红外测温校准仪校准后使⽤，必要时
�����������进⾏⼈⼯复验。
�����������当被测⼈员来⾃与测温设备环境差异较⼤的地⽅，建议5分钟以上再测。
�����������测温模块请保持清洁，否则会影响测量准确性。清洁时⽤⼲净软布或棉
�����������棒沾少许医⽤酒精或⽔擦拭脏污处。
�����������尽量不要在额头吹⻛、淋⽔、出汗、涂抹化妆品等情况下测量。���在运动、
�����������洗澡、⽤餐后30分钟内不要测量体温。
�����������设备体温测量结果不能作为医学诊断结果。

o33

1.5m

墙面

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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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物体均会释放出红外辐射能量，其表⾯温度直接决定辐射能量⼤⼩
及波⻓。基于这⼀原理，本产品采⽤专⻔⽤于侦测⼈体释放红外辐射能量的
红外传感器，并通过运算及各种补偿校正，测量出⼈体体温。

红外测温基本⼯作原理

设备使⽤⽅法

测温⽅法
（1）设备接⼊电源，先预热15分钟以上即可正常使⽤；
（2）⽤⼾体温检测时，请将额头对准温度检测区域，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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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系统设置
（1）设备上电，初始化完成后，进⼊到主界⾯；
（2）插⼊⿏标，连续单击3下系统主界⾯下⽅蓝框，弹出管理员登陆，输⼊⽤⼾
�������名和密码后，点击【登陆】进⼊【系统设置】，系统默认⽤⼾名为：root�，系统
�������默认密码：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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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置
（1）识别设置：可设置设别阀值，选择是否活体检测，是否⼝罩识别，是否温度
�������筛选，及温度��补偿值；
（2）⼈员管理：可添加⼈员，批量导⼊，查找⼈员；
（3）记录管理：查找和导出数据；
（4）⽹络设置：有线⽹络及⽆线⽹络设置；
（5）服务器设置：设置服务器地址；
（6）系统设置：设置⾳量，屏幕亮度，补光设置，系统信息，系统时间设置，恢
复出⼚设置及管理员密码修改。

�������识别设置
（1）设别阀值：默认设置值为0.50�，设置的值越⾼代表需要识别的⼈脸与保
�������存的⼈脸图⽚相似度要越精确；
（2）活体检测：勾选后，检测是否为活体；
（3）⼝罩识别：勾选后，检测是否佩戴⼝罩；
（4）体温筛选：勾选后，只做体温筛查，体温正常就控制闸⻔打开；
（5）温度补偿：针对体温检测准确度调整的参数，范围是0-1000，不同环境下
�������参数要微调。

    设备不联⽹离线模式
         可在设备端进⾏⼈员管理、记录管理的操作。（注：离线使⽤时，设备录
⼊的所有数据储存在设备中，可通过U盘导⼊导出操作，联⽹后，设备端录⼊
的数据也不⽀持上传⾄云端）

⼈员管理
（1）添加⼈员：选择【添加⼈员】→【拍照】→【姓名】保存�，添加成�功后，在⼈
�������脸识别通过时会显⽰对应的⼈名；
（2）批量导⼊：请使⽤U盘进⾏批量导⼊操作；
�������将⼈员信息照⽚整理到⼀个⽂件夹中，再使⽤”图⽚预处理⼯具”⽣�成可
�������批量导⼊的⽂件，⽂件名称默认为：”REG”，再将”REG”⽂件夹拷⻉到U盘
�������根⽬录下，�U盘成功连接设备USB接⼝�，选择【⼈员管理】→【批量导⼊】，�
�������点击确定�。
���������[1]�⽬前设备识别的U盘格式只⽀持FAT32�

