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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一体机的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

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用于对流动人员的测

温，其包括一体机本体、风筒和轴流风机；所述一

体机本体具有机壳和用于将所述机壳底壁抬离

地面的抬离件；所述机壳的底壁和顶壁均贯穿设

置有风洞；所述风筒的两端均具有开口；所述风

筒安装于所述机壳的内腔；所述风筒将所述机壳

的底壁和顶壁的所述风洞连接；所述风筒的端部

与地面之间留有间隙；所述轴流风机安装于所述

风筒内，以在所述轴流风机启动时，所述机壳的

底壁与地面之间形成负压。本申请具有改善人员

碰撞造成一体机测温效果下降问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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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用于对流动人员的测温，其特征在于：包括一体机本体

(1)、风筒(2)和轴流风机(3)；所述一体机本体(1)具有机壳(11)和用于将所述机壳(11)底

壁抬离地面的抬离件(12)；所述机壳(11)的底壁和顶壁均贯穿设置有风洞(13)；所述风筒

(2)的两端均具有开口(21)；所述风筒(2)安装于所述机壳(11)的内腔；所述风筒(2)将所述

机壳(11)的底壁和顶壁的所述风洞(13)连接；所述风筒(2)的端部与地面之间留有间隙；所

述轴流风机(3)安装于所述风筒(2)内，以在所述轴流风机(3)启动时，所述机壳(11)的底壁

与地面之间形成负压；所述风筒(2)的侧壁贯穿开设有多个散热孔(22)；所述散热孔(22)连

通于所述机壳(11)的内腔；所述散热孔(22)位于所述风筒(2)内的一端朝向所述机壳(11)

顶壁的风洞(13)，多个所述散热孔(22)位于所述轴流风机(3)的两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筒(2)的内

壁设置有防尘网(7)；所述防尘网(7)用于覆盖所述散热孔(22)。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筒(2)靠

近所述机壳(11)顶壁的开口(21)可拆卸连接有弯管接头(10)；所述弯管接头(10)用于改变

所述轴流风机(3)吹出所述风筒(2)外的风向；所述抬离件(12)为脚轮。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11)

的底壁设置有防护网(4)；所述防护网(4)用于限制杂质进入所述风筒(2)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11)的底

壁设置有清除机构(5)；所述清除机构(5)用于刮除附着于所述防护网(4)的杂质。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筒(2)靠

近所述机壳(11)顶壁的开口(21)设置有多根辐条(8)；多根所述辐条(8)交错设置于所述风

筒(2)的内腔。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辐条(8)可拆

卸连接有香薰盒(9)；所述香薰盒(9)用于装盛固体香膏。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筒(2)的

内壁设置有吸音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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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体机的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办公楼大厅、学校门口、营业场所门口等位置均设立有用于量测人体体温

的体温检测处，及时发现体温异常的人员，并对体温异常的人员及时送医治疗。

[0003] 在体温检测处，使用到的仪器有人脸识别和测温功能的一体机，通过一体机的软、

硬搭配，实现人体温度语音播报的AI人机交互、多人无感测温、人脸识别安防、快速移动布

防等效果，对检测范围内的人员能及时地进行体温检测。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一体机在放置于办公楼大厅、营业场所门口

等位置时，人员流动量大，人员在经过一体机附近时，难免碰撞一体机，使一体机的摆放位

置发生偏移，导致一体机的检测范围改变，造成一体机测温效果下降的风险。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改善人员碰撞造成一体机测温效果下降的问题，本申请提供一种AI人机交互

终端一体机。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用于对流动人员的测温，包括一体机本体、风筒和轴

流风机；所述一体机本体具有机壳和用于将所述机壳底壁抬离地面的抬离件；所述机壳的

底壁和顶壁均贯穿设置有风洞；所述风筒的两端均具有开口；所述风筒安装于所述机壳的

内腔；所述风筒将所述机壳的底壁和顶壁的所述风洞连接；所述风筒的端部与地面之间留

有间隙；所述轴流风机安装于所述风筒内，以在所述轴流风机启动时，所述机壳的底壁与地

面之间形成负压。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一体机本体放置于检测位置后，操作人员启动轴流风

机，由于抬离件将机壳的底壁抬离地面，从而轴流风机能将位于机壳底壁附近的气流抽离，

机壳底壁与地面之间形成负压，使机壳吸附于地面，固定机壳放置的位置。一方面，利用负

压，固定机壳在地面的位置，在机壳附近的人员意外碰到机壳时，降低一体机本体检测范围

发生改变的风险，从而改善人员碰撞造成一体机测温效果下降的问题，另一方面，轴流风扇

吹出风筒开口外的气流，加速空气的流动，降低人员咳嗽时病原体飞沫传播的风险，实现空

气净化的效果。

[0009] 可选的，所述风筒的侧壁贯穿开设有散热孔；所述散热孔连通于所述机壳的内腔。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轴流风机启动时，风筒内高速流动的气流使风筒内的

