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视红外 SV-T10 系列双光谱红外体温快速筛检仪主要基于红外热辐

射原理进行开发，采用非制冷机芯和低信噪图像处理技术，是一种非

接触、实时、连续的精确测温设备。同时结合专用的软件系统可对测

温对象的温度信息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可以在海关、机场、车站、

码头、陆路口岸出入境卫生检疫，以及在学校、医院、办公大楼等重

点场合的疫情防控场景中得到了广泛使用。 

 

 

                                     

SV-T10-F 系列双光谱红外体温快速筛检仪 

 

 

 

 

 

 

  

 

 

 

 

 

 

 

 

 

 

 

 

 

 

 

 

 

 

 

 

热成像功能：

热成像功能：热成像功能：

热成像功能： 

  

 

 分辨率 384×288，高灵敏度探测器 

 最高温十字光标定位 

 支持点、线、矩形等测温模式 

 支持人体温度异常报警功能 

 支持自动捕捉运动人脸目标 

 支持戴口罩识别人脸区域，避免非人脸高温物体产生误报警 

 

可见光相功能：

可见光相功能：可见光相功能：

可见光相功能： 

  

 

 500W 高清晰可见光探测器 

 支持自动曝光控制、自动白平衡 

 支持人脸测温模式，智能分析人脸目标并测量体温，支持多种报

警联动 

 双光测温联动，可以在可见光图像上绘制规则和叠加测温信息 

产品型号：

产品型号：产品型号：

产品型号： 

  

 

 SV-T10-F 

 

 

应用场景 ： 

适用于机场、车站、码头、医院、办公大楼等人员流动密集的地方对人体温度快速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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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 Data specification：  

名称 Name 

参数 parameter 

 
双光谱红外体温快速筛检仪

Bispectral infrared body temp 

rapid screening instrument 

产品型号model  SV-T10 

热像仪机芯

参数

Thermal 

camera 

spec 

传感器类型(法国) sensor type(France) 
非制冷型探测器 non-refrigerated detector 

传感器像素 Sensor pixel 384 × 288 

响应波段 Response band 7.5~14μm 

像元间距 Pixel pitch 17μm 

光学器件传输校正 
Optical transmission 

correction 
手动/自动(manual/auto) 

NETD（噪声等效温差） 
NETD (Noise Equivalen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 40mk(@25°C,F#=1.0) 

镜头焦距 Lens focal length 6.5mm 

视场角 Field of View 50.8° × 37.1° 

图像帧频 Image frame frequency 30Hz 

16种伪彩调色板 16 Pseudo Color palette 
白热、黑热、铁红等多种伪彩调色板     

Palette Hot white,black hot, iron red,etc. 

图像与视频

image/ 

video 

热像图片/视频/           

可见光图片 

Thermal image / video / 

visible light image 

.jpg(含全温度数据) / 全温度红外视频 / .jpg

可见光图片;Thermal image/video,full temp 

(data/Infrared Video)/Visible Light Picture 

可见光

visible light 

焦距 focal length 2.7mm(visible light camera parameter) 

可见光像素 Visible Pixel 500 万像素(5 million pixels) 

测温功能

Temp 

measure-

ment 

function 

测温范围 Temperature range 28°C-42°C 

测温精度 Temperature accuracy 
1) ±0.4℃（无黑体/no black body）or 

2) ±0.3℃（有黑体/with black body） 

温度分辨率 Temperature resolution 0.04℃ 

测温区域设定 Temperature area setting 

支持点、线、矩形等测温模式; support global 

highest/lowest temp, average temp 

tracking,point, line, rectangle, irregular mode 

超温报警功能 
Over temperature alarm 

function 
支持人体温度异常报警功能，报警语音提示 

智能特性 AI characteristics 
支持自动捕捉运动人脸目标;  support auto 

capture of moving face targets 

人脸区域识别 Facial recognition 

支持戴口罩识别人脸区域，避免产生非人脸高

温物体产生误告警;support wearing mask, 

avoid non-face object false alarms 

一般规范 

general 

spec 

电源输入 power input DC12V 

功率 power 20W（MAX） 

尺寸(mm) Size (mm) 218mmx120mm×96mm 

重量 Weight ≤1Kg 

防护等级 Ingress Protection Rating IP66 

工作温度和湿度 Working temp & humidity 

-20°C～+55°C，＜90%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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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尺寸： 

 

 

Laptop i5 CPU i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the above reference frequency 1.8 GHZ / 8G 

memory/independent Nvidia graphics card MX230 2G ram, and with RJ45 front-end ports. 

电脑的最低配置要求是 i5 CPU/8G 内存/英伟达 Nvidia独立显卡mx230 2G显存。戴尔 DELL灵越 5000（ 14英

寸远程办公英特尔酷睿 i5高性能轻薄笔记本电脑 十代 i5-1035G1 8G 512G MX230 2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