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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纸巾盒&皂液机余量检测设备选型手册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的商用智能清洁解决方案

用户分层管理
u 支持角色划分
    超级管理员>商体管理员
    >运维工程师>清洁人员
u 支持区域的划分
u 支持不同区域和管理角色进行权限划分

员工管理
u 保洁和巡检人员的考勤远程监管
u 签到、巡查记录在线化

设备耗材管理
u 设备和耗材的数量统计
u 清洁耗材使用统计、余量提醒
u 设备状态、电池电量余量监测

多系统对接
u 可支持接入各种类型物业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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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适用的卫生间行业属性

政府园区公厕 高铁、地铁公共卫生间 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厕

景区公共卫生间 政府写字楼公共卫生间 学校公共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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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感应皂液机
Smart Induction Soap Dispenser

01



智能感应皂液器（SP-SH3）1

感应出液

一机多用

独立袋装

无残留

余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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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感应皂液器（SP-SH3）1

产品特点

Ø 免接触感应出液设计，更智能更卫生。

Ø 独家专利超省电技术，一套电池可使用5万次。

Ø 双电源设计，兼容插电、电池两种模式。

Ø 采用一次性袋装液体设计，无残留更卫生。

Ø 可内置洗手液或消毒液，一机多用。

Ø 洗手液及免洗手消毒液均由中科大生物学博士后

研发，更优质的产品体验感。

Ø 内置智能模块，耗材数量和余量、电量余量随时

监测。（物联网版）

指示灯

红外感应区

出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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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感应皂液器（SP-SH3）1

分配器 耗材

产品名 SP-SH3智能感应皂液机 泡沫洗手液

产品规格（长*宽*高） 150*100*280mm 1000ml

产品材质 ABS环保材料 袋装/瓶装

安装说明 壁挂式

基本参数

皂液机泡沫洗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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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纸巾盒
Smart tissue box

02

1. 单筒抽纸机（SP-SG4）   P10-P12

2. 双筒中心抽厕纸机（SP-SA6+）   P13-P15

3. 智能感应擦手纸巾机（SP-SG2）   P16-P18



选型1：单筒抽纸机（SP-SG4）1

外观简洁

易溶于水

余量监测

防潮耐磨

ABS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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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1：单筒抽纸机（SP-SG4）1

产品特点

Ø 专利结构卷刹车功能设计，可避免拉纸惯性旋转

造成浪费。

Ø 独特开盖缓冲设计，防止面盖瞬间掉落。

Ø 机身采用ABS塑料，防潮、耐磨、抗老化性强。

Ø 纸巾采用纯木浆制成，可速溶于水，更环保。

Ø 内置无线传感器，耗材数量和余量、电量余量随。

时监测，可降低人工成本，智慧化管理，提升保

洁和管理人员工作能效。（物联网版）

出纸口

ABS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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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器 耗材

产品名 SP-SG4单筒抽纸机 常规商务卷纸

产品规格（长*宽*高） 260X270mm 厚度11mm 约215x90mm

产品材质 ABS环保材料 木浆

安装说明 壁挂式

基本参数

单筒抽纸机常规商务卷纸

选型1：单筒抽纸机（SP-SG4）1



选型2：双筒中心抽厕纸机（SP-SA6+）2

双卷设计 余量监测ABS材料 易溶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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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2：双筒中心抽厕纸机（SP-SA6+）2

产品特点

Ø 双卷设计，保证永不断纸，提升用户体验。

Ø 一次抽取一张，比普通大卷纸节省40%用量。

Ø 专利结构防倒塌设计，保证纸巾消耗完全。

Ø 纯木浆纸巾，可速溶于水，避免细菌滋生，更环保。

Ø 内置香氛系统，抽纸时挥发香味，提升卫生环境机

身采用ABS材质，防潮、耐磨、抗老化性强。

Ø  内置智能模块，耗材数量和余量、电量余量随时监

测。（物联网版）

ABS材质

出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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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器 耗材

产品名 SP-SA6+双筒中心抽厕纸机 SP-JA601中心抽厕纸

产品规格（长*宽*高） 380*100*200mm 220*95mm/节*440节/卷（双层
/18卷/箱）

产品材质 ABS环保材料 木浆

安装说明 壁挂式

基本参数

双筒抽纸机中心抽厕纸

选型2：双筒中心抽厕纸机（SP-SA6+）2



选型3：智能感应擦手纸巾机（SP-SG2）3

感应出纸

易溶于水

余量监测

双电源设计

ABS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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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3：智能感应擦手纸巾机（SP-SG2）3

产品特点

Ø 独家专利识别断线技术，无切刀设计，安全更耐用。

Ø 感应出纸，一次一张，节约耗材超百分之五十。

Ø  双电源设计，可插电可电池。超省电技术，一套电

池可用五万次。

Ø 搭配独家开发的双层复合擦手纸、更高端、更节约。

Ø 内置智能模块，耗材数量和余量、电量余量随时监

测。（物联网版）

ABS材质

缺电指示灯

伸手感应区

异常按钮

缺纸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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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器 耗材

