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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控慧测温校园测温勤系统利用独有的测温矫正和异常筛查矫

正算法（已申请专利），在现有行业基础上，有效的解决了疫情防控

测温筛查中的体温不可信，筛查不可靠的难题。我们的方案结合 AI、

物联网、大数据、云技术、专利算法，支持戴口罩人脸识别，不仅能

杜绝漏识、漏测、漏筛，还能保证所输出体温可信，筛查可靠，深度

结合教育的行业特点，为校园应用量身定做，提供基于大数据的管理

应用和决策支持，将防疫和教育信息化常态应用相结合，兼顾长远。

方案兼顾大、中、小、微通量需求场景，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还可独立应用，也能适配对接其他任何系统。 

 

一、产品背景和测温现状 

（一）产品背景 

2020 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爆发，神州大地被新冠病毒笼

罩。为阻断新型冠状病毒熏染的肺炎疫情向校园伸张，确保师生身体

康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育部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公布通

知，要求 2020 年春季学期延迟开学。随着防疫抗疫形势明显好转，

各地学校学生陆续开始返校复学，如何做好测温防控，如何有效将潜

在危险隔离在学校外面是学校面临的一项重要考验，尤其是中小学复

学的学生更加需要重点关注和防护。 

面对数据收集效率低下、传染几率大、人员信息难确认和防疫数



 

 

据统计繁琐等诸多问题，学校复学后的测温及体温筛查需求将涌现。

北控软件有限公司校园疫情测温防控产品应运而生，坚持问题导向，

履行社会责任，产品基于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和云技术为

学校提供四位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产品可辅助学校对学生和教师的

自动化体温监测、考勤，大大提高防控工作效率，防止疫情扩散，保

障师生的安全；通过产品中的管理云平台，提升管控的质量，辅助学

校管理者掌控全局，保障学校的复学顺利进行。 

（二）测温现状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临床表现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

要表现，因此，为抢占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筛查防控的商机，社

会各机构雨后春笋般纷纷出台测温解决方案，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普遍存在体温检测系统都没有解决复杂多变的测温场景带来的体表

温度偏差而导致的体温不可信和体温监测筛查失效问题；在身份识别

和测温和筛查上“丢人”严重。具体为：  

1、测温环境影响矫正缺失：多变的测温环境，如温度、湿度、

气流、光照都会给体表温度带来巨大的影响，比如低温、迎风时，正

常体温人员的额温均值可能低于 30°C，严重偏离深部体温，以此作

为高温（通常阈值设为 37.3°C）筛查依据将毫无意义！ 

2、测温时段影响矫正缺失：正常人体温一天 24 小时内有周期性

起伏，最高温差达到 0.6-0.8°C，不同时段采用统一的筛查阈值，

或误报或漏报！ 

3、测温部位、流程影响矫正缺失：不同测温部位和测温流程场



 

 

景会对体表温度带来明显的偏差，比如从低温、有风的室外刚到室内

立即测温和经过 5-10 分钟的环境热平衡后再测温体温值会有巨大差

异，不做矫正测温和筛查都将不可信！  

4、矫正方案的缺失导致部署的环境要求苛刻：由于没有合适的

矫正方案，所以一般都对部署环境要求较高——室内无风无光照恒温

环境，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排除测温流程场景（比如未在测温环境下

静待足够时间未达热平衡体表温度还在变化中）带来的温度偏差！  

5、人脸识别与测温筛查“丢人”严重：当前大中通量的测温方

案，普遍存在身份识别“漏识”、体温“漏测”、筛查“漏查”或者多

重遗漏的现象，统称为“丢人”现象严重！ 

6、短期体温监测与长期应用结合方案设计缺失：为测温而测温，

没有长远的常规应用支撑，不可持续，不可复用，投资回报率低！ 

二、产品介绍 

（一）产品方案 

北控软件有限公司校园疫情测温防控产品为终端系统和云端应

用组成，通过终端系统进行人脸识别、自动测温，云端实时汇总统计

测温大数据应用，终端系统与云端应用通过网络通信，一方面云端应

用下发人员身份信息到终端系统，另一方面终端应用上报人员测温数

据，实现疫情测温防控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图：终端系统+云端应用 

1、终端系统 

终端系统实现人脸识别、自动测温；终端系统包含两种模式以及

人工辅助方式。 

 模式一：无感测温考勤通行模式 

通过双光人体测温摄像机深度融合 AI 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体温筛

查和身份识别，实现快速人员测温、考勤通行，陌生人、体温异常报

警；优势：通行速率快，无感，搭载高精度黑体测温精度高。 

序号 模式一 参数介绍 

1 设备主材 双光摄像头、黑体、人脸识别软件及服务器、支

架、客户端程序及终端显示器 

2 核心参数 测温距离：1~10 米 

测温精度能力：≤±0.3℃ 

人员通行能力：100~500人/分钟 

3 适用场景 学校大门口、教学楼入口、食堂 

 模式二：面板测温考勤通行模式 

测温面板结合闸机或直接进行挂装、支架安装，适合小通量的通

行测温；优点：部署实施快速，一机多能，测温、门禁、考勤兼容使



 

