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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2 智能红外测温挂件 

规格书 V4.0 
 

 

一、产品简介 

创芯海微智能红外测温挂件是一款具有体温监测功能的可穿戴智能产品。

本产品采用创芯海微自研的 MEMS 热电堆红外传感器和自研红外测温模组，

可实现高精度、高可靠和高效率的无接触温度测量。此外，本产品通过与用户

手机蓝牙连接，可通过手机微信小程序上传温度数据至云端后台，生成温度变

化图表，供用户和管理员查看，并在出现温度异常时进行警示。本产品内置行

程溯源机制，能够在发生疫情时，应有关部门要求提供行程轨迹信息，为迅速

排查密切接触人员提供依据。 

二、功能特点 

（一）高精度非接触温度测量 

创芯海微智能红外测温挂件采用创芯海微自研的 MEMS 热电堆红外传感器和自研红外测温模组，可实现高精

度、高可靠和高效率的无接触温度测量。 

（二）温度监测、发烧警示 

打开创芯海微智能红外测温挂件微信小程序，与手机进行蓝牙连接，检测到的体温数据通过手机上传至云端

平台，查看温度数据和温度变化图表。当用户体温升高，测温数值变化的同时，小程序测温界面会从蓝色变为红

色，并收到体温异常警示。 

（三）多成员温度监测管理 

多成员机构（公司、学校等组织）内可设置管理员进行体温统一管理。管理员登录测温管理后台，录入成员

信息，可后台查看成员使用挂件上传的体温情况。成员体温发生异常时，管理员会收到体温异常警示。 

（四）行程溯源（配套软件平台） 

创新海微智能红外测温挂件可收集行程轨迹并保存，平时无人有权限查看。疫情发生时，可应公安部门要求，

调用相关数据，排查密切接触人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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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优势 

创芯海微智能红外测温挂件，融合了市面上的各类体温计的优点，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操作快捷方

便，成本低廉；通过后台小程序与智能挂件协同配合，实现随时随地体温，测温记录以图表形式可视化呈现，高

温自动警示，还可以实现多成员机构体温统一监测和管理。 

下表展示了创芯海微智能红外测温挂件与市面上的各类体温计的对比，明显看出创芯海微智能红外测温挂件

在体温监测记录、多成员体温管理、测温效率和便携性上都有显著的优势。 

 

体温计种类 

 

对比维度 

创芯海微 

智能测温挂件 

红外体温计 

（额/耳温枪） 

数字式 

电子体温计 
水银体温计 

准确度 准确 准确度限制因素多 准确 肛门测温最准确 

是否接触 非接触 非接触 接触 接触 

体温变化记录 体温记录和图表显示 无 无 无 

多成员体温监测 多人体温管理及警示 无 无 无 

测温时长 1 秒 1 秒 30-60 秒 5 分钟以上 

便携性 非常适合随身携带 携带不便 便携 易碎 

安全性 安全 安全 安全 易碎，水银有毒性 

推荐值 非常推荐 一般 一般 一般 

 

四、应用场景 

（一）家庭成员体温监测 

替代电子温度计作为家中常备的测温仪器，成本低廉，操作简便，而且功能更为强大。适合有婴儿的家庭，

进行实时体温监测和记录。此外，家庭成员每个人都佩戴款式相同的挂件，既能够实时监测家庭成员体温又能够

促进家庭和睦。 

（二）备孕期女性体温监测 

女性备孕期需要通过体温推测排卵时间，使用温度计不容易获取实时的体温情况，还需要手动记录体温数值，

特殊情况下甚至需要自己手动做图。通过实时监测孕妇备孕期的体温变化，生成精准的体温变化趋势图表，推测

最佳受孕时机，简单安全地提高女性怀孕几率。 

（三）学校、企业和工厂等多成员机构体温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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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学校、企业和工厂等人员固定而密集的场所，使用体温计和红外测温仪都受限于时间和地点，操作比较

耗费人力物力。通过成员佩戴智能红外测温挂件，统一时间进行测温，数据实时上传后台，并呈现成员温度变化

图表，并可对温度异常成员采取及时的反应。 

（四）集中隔离和居家观察统一测温 

集中隔离和居家观察人员可使用本产品进行统一体温监测，一人一件，随时检测体温，后台实时上传后台，

既可避免工作人员测体温引起交叉感染的风险，又可以提高测温数据统计效率，极大地节省了人力物力投入。 

（三）居家养老或者机构养老温度监测 

本产品适用于居家养老或机构养老，实现老人定时体温便捷检测采集，便于管理员后台集中查看老人体温状

况，对于体温异常的老人予以及时的看护或治疗。 

（三）岗位日常测温 

对于驾驶员、重要设备操作员等工作岗位，每日上岗前测温确保健康上岗，每日工作中定点测温，确保工作

中身体状况健康。由管理员集中管理与监控，防止带病上岗对个人或设备及生产造成损失。 

五、技术指标 

参数 参数值 单位 

产品尺寸 48 * 24 * 10.7 mm 

产品重量 13.5 g 

测温范围 35 ~ 42 ℃ 

工作温度 15 ~ 30 ℃ 

功耗 50 mW 

产品寿命 2160 h 

测温精度 ±0.3 ℃ 

响应率 118 V/W 

时间常数 20 ms 

NEP 0.69 nW/Hz1/2 

探测率 1.19E08 cmHz1/2/W 

蓝牙协议 BLE 4.2  

蓝牙最大传输距离 10 m 

SRRC核准代码   

SRRC频率范围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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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观及界面 

