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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系统的全球足迹

研华交通行业成功应用
荣耀遍布全球
近年来，无论是在AFC、CTC、ETC或其它任何交通系统应用，研华均致力于为全球城市提供更稳定的智能交通系统。凭借专

业的技术知识和行业深耕经验，研华能够构建适合各种应用需求的交通系统。

通过几十年的研发，研华的产品已更为成熟和完善。我们已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研华产品应用的成功案例硕果累累，令我们

引以为傲并愿与您分享。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全球合作伙伴和客户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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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智能高速公路典型应用
携手亚太地区合作伙伴　赢领高速公路交通应用
近年来，无论是在AFC、CTC、ETC或其它任何交通系统应用，研华均致力于为全球城市提供更稳定的智能交通系统。凭借专业的技术知识和行
业深耕经验，研华能够构建适合各种应用需求的交通系统。

通过几十年的研发，研华的产品已更为成熟和完善，并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研华产品应用的成功案例硕果累累，令我们引以为傲并愿与您分享，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全球合作伙伴和客户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上海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案例内容: 
• 实现辖区内运行车辆管理丶交通流量采集、历史纪录回溯
• 自动准确记录监控点所有过往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证据，通过人工或
通讯方式上传至后端中控中心
• 系统白天车辆识别准确率大于90%，夜间车辆识别准确率大于85%

河北高速公路综合管理平台

案例内容: 
•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技术，底层有视频融合、资源汇聚、基础数据三大
支撑平台
• 视频融合平台负责采集前端各类的视频数据，为其他平台如公众视频
平台、手机APP等，和整个平台做视频服务
• 资源汇聚平台，能完成各类资源如视频在线、数字广播、视频监控、机
房监控等各种系统资源的接入和整合
• 基础数据平台采集与整合基础数据（设备数据、业务数据、交通数据
等），为整个系统做底层数据支撑

台湾国道6号高速公路智能影像事件检测系统

案例内容: 
• 项目含三条隧道，隧道道路长度共8500公尺，使用上百支监控摄影
机实时监看全线交通情况
• 道路异常交通事故可实时且主动告知交通管理者，大幅加速异常交
通事件救援时间，保障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
• 智能影像事件监控系统，检测车祸与异常停车、逆向行驶、火警烟雾
及异常散落物品等等

台湾高速公路电子收费系统

案例内容: 
• 识别、记录并控制车辆的通行，以及收缴通行费并将获取的信息发送
到监控中心和本地收费区的设施
• 用于收费站车道，透过研华工业级平台连接控制系统，将实时车牌识
别及缴费信息等相关数据传送到控制中心，提供准确的监测信息至主
控室

研华智能高速公路典型应用 研华智能高速公路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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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识别

运动侦测

车速侦测

车流量信息

逆行侦测

行人检测

停车位检测

高速公路应用场景 高速公路应用场景

从人工收费到电子收费ETC(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的演变过程中，IVA技术在自动分析视频、减少人力需
求及确保高速道路畅通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研华在实时交通信息显示系统中采用新款视频平台，利
用智能视频分析技术实现实时响应，并使数据采集和
发送等单一系统功能得到全新升级。

交通管理监控系统采用智能视频解决方案，凭借自动视频
分析和安全报警功能使交通监控系统性能得到有效提升。

行车轨迹系统是利用车牌识别系统结合电子地图，输入
车牌号码及时间，即可在地图中完整显示车辆行进轨
迹及起始点。

ARK-RI2150L  

• Intel® Core i7 (Ivy)
• 64GB mSATA
• RFID接收模块（选配）
• 4CH 1080p/120FPS
• WebAccess+IVS，带LPR IVA*
• RFID接收器SDK

ITA-3730VD  

• Intel® Core i5-3610E
• 32GB mSATA
• 4CH IVA
• 车流量
• 车型分类
• 车速侦测
• 拥堵情况

MIC-7500ID 

• Intel® i7-6822EQ
• 32 GB mSATA
• 8 CH IVA
• 支持i-Module扩展模块
• 行人侦测
• 散落物侦测
• 逆行侦测
• 车辆变道
 

