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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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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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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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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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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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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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地盤、
園區管理理、
屋苑、
物業管理理



Ø We are located in Cyberport and are the startup company of Cyberport.

Ø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is an innovation 
technology solution provider. Based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SINOINI offers a proven total solutions, systems, and services to create 
values for our customers. 

Ø We provide a series of Smart environments, Smart Mobility, Smart 
Living, Smart Hotel, Face & Iris recogni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ical solutions around smart cities.

Ø We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more innovative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hope to continue to provide our customers with more valuable 
solutions.

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was invited by the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We share relevant "Smart Mobility" technologies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he industry on the 
technical foru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More details: 
https://www1.smartlab.gov.hk/en/highlights/detail.xhtml?i
d=6

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was invited by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to introduce IoT solutions to current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
ngor, GBM, GBS, Director of EMSD Mr Alfred Sit and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 Especially for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sol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smart city IoT
applications.

More details: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490028731882028
Current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GBM, GBS, Former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Mr. Tung Chee Hwa, GBM, visit, experience and 
discuss our face and iris recognition products.



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accepted an interview with WenWeiPo and 
introduced the anti-epidemic technology solutions we developed fo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especially for COVID-19).

It is including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system (Iris and 
Face recognition with body temperature detection) and intelligent positioning 
platform.
More details:  http://pdf.wenweipo.com/2020/04/13/a04-0413.pdf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accepted an interview with 
HKSTP and introduced the AR glasses solutions that
provided for the HK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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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