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注于人脸识别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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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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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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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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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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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7 16/117

FACE+FACE+

人脸识别一体机

人脸识别测温一体机

人脸识别健康码+测温一体机

人脸识别测温+酒精检测一体机

人脸识别一体机配套安装支架

人脸识别抓拍机

手持酒精检测仪

智能通道闸

广告门



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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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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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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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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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25/117 2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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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27/117 2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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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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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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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FY-SJP08GM

8寸人脸识别人证访客机

背面 侧面 侧面

工作电压              DC12V2A
工作湿度              5～90%相对湿度,无冷凝
工作温度              -20℃～70℃
防护等级              IP65
外观颜色              深空灰
外观尺寸              人脸机：高252*宽140 mm  底座：长320*高20*宽180mm 

AI芯片 RK3568   Hi3516DV300  RV1109  
操作系统 Linux 或 Android
显示屏 8寸高清屏    
分辨率 800*1280
喇叭 内置立体声扬声器
存储 2G+8G或4G+32G
触摸屏 标配



34/11733/117

人脸识别测温一体机

Face recognition an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ll-in-one machine

人脸识别测温一体机
Face recognition an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ll-in-one machine

红外矩阵式热成像
Infrared matrix thermal imaging

8寸平板人脸识别测温一体机

10.1寸平板人脸识别测温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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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 n c h  b i n o c u l a r  fl at  pa n e l  te m p e rat u re  m ea s u r i n g  fa ce  re co g n i t i o n  m a c h i n e

新 增 触 摸 屏 功 能

8寸双目平板测温人脸识别一体机



8寸双目平板测温人脸识别一体机

触摸屏  可选配

型号：FY-SJP08ST

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37/117 38/117

墙面壁挂 桌面座架 通道闸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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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监测模块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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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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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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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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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健康码
测温一体机

Face Recognition Health Code
Temperature measuring machine

已对接健康码省份 
序号 省份名称               健康码名称                      接入进度                                      备注

1 国码      国康码                                    已对接        全国各地都能互认的统一健康码
2 山东码     山东电子健康通行码            已对接
3 河北码     河北健康码                  已对接
4 甘肃码     甘肃健康出行码                  已对接
5 湖南码     湖南省电子健康卡                已对接
6 上海码     上海随申码                  已对接
7 福建码     八闽健康码                  已对接
8 广东码     粤康码                                    已对接
9 安徽码     安康码                                    已对接
10 江苏码     苏康码                                    已对接
11 湖北码     湖北健康码                  已对接
12 重庆码     渝康码                                    已对接
13 成都码     天府健康通健康码                已对接
14 广西码     广西健康码                  已对接
15 陕西码     陕西健康码                  已对接
16 内蒙码     内蒙古健康码                  已对接
17 江西码     江西健康码                  已对接
18 北京码     北京健康宝                  已对接
19 新疆码     新疆防疫健康信息码            已对接
20             浙江码          浙江健康码                            已对接
21             河南码          河南健康码                            已对接
22             云南码          云南健康码                            已对接

更多省市地区健康码对接中......

对接全国各省市健康码

Docking with health codes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型号：FY-SJP08CWL-02 型号：型号：FY-SJP08ST

防疫健康码识别/二维码识别/身份证识别

47/117 48/117

人脸识别健康码
              +
    测温一体机

内置识别健康码/身份证阅读器

健康码识别区 身份证读取区

外置识别健康码/身份证阅读器

健康码识别区 身份证读取区

体温监测模块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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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FY-SJP08CWL-02



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型号：FY-SJP08CWL-03

防疫健康码识别/二维码识别/身份证识别

49/117 50/117

人脸识别健康码
              +
    测温一体机

健康码识别区 身份证读取区

健康码核验+身份证核验

体温监测模块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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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FY-SJP08CWL-03

高293mm*宽135mm*厚23mm开孔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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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56/11755/117

02

03

04

01



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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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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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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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测温+酒精检测一体机

Face recognition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 
alcohol detection all-in-one machine

人脸测温+酒精检测一体机，支持温度和酒精浓度双检测，

支持检测结果实时打印，支持图像打印。

        人脸识别测温+酒精浓度检测一体机， 集成人脸识别、红外

测温、酒精浓度检测、考勤管理、门禁管理、云端管理等功能，支

持二次开发。适用可能酒后危害公共安全的各类作业场景。专

为管理严格的交通运输行业以及严禁酒后作业的特殊岗位设

计。

适用可能酒后造成安全隐患各类作业场景

Applicable to various work scenarios that may 
cause safety hazards after drinking

63/117

酒精检测模块支持打印检测结果和酒精浓度超标报警



61/10560/105

型号：  FY-SJP08AT

65/117 66/117

人脸识别测温
             +
酒精检测一体机

人脸识别测温+酒精浓度检测一体机+三角立柱

酒精检测吹气孔

12:36
2022/2/17

0.00mg/L SN:0022156489475

酒精检测显示区

工作电压 DC12V2A
工作湿度 5～90%相对湿度,无冷凝
工作温度 -20℃～70℃
防护等级 IP65
外观尺寸 高268mm*宽135mm*厚
25mm(测温头宽34mm高25mm厚11mm) 
酒精检测模块宽135mm高50mm厚23mm