气压降低，在一体机本体运作时堆积于机壳内腔中的热量，通过散热孔，流入风筒内吹向外

界，实现对一体机本体散热的效果，提高一体机本体运作时的稳定性。

[0011] 可选的，所述散热孔位于所述风筒内的一端朝向所述机壳顶壁的风洞。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轴流风机启动时，轴流风机抽离机壳底壁与地面之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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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成负压，地面的灰尘颗粒随着气流流入风筒内，散热孔端部朝向机壳顶壁的风洞，降低

灰尘颗粒进入机壳内腔的风险，降低地面的灰尘颗粒进入机壳内腔损坏一体机本体内部元

器件的风险，提高一体机本体的使用寿命。

[0013] 可选的，所述风筒的内壁设置有防尘网；所述防尘网用于覆盖所述散热孔。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进一步降低地面的灰尘颗粒进入机壳内腔的风险，从而

进一步降低灰尘颗粒损坏一体机本体内部元器件的风险，提高一体机本体的使用寿命。

[0015] 可选的，所述风筒靠近所述机壳顶壁的开口可拆卸连接有弯管接头；所述弯管接

头用于改变所述轴流风机吹出所述风筒外的风向；所述抬离件为脚轮。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需要移动一体机本体时，操作人员将弯管接头与风筒

的开口连接，而后启动轴流风机，使轴流风机吹出风筒外的风向改变，借助轴流风机吹出的

气流和抬离件，减少操作人员移动一体机本体的力气，从而降低操作人员搬运一体机本体

的劳动强度。

[0017] 可选的，所述机壳的底壁设置有防护网；所述防护网用于限制杂质进入所述风筒

内。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轴流风机抽离机壳底壁和地面之间空气时，防护网降低

地面的杂质进入风筒内的风险，从而降低杂质冲击轴流风机叶片风险，提高轴流风机的使

用寿命。

[0019] 可选的，所述机壳的底壁设置有清除机构；所述清除机构用于刮除附着于所述防

护网的杂质。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轴流风机启动时，操作人员可以间歇性地启动清除机

构，也可以持续开启清除机构，将防护网的杂质刮除，降低杂质堵塞防护网网孔的风险，改

善杂质堵塞防护网使机壳底壁与地面之间无法形成负压的问题。

[0021] 可选的，所述风筒靠近所述机壳顶壁的开口设置有多根辐条；多根所述辐条交错

设置于所述风筒的内腔。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多根交错设置的辐条，阻拦放置于机壳顶壁的物品

落入风筒内，降低外界物品落向轴流风机的风险，降低轴流风机被外界物品砸坏的风险，提

高轴流风机的使用寿命。

[0023] 可选的，所述辐条可拆卸连接有香薰盒；所述香薰盒用于装盛固体香膏。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轴流风机将气流吹向外界空气时，固定香膏的香味也快

速地散发至一体机本体附近，达到芳香环境、杀菌除味和提神醒脑的效果，降低机壳附近异

味残留的风险，使被测温人员能被香味吸引，靠近机壳附近，从而使流动人员下意识地接受

一体机本体的测温，提高一体机本体的检测效果。

[0025] 可选的，所述风筒的内壁设置有吸音层。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吸音层降低轴流风机运作时的噪音，从而降低轴流风机

运作时的噪音使被测温人员远离一体机本体的风险，提高该一体机的实用性。

[0027]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8] 1 .一方面，利用负压，固定机壳在地面的位置，在机壳附近的人员意外碰到机壳

时，降低一体机本体检测范围发生改变的风险，从而改善人员碰撞造成一体机测温效果下

降的问题，另一方面，轴流风扇吹出风筒开口外的气流，加速空气的流动，降低人员咳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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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体飞沫传播的风险，实现空气净化的效果；

[0029] 2.在轴流风机启动时，风筒内高速流动的气流使风筒内的气压降低，在一体机本

体运作时堆积于机壳内腔中的热量，通过散热孔，流入风筒内吹向外界，实现对一体机本体

散热的效果，提高一体机本体运作时的稳定性；

[0030] 3.通过香薰盒，降低机壳附近异味残留的风险，使被测温人员能被香味吸引，靠近

机壳附近，从而使流动人员下意识地接受一体机本体的测温，提高一体机本体的检测效果。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申请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的俯视图。