IPC-623VS 

• Intel® Xeon® E3-1275 v2, 
  3.5 GHz
• 4 GB DDR3 1333/1600
• 支持冗余电源
• 公安查缉
• 车辆搜寻

行车轨迹搜寻系统交通管理监控系统交通信息系统电子收费系统

 

 



高速隧道监控系统 高速隧道监控系统

产品
型号

APAX-5620KW
产品
型号

EKI-1521/1522/1524 EKI-7712G-4FI-AE EKI-7720G-4FI-AE

说明

PAC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RISC-based Controller ,
Intel XScale® PXA270 520 MHz 
processor)，支持 冗余控制 

说明
1/2/4端口
RS-232/422/485
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12端口全千兆网管型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20端口全千兆网管型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接口

本地实时I/O模块 32（最多*）
DI/O 768(最多 ）、AI/O 192(最多 ）
2 个 10/100 Mbps RJ-45 以太网接口
2 个 隔离 RS-485 端口

接口
支持2个10/100 Mbps 
自适应以太网端口

8 x 10/100/1000Base-T/
TX ports 
4 x 100-FX/1000Base-X 
SFP slots

16 x 10/100/1000Base-T/
TX ports 
4 x 100-FX/1000Base-X 
SFP slots

开发
软件

KW Multiprog (符合 PLCOpen 
IEC-61131-3规范) 

网络
管理

-
冗余：V 诊断：V 
VLAN:V 配置：V 
安全：V 流量控制：V

冗余：V 诊断：V 
VLAN:V 配置：V 
安全：V 流量控制：V

电源 DC 18~30V输入 电源 DC 12V~48V输入 DC 12V~48V输入 DC 12V~48V输入

操作
系统

Windows CE 5.0 机制
安装：DIN导轨安装，
面板安装 
IP防护等级：IP30

安装：滑轨式安装 
IP防护等级：IP30

安装：滑轨式安装 
IP防护等级：IP30

存储 1 x CompactFlash slot 保护
浪涌保护
（电源抗干扰）、
电源极性反接保护

浪涌保护
（电源抗干扰）、
电源极性反接保护

浪涌保护
（电源抗干扰）、
电源极性反接保护

工作
温度

工作温度 -10~55℃
工作
温度

工作温度-10~60℃
（宽温型-40~75℃）

工作温度-40~85℃ 工作温度-40~75℃

认证 CE, FCC class A 认证
CE, FCC Part 15 
Subpart B (Class A)

IEC EN60950 IEC EN60950

尺寸 60 x 139 x 100 mm 尺寸
36.6 x 140 x 95mm
（EKI-1524: 48.6 x 140 x 
95 mm）

74 x 152 x 105 mm 74 x 152 x 105 mm

*APAX DI/O模块ID号范围是0~31，AI/O模块和计数模块ID范围是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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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分辨率 D1, 1280x 720, 1920x1080

每个摄像头支持的最大道路
检测数目

4
(摄像头安装高度> 6米)

IVA功能规格

车流量≈ 95%
车型分类≈ 85%±10%   
平均速度≈ 85%±10%  
拥堵情况≈ 90%±5%

连接协议 RS-232/RS-485/GPIO/TCPIP

伴随世界人口的增长，全球交通拥堵状况日益严重、交通事故发
生率持续上涨。TrafficAccess IDS是一款基于视频的事件检测
系统，能够通过现有摄像头识别道路上的事件和事故，并立即通
知交通控制中心。

TrafficAccess IDS系统能够在事件发生几秒内迅速发出报警信息
（音频与视频），而此时传统监控方式甚至还未能探测到事件。

输入分辨率 D1, 1280x 720, 1920x1080

IVA功能规格
行人侦测     散落物侦测    
逆行侦测     烟雾侦测
车辆变道     车辆违停 

事件触发I/O
触发等级 0 – 10
触发器输出：GPIO, TCP/IP

连接协议 RS-232/RS-485/GPIO/TC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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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隧道监控系统
(Highway tunnel system)
由于隧道的环境特殊，隧道的安全性以及管理的稳定性是其运营状况的重要考核指标。研
华利用现代化的控制理论和高速公路综合管理平台的开发经验，建立一套科学的隧道监控系
统，可调节交通流、控制隧道通风和照明，防患事故于未然，提高隧道行车的安全性、快速性
和舒适性。