 

用。 

序号 模式二 参数介绍 

1 设备主材 人脸识别测温面板、落地支架（壁挂支架） 

2 核心参数 识别距离：0.5-2 米 

测温距离：0.3~0.5米 

精度：≤±0.3℃，支持戴口罩识别 

通行量：单通道 15~20 人/分钟 

3 适用场景 学校门口、教师门口、宿舍、图书馆 

 人工辅助方式 

测温枪人工测温，进行异常体温二次核验；通过微信小程序登记

核验数据，完成对两种终端模式的辅助测温。 

2、云端应用 

云端应用：校园测温考勤云平台，包含省、市、区、校四级管理

体系，校级采集测温数据，多级数据共享，实现测温防控的自动报送、

区域化管理；云平台应用中还包括微信小程序，实现了体温二次核验

和陌生人登记。通过使用云平台，大大提高防控工作效率，提升管控

的质量，辅助学校管理者掌控全局，保障学校的复学顺利进行。云平

台界面如下图： 



 

 

 
图：校园测温考勤云平台界面 

校园测温考勤云平台主要功能如下： 

1）测温实时大数据报告； 

2）学生、教师测温数据实时同步展示及身份信息下发终端设备； 

3）学生、教师、陌生人测温记录查询，异常体温查询； 

4）学生、教师测温情况统计、自动报送； 

5）学生、教师考勤，及考勤情况查询； 

6）班级/部门异常情况（缺勤或漏测、体温异常人员）通知和确

认； 

7）轻松应对晨午测。 



 

 

（二）产品测温流程 

 
图：产品测温流程 

1）通过终端系统识别老师、学生身份信息和体温信息； 

2）身份识别且温度正常的学生和老师可正常入校； 

3）非本校的陌生人通过人工方式进行访客登记和手工温度测量，

温度正常可入校，温度异常禁止入校 

4）终端系统筛查出的温度异常学生或老师，进行手工二次核验，

核验正常可进入学校，温度异常禁止入校； 

5）各环节采集到的数据都自动汇总到校园测温考勤云平台上； 

6）过时尚未签到测温或体温异常为复检处理的异常人员信息通

知到班主任、教研组等相关人员进行确认处理。 

（三）产品特色 

优势一：专利算法——测温更可信，筛查更可靠 

通过测温系统嵌入测温矫正、体温异常筛查的专利算法，完美解

决现有其他测温系统面临的体表温度受环境（温度、湿度、气流、光

照）、时段、测温部位、测温流程场景等众多因素影响而造成体温检



 

 

测数据不可信，筛查不可靠的问题，通过独有专利温度矫正算法和体

温筛查算法可以矫正测温条件对体表温度的影响，使检测体温能准确

反映真实的体温值，筛查准确可信、可靠。 

 
图：测温系统嵌入测温矫正算法专利 



 

 

 
图：体温异常筛查的算法专利 

优势二：产品有效整合了各种高新技术手段 

产品基于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和云技术为学校提供四

位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基于人脸的自动化身份识别，支持戴口罩人脸识别，

测温无须摘口罩； 

【物联网】体温自动化采集，自动关联学生身份、测温点、测温

时间，无需人工，高效率； 

【大数据】体温数据按行政分级统计、数据报警预警、轻松应对



 

 

晨午检，数据自动上报，师生员工温度计健康分析等； 

【云技术】系统采用云计算、云存储服务结合微信小程序，学校

只需联网部署终端设备，无需信息化基础设施。 

优势三：高度贴合学校业务需求 

 云端平台学生、教师基础数据完全匹配《北京市中小学学籍

管理云平台》的学生、教师数据结构； 

 优势：可省去大规模教师、学生信息采集的繁琐工作，节

约时间人力成本； 

 对于教师、学生信息的异动，云平台提供数据定期更新功能； 

 优势：保证数据的实时、准确； 

 对于不在学籍管理云平台中，暂无身份信息的教职工和学生

可通过平台手工进行维护工作。 

 优势：保障全校师生无遗漏。 

优势四：测温环境无需室内、测温场景无等待要求 

由于有智能的温度矫正和体温筛查专利算法加持，无需严格的室

内环境（恒温、无风等）要求，最多需要一个简易遮阳遮雨的棚，无

需等待环境适应达到热平衡的时间，随到随测； 

优势五：为疫情而备，为可持续而存 

蓄势为疫情防控，为软硬件投入准备了众多的常规化扩展应用； 

 硬件：可用作安防监控、门禁、考勤、访客管理、智慧电子

班牌、考点/考场电子检录等终端； 

 软件：可升级为校园健康平台、智慧走班电子班牌系统、智



 

 

慧考务检录系统、智慧校园平台、访客管理、考勤门禁系统。



 

 

