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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电子班牌F2153说明 

 

  
一.应用场景 

适用于企业、学校、培训机构、医院、行政单位等班牌以及门禁场景。 

二.产品特性 

 宽动态双目摄像头，彻底解决各类照片在各种载体上的攻击； 

 高效的红外补光； 

 可选配体温监测功能模块； 

 可选配人体移动侦测模块； 

 可选配外接NFC刷卡器、身份证阅读器； 

 支持公网、局域网使用部署方式，可选4G通讯模块； 

 可选配A200、D2等摄像头。 

 

 

三.产品规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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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电子班牌 

产品型号 F2153 

屏幕 尺寸 21.5英寸  全视角    

分辨率 1080*1920   G+G电容式多点触摸屏 

 

 

 

 

 

 

 

 

摄像头 

类型 RGB 红外 

分辨率 200万像素 200万像素 

光圈 F2.4 F2.4 

焦距 4.8MM 4.8MM 

白平衡 自动 自动 

宽动态 支持 支持 

 

 

 

垂直广角 

  

 

 

水平广角 

 

 

 

 

 

基本规格 

操作系统 Android 7.1及以上  BOZZ OS 

处理器 3288 A17*4 主频1.8GHz & Mali T764 

内存 2G DDR+32G EMMC  

设备电源 DC12V/3A 

设备功耗 26.2Max 

相对湿度 0%-90%（在不凝结水滴状态下） 

工作温度 0°C～45°C   

储藏温度 -20°C～55°C 

使用环境 室内 

设备尺寸 522mm*348mm*28mm 

识别方式 人脸 

 

 

接口 

USB Type-A *2 

RJ45 LAN口*1 

Mini-USB调试口*1   

DC电源口*1   

支持Micro TF卡槽*1，最大64G 

3.5mm耳机口*1 

扬声器 2W*2 

体温监测 支持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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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参数 WIFI 2.4G/5G 支持IEEE 802.11 b/g/n 

蓝牙 支持蓝牙2.1/3.0/4.0/4.2 

通讯方式 4G全网通（可选项：需要定制采购） 

包装参数 重量 7.5Kg 

尺寸 645*408*105mm 

 

四.F2153电子班牌图示 

 

 

 

 

 

 

 

 

 

 

 

 



 深圳博时特科技有限公司 Bozztek Technology（Shenzhen）Co., Ltd.                       F2153    说明书                                                                 

深圳博时特科技有限公司                                                                              第 5 页 

五.F2153外形及尺寸（522mm*348mm*28mm） 

 

 

六.F2153电子班牌正面部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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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F2153电子班牌的安装说明 

①壁挂支架的尺寸说明； 

 

 

 

 

 

 

 

 

 

 

 

 

 

 

 

 

 

 

②壁挂支架的安装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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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壁挂支架与产品终端的固定方式； 

 

 

 

 

 

 

 

 

 

 

 

 

 

 

 

 

 

 

 

八.电子班牌包装以及使用说明 

（一）材料/工具清单 

序号 材料/工具名称 用量 说明 

 

1 

 

主机及自带附件 

 

1 

自带附件包括：12V适配器、墙装支架、安装

螺丝、接口门锁钥匙、干燥剂等 

2 出门开关（可选：需要外购） 1 出门时使用（若已有则无须再配） 

3 网线（可选：需要外购） 若干 用于布置以太网及其它剩余走线 

4 网线钳、网络测试仪、斜口钳、电工胶

带、电线卡扣（可选：需要外购） 

若干 用于布置以太网及其它剩余走线 

5 钻孔工具（可选：需要外购） 若干 用于安装设备、布线走线 

 



 深圳博时特科技有限公司 Bozztek Technology（Shenzhen）Co., Ltd.                       F2153    说明书                                                                 

深圳博时特科技有限公司                                                                              第 8 页 

九.安装注意事项 

1、实际布线时，若主机的12V 供电线未采用“专用电源延长线”且距离较长，导致线缆等效电

阻过大，则容易出现终端电压不足（≤11V）、主机反复重启、死机等异常现象。 

2、安装环境绝对不能潮湿，避免强电以及强电磁场。如电磁电器、手机等可以随意移动的电

器就应该尽可能的远离设备。 

3、该产品属于精密装置，避免碰撞、跌落、震动，以免主板器件脱落或摄像头内部损坏，导

致产品出现功能方面的问题或性能问题。 

4、安装环境绝对不能潮湿，避免强电以及强电磁场。如电磁电器、手机等可以随意移动的电

器就应该尽可能的远离设备。 

5、设备自带电源适配器如图所示，总长1.8米。 

 电源线延长不可超过3米，否则会导致设备主机端电压供电不足，出现反复重启、死机等

异常现象。 

 若使用其他适配器，如9V、1A，电压不足、电流过小都会导致设备反复重启。  

 使用的线缆不可太细（如网线细线），建议并联多股相同的线缆或使用铜芯加粗的线

缆，确保电压＞11V。 

注意：若使用网线，延长线用4股网线做正极，4股做负极。 

 若不清楚如何延长，请联系供应商更换“专用电源延长线”。 

 

 

十.选配件规格以及安装说明 

 

选配人体测温模块的开发说明 

第一章：人体体温介绍： 

一般来讲，除去各种疾病特别是感冒发烧等病症的干扰，人的体温是恒定的，只是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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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有关，有的略高些、有的略低些，基本都能维持在 36 度左右。其实，如果认真地从微观上

看，一天之内，人的体温也不是恒定的，有略微的差别，只是变化不大，不易被察觉而已。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吧。 