整个系统由高速公路监控中心、隧道监控站、路段外场设备和隧道内设备构成。监控系统收
集所有设备的数据，并对所有设备进行控制。中心对各设备数据进行处理后，以图形化的方
式显示数据，并根据策略使用条件启动相应的策略方案，控制各设备的运行。核心系统由监
控中心计算机群、拼接墙、隧道管理站及隧道、路段所布设的外场设备（车辆检测器、本地控
制器、气象检测器等）组成。

河北上元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上元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Hebei  Shangyuan I ndust r i al  Cont r ol  Co. , Lt d 

Web:www.iagroup.cn                                                                            Tel ：0311－87016636/87897506 

 

/隧道所的分级控制，集中管理。 

系统软件架构如下图所示： 
省监控中心

核心交换机

高清电视墙

客户端

高清视频解码及
拼接设备

平台服务器群组 磁盘阵列

其他系统互联交换
服务器

管理处监控中心1#

核心交换机

高清电视墙

客户端

高清视频解码及
拼接设备

平台服务器群组 磁盘阵列

其他系统互联
交换服务器

转码服务器

管理处监控中心N#

核心交换机

高清电视墙

客户端

高清视频解码及
拼接设备

平台服务器群组 磁盘阵列

其他系统互联
交换服务器

转码服务器

  收费站监控室

汇聚交换机

客户端

服务器 磁盘阵列

⋯⋯.

  高速公路外场

⋯⋯.

车辆检测
器

气象检
测器

情报板路面状态检
测器

能见度
检测器

局域网

  隧道管理所

摄像机

摄像机

汇聚交换机

客户端

服务器 磁盘阵列

摄像机

. . .

风机 信号灯 CO/VI情报板车辆检测
器

PLC

交换机

 

四． 系统主要功能描述 
� 视频融合及存储管理：基于多元异构视频流的融合技术，结合独立知识产权的类 P2P 节点管理技

术实现视频流的转发。独立的视频融合平台支持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可从专业的视
频监控平台或前端视频采集设备提取视频流，可进行视频转码、视频存储、视频分发等内部业务
处理。 

�  事件监测及处理：支持人工输入、事件检测设备等多种事件触发，自定义触发源及联动触发方案，
可实现事件-视频、事件-广播等多种事件处理机制。 

� 地图展示及操控：支持 GIS 地图，通过坐标精确定位每个设备位置，通过图标展现设备状态，用
户通过 GIS 地图可完成外场设备的通用操作。 

� 应急预案管理：支持触动、定时、人工等多种方案类型的定义，可实现各种异常情况报警和记录，
对多种设备进行 联动控制。提供定义界面，对触动设备进行配置，包括目前监控系统的所有主流
设备：车检、气象站、事件、视频等，并可对定义的预案进行模拟执行，验证效果。 

� 信息发布及智能管理：支持单点发布、批量发布、组合发布等多种信息发布方式，支持所有信息
的发布管理，并提供信息墙显示功能，使用户对情报板正在发布的信息一目了然。 

� 丰富的内置预案：系统内置火警-视频联动消防监测及报警预案、视频监控及分析控制预案、环境
监测及通风系统联动预案、隧道路况分析及视频、广播、情报板联动预案等等各类预案。 

� 隧道容留车辆监控：加载此模块功能，可对隧道内实时行进中的所有车辆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及查
询操作，可获知具体车辆信息及关注的内容。 

� 统计分析：完备的统计分析功能，支持设备报表、设备图表、方案报表、事件报表、系统报表等
多种类型的数据统计及分析。 

五． 系统技术指标及性能参数 

(1)基于 B/S架构，采用模块积木式结构，依据现场情况，配置不同功能的管理平台。 

(2) 软件系统满足系统规范规定的采集、运算、控制、显示、报警、存贮、打印等的全部功能要求。 

(3)屏幕显示、打印文字符合中国国家标准 GB2312 形式。 

事件检测

(TrafficAccess IDS)

