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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的春节注定与既往不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弦。

由于病情的传染性，因此急需一种快速、简单、无接触

（无创）的可靠方法检测人体温度升高，以降低疾病传播风

险。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面前，为何红外测温能够“筑起

第一道防线”。

什么是红外热成像测温？
红橙黄绿青蓝紫，是大家所熟知的大自然的可见光。在可

见光之外，有一种人类看不见的“光线”，叫做“红外线”。

只要高于绝对零度（-273℃）的物体，都会向外辐射红外线，

因此自然界中的万物，无时无刻地都在向外辐射这种不可见的

红外线，人类当然也不例外。

红外线本身的物理特性就具有很强的热效应，例如太阳

的热量主要就是通过红外线传到地球的。因此物体发射的红外

线，通过红外探测器先进的光电转换效应，再通过科学的算

法、精确的程序处理，其中所包含的热信息就能转化成物体表

面的温度信息，这就是红外测温的基本原理。

可以看出，在这整个过程中，红外测温产品是不主动发射

电磁波的，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辐射”。因此，如果在各

种安检场所遇到红外测温产品，可以放心地接受温度检测。

那么何为热成像呢？热成像是指物体表面不同部分发射的

红外辐射被红外探测器所探

测到后，经过光电转换、信

号处理，然后给不同的温度

赋予不同的颜色，最终在屏

幕上显示出一副黑白或彩色

的，代表物体表面温度分布

的图像，也就是热图像。

红外测温如何筑起防疫的第一道防线？
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其影响面之广、危害之大已经无需赘