[0033] 图3是本申请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的仰视图。

[0034] 图4是用于展示本申请实施例的轴流风机启动时，风筒内气流的流动方向示意图。

[0035] 图5是用于展示本申请实施例的辐条和香薰盒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6是用于展示本申请实施例的弯管接头改变轴流风机吹出风筒外的气流的状态

示意图。

[0037] 附图标记说明：1、一体机本体；11、机壳；12、抬离件；13、风洞；2、风筒；21、开口；

22、散热孔；3、轴流风机；4、防护网；5、清除机构；51、电动推杆；52、推板；6、吸音层；61、通

孔；7、防尘网；8、辐条；9、香薰盒；10、弯管接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以下结合附图1‑6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9]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放置于办公楼大厅、营业场所门

口等位置，用于流动人员的测温。一体机的硬件主要包括热成像摄像头、人脸识别摄像头、

显示屏、扬声器和内置式充电锂电池，一体机的系统主要搭载有语音播报系统和人工智能

测温检测系统。在一体机的热成像摄像头和人脸识别摄像头有效的检测范围内，一体机的

语音播报系统通过扬声器，语音读出当前体温，显示屏显示当前人体体温值，并且在体温异

常时及时报警，后台数据实时监控，便于数据的追溯，识别人物、时间、体温值等数据报表导

出。

[0040] 参照图1、图2，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包括一体机本体1、风筒2和轴流风机3，

其中一体机本体1具有机壳11和用于将机壳11底壁抬离地面的抬离件12，抬离件12可以是

支撑柱，也可以是轮子，在本实施例中，抬离件12为带刹车结构的万向脚轮。热成像摄像头

和人脸识别摄像头机壳11螺栓连接于机壳11的顶壁，显示屏螺栓连接于机壳11的侧壁，扬

声器和内置式充电锂电池均螺栓连接于机壳11的内腔。机壳11的底壁和顶壁均贯穿开设有

风洞13，以使风洞13连通于机壳11的内腔。

[0041] 参照图2，风筒2可以是塑料材质的柱状结构，也可以是金属材质的柱状结构，风筒

2的两端均具有开口21，风筒2两端的外周壁分别焊接于机壳11顶壁和底壁的风洞13的内

壁，以使风筒2固定于机壳11的内腔。风筒2两端的端面分别与机壳11的底壁和顶壁齐平。轴

流风机3电连接于内置式充电锂电池，轴流风机3螺栓连接于风筒2的内壁，以在轴流风机3

启动时，机壳11的底壁与地面之间形成负压，使机壳11通过负压稳固地固定在放置位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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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壳11附近的人员意外碰到机壳11时，降低机壳11位置偏转的风险，降低一体机本体1测温