车流侦测

(TrafficAccess VDS)

随着城市范围内交通拥堵现象日益严重，城市交通管理也日渐复
杂。实时掌控交通状况并进行有价值的路况统计及取得可靠的数
据是不可或缺的。TrafficAccess VDS是一款智能视频分析系统，
透过专业的车流侦测技术收集各种交通信息，如：车型计数、分
类、拥堵情况和平均速度等。

典型应用包括：

实时交通数据采集          车流仿真应用
交通研究与监控              交通拥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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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以 车 道 收 费 处 理 单 元 系 统 设 备 和
CCTV系统设备进行采集和处理，将车辆通
行情况和收费员收费作业情况的图像和数
据信息传送到收费监控室，为收费作业管
理人员提供实时的收费作业信息。

收费员先判别缴费和免缴费车辆类型，通
过收费键盘向计算机输入车型操作，收费
计算机会进行语音报价，同时车道报价机则
发出报价提示音，报价机数码管则显示应缴
金额及车型。司机缴费完成后，收费员通过
收费键盘操作车辆放行，此时票据打印机打
印一张票据，同时道闸栏杆将自动抬起，车
道将抓拍一张叠加有本次收费相关信息的
车辆图像，将本次收费数据通过网络上传至
服务器。

收费计算机系统

11

收费计算机系统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ETC)

收费计算机系统

产品型号 HPC-7120S-35ZXE ASR-5300I-16A1E

说明 1U密集型高性能服务器,2硬盘热插入+2机箱内OS盘 3U16磁盘数组存储,适用IP SAN

接口 USB 3.0x4/VGA x1/DVI x2/RJ45 x2/AUDIO x2 4 x 1Gb/s iSCSI RJ45 Port

网络管理 IPMI

Thin provisioning/ Snapshot (64 images per source 
volume, max 128 per system) 
/Volume copy/ mirror (16 source volume x 4 replication 
pairs, max 64 per system )

电源 350W 电源 460W 冗余电源

机制 安装：上架式安装/滑轨式安装 安装：上架式安装/滑轨式安装

保护
浪涌保护（电源抗干扰）、
电源极性反接保护,开箱警报

浪涌保护（电源抗干扰）、
电源极性反接保护,开箱警报

工作温度 0~40℃ 0~40℃

认证 CE/FCC/UL/3C CE/FCC/UL/3C

尺寸 438 x 43 x 381 mm 500 x 448 x 130 mm

产品型号 EKI-7428G-4CI-AE EKI-7710G-2CI-AE

说明 28端口全千兆宽温型二层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10端口全千兆宽温型二层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接口
24 x 10/100/1000Base-T/TX ports 
4 x 100-FX/1000Base-X SFP slots

8 x 10/100/1000Base-T/TX ports 
2 x 100-FX/1000Base-X SFP slots

网络管理
冗余：V 诊断：V VLAN:V 
配置：V 安全：V 流量控制：V

冗余：V 诊断：V VLAN:V 
配置：V 安全：V 流量控制：V

电源 DC 12V~48V输入 DC 12V~48V输入

机制
安装：上架式安装 
IP防护等级：IP30

安装：滑轨式安装 
IP防护等级：IP30

保护 浪涌保护（电源抗干扰）、电源极性反接保护 浪涌保护（电源抗干扰）、电源极性反接保护

工作温度 -40~85℃ -40~85℃

认证 IEC EN60950 IEC EN60950

尺寸 438 x 43.6 x 259.2 mm 74 x 152 x 105 mm

收费亭内

别

识别

亭内摄像机

车道控制器

车道摄像头

线圈

费额提示器

车牌识别*

称重设备

自动栏杆

通行信号

线圈

雾灯

手动栏杆

收费岛和收费车道

EKI-7710G-2CI-AE

ASR-5300I-16A1E

拼接电视墙

HPC-7120S-35ZXE

EKI-7428G-4CI-AE

收费站控制室



输入分辨率 D1, 1280x 720, 1920x1080

每个摄像头支持的
最大道路检测数目

1
(摄像头安装高度> 6米)