言，在这场全国总动员的疫情防卫战中，为何红外体温快速筛

查仪能筑起“第一道防线”？

“无接触式测温”、“大规模人群实时体温测量”、“自

动抓取发热人群”这三个特点，是红外体温快速筛查仪在防控

新型肺炎时能筑起第一道防线的最主要原因。

无接触式测温

新冠肺炎作为一种传染病，其最大的防治难点在于近距离

接触时的高传染性。传统的水银温度计、额温枪、点温仪等测

温工具都需要与被测人员进行直接或近距离接触，这就带来了

极大的交叉感染风险。而红外体温快速筛查仪可以很好地解决

这个问题，其不仅不需要与被测人员进行直接接触，还能在保

持相当检测距离的情况下使检测结果不受影响。

左：额温枪测体温  右：XT236测体温

以高德红外最新的XT236为例，其最大测温距离达到了10

米，这就大大降低了检测人员工作时的接触风险。

大规模人群实时体温测量

在本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最需要进行体温检测的都

是火车站、机场等人员流动较大的场所。在解决了测温接触性

这个难点后，还需要保证测温工作的时效性。

试想一下，如果地铁进站前每个乘客从开始检测到得出体

温结果，都像水银温度计那样需要三五分钟，那么结果必然是

导致地铁站人员拥挤，相互之间的感染风险不降反升，即便是

点温枪也需要3-5秒，必须排队一对一测量。

红外体温快速筛查仪对人体红外辐射的探测则是实时进

行的，通过算法得出体温数据更是以毫秒为单位，系统在工作

时，根本不需要人群做任何停留，一旦人进入到设备监测范围

后，便可立即测得体温数据。

而热成像的另一大优势就是能够获取温度分布图像，也就

是能够获得一个画面全部的温度数据，因此即便是大规模人群

同时进入到系统的监测范围内，也可以同时测得所有人的体温

数据。这一切都可以在悄无声息中完成，被测人完全没有任何

感觉。

这样的功能，使得红外热成像在疫情爆发时，特别适合人

流密集的机场、车站等场所。

自动抓取发热人群

由于机场火车站人流非常密集，如果只是测量所有人的温

度，那么工作人员筛查的工作量依旧很大，甚至需要24小时一

刻不停的盯着电脑屏幕，不然随时可能有发热人员漏掉，而造

成更大的问题。

鉴于这样的应用场景，高德红外体温快速筛查仪专门设计

了“自动报警抓拍”功能。

系统可以设置一个报警温度，例如37.3℃，在实时监测范

围内多人的体温时，系统会自动将获取的温度和报警温度做一

个比较，一旦高于37.3℃，系统便会自动报警，同时自动记录

当前发热人员的红外温度图像和可见光图像，以供工作人员的

查看和确认。同时XT236还通过先进的AI算法，具有人脸识别

功能，只测量人脸温度，同时自动追踪抓取多个发热人员。

这样的设计能够大幅减少工作人员的安排和工作，每套系

统只需安排1-2名人员做体温确认的工作即可，大大提高了防控

筛查的效率。

伴随复工潮的来临，红外体温检测仪一时间成为紧俏产

品。无论是高速ETC通道的自动检测口，还是机场、火车站、

地铁、社区等场景，红外体温检测仪使用尤为普遍。

红外测温走热市场
“疫情刚开始没几天，我们的库存就出光了。”上海巨哥

电子科技创始人沈憧棐告诉第一财经。

巨哥电子是一家致力于红外热成像仪研发和生产的企业，1

月25日下午，上海市商委会同各交通枢纽有关部门，紧急征调

巨哥电子人体测温热像仪几乎全部库存和在产产能，用于各人

口涌入点的人体测温与疫情防控。

事实上在自然界，任何高于绝对零度（-273℃）的物体都

会发出红外辐射，而红外测温仪可以被动地接收物体发出的红

外辐射从而转变为热图像，热图像的上面的不同颜色代表被测

物体的不同温度。

基于这一原理，红外体温检测仪可以避免人员直接接触，

减少疫情传播的可能性，提高公共场所高温人群检测速度和人

员通行效率。“虹桥枢纽上百万人口体温筛查，如此高密度的

人体测温，没有热像仪是无法想象的。”沈憧棐表示。

目前巨哥电子的产品已经在上海各火车站、地铁、政府机

关和商圈都进行了紧急部署，公司也在加班加点保证供应。沈

憧棐称，现在每天要迎接二三十位客户，接三五十个电话，回

复数百条信息。

