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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現狀調研
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即「2019-nCoV」，因2019年武漢病毒性肺炎病例而發
現，2020年1月30日，世衛組織暫時命名為「2019-nCoV急性呼吸疾病」。

截至11/02/2020，全國確診病例42000餘例，疑似病
例21000餘例，死亡人數1000餘例，數量仍在不斷
增加。

截至11/02/2020，香港確診病例至
42宗，死亡人數1人。而本港人傳
人的傳播鏈亦已發生。

疫情特徵：
潛伏時間長（可達14天）；
病毒傳染強；
飛沫傳播是非常重要的途徑；
有聚集性特點。

主要症狀：
發熱；
腹瀉；
乾咳等。



加強復工人員體温檢測與管控成為預防傳播的重要任務

2020年1月20日李克強主持召開臨時國務院常務會議並進一步部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各地要因地制宜落實際重點場所和公共場所的通風，消毒，測體溫等必要措施，
採取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和集中救治措施。

2020年2月8日國務院針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製印發《關於切實加強疫情
科學防控有序做好企業復工復產工作的通知》。控工作的壓力下，積極推動各類企業，項目
有序復工復產，努力保證經濟健康發展，城市正常運行，群眾生活有序。

至於香港，在復工高峰期來臨之際，如何加強園區復工人員體溫精準檢測？連接體溫信息與
身份信息同步綁定？動態監測人員體温變化？成為預防疫情傳播，園區、公司、公營機構安
全生產，以至整個社區的重要任務。

非接觸採集 精準統計 體溫檢測 人員識別



現行人員體温檢測方法及情況

現行檢測體温的方式為依靠人力使用手
持式紅外測温設備。出入人員即時量度
體溫，體溫正常可進入。如果體溫異
常，拒絕有關人員進入。

使用手持式紅外測温設備風險與隱患：

1. 測量人員與潛在患者有可能交叉感染，而
測量人員亦有可能成為病毒載體。

2. 檢查結果未有實時記錄，未能將體溫信息
與身份信息同步綁定。因病毒存在潛伏期
長達14天，現行做法未能有效在未來進行
緊密接觸者的追蹤。



我們提供的疫情防控管理系統

進出人員

帽子

眼鏡

口罩

虹膜人臉融合識別閘機已集成温度
測量系統

壁掛式虹膜人臉融合識別機已集成
温度測量系統

內部人員且體溫
正常

同步體温信息進入
樓宇

內部人員但體溫
異常

同步體温信息並拒
絕人員進入樓宇

內部人員且體溫
正常

同步體温信息進入
樓宇

內部人員但體溫
異常

同步體温信息並拒
絕人員進入樓宇

** 我們的識別系統為非接
觸式，同時不受口罩的影
響，可準確識別身分信息
及記錄體温信息。



智慧樓宇人員管控系統：狀況異常人員追溯系統

由於病毒為傳播性疾病，一但發現疑似患者，需採取潛伏期周圍接觸的人進行有效排查，成為預
防疫情傳播的有效手段。

姓名：** 2月10日 2月11日 2月12日

大門出
入口

8:00，36.2° 8:09，35.7° 8:00，36.7°

12:00，35.2° 12:00，36.2° 12:00，36.8°

18:00，36.0° 18:00，36.6° 18:00，36.5°

F區 8:10，36.8° 8:20，35.4° 8:10，36.8°

C區 10:20，36.2° 10:30，36.2° 10:20，37.2°

追查及導出該名人士所
有進出時間、地點、體
温檢查結果，

追蹤同一時間同一
地點的相關人員

** 智慧樓宇人員管控系統可在短時間找到與疑似患者有緊密接觸的人士。



智慧樓宇人員管控系統工作流程及優勢

檢測開始

非接觸式體温檢測

遠距離虹膜比較，
確認人員身分信息

基本信息獲取

該人員是否在疑
似人員數據庫

後台預警

是否為體
溫異常 檢測完成

後台預警 後台預警 疑似人員
數據庫

Ø 系統優勢：

1. 安全性極高：非接觸式的一體化温度檢測與人員識別能力，無需摘下口罩，護目鏡等防護措施，可有效防止交叉感染;
2. 識別速度快：2s以內實現測溫檢測與身份綁定，特別適合用於人流密度場所，完成體溫監測與同步身份識別；
3. 快速部署：採用成熟紅外測溫技術與中距離虹膜識別技術，即可融合工作也可獨立工作，實現具有易用性高，穩定性好等特
點，可實現快速部署與應用;