IVA功能规格
车量识别速度≈ 80km/h~100km/h
车牌识别日间平均识别率≈ 95%(夜间需搭
配照度至少140lux补光照明)

连接协议 RS-232/RS-485/GPIO/TCPIP

收费计算机系统

产品型号 ARK-1550VS (1路分析)

CPU Intel® Core i5 4300U 1.9 GHz SoC

内存 4G DDR3L 

显示
1 x VGA 
1 x HDMI

以太网
GbE 1：Intel i218 
GbE 2：Intel i218 
10/100/1000 Mbps

I/O
2x USB 3.0 
2x USB 2.0 
1 x RS-232 & 2 x RS-232/422/485

扩展接口
1 x 全长Mini PCIe 
1 x 半长Mini PCIe (mSATA SSD)

存储
1 x 2.5" SATA存储
內置 32G mSATA SSD

电源 DC 12V

工作温度 -20~55℃

尺寸 223 x 46.6 x 133.0 mm

车牌识别系统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LPR)

在交通管理方面，能够识别车牌的高性能集成系统对于交通信息中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准确检测来来往往每辆车的车牌是今后实施电子收
费的关键。

这能够降低人工需求，减少交通违规和交通事故，并在事故发生时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因此，系统能够24/7无间断，特别是在高峰时段，准确地检
测、记录、处理和传输大量车牌数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出现暴雨或大雪天气时，识别车牌是难上加难，但此时有效的交通管理控制却尤为关键。ARK-1550VS的设计克服了这些自然挑战，在任何
时间都能够准确识别车牌信息。

车道控制器是根据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发展要求，所开发出的一种全新用于高速公路收费站
的收费车道机。

该核心计算机是采用无风扇嵌入式的工控机，并配有机箱、电源、数字隔离接口卡、继电
器隔离驱动版、车辆检测器以及接线端子等部件。

车道控制系统

(ETC controll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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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计算机系统

产品型号 ITA-3730 ITA-3711 ARK-5261P ARK-3500P

CPU
Intel Core i5/
Celeron 1020E

Intel Celeron J1900 Intel Celeron J1900
Intel  Core i3/i5/i7 ,
PGA Socket Type

内存 板载4G,最大支持8G 板载4G,最大支持8G
最大支持8GB，
2x204pin SO-DIMM

最大支持16GB，
2x204pin SO-DIMM

显示 VGA+HDMI VGA+VGA/DIV/HDMI VGA DVI-D + HDMI + DP

以太网
2个千兆网，
支持网络唤醒功能

2个千兆网，
支持网络唤醒功能

2个千兆网，
支持网络唤醒功能

2个千兆网，
支持网络唤醒功能

I/O 24-Bit Digital IO 24-Bit Digital IO 8-Bit Digital IO 16-Bit Digital IO

串口
2 x RS232/422/485, 
8 x RS232 , 支持自动流     

2 x RS232/422/485, 
8 x RS232 , 支持自动流     

4 x RS232/422/485, 
支持自动流                             
最多支持8串口

4 x RS232/422/485, 
4 x RS232 , 支持自动流     

LPT 支持LPT 并口 支持LPT 并口 支持LPT 并口 /

PS2 支持PS2 支持PS2 支持PS2 /

watch dog 支持看门狗功能 支持看门狗功能 支持看门狗功能 支持看门狗功能

扩展接口

支持3个插槽                                                                          
选项1：3 PCI 插槽，
1 Mini-PCIe 插槽                                
选项2： 2 PCI 插槽 + 
1 PCIex1 插槽，1 Mini-
PCIe 插槽 

支持3个插槽                                                                          
选项1：3 PCI 插槽，
1 Mini-PCIe 插槽                                
选项2： 2 PCI 插槽 + 1 
PCIex1 插槽，1 Mini-
PCIe 插槽 

支持3个插槽                                                                          
选项1：3 PCI 插槽，
1 Mini-PCIe 插槽                                
选项2： 2 PCI 插槽 + 1 
PCIex1 插槽

支持2个插槽                                                                   
选项1：2 PCI 插槽，                                            
选项2：1 PCIex1 + 1 
PCIe x4插槽

