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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2000 G2 
3D 智能客流感應器 

 
 

It is ideal for use in indoor environments 

with low to medium passenger flow for 

traffic intelligence purposes including bi-

directional traffic flow counting, stay 

time statistics, passing-by statistics and 

heat map presentation etc. Traffic data 

from up to eight zones can be collected in 

real-time, packaged in XML format and 

delivered to the cloud or local server for 

generating business reports that can be 

customized based on customer needs.  

 

With open interface and good 

compatibility,  

TD1001 enables businesses to integrate 

people counting system with other systems 

such as ERP, CRM or Business Intelligence. 

 

 

 

 

 

 

 

 

 

 

 

 

 

 

TD2000 G2是TD2000的第二代升級版，支持第一代深

度學習3D感應器TD2000的所有功能、性能得到提

升、並且新增額外功能，以更好地滿足您在實體空

間進行客流統計的各種需求。 

 

TD2000 G2感應器的視野比TD2000大20%，幫助您在

覆蓋寬通道和更大區域時降低部署點位，從而節省

總部署成本。相比於TD2000，它將 POE 接口移到背

面，便於安裝時保持外表美觀不露出網線。 

 

TD2000 G2內嵌AI和深度學習芯片，可根據需要進行

員工排除、性別識別。算法將持續精進，可通過靭

體升級進行功能升級，具備滿足您未來需求的潛

力。 

 

TD2000 G2室內和戶外通用，適用於統計採集各種環

境的客流量，輸出高度準確的客流統計數據，通過

開放式接口和API調用，可為您帶來極具價值的業務

分析，便利您提高轉化率和門市績效。 

• 第二代AI和深度學習增強型3D感應器，性

能優於TD2000 

• 更大的視野和覆蓋範圍，節省您的總投資 

• POE接口移至背面，安裝連接更美觀 

•頂視角俯照的安裝模式和匿名客流統計，

保護個人隱私 

•強大的性能支持您構建豐富的應用和進行

系統整合，充分挖掘客流帶來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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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Feature Highlights 

 
All-in-one device with built-in data 

capture, storage, analytics and delivery 
 

Easy to use web interface for remote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and software 

upgrade  
 

Stores counting metrics at a per- minute 

granularity 

 

Supports recessed and wall/ceiling mounting 

for flexible installation based on site 

situation 

 

Supports horizontal/tilt installation for 

oblique view and passing by statistics 
 

Supports scheduled storage and output of 

digital video for validating counting 

accuracy remotely 

Flash memory stores data up to 90 days in 
device (subject to configuration 
setting) 

 

Data packaged in XML packets and transmitted 

over HTTP/HTTPS, FTP/FTPS, or daily E-mail 

Power over Ethernet 

 

 

 

 

 
 

 

 

 
 

  

硬體 

材質和外觀 正面、側面：（白色）ABS塑料 

背面:（黑色）鋁片散熱背殼 

尺寸 
單機:    161.3毫米 x 78毫米x 50.1毫米 

重量  單機: 375克;  带包装設備: 475克 

鏡頭（選項） 標準配2.2毫米廣角鏡頭（可定制其它鏡頭） 

存儲 8GB EMMC Flash 及 1GB DDR3 内存 

NPU 1.0T @ INT8 

供電 POE (48~52V) 

最大功率 5W 

LED指示燈 2個雙色 LED 

断電後RTC 工作時間   最少1天 

  網路連接 

線材 超5類網線 

網路 10/100Mb 以太網 

IP  DHCP 或 固定IP 

數據傳輸協議 HTTP, FTP, HTTPs, FTPs 

硬體升级協議 HTTP 

  環境參數 

環境溫濕度 0-50
0
 環境溫度  

20%-80% 相對濕度 

安装高度 2.2米 – 8米 (更换適合定制鏡頭可支持14米) 

 

安装角度 

 

支持水平和傾斜安装 

*X/Y轴支持最大倾斜45
0
 (傾斜安装會降低準確

率) 

 

主要特性 

 

• 智能一體機，內含立體分析和AI深度學習 

• 光照要求低，適用於強、弱光、室內、戶外和大客流等 

複雜的應用環境 

• 高度過濾，區分大人和兒童、剔除乾擾物體（手推車、氣

球、影子等）的影響 

• 支持通過USB擴充套件進行員工排除* 

• 支持通過設備自身深度學習進行員工排除* 

• 可根據需要進行性別識別* 

• 可對虛假客流進行識別、剔除和回報後台 

• 支持鏡頭拼接，統計大面積區域客流 

• 支持家庭單元計算，同組計為1人 

• 支持大角度傾斜安裝，用於統計經過客流 

• API接口，便於系統整合，呈現豐富的商業報表 

• 單台設備支持設置最多8個客流統計區和8個滯留統計區 

• 支持內嵌、吸頂、監控支架式等各類安裝 

• 可通過網路瀏覽器進行本地及遠程批量管理 

• 通過網線供電(POE)及傳輸數據，網絡頻寬要求低 

• 設備內置存儲空間存儲數據可設置90天以上 

• 數據以XML格式封裝，可經由多種協議（HTTP/HTTPs, 

FTP/FTPs）傳輸  

*通過USB擴充套件排除員工，需要單獨採購和升級硬體；通過深

度學習排除員工，需要客戶配合並收取一次性費用，詳情請洽我

們的服務窗口；通過深度學習進行性別，準確率在不同族群文化

區域或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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