测温方式 红外矩阵式热成像
测温精度 0.1℃
测温误差 ≤±0.3℃
测量量程 35.8℃⸺48.7℃
测温时间 2s
检测距离 0.3米⸺0.6米

传感器 数字型酒精传感器模块
检测气体  酒精
检测范围： 0.1g/l-1.3g/l（BAC)
精度误差： 0~0.1g/l（BAC)
报警点： 0.2g/l（BAC)
工作电压 4.8～5.2V DC 
工作电流 < 60mA 平均
响应时间 T90 < 20s
输出数据 0～1000ppm
通讯接口 TTL 电平 5 V
工作条件 0～50℃/15～90%RH(无凝结)
储存条件 -20～50℃/ <60%RH(无凝结)

体温监测模块

常规参数01

硬件参数04

性能参数05

摄像头参数06

02

酒精检测模块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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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抓拍机

专业级智能人脸识别抓拍机

face recognition camera

Professional-grade intelligent face 
          recognition capture machine

适用人脸识别抓拍机的场景
学校 景区  商超  小区  零售连锁  综合体

The scene suitable for face recognition camera
School Scenic Area Commercial Supermarket Community Retail Chain Complex



工业级AI芯片 超强算法计算能力   

支持口罩检测
集刷卡/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等功能于一体

云平台数据实时监测

语音、屏保自定义
UI接口全开放

支持所有语言对接
提供各类SDK及测试DEMO

74/11773/117

智能人脸识别抓拍机

型号：FY-SJZP01

正面                                       侧面                                     背面

核心功能

硬件参数

接口

常规参数

芯    片 海思 Hi3516DV300   RV1109
操作系统 Linux
存    储 4G+32G

抓拍距离                 10米（需要更远距离或者更近可以更换镜头实现）
记录容量                 500万条
识别类型                 1：N张脸
人脸库下发            单张图片  批量图片  实时抓拍图片导入

网络接口                 1个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开关量输出            1组开关量输出
485信号                  1组485信号输出
USB接口                 2路USB接口
复位键                     1组复位键
电源接口                12V电源接口
通    讯                     TCP/IP、wifi、热点

工作电压                  DC12V2A
工作湿度                  5～90%相对湿度,无冷凝
工作温度                  -20℃～70℃
防护等级                  IP65

4



手持酒精检测仪
轻巧机身   方便携带

7
Handheld alcohol detector

适用于高危领域禁止酒后上岗的企业等多个领域

It is suitable for enterprises in high-risk areas where alcohol is 
prohibited from working, and other fields.

手机安装APP管理设备

Professional-grade intelligent face 
          recognition capture machine

75/117 76/117



测试时间短，效率高，数据联网，防作弊，方便携带，精度准等。

采用非接触吹气式测量办法，减少细菌病毒交叉感染的风险。

手持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可以用于判断是否酒后驾车，
也可以使用在高危领域禁止酒后上岗的企业。

手持呼气式酒精检测设备可与使用者手机蓝牙链接，通过手机安装的APP管理设备

异常数值支持自动发送邮件预警

77/117 78/117

02

0301

型号：FY-SJAD-01

手持吹气式酒精浓度检测仪

背面 侧面 背面 侧面

使用电池               2"AAA"碱性电池(不含)
工作电流               250MA(max)
待机电流               小于20UA
工作温度范围          -5°℃ ~ 45°℃
连续测量时间          8小时以上
外观尺寸               机身：高142mm*宽45mm*厚度16mm  
                                     头部：宽45mm*高53mm*厚25mm
颜        色               白色、黑色
仪器重量  约120克(含电池)

传感器类型                      高灵敏度电化学酒精传感器
外壳材质                      ABS塑胶
显示屏                      0LED液晶显示屏    
云端数据存储                 可存储80000条测试记录
离线存储                      可存储50条测试记录

量程范围 0-1mg/L
APP连接 支持
测量单位 mg/L(BrAC)
测量模式 非接触吹气式快速排查，自动检测
测量时间 6秒
测试距离 1cm测试
出值时间  <1s
归零时间 <10s
精度 0.01mg/L
预热 10S
警报方式 蜂鸣器
警告值 当结果等于或高于0.15mg/L时“警告”
传感器酒精吹气次数 2500次
传感器使用寿命 10年

白色 深空灰



测试时间短，效率高，数据联网，防作弊，方便携带，精度准等。

采用非接触吹气式测量办法，减少细菌病毒交叉感染的风险。

手持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可以用于判断是否酒后驾车，
也可以使用在高危领域禁止酒后上岗的企业。

手持呼气式酒精检测设备可与使用者手机蓝牙链接，通过手机安装的APP管理设备

异常数值支持自动发送邮件预警

79/117 8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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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

型号：FY-SJAD-02

手持吹气式酒精浓度检测仪

背面 侧面 背面 侧面

使用电池                 2"AAA"碱性电池(不含)
工作电流                 250MA(max)
待机电流                小于20UA
工作温度范围           -5°℃ ~ 45°℃
连续测量时间           8小时以上
外观尺寸                机身：高141.5mm*宽40mm*厚度18.5mm  
颜         色               白色、黑色
仪器重量                约120克(含电池)

传感器类型                      半导体酒精传感器
外壳材质                      ABS塑胶
显示屏                      0LED液晶显示屏    
云端数据存储                 可存储80000条测试记录
离线存储                      可存储50条测试记录

量程范围                      0-1mg/L
APP连接                      支持
测量单位                      mg/L(BrAC)
测量模式                      非接触吹气式快速排查，自动检测
测量时间                      6秒
测试距离                      1cm测试
出值时间                      <1s
归零时间                      <10s
精度                      0.01mg/L
预热                      10S
警报方式                      蜂鸣器
警告值                      当结果等于或高于0.15mg/L时“警告”
传感器酒精吹气次数    2500次
传感器使用寿命             10年

白色 深空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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