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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 司 简 介 
Company Profile 



        漫童智能专注于智能硬件的研发与品牌营销。智能硬件设备支持丰富的无线通信功能、强大的AI算法、品类众多的传感和采集功能。 

        智能硬件支持4G/5G/NB-IOT/LORA /WIFI/DMR对讲/卫星通信/专网等全覆盖的通信方式；支持各类身份证、指纹、人脸、条码、NFC、 RFID、超

高频UHF、北斗高精度定位、北斗短报文、红外热成像、生物荧光识别、激光识别等丰富的识别与采集功能；支持温湿度、压力、各类气体采集识

别的传感设备；打造多场景应用的AI智能机器人；配套种类丰富的打印终端、测量仪器等辅助设备。为智能政务、公共事业、医疗教育金融服务、

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能零售、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慧楼宇等场景提供丰富的智能硬件解决方案。 

关 于 漫 童 
About moyowise 



2 
产 品 服 务 
Product  service 



产 品 服 务 
Product service 

身份证、指纹、人

脸识别、静脉识别 

医护终端、生物荧光

识别、红外热成像 

条码、NFC、超高频、 

RFID、 NB-IOT/LORA、

智能门锁、AI机器人 

卫星通信、北斗高

精度定位、北斗短

报文、防爆、测压 



消毒机器人 
X1 



    消毒机器人 



    消毒机器人 产品特点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消毒机器人 



    消毒机器人 

高效杀菌-短波UVC紫外线灯+消毒液雾化装置，

双重模式无 死角消毒，让细菌病毒无处可藏。 

安全环保-更安全的消毒流程，不附着，小颗

粒，无残留、 

自主导航-自主完成建图导航，智能避障，自

主完成消毒任务，  自动充电。 

可追溯性-实时监控消毒流程，生产完整工作

日志，消毒路径 一清二楚。 

 



    消毒机器人 

紫外线  

紫外线消毒灯符合《医疗消毒技 术规范》

中规定的辐照强度大于70uW/h，符合

GB19258。 

便捷高效 

4组短波UVC紫外线杀菌灯+6组 雾化喷头，

同时工作效果更强；自主充电使用便捷。 

超大容量 

消毒液容量15L，机器持续工作时长4小时 

消毒时间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治疗和防

控方 案》、《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

中的建议 医院等隔离区空气消毒方案为：

紫外线灯照射 消毒，每天消毒2次，每次

时间为60分钟；  3%过氧化氢喷雾，每天

消毒2次，每次时间60分钟。 



    消毒机器人 

多种消毒模式客户自由设置 

空气消毒方案： 

无人情况下：可采用紫外线+喷雾定点

消毒模式，杀菌更彻底；参照《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治疗 和防控方案》

中建议的消毒液空气浓度标准 

 



    消毒机器人 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 



热成像体温 
筛查系统 
M8-FIR 



    热成像体温筛查系统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热成像体温筛查系统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热成像体温筛查系统 关键参数 
Main   parameter 

功能定位 产品型号 红外分辨率 测温范围 测温精度 测温距离 备注 

固定式多人
远距离测温 

M8-FIR384 384*288 30~45℃ ±0.3℃ 3米 
固定式 
多人测温 

M8-FIR256 256*192 30~45℃ ±0.3℃ 2.5米 
固定式 
多人测温 

M8-FIR120 120*90 30~45℃ ±0.3℃ 1.2米 
固定式 

1-2人测温 



    热成像体温筛查系统 产品特点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 

    热成像体温筛查系统     热成像体温筛查系统 

广泛应用于小区公寓、学校、医院、

政府机关、园区单位、工厂车间、

楼宇场馆等公共出入口以及机场、

高铁、汽车站、地铁站 、智慧工地、

监狱等人流量集中或管控的重点场

所，实现人员权限管理、疫情预防、

体温监控、夜视巡逻救援等。 



人脸考勤与测温
采集系统 



    人脸考勤与测温 
采集系统 

◆ 工业级识别精度 

 

◆智能识别口罩佩戴情况 

 

◆人脸识别+高分辨率热成像测温校准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人脸考勤与测温 
采集系统 