（四）产品对比 

厂商 测温模式 
身份 
识别 

陌生人

报警 

漏测 
漏识率 

环境

矫正 

时段

矫正 

流程

矫正 

部位

矫正 
使用环境 增值服务 系统对接 

应用 
区域化 

应用 
扩展性 

北 
控 
软 
件 

红外热成像

测温 
有 有 极低 

特有专利算法矫正 

保证多变条件下的测温可

信，体温异常筛查可靠 

无要求 

室内外均可 
考勤及疫

情防控自

动上报等 

学籍、教

师平台数

据对接方

便。 

支持省、

市、区、

校分级管

理 

有 
人脸识别测

温终端 
有 有 极低 

手持测温仪 有 — — — 

其他友

商方案 

红外热成像

测温 
不一定 不一定 很高 

无 

受环境、时段、流程、测温

部位干扰甚大，体温不可信，

体温异常筛查不可靠 

要求高 

室内、稳定 

无 无 无 无 
人脸识别测

温终端 
有 不一定 低 

手持测温仪 不一定 — — — 



 

 

三、产品方案组合介绍 

（一）产品方案组合 

通过【云端应用】+【终端系统】运行模式，采用大、中、中小、小通行量和手持终端五种方案组合，全面解

决校园测温防疫筛查困境，为复学提供保障，让科技卫护校园。 

组合名称 大通行量-方案 A 中通行量-方案 B 中小通行量-方案 C 小通行量-方案 D 手持终端-方案 E 

设备清单 

双光摄像头 

黑体、支架 

服务器及软件 

客户端电脑、显示器 

一体化设备支架 

双光摄像头 

黑体、支架 

客户端软件 

客户端电脑、显示器 

一体化设备支架 

双光摄像头 

黑体、支架 

客户端软件 

客户端电脑、显示器 

一体化设备支架 

测温考勤终端 

安装支架 
手持测温仪 

系统规格 

通行量：500+人/分钟 

测温距离：3-10米 

测温宽度：4.4米 

测温范围：20°C~50°C  

测温精度：≤±0.3°C  

测温矫正：黑体+专利矫

正算法 

同时检测人数：63人 

工作温度：0°C~40°C  

通行量：250人/分钟 

测温距离：2-7米 

测温宽度：3.5米 

测温范围：20°C~50°C  

测温精度：≤±0.3°C  

测温矫正：黑体+专利矫

正算法 

同时检测人数：30人 

工作温度：-20℃~60℃ 

通行量：100+人/分钟 

测温距离：1.5-5米 

测温宽度：3米 

测温范围：20°C~50°C 

测温精度：≤±0.3°C  

测温矫正：黑体+专利矫正

算法 

同时检测人数：10人 

工作温度：0°C- +40°C 

通行量：15+人/分钟 

测温距离：0.3-0.5m 

测温范围：25-42℃  

测温精度：≤±0.3°C  

测温矫正：专利矫正算

法 

工作温度：-30℃～＋

70℃ 

测量范围： 

体温模式：34-42.9℃  

体表模式 0-100℃  

测量距离 1-3厘米 

测温精度：±0.3°C 

工作温度：16-35°C 



 

 

使用场景 
大通行量场景，比如

4000+人数的学校校门

口、食堂等 

中通行量场景:比如人数

在 3000人左右的学校校

门口、食堂等 

中小通行量场景:比如人

数在 2000人以内的学校

校门口 

小通行量场景:比如人

数在 1000人以内的学

校校门口、中大通行量

设备辅助通道、校内小

通行量场所 

体温异常报警人员的

二次复检 

其他辅材 包括（选购）：帐篷、遮掩伞、无线路由器、网线、电源适配器、排插、通道隔离带 

（二）产品方案推荐 

序号 学生和教师人数 方案组合（单校门） 方案组合（双校门） 

推荐 1 4000+人 一套方案 A、一套方案 D 
主门 1：一套方案 B、一套方案 D 

从门 2：一套方案 C、一套方案 D或者两套方案 D 

推荐 2 3000+人 一套方案 B、一套方案 D 
主门 1：一套方案 B、一套方案 D 

从门 2：两套方案 D 

推荐 3 1000+人 一套方案 C、一套方案 D 
主门 1：一套方案 C、一套方案 D或两套方案 D 

从门 2：两套方案 D 

推荐 4 1000-人 两套方案 D 
主门 1：两套方案 D 

从门 2：两套方案 D 

（三）部署实施及服务 

安装部署条件：测温点需要有取电及网络接入条件。 

安装部署周期：合同签订付款后，10个工作日内安装完毕。 



 

 

售后服务：免费安装调试、培训、维护；软硬件 3 月包换，1 年保修、免费升级。 

关于我们 

北控软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注册资金 5000万元，隶属于北京市大型国企北控集团的国有高新企业和双

软企业。专业从事教育信息化和招生考试业务信息化设计、研发、运维服务业务。长期服务于北京、上海、天津、

山东、贵州、湖北、广东、河北、四川等省市的教育厅局、教育招生考试院、院校等客户。 

联系我们 

网址：www.becom.com.cn 

公众号： 

 

联系人：            黄先生：13910808411，微信号：huanghaiyong8411 

                    马女士：15210020543  微信号：wxid_4185711858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