���������[2]�图⽚预处理⼯具下载地址：�https://box.lenovo.com/l/mu2H9b

（3）查找⼈员：输⼊需要查找⼈员的姓名，点击查询，也可不输⼊姓名，
���������直接点击，可对查询到的数据进⾏删除。

记录管理
（1）查找记录：可查找某段时间，某个⼈的打卡记录；选择勾选拒绝记录时，只
�������能查询到本地已注册⼈员的打卡记录；
（2）导出记录：可导出某段时间，某个⼈的打卡记录；导出数据时，先连接好U
�������盘，导出的⽂件在U盘根⽬录下RECG⽂件夹中�；选择勾选拒绝记录时，只
�������能导出本地已注册⼈员的打卡记录。

    设备联⽹模式
         设备联⽹使⽤时，数据存储在云端，可在云端进⾏⼈员管理、记录管理
的相关操作。（注：⽆需单独⽤U盘导⼊导出操作，数据⾃动上传下载，切记不
能在设备端进⾏⼈员录⼊、记录导出）
���������⽤⼾可访问e道⻔禁平台：�https://sac.eloam.net，输⼊系统⽤⼾的账
号、密码登录成功后进⾏相关操作。

⽹络设置
（1）有线⽹络设置：可选择⾃动获取IP和⼿动设置IP；
���������⾃动获取IP：勾选有线⽹，⾃动设置
���������⼿动设置IP：勾选有线⽹，⼿动设置
（2）⽆线⽹络设置：可选择⽆线WiFi和⽹络热点。

服务器设置
（1）服务器地址：https://sac.eloam.net/api
（2）轮询：设备请求后台服务器的间隔时间。



-8-

���������⾸先保证设备安装并固定到现场后，连续开机⼗五分钟，如此时
发现温度有偏差，则可以按照如下⽅法校准：
（1）把机器固定好，安装在⼀个固定的位置和⻆度；
（2）拿到⼀个测温准确的额温枪，测量⼀个⼈的额头温度值；
（3）该⼈站到这台固定好的机器0.5m位置做温度测量，如果测量出来
���������的温度偏⾼，则温度补偿值加⼤，如果偏⼩，则补偿值设置⼩⼀
���������些（校准时间⼀般需要10秒时间测量校准⼈的温度）；
（4）测温平板开机⼗五分钟内，测量的温度会偏⾼，这属于正常现象，
���������红外热成像模组必须预热⼗五分钟测温才正常。

红外测温校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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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录⼊规范

录⼊条件
建议在室内环境进⾏拍照录⼊，确保室内环境光线照度合适。录⼊�������

时，⼈员应顺光站⽴，表情⾃然，头发不遮挡眼睛及眉⽑。戴眼镜⼈员，
眼镜框不应遮挡眼睛，镜⽚不反光和不变⾊。推荐取下眼镜录⼊照⽚，
同时顶部光源不应导致⼈脸部过亮或有阴影。

照⽚标准⽰例
注册照⽚⽰例

系统设置
（1）⾳量设置：可调节系统⾳量；
（2）屏幕亮度：可调节系统屏幕亮度；
（3）补光设置：可选择⾃动补光，补光常开或者常关；
（4）恢复出⼚设置：会删除所有设置，⼈员信息，识别记录；
（5）管理员密码：可修改管理员密码；
（6）系统信息：可查看相应设备型号，固件版本号，MAC地址；
（7）系统时间设置：⼿动修改时间。

戴帽⼦ 戴眼镜

光线过暗 侧脸

照⽚要求：
1.�导⼊照⽚需⼩于5M
2.�⼈脸⼤⼩占整张照⽚1/3以上

简单背景

正脸
表情正常

⾯部光照强度
适中，⾯部明
暗均匀



1）设备
2）电源适配器
3）USB分线器（可⽤于接U盘和⿏标）
4）垫⽚
5）螺⺟
6）六⻆螺丝⼑
7）保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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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Linux系统