存储 支持1颗 2.5"HDD/SSD 支持1颗 2.5"HDD/SSD 支持2颗 2.5"HDD/SSD
支持2颗 2.5"HDD/SSD , 
支持RAID 0/1

电源 支持宽压9-36V 支持宽压9-36V 支持宽压9-30V 支持宽压9-34V

工作温度 支持宽温-20~60度 支持宽温-20~60度 支持宽温-20~60度 支持宽温-10~60度

尺寸 (W x H x D) 210 x 155 x 240 mm 210 x 155 x 240 mm 137 x 189 x 221 mm 290 x 110 x 232 mm

支持操作系统 winXP、win7、win8 、Linux win7、win8 、Linux win7、win8 、Linux winXP、win7、win8 、Linux

优势说明

1、产品接口均为单面
出线，易于排线；                    
2、机器自带10串口&
24路DIO，专为车道
控制机定制； 
3、支持winXP系统 
4、独特的硬盘盒设计，
无需拆机即可安装硬盘

1、产品接口均为单面
出线，易于排线；                    
2、机器自带10串口&
24路DIO，专为车道
控制机定制； 
3、独特的硬盘盒设计，
无需拆机即可安装硬盘

1、产品接口均为单面
出线，易于排线；                    
2、按需求可扩展至8串口
（增加4xRS-232)；
3、支持2颗2.5”HDD/
SSD，满足多种搭配

1、PGA Socket Type的
处理器，可灵活选择CPU;                                                                 
2、支持winXP 系统；                                                           
3、支持8个串口                                                                  
4、支持2颗2.5”HDD/
SSD，满足多种搭配



别

识别

产品型号 IPC-623VS 产品型号 EKI-7428G-4CPI-AE

CPU Intel® Xeon® E3-1275 v2, 3.5 GHz 说明 28端口全千兆宽温型二层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内存
4 GB DDR3 1333/1600 
最大容量16GB

接口
24 x 10/100/1000Base-T/TX ports 
4 x 100-FX/1000Base-X SFP slots

显示
1 x 15-pin VGA D-sub 接头
1 x DVI-D 接头

网络管理
冗余：V          诊断：V          VLAN：V 
配置：V          安全：V          流量控制：V

以太网
LAN 1: Intel 82579LM 
LAN 2: Intel 82574L 
2 x RJ-45

电源 DC 12V~48V输入

I/O
1 x USB 3.0, 4 x USB 2.0 
2 x RS-232 pin header

机制
安装：上架安装 
IP防护等级：IP30

扩展接口
1 x PCIe x16 
2 x PCI

保护
浪涌保护（电源抗干扰）、 
电源极性反接保护

存储 3 x 5.25"(前置) 1 x 3.5"硬盘 1 x 3.5"内置 工作温度 -40~85℃

电源 AC 810 W, (ATX, PFC) 100 ~ 240 VAC 认证 IEC EN60950

工作温度 0~40℃ 尺寸 438 x 43.6 x 259.2 mm

尺寸 482 x 177 x 657 mm

 

 

产品型号 EKI-9228G-4FAI-AE EKI-9428G-4FAI-AE

说明 28端口全千兆宽温型二层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28端口全千兆宽温型三层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接口
24 x 10/100/1000Base-T/TX ports 
4 x 100-FX/1000Base-X SFP slots