4. 可追溯：所有人士進出記錄及溫度皆實時記錄，如遇確診個案可追溯有相關接觸人員。

是
否

是

否



方案中的核心產品

壁掛式虹膜人臉融合識別
機連温度檢測

虹膜人臉融合識別閘機連
温度檢測

主要規格參數

產品尺寸 160*260*45mm（寬*高*厚）

虹膜識別距離 45~65cm

屏幕 標配7寸觸摸屏

虹膜識別身高范圍 支持根據用戶身高自行調節

工作温度 0℃~45℃

工作濕度 0%~95%

人證比對 可選

活體檢測 支持打印/顯示屏/美瞳/臉模等假體檢測

識別速度 雙眼虹膜<0.01S、人臉+虹膜<0.4S

通過速度 雙眼虹膜<2S、人臉+虹膜<2.2S

終端註冊數據庫 標準10000用戶的數據（可根據用戶需求定制）

誤識率 0.00001%

拒識率 0.1%

近紅外光源 近紅外光，LED光源符合IEC-62471標準

體温檢測 內置成熟紅外測溫技術

l 識別模塊俯仰角度自動調節，完美適用不同用
戶身高；

l 鏡頭自動對焦，自動識別捕獲用戶虹膜，適合
在出入口對人員通行做管控。



中距離虹膜加人臉辨識一體機
連温度檢測

S320更適合放在園區、辦公室、屋苑、銀行等場景下使用。防暴防衝撞，外

觀簡潔。適合在出入口處對人員通行做管控、員工考勤打卡等。

產品特點：

虹膜識別+活體檢測，三重人群安全監測維度；

可為進入區域人士量度體溫，並將信息綁定至身分信息中，方便日後追蹤。

可對通行門禁人群進行人流大數據統計和分析；

適用於多個環境場景（室內、半室外、夜晚、逆光），受環境影響較小，

可7*24小時連續工作；本地可儲存1萬人特徵數據(標準版)；

具備設備運行狀態自檢功能；

S320識別速度快，可確保每分鐘快速通過25-30人次；

LED光源符合國家IEC 62471標準；

與現有門禁集成方便，可提供接口有：繼電器幹接信號、網絡tcp/ip協議、韋

根協議；

緊湊輕便的設計，非常小的尺寸設計有利於佈置及安裝。



門禁等級提升至虹膜識別系統：

指紋 + 密碼

指紋乾澀

指紋潮濕

易於造假

密碼洩露

密碼遺忘

密碼破譯

拍卡

需要接觸

卡片遺忘

考勤造假

接觸式的門禁系統未能提供最佳的用戶
體驗及存在細菌傳播的風險。

虹膜 + 人臉

唯一性好

活體性好

仿造極難

交互性好

體驗性好

效率極佳

• 非接觸式的門禁系統提供更佳的用戶體
驗，用戶不需要攜帶額外的證明，也無需
要接觸機器，達到「無感通行」。

• 非接觸式的門禁系統也不存在細菌傳播的
風險。另外，使用虹膜識別有效解決載口
罩不能識別的難題。

• 已集成温度檢測功能，實時在進入區域前
測量及記錄體温，及方便日後追溯緊密接
觸人員。



特性
Characteristic

相較其他生物特徵識別

方式，虹膜識別具備的

五大突出特徵，被認為

是除DNA以外“最可靠的
生物識別技術”

生物活性
Bioactive

非接觸
Non-contact

唯一
Unique

穩定
Stable

防偽
Anti-counterfeiting

核心技術——虹膜識別



S320更適合放在園區、監獄、銀行等場景下使用。防暴防衝撞，外觀簡潔。

適合在門禁處對人員通行做管控、員工考勤打卡等。

應用場景：

香港機場管理理局、
醫院、

公營機構等

數碼港 、
機電⼯工程署、
集團公司；等
辨公室應⽤用

銀⾏行行企業、
酒店應⽤用等

建築地盤、
園區管理理、
屋苑、
物業管理理等



聯繫⼈Contacts: 

呂家豪(Alfred Lui) / 葛奕⾠(Rita Ge)

電郵地址Email: 

alfredlui@sinoini.com or  ritage@sinoini.com

聯繫電話Tel: 
+ 852 6014 9663 or +852 5642 0385

地址 Address: 
⾹港數碼港道100號數碼港3座I.T.Street 3樓323室
Rm 323, I.T. STREET, Cyberport 3,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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