关键参数 
Main   parameter 

功能定位 产品型号 红外分辨率 测温范围 测温精度 测温距离 备注 

考勤+测温 

F8-FIR16 16*16 30~45℃ ±0.3℃ 0.5米 单人测温，8寸屏 

F5-FIR4 4*4 30~45℃ ±0.3℃ 0.5米 单人测温，5寸屏 



产品特点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人脸考勤与测温 
采集系统 



产品部署 
Product deployment 

     人脸考勤与测温 
采集系统 



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 

     人脸考勤与测温 
采集系统 



产品参数 
Product   parameter 

     人脸考勤与测温 
采集系统 

备注：F8-FIR16 为8寸显示屏；F5-FIR4 为5寸显示屏。 



产品参数 
Product   parameter 

     人脸考勤与测温 
采集系统 



手持机测温 
采集终端 

M5 



    手持机测温采集终端 



    手持机测温采集终端 关键参数 
Main   parameter 

功能定位 产品型号 红外分辨率 测温范围 测温精度 测温距离 备注 

手持机 
测温采集 

M5-CIR 单点测温 30~45℃ ±0.2℃ 5cm 
手持机：支持身份证、条码指纹、
人脸和单点测温（顶部测温） 

M5-AIR 单点测温 30~45℃ ±0.2℃ 5cm 
手持机：支持条码扫描、NFC和

5CM单点测温（背部测温） 



便携式红外 
热成像测温仪 

M5-BIR 



    便携式热成像测温仪 产品特点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 M5-BIR是便携式红外热成像测温仪。 

◆ 内置高分辨率红外热成像测温模块。 

◆ 非接触式，保证操作人员安全。 

◆ 便携手持，应用方式灵活。 

◆ 快速测温，自动检测。 

◆ 5.7寸高清显示，5000mAh长待机。 

◆ IP65工业三防，性能稳定可靠。 

◆ 4G、WIFI、蓝牙通讯，信号稳定 

 



    便携式热成像测温仪 关键参数 
Main   parameter 

 

◆ 红外分辨率：256*192/160*120配置可选 

   布署方式：便携手持式 

◆ 工业测温范围：-20℃～+400℃  

   测温精度：≤±2℃  

◆ 人体测温范围：30℃～+45℃ 

   测温精度：≤±0.3℃  

 



    便携式热成像测温仪 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 

 



家居防疫工作站
P1 



    家居防疫工作站 

◆全程自动感应 

◆快速体温检测 

◆红外感应灵敏 

◆免接触更安全 

◆结构稳固可靠 

◆安全环保材质 

◆多种安装方式 



    家居防疫工作站 

移动式 壁挂式 



    家居防疫工作站 产品特点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家居防疫工作站 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 



 多功能工业 
手持终端 

M5 



多功能工业手持终端 
 

产品功能 
Product   function 

主要功能:NFC读写_RFID_超高频UHF_条码扫描_身份证识别_指纹识别_人脸识别_红外测温_北斗高精度定位    



多功能工业手持终端 
 

关键参数 
Main   parameter 

◆ 8核CPU_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 

◆ 5.7 英寸阳光可视显示屏, 1440*720分辨率

◆多点触控、触控笔 

◆ 4GB +64GB /2+16GB内存可选 

◆ 5800mAh 安全大容量电池  

◆ IP68三防安全认证  

◆ Type-c,QC3.0高速快充, 支持OTG     



多功能工业手持终端 
 

产品特点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多功能工业手持终端 
 

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 

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智能制造、智慧工地、公安、卫生系

统、食药监、工商、技术监督、司法系统、电力系统、城建、

石油石化能源、国土、水利、林业、银行系统、电信运营商、

金融押运、教育培训、服装、物流、仓储、零售等。 



三防工业平板 
M8 



三防工业平板 
 

产品功能 
Product   function 

主要功能:身份证识别_指纹识别_人脸比对_人证核验_条码扫描_RFID_超高频UHF_NFC读写_红外热成像测温_北斗高精度定位_北斗短报文    



三防工业平板 
 

关键参数 
Main   parameter 

◆ 8核CPU,2.0G _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  

◆ 8 英寸阳光可视高清显示屏, 1920*1200 

◆多点触控，触控笔触摸 

◆ 4GB +64GB /2+16GB内存可选 

 ◆ 9000mAh 安全大容量电池  

◆ IP68三防安全认证  

◆ USB3.0高速传输，高压快充, 支持OTG  



三防工业平板 
 

产品特点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身份证 
云解码系统 

CIDServer-N24 
 



        NFC智能终端或RFID读卡器,读取身份证信息,发送到解码服务器，通过公安部的解密单元进行解码，将解码后的信息加

密回传到终端,终端完成文字转码和图片解码工作,并将解码结果数据返回到终端业务系统显示。 

身份证云解码系统 

系统架构 
system   architecture 



身份证云解码系统 

系统组成 
System   composition 



身份证云解码系统 

解码服务器 
Decoding   server 



身份证云解码系统 

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 

广泛应用于公安身份证核验；电子商务中的实名买卖

解决方案；物流行业的实名签收解决方案；教育考试

实名验证解决方案；金融、社保、人寿等行业现场身

份证实名认证解决方案；宾馆实名登记住宿；各种身

份证云网络识别终端_手机版NFC身份证识别_高拍仪

产品身份证识别_身份证识别网络阅读器_智能家居身

份证智能门锁等解决方案。 



身份证云解码系统 

产品案例 
Application cases 

◆监管系统以人证核验门禁和NB-IoT物联网智能门锁等

智能硬件设施为依托，具备完整的信息采集、数据交互、

门锁联网、远程在线控制、统计分析等功能。 

◆现场实现身份证（居民身份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

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电子身份证）有效核验。 

◆多种开门方式、支持多种远程数据传输方式、支持多

种应用场景、专业云平台服务、安全性能好、数据精确，

查询便捷，一键备份。 

身份证实名入住智能监管系统 



身份证云解码系统 

产品案例 
Application cases 

平台价值: 