24 x 10/100/1000Base-T/TX ports 
4 x 100-FX/1000Base-X SFP slots

网络管理
冗余：V          诊断：V          VLAN：V 
配置：V          SNMP：V      安全：V 
流量控制：V

冗余：V          诊断：V          VLAN：V 
配置：V          SNMP：V      安全：V 
流量控制：V

电源 AC 90~264V 或 DC 88~300V 冗于电源输入 AC 90~264V 或 DC 88~300V 冗于电源输入

机制
安装：上架安装 
IP防护等级：IP40

安装：上架安装 
IP防护等级：IP40

保护
ESD（以太网）、浪涌保护（电源抗干扰）、 
电源极性反接保护

ESD（以太网）、浪涌保护（电源抗干扰）、 
电源极性反接保护

工作温度 -40~75℃ -40~85℃

认证 IEC61850-3电力四级认证标准 IEC61850-3电力四级认证标准

尺寸 440 x 45 x 330mm 440 x 45 x 330mm

视频融合系统 视频融合系统

视频融合系统
(Video Broadcast System,VBS )
视频融合系统可通过RTSP码流迅速集成不同品牌的摄像头，有效融合各路段、各厂家既有网络摄相机视频，共享视频资源并整合，无须重复设
置。在内部局域网中，根据权限分级将视频发送给各设备，提供各级管理中心实时浏览、视频分析、视频录像等功能，提升既有视频使用效率。再
通过云端，依照不同的单位权限，可浏览、使用视频融合系统所共享出来的视频码流，达到视频整合资源共享，延伸智能分析并扩充应用，真正建
立基于云端架构的未来智能交通视频信息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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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ASR-5300I-16A1E HPC-7282-00A1E EKI-9428G-4FAI-AE

说明 3U16磁盘数组存储,适用IP SAN 2U 8密集型高性能服务器
28端口全千兆宽温型三层工业以太网
交换机

接口 4 x 1Gb/s iSCSI RJ45 Port
USB port 4 (USB 3.0)VGA port 1 
RJ-45 2 (one sharing IPMI function) 
PS/2 KB/mouse 1 (by onboard connector

24 x 10/100/1000Base-T/TX ports 
4 x 100-FX/1000Base-X SFP slots

网络管理

Thin provisioning/Snapshot (64 
images per source volume, 
max 128 per system )/Volume copy/ 
mirror (16 source volume x 4 replication 
pairs, max 64 per system )

IPMI
冗余：V          诊断：V          VLAN：V 
配置：V          SNMP：V      安全：V 
流量控制：V

电源 460W 冗余电源 500W 冗余电源 AC 90~264V 或 DC 88~300V 冗于电源输入

机制 安装：上架式安装/滑轨式安装 安装：上架式安装/滑轨式安装 安装：上架安装 IP防护等级：IP40

保护
浪涌保护（电源抗干扰）、
电源极性反接保护,开箱警报

浪涌保护（电源抗干扰）、
电源极性反接保护,开箱警报

ESD（以太网）、浪涌保护（电源抗
干扰）、电源极性反接保护

工作温度 0~40℃ 0~40℃ -40~85℃

认证 CE/FCC/UL/3C CE/FCC/UL/3C IEC61850-3电力四级认证标准

尺寸 500 x 448 x 130 mm 437 x 88.9 x 533.4 mm 440 x 45 x 330mm

尺寸 210 x 155 x 240 mm 74 x 192 x 230 mm 430 x 540 x 44.5 mm

综合管理平台

综合管理平台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CMS)
本平台是基于多源数据融合技术，建设全新的智慧交通大平台，实现对高速公路的实时化、可视化、一体化监控；实现信息、设备、人员相互联动
的扁平化交通调度服务手段；实现以数据分析与数据融合为基础的科学化交通管理决策；实现管理人员、司乘人员、系统平台的信息互动，将交
通管理模式转变为以预防为主，管理为辅的创新模式,从而营造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的管理格局，最终逐步完成由智能型交通向智慧交
通的转变。

综合管理平台主要功能是实现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从简单、静态的管理到智能、动态的管理的转变。以系统整合为核心，将高速公路监控系
各个系统集成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同一平台上综合展示交通状况，对各子系统实施操作控制与管理，实现信息资源有效融合
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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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理平台

 
系统采用分级－集中管理模式，通过对管辖范围的配置，实现省监控中心－管理处监控中心－路段分中心－收

费站、桥隧所的分级控制，集中管理。 

收费站 隧道管理所

基层监控单元

...