检测范围发生改变的风险，改善人员碰撞造成一体机测温效果下降的问题。

[0042] 参照图2、图3，具体地，机壳11的底壁焊接固定有用于将风洞13覆盖的防护网4，防

护网4用于在轴流风机3启动时限制杂质颗粒吸入风筒2内，降低高速运转的轴流风机3的叶

片与杂质颗粒接触的风险，以提高轴流风机3的使用寿命。机壳11的底壁安装有用于清除附

着于防护网4的杂质的清除机构5，以降低杂质堵塞防护网4的网孔，降低轴流风机3启动时

风筒2进气量缩减的风险。

[0043] 参照图3，在本实施例中，清除机构5包括螺栓连接于机壳11底壁的电动推杆51和

焊接于电动推杆51的推杆端部的推板52，推板52的侧壁抵接于防护网4。启动电动推杆51，

电动推杆51的推杆伸缩，带动推板52来回刮除防护网4的表面，以清除附着于防护网4表面

的杂质。在其他实施例中，电动推杆51可以替换成液压缸，推板52也可以替换成刷子，清除

机构5还可以是气泵和管道连接于气泵的气枪，通过气泵的压缩空气和气枪，将附着于防护

网4的杂质吹离防护网4。

[0044] 参照图2、图3，需要说明的是，在需要通过轴流风机3，使机壳11底壁和地面之间形

成负压，以固定机壳11的放置位置时，先启动轴流风机3使之叶片反转，轴流风机3向地面吹

风，借此设计，使机壳11底下的地面杂质，通过气流吹离机壳11附近的地面，同时清理堵塞

防护网4网孔的杂质，提高防护网4的使用寿命。设定的轴流风机3反转时间到达后，轴流风

机3正转，便可使机壳11底壁和地面之间形成负压，固定机壳11的放置位置。

[0045] 参照图4，风筒2的内壁粘接固定有吸音层6，吸音层6可以是橡胶隔音棉，也可以是

吸音涂料，以降低轴流风机3运作时的噪音。

[0046] 参照图4、图5，风筒2的内壁贯穿开设有多个散热孔22，多个散热孔22沿风筒2的周

向圆周排列设置。散热孔22用于将机壳11的内腔和风筒2的内腔连通。散热孔22倾斜设置于

风筒2的侧壁，散热孔22位于风筒2内壁的一端朝向机壳11的顶壁。风筒2的内壁粘接固定有

防尘网7，防尘网7贴合风筒2的内壁将多个散热孔22覆盖，需要说明的是，吸音层6贯穿设置

有多个通孔61，多个通孔61一一对应多个散热孔22。借此设计，在轴流风机3启动时，风筒2

内高速流动的气流使风筒2内的气压降低，在一体机本体1运作时堆积于机壳11内腔中的热

量，通过散热孔22，流入风筒2内吹向外界，实现对一体机本体1散热的效果，防尘网7降低地

面的灰尘颗粒，通过散热孔22进入机壳11内腔的风险，降低灰尘颗粒损坏机壳11内腔元器

件的风险，提高一体机本体1的使用寿命。同时在吸音层6为吸音涂料时，防尘网7的作用类

似建筑结构中的玻纤网格布，降低吸音涂料被高速气流带离风筒2内壁的风险。

[0047] 参照图4、图5，风筒2位于机壳11顶壁的开口21内壁固定连接有多根辐条8，多根辐

条8相互交错于一点，以形成阻拦网，阻拦放置于机壳11顶壁的物品落入风筒2内，降低外界

物品落向轴流风机3的风险，降低轴流风机3被外界物品砸坏的风险，提高轴流风机3的使用

寿命。

[0048] 参照图5，辐条8可拆卸连接有用于装盛固体香膏的香薰盒9，香薰盒9位于多根辐

条8相互交错于一点的位置处。香薰盒9与辐条8的可拆卸连接方式可以是香薰盒9的盒体固

定有夹子，通过夹子夹持于辐条8，也可以是螺栓连接，螺栓的螺帽卡于相邻辐条8之间的间

隙。设计香薰盒9的目的在于：实现一体机本体1芳香环境、杀菌除味和提神醒脑的效果，减

少机壳11附近的异味残留，使被测温人员能被香味吸引，靠近机壳11附近，从而使流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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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意识地接受一体机本体1的测温，提高一体机本体1的测温检测效果。

[0049] 参照图4、图6，在本实施例中，考虑到一体机本体1整体重量、地形条件等方面的因

素，降低操作人员搬运一体机的劳动强度，风筒2位于机壳11顶壁的开口21可拆卸连接有弯

管接头10，弯管接头10为直角接头，弯管接头10用于改变轴流风机3吹出风筒2外的风向。弯

管接头10和风筒2的可拆卸连接方式可以是插接，可以是螺栓连接，还可以是螺纹连接。在

需要移动一体机本体1时，操作人员将弯管接头10与风筒2的开口21连接，而后启动轴流风

机3，使轴流风机3吹出风筒2外的风向改变，借助轴流风机3吹出的气流和万向脚轮，减少操

作人员移动一体机本体1的力气，从而降低操作人员搬运一体机本体1的劳动强度。

[0050]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AI人机交互终端一体机的实施原理为：在搬运一体机本体1至

检测位置时，操作人员可以将弯管接头10与风筒2位于机壳11顶壁的开口21连接，操作人员

通过内置式充电锂电池提供的电源，启动轴流风机3，通过轴流风机3和万向脚轮，辅助操作

人员移动机壳11至检测位置。

[0051] 在一体机本体1放置于检测位置后，操作人员通过万向脚轮的刹车结构暂时固定

一体机本体1所处的检测位置，而后操作人员将一体机本体1外接电源，操作人员根据现场

人员拥挤情况，判断是否启动轴流风机3。轴流风机3启动，轴流风机3将位于机壳11底壁附

近的气流抽离，机壳11底壁与地面之间形成负压，使机壳11吸附于地面，固定机壳11放置的

位置。

[0052] 在轴流风机3启动时，操作人员可以间歇性地启动清除机构5，也可以持续开启清

除机构5，将防护网4的杂质刮除，降低杂质堵塞防护网4网孔的风险，改善杂质堵塞防护网4

使机壳11底壁与地面之间无法形成负压的问题。

[0053]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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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9

CN 113741637 B

9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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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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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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