    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定要注意体温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程序和变化同样是影响体温的因

素。也可以说生活中的体温，也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检查体温来

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和某些疾病的预判。 

    人体的温度是相对恒定的，正常人在 24 小时内体温略有波动，一般相差不超过 1 度。生

理状态下，早晨体温略低，下午略高。运动、进食后、妇女月经期前或妊娠期体温稍高，而

老年人体温偏低。体温高于正常称为发热，37.3～38 摄氏度为低热，38.1～39 摄氏度为中度

发热，39.1～41 摄氏度为高热，41 摄氏度以上为超高热。人体温度相对恒定是维持人体正常

生命活动的重要条件之一，如体温高于 41 摄氏度或低于 25 摄氏度时将严重影响各系统(特别

是神经系统)的机能活动，甚至危害生命。机体的产热和散热，是受神经中枢调节的，很多疾

病都可使体温正常调节机能发生障碍而使体温发生变化。临床上对病人检查体温，观察其变

化对诊断疾病或判断某些疾病的预后有重要意义。 

    体温正常值： 

    每日早晚、人体各个部位及男女之间的体温均存在着差异。人体正常体温有一个较稳定

的范围，但并不是恒定不变的。正常人额头表面温度大约在 35.0℃～36.6℃，受环境及检测

距离影响较大，口腔温度(又称口温) 为 36.2℃～37.2℃，腋窝温度较口腔温度低 0.2℃～

0.5℃，直肠温度(也称肛温)较口腔温度高 0.2℃～0.6℃。一天之中，清晨 2～5 时体温最低，

下午 5～7 时最高，但一天之内温差应小于 0.8℃。另外，女子体温一般较男子高 0.35℃左

右。女子体温在经期亦有些许变化，孕期的体温是会随着激素的分泌有所增加的。 

   在健康状态时，如饮食正常，衣着适宜，人体的体温一般是比较恒定的，即保持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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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大致介于 36℃～37.2℃)，而不因外界环境温度的改变而变化。人体正常体温平均在

36～37℃之间(腋窝)，超出这个范围就是发热，38℃以下是低热，39℃以上是高热。 

    从上面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人的体温早晚昼夜不同，身体的各个部位的温度也

不同。所以世界上没有绝对。掌握了这些知识，有利于您判断自己的健康情况。一旦发现病

症，有利于配合医生及时进行治疗。因此，人体的体温不容忽视。 

 

第二章：F2153 的体温监测功能原理： 

  F2153 是一款高性能、具有丰富的扩展接口的智能人脸识别设备，它集成 3D 结构光摄

像头、及远红外温度监测模块，采用铝质外壳，美观大气，应用于人脸识别门禁考勤、闸机

等各场景，在对人脸识别的同时对人员进行体温监测。 

 远红外热传感器原理：任何物体内部的带电粒子都处于不断运动状态，当物体温度高于

热力学温度 0 时（摄氏零下 273 度），它就会不断地向周围进行电磁辐射。物体的自发辐

射，常温下主要是红外辐射，俗称红外线，它是人眼看不见的光线，具有强烈的热作用，故

又称热辐射。热辐射特性主要由温度决定，故称为温度辐射，是光学温度传感的基础。而

F2153 正式利用监测人体辐射出来的能量来判定目标物体的表面热平衡的温度。 

 如上章介绍，人体的体内温度恒定在 37 左右，根据热力学原理，人体会通过传导、辐

射、对流、蒸发不同方式在不同温度环境下与环境达到热平衡，保证自身的体温恒定，如被

风吹会让人感觉凉爽（空气对流会带走人的热量），需要增加衣物保暖，在大热天内我们会出

汗（蒸发）等，F2153 利用远红外热传感器检测人体表面温度，并上报给到上层应用，再由

上层应用传递给到云端来进行数据分析及监测。 

由于监测人体的热辐射能量来自人体表面，为了精准地监测到人体的温度，因此对设备

的安装环境及被测人体是有一定的要求，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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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上章介绍，同一个人在不同状态下，体温会存在 1 度以内的温度变化 ，如激烈的

运动后、或是生理期或孕期内，都会存在差异，因此 F2153 只是作为体温快速筛查的

一项智能工具，并不是医疗检测仪器，数据不能作为医学的最终的判定，仅供参考；

如发现高热人员，可以获取人员并做出预警，进行复测或测量腋下或口腔温度来进一

步筛查。 

2. 要求被测人员在测量前，保持心情平稳，裸露的皮肤不能被长时间暴露在过热（高于

体温）或过冷（远低于体温，如 0 度）的环境中，原因是这在种环境下，人体的皮肤

经过空气对流、或受外界热源辐射的影响，皮肤温度已经偏离了人体正常体温，

F2153 检测到的温度数值在客观上并不存在问题，但不能真实地反应被测人员的体内

体温。如果被测人员长时间呆在低温或高温环境下，检测前需要恢复到正常后再进行

测量。 

3. 设备装配环境内要求不能有强热源、或存在强对流（大风，空调风），这些因素会影

响被测人员的体温。测试环境温度范围建议在 10～30 内最佳；超过人体体温的环

境、如 37 度及以上的环境下，测量出来的人体体温数据客观上并不存在问题，但已

经不再具有监测意义，在有强对流的环境下，空气会快速带走人体表面热量，导致实

测人体的表面温度偏低，影响后台监测系统对被测人员体温的误判； 

4. 设备安装处需要保持通风及良好的散热结构及空间，设备自身与环境温差过大，会影

响到测量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