风机 信号灯 CO/VI

存储设备

车辆检
测器

气象
检测
器

情报
板

摄
像
机

沿线(外场设备）

摄
像
机

管理处监控中心

存储阵列

其他系统互联网关接口

监控终端

电视墙
解码主机

平台服务器群组

传输网络

路面状态
检测器

能见
度检
测器

情报
板

车辆检
测器摄像机

转码单元

移动客户端

无线基站

路段监控分中心 1#

电视墙 解码主机

存储阵列平台服务器群组

监控终端

路段监控分中心 N#

电视墙 解码主机

存储阵列平台服务器群组

监控终端

监控终端

综合管理平台
系统服务器群组

监控终端 存储设备

对接省中心平台

省监控中心

存储阵列

其他系统互联网关接口

监控终端

电视墙
解码主机

平台服务器群组

 
 

 
GIS 地图监控： 

 
 

情报板发布与信息墙总览： 
 

 
 
视频监控： 
 

 
 

联动方案定义及执行： 
 

 
 
 
 
 
 

情报板发布与信息墙总览： 
 

 
 
视频监控： 
 

 
 

联动方案定义及执行： 
 

 
 
 
 
 
 

完善的报表查询及统计分析： 
 

 
 

  
视频融合及存储管理：基于多元异构视频流的融合技术，结合独立知识产权的类 P2P节点管理技术实现视频流

的转发。独立的视频融合平台支持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可从专业的视频监控平台或前端视频采集

设备提取视频流，可进行视频转码、视频存储、视频分发等内部业务处理。 

 事件监测及处理：支持人工输入、事件检测设备等多种事件触发，自定义触发源及联动触发方案，可实现事件

-视频、事件-广播等多种事件处理机制。 

精准地图展示及操控：支持 GIS地图，通过坐标精确定位每个设备位置，通过图标展现设备状态，用户通过 GIS

地图可完成外场设备的通用操作。 

方案管理：支持触动、定时、人工等多种方案类型的定义，可实现各种异常情况报警和记录，对多种设备进行 联

动控制。提供定义界面，对触动设备进行配置，包括目前监控系统的所有主流设备：车检、气象站、事件、视

频等，并可对定义的预案进行模拟执行，验证效果。 

信息发布及智能管理：支持单点发布、批量发布、组合发布等多种信息发布方式，支持所有信息的发布管理，

并提供信息墙显示功能，使用户对情报板正在发布的信息一目了然。 

隧道管理：针对隧道的特殊性，支持隧道专用设备的接入及其他设备的联动控制，实现隧道的整体方案管理，

并通过不同模块的加载实现多个子系统的联动应用，包括视频—传感器联动消防监测及报警、视频监控分析与

控制联动、隧道容留车辆监控等等。 

运营管理：支持司乘投诉管理、运营行政信息管理、收费监控事件管理、任务单管理、电话单管理、设备维护

GIS 地图监控

情报板发布与信息墙总览： 
 

 
 
视频监控： 
 

 
 

联动方案定义及执行： 
 

 
 
 
 
 
 

情报板发布与信息墙总览： 
 

 
 
视频监控： 
 

 
 

联动方案定义及执行： 
 

 
 
 
 
 
 

视频监控 视频监控

情报板发布与信息墙总览

联动方案定义及执行 完善的报表查询及统计分析

基层监控单元

管理处监控中心
其他系统互联网关接口

监控终端

电视墙 解码主机

转码单元 移动客户端

无线基站

气象
检测
器

沿线(外场设备）

路面状态
检测器

能见
度检
测器

车辆检
测器

传输网络

平台服务器群组HPC-7282

EKI-9428G-4FAI-AE

存储阵列ASR-5300I

对接省中心平台

省监控中心
其他系统互联网关接口

监控终端

电视墙 解码主机

平台服务器群组HPC-7282

EKI-9428G-4FAI-AE

存储阵列ASR-5300I

路段监控分中心 1# 

电视墙
解码主机 监控终端

平台服务器群组HPC-7282

EKI-9428G-4FAI-AE

存储阵列ASR-5300I

收费站

存储阵列ASR-5300I

摄像机

监控终端

综合管理平台

EKI-7428G-4CI

路段监控分中心 N # 

电视墙 解码主机 监控终端

EKI-9428G-4FAI-AE

平台服务器群组HPC-7282
存储阵列ASR-5300I

隧道管理所

. . .

风机 信号灯 CO/VI

摄
像
机

摄
像
机

情报
板 情报

板
车辆检
测器

系统服务器群组HPC-7120S

EKI-7428G-4CI
监控终端 存储阵列ASR-530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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