产品名 SP-SG2智能感应擦手纸巾机 SP-JG201大卷擦手纸

产品规格（长*宽*高） 227*307*295mm 200*195mm/节（双层）
930节/卷（1400g）

产品材质 ABS环保材料 木浆

安装说明 壁挂式

基本参数

智能感应擦手纸巾机大卷擦手纸

选型3：智能感应擦手纸巾机（SP-S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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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管理软件
Background management software

03

可以在后软查询所有的设备状态，包括

纸巾洗手液的一个使用情况，耗材缺少

会提醒保洁人员更换，支持对接各种类

型物业管理系统，传输设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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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总览1

Ø 可查看洗手液、擦手纸、厕纸
    近7日的消耗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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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设备管理2

Ø 网关设备管理可以查看设备列
    表、版本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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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设备管理3

Ø 耗材设备管理可查看皂液机、
    擦手纸巾机、大卷厕所纸、双
    筒中心抽厕纸机的余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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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管理4

Ø 区域管理可查看区域列表、
    实体列表，也可查看耗材
    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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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5

Ø 用户管理分为用户列表、角色
    列表，可对角色的进行分配菜
    单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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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报表6

Ø 数据报表包括：耗材统计、
    耗材明细、考勤统计、考勤
    明细、清洁记录、清洁明细、
    物料报损记录、巡检记录、
    环境数据、客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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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7

Ø 系统管理可设置班次管理、
    节假日设置、标签管理、系
    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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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备管理8

Ø 环境设备管理可以数据查询、
    可查看环境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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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讯鹏
About SUNPN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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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1

       讯鹏科技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于工业智能终端研发与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总部扎根于科技创新之都深圳,在香港设立

全球运营中心,并在东莞、苏州、武汉设有全资子公司。公司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硏发,坚持科技创新,潜心产品技术研发,先后获得50多项专

利与软著。

天安数码城

       讯鹏产品主要围绕“显示、交互、数采、组网、应用”五个方向，为

10000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数字化工业智能终端与解决方案。十多年的沉

淀让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系列产品与行业应用经验，公司多套数字化工厂解

决方案荣登《MES选型与实施指南》，且获得“数字化车间改造技术创新

与服务十佳企业”称号。我们始终坚持“做好用的工业智能终端”的宗旨，

把“好品质、易使用、易集成”融入每一个讯鹏人的血液，让讯鹏的产品

更具市场竞争优势。

       我们时刻牢记讯鹏使命:智慧融万物,赋能数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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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2

智慧融万物，赋能数智化使命

凝聚人类智慧，推动社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前进

做更好用的工业智能终端愿景

好品质、易使用、易集成

追求永续经营价值观

客户服务有保障、员工工作有保障、股东权益有保障

客户为本

把握需求，解决痛点，客户满意

价值为纲

公开公正，能者多酬，价值创造

同舟共济

开放合作，高效协同、共创共赢

追求卓越

拥抱变化，持续奋斗，勇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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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讯鹏的理由3

起始于2007年自主研发，占比40%的研发团队，致力

于物联网技术进步和工艺革新，为客户解决技术难题

并提供方案，从而推进物联网发展。赋能数字化是讯

鹏持之以恒的使命！研发

讯鹏帮助客户提供一站式软硬件解决方案，不仅在
软件系统上独立创新，还引领物联网硬件革新。例
如人体存在感应器、客流传感器、时间服务器等，
将数据采集、传输、应用打通，实现万物互联！

专利

通过一对一的服务方式，让客户享受专属客户经理
全程服务，全面提升沟通效率。针对用户需求可单
独提供个性化服务。由专业的技术人员，全方位给
予技术指导支持。

服务

自主研发的“OKMES企业运营管理系统”全面提升
整体服务能力和经营效率。柔性化、数字化的生产
管理，用系统推动精益改善、提质增效。全流程管
控，确保万无一失。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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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资质4

开拓创新，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

实的作风、更加强大的合力，共同谱写公司发展的新篇章，

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与产品。（以下是部分证书展示）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广东省物联网协会会员

中国LoRa应用联盟 数字化改造十佳企业 万泰认证 广东优质制造商证书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理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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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资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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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资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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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资质4

软著证书登记号

2021SR1136819 2019SR0913503 2019SR0913478 2021SR1159623 2019SR0922316

2019SR0941412 2021SR1139259 2019SR0922326 2019SR0913490 2021SR1159624

2021SR1159615 2013SR109089 2017SR045188 2017SR045277 2017SR045186

实用新型专利号

ZL  2019  2  0670608.3 ZL  2019  2  1602780.1 ZL  2019  2  0679004.5 ZL  2020  2  1077136.X

ZL  2019  2  0663844.2 ZL  2020  2  1063384.9 ZL  2019  2  0661747.X ZL  2020  2  1063455.5

外观设计专利号

ZL  2019  3  0514807.0 ZL  2020  3  0789357.9 ZL  2019  3  0220437.X ZL  2019  3  0005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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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5

深圳市讯鹏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中心：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立信路45号B栋5楼

研发生产：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天安数码城S7栋6楼

电话：+86-755- 89313800      89313900

传真：+86-755-28212820       邮箱：835@sunpn.com

讯鹏官网

www.sunpn-iot.com

微信公众号

SUNPN讯鹏

讯鹏官方抖音

SUNPN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