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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 

本章節為產品的重要資訊，用來說明產品安全及正確的使用方式。 

請詳細閱讀本使用手冊，並保存於安全易取得之處。 

 

安全需知 

 設備發生無法退出或停止操作時，可以透過斷電並再次接通電源，將其重新啟動。 

 使用本設備時，應避免硬物衝擊和敲打，不可用尖銳的東西擦劃，以防設備外殼受損。 

 請以軟布等材料輕輕擦拭螢幕，避免使用水洗和清潔劑擦洗。 

 在本產品安裝使用前，必須先確認各國家地區的電氣規格。 

 如果設備工作不正常，請勿自行拆卸維修，否則將失去設備保固。 

 安裝使用過程中避免極度高溫（或低溫）、高濕、振動、輻射、化學腐蝕等惡劣或極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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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說明 

1.1  產品簡介 

防疫守門員是一台功能強大而可靠的閘門通道控制系統。防疫守門員不僅具有卓越的人臉辨識功能，

同時配備先進的 AI 演算法進行精準的體溫檢測，達到人臉與體溫的即時匹配，支援體溫異常警報。

此外，更可支援口罩檢測與戴口罩時的人臉辨識，確保在疫情非常時期，依舊可以最大限度保證人員

通行的便捷與安全。 

 

本產品廣泛應用於社區、大樓、學校、辦公區、車站、商場、公共服務管理區等場所。可以迅速地偵

測發燒症狀的人員，並即時給予隔離，確保活動空間的安全。 

 

1.2 包裝配件 

包裝配件根據不同的應用，配件包也有些少不同。 

配件說明如下表： 

序號 名稱 數量 說明 

1 主機 1 - 

2 轉板 1 50mm x 70mm → 75mm 

3 遮光罩 1 - 

4 快速安裝指南 1 - 

5 壁掛架 1 50mm(寬) x 70mm(高) 

6 電源 1 DC12V/2A 

7 電源線 1 美規/歐規/英規/澳規 

 

實物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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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產品外觀及配件 

1.3.1 外觀 

 

1.3.2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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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接線說明 

 

線號 名稱 說明 接線標籤 

① 網路 RJ45 - 

② 電源 DC12V IN DC12V IN 

③ USB (備用) - 

④ 開關輸出 開關輸出介面 A+/B- KZ_OUT  

⑤ 韋根協定輸入 (備用) WG IN 

⑥ 韋根協定輸出 (備用) WG OUT 

⑦ RS485 (備用)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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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裝與操作 

2.1 壁掛安裝 

2.1.1 安裝方法 

 鬆開後背支架的螺絲，將壁掛架從設備上取下來 

 確定好主機安裝高度，建議 1.5m 高，然後把壁掛架固定在牆上 

 在主機背面相應的區域對準固定在牆上的支架塞入 

 對準壁掛架的孔位把體機掛上並稍微往下拉動扣穩 

 連接好線材後把底部蓋子用螺絲固定鎖緊 

 

透視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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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連接網路 

透過電腦可以對裝置做設定，因此需裝置連接至電腦。有 2 個方法可以將電腦連上裝置，選擇其中

一個方法連線。 

2.2.1 直接連接 

透過網路線，將電腦網路孔與裝置 RJ-45 孔對接。 

 

裝置的預設 IP 位址為 192.168.2.10，因此將電腦的 IP 位址也設在相同的區段，例如設為：

192.168.2.1。 

 

依下列的步驟設定電腦的 IP 位址為 192.168.2.1。 

 在工作列右邊網路圖示上按滑鼠右鍵。 

 

 

 選擇[開啟網路和共用中心]。 

 
 

 按[區域網路]。 

 

 

 在乙太網路狀態視窗，按[內容]。 

 

 

 雙擊[網際網路通訊協定第 4 版(TCP/IP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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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使用下列的 IP 位址]。輸入[IP 位址]及[子網路遮罩]。 

 

2.2.2 連接至區域網路 

裝置的 IP 位址預設為 DHCP，即可由區域網路中自動取得位址。因此只需將裝置接上區域網路即

可。 

 
 

將裝置接上電源，開機後檢查螢幕右下角由區域網分配到的 IP 位址。 

  



  

                                                                                                            10 / 24  

Facelook X1 使用手冊 

2.3 裝置參數設定 

2.3.1 登入裝置 

在電腦端，開啟流覽器。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 

在網址欄，輸入預設的 IP 位址: 192.168.2.10，或區域網路分配的 IP 位址。選擇語言，輸入帳號及

密碼即可登入。預設帳號及密碼為: 

預設帳號: admin 

預設密碼: admin345 

 

說明： 

萬一帳號或密碼遺忘了，可以按[忘記密碼]，並提供螢幕上所顯示的 Mac 地址給供應商請求協助。 

 

