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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FOR A BETTER TOMORROW

商汤睿目通行一体机
SensePass CS

坚持原创，  

 让 AI 引领人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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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About Us

作为人工智能平台型公司，商汤科技以“坚持原创，让 AI 引领人类进步”为使命和愿景。

商汤科技拥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并长期投入于原创技术研究，自主研发并建立了深度学习平台和超

算中心，推出了一系列人工智能技术，包括 : 自动驾驶、增强现实、面部识别、图像识别、物体识别、

文字识别、医疗影像分析等。此外，商汤前瞻性打造新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SenseCore 商汤 AI 

大装置，打通算力、算法和平台，大幅降低人工智能生产要素价格，实现高效率、低成本、规模化的 

AI 创新和落地，进而打通商业价值闭环，解决长尾应用问题，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

商汤科技业务涵盖智慧商业、智慧城市、智慧生活、智能汽车四大板块，相关产品与解决方案深受客

户与合作伙伴好评。

商汤科技现已在香港、上海、北京、深圳、成都、杭州、南平、青岛、三亚、 西安、台北、澳门、京都、

东京、新加坡、利雅得、阿布扎比、迪拜、吉隆坡、首尔设立办公室。另外，商汤科技在泰国、印度

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均有业务。更多信息，请访问商汤科技网站、微信、微博和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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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Pass CS 睿目通行一体机，集成了商汤科技最新多种 AI 算法，可为客户在通行场景中获得良好体验。该产品

适用于各种复杂光线环境 , 产品采用 7 寸高清触控显示屏、200 万像素双目摄像头，支持 Wi-Fi 和蓝牙，支持多种标

准接口拓展，外观坚实简约，可徒手安装到闸机，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室内或者室外闸机出入口场景。

商汤科技开发的 SenseLink 智能物联（AIOT）管理平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可将 SensePass CS 与其它智能

硬件无缝连接，提供人证核验、考勤、签到、迎宾、门禁管控等多场景一站式服务。通行场景广泛存在于各种场合，

SensePass CS 睿目通行一体机作为终端通行设备，与多行业的业务相结合，形成行业配套方案，使 AI 能力更广泛

的应用到各行各业中，如平安社区、平安学校、园区通行等。

耐黑

支持暗光环境下

无补光灯识别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产品优势

Product Highlights

耐晒

高亮屏 +Face AE，

7 寸 IPS 高清

高亮屏 600cd/m2

耐造

防水防尘 IP66

防暴 IK07

无感

识别耗时 <0.1s

疾速无感通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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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安装于室内或者室外，设备具备优秀的防水以及防暴性能

夜晚微光无补光灯环境下依旧可以识别，安全高效不刺眼

算法 100ms 内完成响应

系统支持双目防照片和电子屏攻击

戴墨镜、戴帽子、蓄须等遮挡情况下依然保持精准识别

设备在网络离线情况下识别能力不会降低

支持多种核验模式：特征识别 + 密码 + 二维码 + 刷卡

支持仅特征值识别、文本数据加密、无痕识别等

支持标准 RJ45 以太网接口、门禁协议韦根（输出）、GPIO

支持设备强拆、强制开门、非活体攻击等异常报警

产品特性

Product Features

关键特性

Key Features

标准接口

离线识别

遮挡识别

活体检测

异常报警

快速识别

即便阳光直射时也能看清屏幕内容

7 英寸户外高清高亮屏

（600cd/m2）

IK07 防暴 /

IP66 防尘防水

暗光环境

识别不需要白光补光

0.1s 快速识别

( 算法响应速度 )

   识别距离：

0.5 米 - 2 米

本地库容量

5 万 / 10 万可选

双目防照片

和电子屏攻击

支持离线识别

Face AE

自动曝光

闸机版 / 壁挂版可选 工作温度：

-30℃ ~ +60℃

7 英寸高亮度屏

IP66/IK07

微光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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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Wi-Fi 和蓝牙

核验模式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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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Product Specifications

产品名称 SensePass CS 商汤睿目通行一体机

产品型号 SPS31RSxy

产品特性

主要功能   身份验证 / 通行管理  

使用环境   室内 / 室外

识别距离   0.5m — 2.0m

本地库容量   5 万 / 10 万可选

主机尺寸   198mm×108mm×25.9mm（不含支架）

外壳材料   铝合金  

摄像头
RGB 摄像头   200 万高清摄像头

IR 摄像头   200 万高清摄像头（红外补光 940nm ×4）

操作系统 Linux

人机交互

显示屏   7 英寸 1024x600

触摸屏   支持

声音   内置扬声器 + 麦克风

内置刷卡   支持（屏下刷卡）

通讯方式

以太网   10/100/1000Mbps 以太网

WLAN   IEEE 802.11b/g/n

蓝牙   支持

输入 \ 输出接口

USB 接口   USB 2.0 Host

继电器   支持 COM / NO / NC

网线接口   支持 RJ45 10 / 100/1000Mbps

串口通讯   支持 RS-485

韦根接口
  支持韦根输入和韦根输出

  支持韦根 26、32、34 格式

GPIO 接口   支持三路扩展（2 进 1 出）

电源接口   支持 DC12V - 2A 输入

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 - 30℃ ~ ＋ 70℃

工作湿度   5% - 93%RH 不凝结

防护等级

防水等级   IP66

防暴等级   IK07

静电防护等级   IEC61000-4-2,LEVE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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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Usage Scenarios

楼宇景区

学校社区

SensePass CS 商汤睿目通行一体机主要支持闸机安装和立式支架安装，拆除闸机支架后也可用于壁挂安装场景，可

部署于各种门禁管理、考勤记录、会议签到等应用场景。常用场景包括社区主出入口、学校、园区进出口管理、景区、

展馆等户外闸机。

SensePass CS

SensePass CS   | 商汤睿目通行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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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京都 

成都 

台北
深圳 

上海

新加坡 

北京 

杭州 
利雅得

迪拜

阿布扎比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韩国

澳门
香港 

已设立办公室

已有业务

AI FOR A BETTER TOMORROW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微信公众号

业务咨询 

4009005986 ( 周一至周五 09:30-18:00 )

商务合作 
business@sensetime.com

媒体垂询 
pr@sense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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