面对复工潮的到来，市场需求也在急剧上升，除了加快生

产进程，沈憧棐认为推动红外热成像技术与AI技术公司、系统

集成公司的合作也是当务之急，只有合作才能更快地将终端产

品铺设出去，以应对疫情所需。

“红外体温检测仪所呈现的图像和可见光下呈现的图像不

同，尤其在人流拥挤且移动速度较快的区域，一不留神就可能有

疑似人员流失，AI技术和红外热成像仪做匹配，可以进一步锁定

目标，也可以进行后续的大数据统计和分析。”沈憧棐表示。

AI技术加持
为应对疫情期间的非接触测温需求，除了红外厂商，包括

AI公司、安防公司、互联网企业也在推出自己的智能测温产品

和防疫解决方案。

商汤科技推出了AI智慧防疫解决方案，主要包含区域通行

模块和出入口通行模块。前者主要由星云系列智能边缘节点、

热成像摄像机、黑体和智能管理系统组成，可在机场、车站、

地铁、学校、办公楼宇、小区等场景下实现非接触式筛查，以

及高温、未戴口罩异常事件告警和人员识别。

商汤科技副总裁、智慧城市综合业务事业群CTO闫俊杰博

士告诉第一财经，系统在运作的时候，首先由热成像摄像机对

行人温度进行测量。但热成像摄像机在长期工作后会渐渐出现

较大的误差，无法达到界别37.3℃的防控初步筛选疑似患者的

标准。

而且热成像摄像机传感器分辨率较低，距离较远时拍摄到

的可用像素很少，行人佩戴口罩、眼镜和帽子，以及有刘海遮

挡额头时，都会对测温带来一定程度的干扰。而借助AI算法和

黑体对温度数据进行优化和校准后，仅对行人额温进行测量，

保证测量精度误差在±0.3℃以内。

据闫俊杰透露，目前这一解决方案已经在北京、上海、深

圳等地部署应用。在北京地铁首都机场线3号航站楼站，旅客

在安检机前不需要额外停留，体温会自动显示在旁边的显示屏

上。如果检测到体温超过37.3℃，显示屏还会产生声光和弹窗

提示。

随后工作人员可使用医用体温计做二次测量，并在智能管

理系统中记录确认。除此之外该系统也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一

食堂内完成部署，用以提升学校教职人员及部分留校同学在疫

情期间的就餐与通行效率。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通行模块只能识别用户是否佩戴口

罩，但在戴口罩情况下实现人员身份识别仍具有一定的挑战。

针对不同场景和需求，商汤科技也在推进出入口模块，该

模块包括人脸识别测温一体机、人脸识别高精度测温闸机和人

证核验测温一体机，主要应用于楼宇、学校、酒店、园区出入

口等场景。据悉在该模块下，无需摘下口罩即可准确识别员工

身份，记录出勤，在人员戴口罩的情况下，露出50%鼻梁时通

过率可达85%。

针对戴口罩难以进行精准人脸识别问题，以银河水滴为

代表的公司正在尝试用步态识别技术来进行功能互补。银河水

滴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由于口罩遮挡等原因无法快

速确定高温人员身份，通过步态识别技术可以在确定体温异常

后，迅速对该人进行画像掌握患者的行动轨迹。

“虽然戴口罩可能导致看不清楚人脸，但只要患者的步态

信息是清晰的，那么就可以将其步态信息进行注册，产生步态底

库，再调取视频中人物步态信息进行比对，检索出与患者相似的

目标人物，进一步确定患者信息和行动轨迹。”上述人士称。

对于AI公司而言，疫情防控战不仅酝酿着新的机遇，也

是对公司研发能力、技术稳定性和产品落地能力的一次实战考

验。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同舟共

济、众志成城，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为阻击疫

情，医院、机场、火车站、客运站等公共场所需要配备测温仪

器设备，采用人体测温热像仪进行疫情监测。为了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高德红外、大立红外、巨哥红外、飒特红外、