變更帳號及密碼 

在流覽器的右上角，按上箭頭  可以以變更帳號及密碼。 

 

在對話框內輸入新的帳號及密碼，按[確定]即可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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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查看裝置資訊 

登入機器後顯示如下圖，資訊查看頁面，顯示裝置軟體版本和 Mac 位址。 

 

2.3.3 人員管理 

1. 單人註冊 

在設備端註冊人臉資料，選擇照片，輸入姓名、工號、手機、身份證號以及備註 1~5，選擇[永久授

權]，按[確認註冊]即可。 

 
選擇[非永久授權]時，則可以指定特定時間做為有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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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入註冊 

透過導入註冊可以將人臉資料庫由主裝置複製至不同的裝置中。按[上傳文件]選擇人臉資料檔，按[確

認註冊]開始資料導入。導入註冊的檔案必是由另一台裝置導出的檔案。 

 

 

3. 批量註冊 

透過批量註冊可以達成整批照片一次完成註冊。將照片必需為 JPG 格式，檔名並以”姓名”+”

電話”為檔名命名，並保留檔案.JPG 副檔名，例如： 

王大明+0988123123.JPG 

按[選擇圖像文件]選取所有的照片檔案，按[確認註冊]之後，所有的照片會全部將姓名及電話註冊為

人員資料。 

按[人臉錄入要求]可查看照片要求。 

按[重置]可清除選取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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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員查詢 

所有註冊的人員資料可在此查詢檢視。可在選項欄位輸入人員工號、姓名或註冊日期，查詢到註冊

人員相關資料。 

按編輯圖示 可對人員資料做修改。 

按刪除圖示 可刪除該名人員。 

按[導出]可將人臉資料庫導出成.tar 資料檔並儲存在電腦上。 

 

說明 

導出的檔案為一個檔名為”person.tar”的壓縮案，當將所有的檔案及資料夾解壓縮之後會發現一個資

料夾的照片及一個”identySDK.db”的 DB 檔，這些檔案實際為裝置所使用處理的註冊資料檔。 

 

5. 通行記錄 

可查看裝置端保存的通行記錄。 

可選擇[戴口罩]或[不戴口罩]做為查詢條件。 

按[更多篩選]可選擇其他篩選條件。 

按[註冊]可將人員資料註冊至人臉資料庫中。 

按[導出]可通行記錄導出成.zip 檔並儲存在電腦上。導出時，可譔擇加密或不需加密，如需加密時，

需輸入密碼。按[確定]即可開始導出資料。 

 

說明 

當通行記錄的資料很多時，導出資料的處理時間會很長，畫面亦不會有提示。此時勿按任何按鈕，

並等待資料自動下載完成。下載完成後，需按[取消]將對話框關閉。建議可以設定日期，選擇

較少的天數導出資料。 

說明 

導出的檔案為一個檔名為”download.zip”的壓縮案自動儲存於電腦”下載”資料夾中，當將所有的檔案

及資料夾解壓縮之後會發現一個資料夾的照片及一個”record.csv”的 CSV 檔，此 record.csv 可以透

過 MS Excel 開啟並編輯及查看通行記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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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設備管理 

1. 智能管理 

本頁為偵測功能設定。分為識別設置、體溫設置、口罩設置，可根據現場環境需要進行對應調整。 

 
識別設置 

身份辨識: 開啟人臉辨識功能辨別人員身份。 

身份辨識模式-[人臉識別]: 選取以開啟人臉辨識功能。 

當[人臉識別]開啟時，任何未註冊的人員是禁止通行的。若開啟[人臉辨識失敗亦可通行]，則未註冊

的人員是允許通行的。 

 

閾值配置 

人員辨識相似度: 針對人臉辨識相似度，可依實際狀況微調嚴謹度。越寬鬆，比對速度越快，但準

確率可能降低，越嚴謹，比對速度越慢，但準確率提高。預設值為[適中]，選取[自定義]可自行設定

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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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圖配置 

通行現場圖: 預設為開啟。如設為關閉時，辨識的人員照片將不儲存於通行記錄中。 

 

體溫設置 

測溫模式: 設定測溫的靈敏度，依不同的應用可選擇[戶外]、[室內]或[自定義]。若選擇[自定義]則自

行設定測溫靈敏度。 

體溫檢測開關: 開啟額溫檢測功能。 

體溫異常禁止通行: 開啟禁止體溫異常人員通行功能。 

終端溫度單位: 選擇溫度顯示單位為攝氏或華氏。若變更單位時，在”正常體溫範圍”所顯示的值需手

動輸入一次如提示中的值。 

正常體溫範圍: 設定正常體溫範圍值。 

設備顯示溫度: 在螢幕上顯示量測的體溫。 

 

口罩設置 

口罩檢測開關: 開啟口罩檢測功能。 

未戴口罩禁止通行: 開啟未戴口罩禁止通行功能。 

 