内核
CPU ARM�Cortex-A7架构，最⾼达1GHz主频

NPU 内置卷积神经⽹络加速器NPU，1.2T算⼒

存储 运⾏内存512MB，存储内存8GB

显⽰屏 TFT�LCD，8⼨，分辨率：800X1280

⼈脸识别 活体检测，200W宽动态

红外测温

测温范围 30~45°

测温距离 0.5~1M

测温精度 ±0.3°

⼝罩识别 ⽀持

识别⼈数 10000~100000⼈

识别时间 1S

视⻆ 33°

⽹络
有线，以太⽹100M

⼈体感应唤醒 ⽀持

补光灯 ⽩⾊

指⽰灯 绿⾊：验证通过，红⾊：验证失败

接⼝ USB*1，RJ45*1，⻙根IN*1，⻙根OUT*1，RS485*1，
DC�12V*1

设备升级 ⽀持

安装⽅式 闸机安装、壁挂式

应⽤场景 室内（⽆阳光⼲扰）

外形尺⼨ ⽴式：139×95×415mm
壁挂式：139×26×274mm

外壳材质 铝合⾦

产品参数与特性

WiFi

喇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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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与附件



服务与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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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声明
1.�本产品所有售后政策遵守国家产品三包售后规定。
2.�产品送修时，须附有完整的包装以保维修品质。
3.�三包凭证之相关信息需经销售商或⽤⼾填妥，且需加盖经销商印章。
4.�产品三包有效期为⼀年，三包有效期⾃开具发票之⽇计算。维修服务不含运费，
第⼆年起酌收零件费及检修⼿续等费⽤。
5.�属下列情况之⼀的产品，将不提供三包服务：
����(1)�超过三包有效期�;�
����(2)�⼈为因素造成的损坏，
����(3)�未按使⽤说明操作，或安装错误造成的损坏�；
����(4)�经由其他未授权的维修服务机构修理⽽造成损坏的�;
����(5)�⽆有效三包凭证及有效发票的�;�(�能够证明该产品在三包有效期内的除外�)
����(6)�擅⾃涂改三包凭证的�;
����(7)�三包凭证上的产品型号或编号与商品实物不相符合的�;
����(8)�因其它软件安装及设定所造成的使⽤问题及故障�;
����(9)�电脑病毒所造成的问题及故障�;
����(10)�因不可抗⼒如⽔灾、⽕灾、地震或其它意外灾害造成损坏的。
����(11)�如⾃⾏撕换原⼚保修序号贴纸或⽆序号贴纸者，将取消其保修权益且不予
��������������提供维修服务。
6.�因以上⾮保修范围的因素产⽣的不良品，将依本公司规定标准收费，与保修期
限⽆关。
7.�本产品保修范围仅⽤于产品本体，不含连带耗材保修责任。
8.�产品送修期间，本公司对于购买者的既得利益及实现预知可能发⽣的损害情形，
本公司恕不负任何责任。
9.�请仔细阅读上述三包服务政策，并按照使⽤说明书进⾏使⽤和保养。
10.�本公司保留对本三包凭证所有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利。
11.�机器发⽣故障时，请送到指定授权维修中⼼或者联系客⼾服务中⼼以确认问
题所在，请不要随意拆开和维修故障机器。

�������������������������������������������������
此为A级产品，在⽣活环境中，该产品可能会造成⽆线电⼲扰。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对⼲扰采取切实可⾏的措施。

免责声明
、���产品最⾼像素为软件优化后的像素；1
、��� 产品不断升级及系列化扩展，产品图⽚仅作⽰意，实物产品效果（包括但2 由于

不限于外观、颜⾊、尺⼨）可能略有差异，具体请以实物为准；
��� 为理论值，因产品放置于不同特定环境下测试结果有所不同，实3、所有数据均

际使⽤中可能因产品个体差异、软件版本、使⽤条件和环境因素、应⽤场景、操作
⽅法不同略有不同，具体情况以实际使⽤过程为准。�

��� 终解释权利归深圳市新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4、最

技术⽀持
您可以通过以下⽅式，取得本公司的技术⽀持及相关信息：
全国统⼀服务热线：400-0982-858�
电话：0755-27049965
传真：0755-26014824
邮箱：mkt@eloam.cn
⽹站：www.eloam.cn
地址：深圳市南⼭区科苑路清华信息港综合楼2层208室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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