海康威视、优利德、福禄克、菲力尔等多家仪器仪表厂家积极

响应，竭力配合加大产能，为抗击疫情做出最大贡献！

面对新型肺炎疫情，体温检测是进行排查的重要手段 , 但

传统的体温计测量耗时较多 , 在人流量较大的时刻，如何进行快

速、大面积、方便、同时无接触进行人员体温排查？红外测温

仪使用非接触红外测温原理，可将被测目标各部位的温度在热

像图中以颜色进行区分，可以依据不同的颜色对各部位温度进

行判断，从而快速、方便地进行疫情排查。

依据1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重点物

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工作的紧急通知》，已将红外

体温检测仪及配套零部件等产品纳入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运

输保障工作，各地政府需帮助企业及时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

作为红外体温检测仪器设备的生产厂家，企业们心系疫

情，立刻开展行动，尽最大的努力支持这场战斗：

高德红外
“现在还在加班装机器，疫情无小事，责任重大。” 1月

20日深夜11点39分，高德红外售后服务部经理束军还在武汉站

忙碌。而最近几天，像他这样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守护公众

健康的高德人，还有很多。

高德红外人体温度快速筛查仪利用红外技术，能够对大规

模移动人群进行快速体温测定，通过筛查发热人群帮助安检及

医护人员提高疫情检测与防护效率，筑起疫情防控的“第一道

防线”。而“非接触式快速红外测温”、“异常目标跟踪及自

动报警”、“适用于大规模移动人群”等技术或特点，在突发

疫情面前显得尤为重要。

本 次 新 型 冠 状

病毒肺炎疫情爆发

以来，高德红外在

董事长黄立的带领

下，全力配合政府

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疫情刚爆发时，

高德红外就已经在

武汉天河机场、武

汉三大火车站、重点医院和政府机构等单位安装了红外体温快

速筛查仪，筑起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到目前为止，上千

台高德红外所生产的红外体温快速筛查仪已经安装到了北京、

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川、云南、安徽等全国多

地的医院、车站、机场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

福禄克
作为测温以及测温校准设备的生产厂家，福禄克心系疫

情，立刻开展行动，尽最大的努力支持这场战斗：

疫情防控 红外测温仪筑起“第一道防线” 红外测温仪供不应求 AI 技术助力智慧抗疫

万众一心抗疫情 红外测温仪器企业在行动

整个春节假期间，福禄克的工程师们战斗在医院、机场、

车站、协助设备的安装调试；公司外高桥发货团队，更是加班

加点，第一时间把市场急需的测温设备发出。

优利德科技
广州某汽运站，工作人员拿着

UTi165A红外热成像仪检测经过进

站闸机的旅客体温。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优利德科技全

力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对车

站、机场等重要场所安装的红外线

测温仪、手持红外线测温仪等仪器

设备免费检测校准，保障数据准确

可靠。

海康威视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海康威视成立应急工作组，从

研发、生产到供应链不同层面全力保障红外测温等相关设备的

供给，助力疫情防控。据不完全统计，1月22日至今，发往武汉

的视频采集与分析、红外测温等系列产品近千套。1月23日，

获悉湖北红外测温仪仍存在短缺情况后，公司又连夜调拨40

台红外测温设备驰援武汉。该批产品已被安装在武汉市第七医

院等地，协助进行高精度体温筛检，扎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

线”。

后续，海康威

视还将设置红外测

温产品生产专线、

进一步优化工艺，

春节期间加班加点

生产，争取达到每

天千套的产能，助

力全国各地抗击肺

炎疫情。

飒特红外
与往年春节假期的静悄悄不同，飒特红外生产车间却灯火

通明，正在热火朝天地加班加点工作，机器开足马力，满负荷

运转。通宵达旦，全力投入，稳保红外热成像测温筛查产品供

应。

疫情当前，飒特人“疫”不容辞，公司采取一切可行的应

对措施，生产人员争分夺秒通宵达旦坚守岗位、促工促产，确

保疫情防控期间红

外热成像测温筛查

产品的生产、储备

和供应，全力保障

生产。生产员工，

以任务为导向，按

小时排计划，紧锣

密鼓、有条不紊开

线……为了保障生

产，节约时间，员工们在公司简单吃了一顿晚饭，便继续投入

到生产中......

大立科技
2020年1月2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组织浙江大

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全自动红外热成像测温仪、手持红外

线测温仪生产企业尽快向疫区供货，支援疫区前线。

2019年12月至今，已有多套设备部署在武汉、上海、内蒙

古、深圳、澳门、台湾以及非洲等各地机场枢纽、口岸、医院

等区域。应对武汉疫情，公司作出快速响应，已快速支援到武

汉中南医院，无锡机场，湖州火车站，温州机场火车站，上海

中心大厦，深圳证交

所，深圳医院，萧山

机场等地，技术人员

亦奔赴在全国各地进

行现场保障任务，哪

里需要，哪里就有大

立的身影。

凌晨刚安装调试完毕的湖州火车站

公 司 现 已 成 立 应 急 工 作 小 组 ， 2 4 小 时 应 急 热 线

4008871897/15158874741；生产部门加班加点，全负荷满

足疫情防控需求，保障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

费用全免！仪商城为红外测温设备厂商加油！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前线人员

和后勤人员都各司其职，抢分夺秒的与新冠病毒做斗争。

红外体温检测仪企业也在加班加点的生产，为前线输送设

备。

为我们的红外测温仪器设备企业加油！现在起至

2020年3月30日，期间凡生产或经营红外测温仪器设备

的企业入驻仪商城，将免除其2020年在仪商城所需交纳

的所有费用！包括：入驻费、平台服务费、交易佣金。

仪商城：http://www.yishangm.com

客服QQ：1440030555

人体测温仪对人群体温进行快速检测

武汉市第七医院接收海康威视手持测温热像仪

凌晨3点车间依然灯火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