活體檢測 

活體檢測: 開啟真人辨識功能。開啟此功能可提高避免以照片或手機螢幕偽冒人臉做辨識的機率。 

 

 

2. 基礎管理 

本頁為裝置硬體相關設定。可根據硬體需求，適當調整補光、音量或螢幕。 

 

 

補光燈控制 

默認模式: 開啟即可在昏暗環境自動補光。 

自定義控制: 指定補光時間。 

終端 IP 顯示: 在螢幕右下角可顯示裝置的 IP 位址。 

音量控制: 設定喇叭語音音量。 

亮度控制: 設定螢幕亮度。 

進入屏保時間: 設定進保螢幕保護程式時間。範圍 0~60 秒，設 0 關閉此功能。 

關屏等待時間: 設定關閉螢幕時間。範圍 0~60 秒，設 0 關閉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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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定義 

可自訂螢幕上顯示的 logo 及溫度校正。 

 

 

Logo 設置 

可自行上傳識別的 logo 並顯示於螢幕的左下角。預設為不顯示。選[logo 自定義]並選擇 logo 圖檔上

傳。圖檔需為 PNG 檔。 

 

4. 時間設置 

可將裝置時間設定成與 NTP 自動同步。 

 

選擇[自動同步 NTP 時間]並填入伺服器位址。 

選擇[手動設置時間]以手動方式與電腦時間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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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門禁設置 

當人員驗證通過時，裝置送出訊號開啟閘門，根據實際閘門需求，可對訊號做微調。 

 

開鎖時間: 訊號保持開啟的時間 

開鎖延遲: 延遲送出開啟訊號的時間 

開鎖信號: 選擇送出開啟訊號的介面 

告警信號: 選擇警示訊號送出的介面 

 

2.3.6 通信管理 

1. 平臺接入 

業務伺服器地址: 如有伺服器，可根據伺服器位址設定。預設的監聽埠為 9002。 

 
 

2. 網路設置 

可依網路實際應用，設為 DHCP 或靜態 IP 以指定 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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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系統管理 

可對設備進行手動重開機、恢復工廠設定值、軟體升級。 

 

 

[手動重啟]: 重新開機 

[恢復出廠設置]: 回復工廠預設值。所有的設定及資料將被清除。 

[數據清空]: 清除所有人員註冊資料及通行資料。 

 

版本升級: 更新裝置韌體。按[選擇檔]以選取韌體檔(.tar)。按[版本升級]開始更新。當韌體更新並重

新開機完成，按流灠器上的[重新載入]按鈕以將新增的功能顯示於流灠器中。 

 

終端語言版本 

此為裝置語音及顯示語言。選取之後，重啟裝置以便設定值生效。 

 

算法版本 

針對人臉辨識有 2 個演算法可供選擇： 

預設版本建議使用於不需戴口罩的情境。 

在按下[升級]後的版本建議使用於需佩戴口罩的情境。 

2 個演算法皆可使用，針對不同的使用情境擇一使用，以達最佳辨識率。 

 

說明 

演算法版本一旦選取即無法再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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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格 

3.1 產品特性 

 支援可見光和紅外線雙鏡攝影頭 

 支援強逆光環境下人員移動人臉追蹤曝光 

 獨有的人臉辨識演算法，精準辨識人臉，人臉辨識時間＜0.5s 

 支援人臉溫度檢測，檢測溫度 30℃～45℃ 

 支援戴口罩情形下人臉辨識口罩檢測，可設定戴或未戴口罩警告 

 採用 Linux 作業系統，系統運行穩定，配備高性能 NPU 

 支援 24000 張的人臉比對資料庫及 5 萬條抓拍記錄 

 設備工作環境溫度：15℃～35℃ 

 配備光敏感測器，自動調節補光燈強度，支援智慧補光 

 多元的硬體介面 

 IPS 全視角高解析螢幕，影像無殘影、無延遲 

 配備影片監控專用黑光級感測器，低照度辨識更精準 

 支援 2D 除雜訊、3D 除雜訊、防霧化技術 

 平均壽命時間 MTBF＞50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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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技術規格 

3.2.1 人臉辨識參數 

項目 參數 

人臉辨識高度 0.8～2.2M，角度可調 

人臉角度 左右 30 度，上下 30 度 

辨識時間 < 0.5 秒 

存儲容量 5 萬條抓拍記錄 

人臉容量 24000 張 

準確率 > 99.25% 

 

3.2.2 測溫參數 

項目 參數 

測溫工作環境 15℃～35℃ (室內) 

檢測範圍 30℃～45℃ 

測溫誤差 ±0.3℃ 

測溫距離 35～50cm 

異常警示 體溫＞37.3℃提示體溫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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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硬體規格 