Ø  租客方：体验更便利，入住更安全 

Ø  运营方：管理成本减少，经营风险降低 

Ø  监管方：解决公租房违规转租管理难、长期空置巡查难、不符合条件退出难。 

Ø  公安部门：租客实名实人入住信息实时报备，消除治安隐患。 

 

产品应用： 

可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企业、园区、校园、安居房、公租房、酒店、旅馆、公寓、网

约房、民宿、出租屋、常租房、短租房、考场等场所。 



身份证云解码系统 

产品案例 
Application cases 

系统架构工作流程：【租客】身份证信息采集→【单元门】人脸证照对比→【入户门】身份证开门 



手持毒检仪 
M2 



    手持毒检仪 

◆M2是一款手持毒品检测仪(唾液-尿液式二合一)的行业专用检测终端。 

◆手持式毒品检测设备，可随身携带，不受检测环境限制。 

◆设备通过对人体唾液/尿液的分析，在3分钟内可以定性冰毒、吗啡、大麻、K粉、

可卡因、摇头丸等多种毒品及代谢物。 

◆唾液样品采集，无需同性别采样员，无侵入性，取样操作便捷快速，减少被检

测人员排斥性，更好的体现公安部人性化执法要求。 

◆设备采用自主开发的定制化操作系统，操作界面简单快捷，支持定制及后续在

线版本更新。 

◆支持GPS/北斗等主流定位系统，支持3G/4G/WIFI数据上传，提供完全的后台管理

系统，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不同权限的账户管理模块。 

◆支持身份证识别，人脸识别，人证核验。支持外置式蓝牙打印机。 

◆内置3800mAh大容量安全性高的聚合物电池，可超长工作和待机。 

产品概述 
Product  overview 



    手持毒检仪 

◆ 方便携带，操作简便 

不受场地、性别的限制 

 ◆速度快，效率高 

从身份核验到采集，短短几分钟就能快速、灵敏地检测出人唾液中的多种

毒品及其代谢产物，效率高 

 ◆完善的后台管理系统 

支持4G、WIFI、GPS、北斗定位，记录执法时间、地点。结果可打印可追

溯，完善的后台管理系统为执法提供有效依据，防止执法人员篡改数据。 

 ◆保证执法的真实性 

支持身份证信息阅读、比对、人证核验和自动录入功能，有效保证信息真

实性 

 ◆稽毒检查常态化 

唾液毒品检测仪的使用为毒驾检测带来了常态化，能够精准了解到瘾君子

的动态，打击毒驾，保护公共交通安全 

产品特点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手持毒检仪 

使用步骤： 

（1）身份证信息核验 

（2）收集唾液，试剂板采集 

首先将一端有海棉体的白色塑料棒置入口中充分吸收唾液，随

即将海棉端按入检测板里的凹槽，静置。 

（3）检测数据，分析比对 

将测试板插入肯麦思U2唾液毒检手持设备侧面的卡槽里，设

备将自动对数据进行分析 

（4）结果打印，上传信息 

记录被测试者信息、执法民警、执法地点及时间、检测结果等 

产品使用 
Product   use 



    手持毒检仪 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 

 

广泛应用于缉毒、公安禁毒戒毒、交警临检、毒驾排查、驾校、警察军队、学校和食药卫生、公安、快递物流、

社区戒毒、戒毒所、疾控中心、戒毒康复工作站等部门。 



3 
企 业 荣 誉 
Enterprise honor 



认证证书 
Cer t i f icat ion  cer t i f ica te 

企业荣誉 
Enterprise honor 



4 
企 业 规 划 
Enterprise planning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时尚、科技、易用的移动终端产品和贴
心的服务； 
为员工提供持续的发展机会； 
通过更好的盈利性增长，为股东带来稳定增长的价值回报； 

 

企业 
使命 

企业 
愿景 

价值 
核心 

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行业智能终端服务商 

深化消费者和客户导向，持续提高消费体验 
提升运营效率，保证企业的盈利和增长 
投入研发创新，丰富科技内涵，提升品牌价值 

 

成就客户—我们致力于每位客户的满意和成功； 
创业创新—我们追求对客户和公司都至关重要的创新，同时快速而高效地
推动其实现； 
诚信正直—我们秉持信任、诚实和富有责任感； 
多元共赢—我们倡导互相理解，珍视多元性，以全球视野看待我们的文化 
 
 

价值观 

企业规划 
Enterprise planning 



漫童与您携手同行 

THANKS 

公司：南京漫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河西大街198号同进大厦三单元四楼 
电话：13851629242  黄 
邮箱：moyowise@moyowise.com 

www.moyowise. com 战略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