（一）正视图和背视图 

  
正视图 背视图 

 

（二）小程序界面 

 

   
首页测温页面 统计数据页面 个人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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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温管理平台界面 

  
管理平台登录界面 人员管理界面 

  
图表管理界面 报表管理界面 

七、使用方法 

创芯海微智能红外测温挂件面向普通用户和多成员机构进行使用，操作方法略有差别。机构（公司、学校等）

管理员需要联系创芯海微公司，建立管理员账户，进行成员信息录入和体温监测。 

（一）普通用户 

步骤 1：搜索创芯海微小程序并打开。 

步骤 2：点击注册，输入手机号和登录密码后点击注册，然后输入账号密码登陆账户。 

步骤 3：点击获取头像昵称-允许。 

步骤 4：主菜单点击    （我的）-记录地理位置-允许，获取地理位置权限。 

步骤 5：打开手机蓝牙和定位功能。 

步骤 6：轻轻点按测温挂件正面按钮唤醒挂件。 

注意：挂件 15 秒无操作，将自动进入休眠模式，蓝牙自动断开，需要点按挂件进行唤醒。 

步骤 7：点击    （首页）-搜索设备，点击测温挂件名称 HINOVAIC_WA2_**** 即可绑定。 

步骤 8：将测温挂件的感温窗口对准额头或手腕，距离 5-30 mm（也可贴在手腕上或者额头上）。 

步骤 9：点按挂件正面按钮或者点击小程序    （首页）-测温即可获得实时温度和测温地点。 

步骤 10：点击    （统计），即可查看近 30 天体温数据图表。 

（二）多成员机构创芯海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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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员 

步骤 1：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s://tpm.wiot.tech/，进入智能测温挂件管理平台登录界面。 

步骤 2：点击注册，输入账号密码和管理区域等信息后再点击注册。 

步骤 3：将鼠标移动到界面右上角管理员上方，可查看当前管理员账户的群组号。 

步骤 4：点击界面上方的     （人员管理）选项卡。 

步骤 5：点击     （人员），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成员手机号及相关信息，点击保存。 

步骤 6：点击    （图表管理）和       （报表管理），可查看所有已添加成员近 30 天的详细体温变化及时间地

点信息。 

（2）成员 

步骤 1：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创芯海微小程序并打开。 

步骤 2：点击注册，输入手机号和登录密码后点击注册，然后输入账号密码登陆账户。 

步骤 3：点击获取头像昵称-允许。 

步骤 4：主菜单点击    （我的）-记录地理位置-允许，获取地理位置权限。 

步骤 5：主菜单点击    （我的）-加入群组，输入管理员所告知的群组号，点击申请加入。 

步骤 6：打开手机蓝牙和定位功能。 

步骤 7：轻轻点按测温挂件正面按钮唤醒挂件。 

注意：挂件 15 秒无操作，将自动进入休眠模式，蓝牙自动断开，需要点按挂件进行唤醒。 

步骤 8：点击    （首页）-搜索设备，点击测温挂件名称 HINOVAIC_WA2_**** 即可绑定。 

步骤 9：将测温挂件的感温窗口对准额头或手腕，距离 5-30 mm（也可贴在手腕上或者额头上）。 

步骤 10：点按挂件正面按钮或者点击小程序    （首页）-测温即可获得实时温度和测温地点。 

步骤 11：点击    （统计），即可查看近 30 天体温数据图表。 

八、注意事项 

1．本产品 15 秒钟不操作，就会自动休眠。休眠期间蓝牙自动断开连接。搜索蓝牙设备前，请先点按测温按钮

唤醒产品。 

2．遇到蓝牙搜索不到或者连接不上，以及其他小程序问题，可以尝试在微信发现-小程序处删除小程序缓存后，

重启微信解决。 

3．本产品不具备防水功能，将本产品放置在水中或者潮湿环境中将会造成永久性损坏。 

4．使用本产品时，请妥善放置在安全的地方，高处坠落或剧烈振动将造成产品损伤，影响产品的使用效果。 

5．本产品的工作温度为 15 ~ 30℃ 之间，过高或过低的温度将影响产品的使用效果。 

6．请保持测温窗口清洁，污渍或遮挡将影响产品的使用效果。 

https://tpm.wiot.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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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法律声明 
版权所有 © 江苏创芯海微科技有限公司 2021。保留一切权利。 

未经江苏创芯海微科技有限公司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手册内容的部分或全部，

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 

本手册描述的产品中，可能包含江苏创芯海微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可能存在的许可人享有版权的软件。除非获

得相关权利人的许可，否则，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形式对前述软件进行复制、分发、修改、摘录、反编译、反汇

编、解密、反向工程、出租、转让、分许可等侵犯软件版权的行为，但是适用法禁止此类限制的除外。 

商标声明 

、HINOVAIC、创芯海微、  是江苏创芯海微科技有限公司的商标或者注册商标。在

本手册以及本手册描述的产品中，出现的其他商标、产品名称、服务名称以及公司名称，由其各自的所有人拥

有。 

注意 

您购买的产品、服务或特性等应受创芯海微公司商业合同和条款的约束，本文档中描述的全部或部分产品、

服务或特性可能不在您的购买或使用范围之内。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创芯海微公司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

默示的声明或保证。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会不定期进行更新。除非另有约定，本文档仅作为使用指导，本

文档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江苏创芯海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200号B3座4层 

网址：www.hinovaic.com 

邮箱：cxhw@wiot.tech 

电话：0510 – 8537 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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