項目 參數 

處理器 雙核處理器 + 1G RAM + 16G 快閃記憶體 

作業系統 Linux 作業系統 

鏡頭 可見光、紅外線雙鏡攝影頭 

影像感測元件 1/2.8" Progressive Scan CMOS 

像素 210 萬有效像素，1920*1080 解析度 

寬動態 120db，ISP 演算法人臉局部曝光 

最低照度 彩色 0.01Lux @F1.2(ICR);黑白 0.001Lux @F1.2 (ICR) 

雜訊比 ≥50db(AGC OFF) 

揚聲器 標配，語音播放內容可定制 

設備遠端更新 支援 

 

3.2.4 電器特性 

項目 參數 

工作濕度 0～90%相對濕度,無冷凝 

螢幕規格 8 吋 IPS 

重量 1.7KG 

抗靜電 接觸±6KV，空氣±8KV 

電源 DC12V/2A 

防護等級 不防水 

消耗功率 20W(MAX) 

尺寸 8 吋：252(長) * 136(寬) *26(厚)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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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裝置介面 

項目 參數 

開關輸出 1 x 開關輸出 

網路 1 x RJ45 10M/100M 乙太網路 

USB 1 x USB (備用) 

韋根介面 1 x WG 輸入 (備用)，1 x WG 輸出 (備用) 

通訊介面 1 x RS485 (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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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AQ 

 

Q1.  萬一通行記錄的記憶體滿時會如何? 

A.   最舊的記錄會被新的記錄覆蓋，保持記憶體可用狀態。 

 

Q2.  打開流覽器登入裝置時卻沒有反應。 

Ａ.   試著按流覽器上的更新鈕更新網頁內容。 

 

Q3.  在更新韌體時，選擇韌體檔案並按 “更新”，但沒有任何反應。 

A.   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 做韌體更新及其他設定。 

 

Q4.  在試著登入裝置時，但不知道裝置的 IP 位址分配為何。 

A.   在為裝置做初始化設定時，建議在 “裝置” 設定中將 “顯示 IP 位址” 功能開啟，即可在螢幕上顯示

IP 位址。 

 

Q5.  在昏暗的環境下無法做人臉辨識。 

A.   建議將補光燈功能設為自動，即可在光源不足的環境中自動打光。 

 

Q6.  是否可直接以裝置拍照建立人員資料？ 

A.   正對著裝置，上面的鏡頭即自動抓取人像並在通行記錄中新增一筆記錄。由電腦端登入裝置並檢查

通行記錄，在該筆記錄上按 “註冊”即可新增人員。 

 

Q7.  是否需要拍戴口罩的照片才能辨識口罩？ 

A.   人臉資料庫中的照片無論有戴或沒戴口罩都可做有口罩無口罩的人臉辨別，無需特別拍戴口罩照

片。 

 

Q8.  自動門/閘門是否可以接上裝置並做控制？ 

A.   一個裝置可以接一個自動門/閘門並控制一個自動門/閘門。大部份而言將自動門/閘門的觸發線接上

裝置的 KZ_OUT 接頭即可。 

 

Q9.  若有很多台裝置時要如何做管理？ 

A.   只需將所有的裝置接至區域網路中即可。以電腦分別登入每一台裝的 IP 位址即可做控制。 

 

Q10. 如何複製人臉資料庫至多台裝置？ 

A.   指定一台裝置作為主要裝置，所有的人臉資料透過這台裝置註冊建立。登入這台主裝置，在人員查

詢中選擇 “匯出” 並將人臉資料在電腦中存成檔案。登入其他裝置以 “匯入” 的方式將存在電腦上

的人臉資料檔匯入裝置中。 

 

Q11. 為何補光燈持續一直亮著不會熄滅？ 

A.   當補光燈設定成自動控制時，當環境光不足，補光燈即自動開啟補光。檢查位於裝置底部邊緣的光

感應器是否被任何支架或膠條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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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閘門原理及接線 

 

一般而言，在閘門的接頭中會有一對用來觸發閘門開啟的 2 條線，而這對接線會有 2 種

狀態： 

● 接線分開，閘門關閉 ● 接線短路，閘門開啟 

 

接線分開 → 閘門保持關閉 

 

接線短路 → 閘門被觸發而開啟 

 

在裝置端，主板上會有一個觸發開關，而這個觸發開關也會有 2 種狀態： 

● 身份未認可，開關斷路 ● 身份認可，開關導通 

 

偵測未認可 → 開關保持斷路 

 

偵測認可 → 觸發開關導通 

 

因此，將用來觸發閘門的 2 條線接至裝置的 KZ Out 接頭的 2 個孔內。 

 

一般情況下，觸發開關是保持斷路，而閘門是

保持關閉的。 

 

當偵測條件認可，開關會被觸發導通，而閘

門因此被觸發開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