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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背景

1
现状分析丨需求分析



智能化水平低

⚫ 小区安防系统非常落后，安全系数低

⚫ 系统智能化水平弱，小区管理效率低下

⚫ 安全隐患多，安全事故纠纷频发

⚫ 老旧小区多，存在很多监管盲点

小区管理困难

⚫ 流动人口多，社区管理任务重、管理难

⚫ 缺乏高效统一的管理平台，管理混乱

⚫ 物业被动式响应，服务效率低

⚫ 高空抛物、停车占道等不文明现象监管难

安防布控难

⚫ 重点人群布控难，民警办案取证困难

⚫ “事后追溯、人防为主”模式无法满足需求

⚫ 各小区各安防系统相互割裂，数据不共享

⚫ 片区警察对社区特殊人员的监控目前只能

靠定期或不定期巡访

当前现状分析：



需求分析：

全域视频监控覆盖，全控可控

通过高清摄像头实现全域覆盖，同时还具备自动识别与报警等功能，

如检测陌生人员、人员聚集、高空抛物、停车占道等

联网共享，综合治理

对接公安网等平台，实现人员、车辆信息全采集、活动轨迹全掌握，完善小

区安全防护体系、应急救援体系和重大事件预警体系

小区出入口构建"安全防线"

通过人脸识别门禁及车辆识别管理等，严格管理

及控制小区的人员及车辆出入

智慧消防，快速预警响应

对小区进行多样化数据采集，通过AI检测与识别、

报警联动等，实现小区消防智能预警及处理



2
产品介绍

产品概述丨产品架构丨产品功能丨产品特点



EasyCVR智能边缘网关

EasyCVR智能边缘网关是TSINGSEE青犀视频旗下软硬一体的一款产

品，可提供多协议的设备接入、采集、AI智能检测与识别、处理、

分发等服务。

通过对视频监控场景中的人、车、物进行抓拍、检测与识别，对异

常情况进行智能提醒和通知，可广泛应用于安防监控、智能分析、

通行核验等场景。





产品功能

人脸检测/识别 智能告警轨迹跟踪

车辆检测/识别 数据分析 视频管理

更多 ···



AI深度学习算法

基于AI深度学习的视频结构化分析，

可对实时视频中人、车、物进行检测、

跟踪、抓拍，并识别其特征属性

H.265视频解码技术

支持H.265/H.264高效率视频技术解

码，实时高清视频流传输，有效节省

服务器硬件成本、带宽成本

低延时，准确率高

目标检出率白天>95%，夜间>93%；

目标误检率白天<3%，夜间<5%，延

时低，准确率达到市面上高等水平

GPS/北斗定位

通过4G实时向平台传输设备位置信息，

基于GIS地图，实现视频检测图像的

直观可视化应用

大数据分析灵活拓展

支持功能灵活拓展，接入大数据管理

平台，可实现大数据智能分析应用，

满足用户更高级的业务需求

全网传输，多终端观看

支持4G/5G/WiFi，高效传输海量视频

资源，可使用电脑、手机、平板等多

终端查看视频

快速接入，覆盖场景广

前端设备可通过RTSP、RTMP、

GB/T28181以及海康/大华SDK、

Ehome等协议接入平台，覆盖场景广

运维成本低，性价比高

兼容多类型的前端设备，便于利旧场

景，体积小巧，节省机房空间，云端

运维，维护成本低，性价比高



3
解决方案

方案概述丨方案架构丨功能特点



智慧社区

依托视频监控、人脸自助核验门禁 /闸机、出入口车辆卡口、结构化摄像机等

前端，通过EasyCVR智能边缘网关及EasyCVR视频融合云服务平台，实现对

社区人员、车辆、事件的全面、精准管理，同时为公安、物业、社区 /街道办

等部门提供相应的业务支撑，为社区居民提供智能化、精细化服务，积极打

造智慧社区新生态。



人脸识别

车辆识别

视频监控

人脸门禁

数据采集

物联网

传感设备

EasyCVR智能

边缘网关

EasyCVR视频融

合云服务平台

公安

消防

其他政务单位

视频数据检测+数据处理分发 数据共享

4G/5G/无线网

局域网

微信端

移动端

电脑端

监控大屏

社区物业管理

街道办

综合监管



管控

平台

人脸识别

智能告警

智慧消防

视频监控

人脸轨迹

智能巡更
周界防控

车辆识别

一个平台，多种应用

更多应用

更多应用



业主/租客

居住安全、舒适

生活便捷

物业

高效服务、智能化管理

提升业主的满意度

街道办

人员信息采集方便

综合治理

公安

人员管控方便，报警联动

实现风险预警及事件处理

消防

响应速度快、清晰掌握现场情

况，利于精准指挥

解决社区五大群体居住、治理需求



支持实时视频监控与抓拍，对图片和视频源中面部特征进行提取分析，可实现多人脸检测与抓拍、

人脸属性分析（如性别、年龄）、人脸识别、人流量统计，还可支持支持实时上报人脸数据至公安

平台，记录并实时与布控名单进行比对和报警，如人脸比对检索、人脸库管理等。

人脸识别门禁

抓拍经过人脸并上传至平台，

监测周边可疑人员及行为等

人员出入抓拍

人脸自助核验门禁，人脸比对

成功后开门，安全系数高

人脸闸机

人脸识别开门，防止陌生人员

入侵，居住更加安全

单元楼门禁



基于人脸检测/识别，绘刻人员轨迹路线，可寻找走

失老人、小孩，以及老人小孩异常位置报警监控。

人脸轨迹

人脸识别，还原人员运动轨迹

实时抓拍人脸照片，实现人脸轨迹跟踪



自动对视频图像进行检测分析，提取视频中车辆的各种信息，如车辆的车型、牌号、颜色、品牌等，还可

以进行车流量统计等，可实现对小区内道闸、车道、停车场的进出车辆进行监控与检测，支持数据上报公

安平台。

车辆通行

通过车牌识别系统，业主无需

停车刷卡，轻松进出小区

智慧通行

访客车辆检测、车牌识别并自主

记录，实现小区访客高效管理

访客来车登记

对小区停车场车辆检测与识别，

对接智能调配车位服务

停车场管理



在小区部署固定监控摄像机，进行全方位监控（公共区域监控点、楼层监控

点、停车场监控点等）， 7*24小时值守，通过实时视频监控+人工巡更方式，

极大提升社区防控效率。

实时视频监控

对电梯实时、全方位监控，自动检测电动车进入

电梯等，可报警喊话，保证电梯安全使用
电梯监控

实时监测小区应急通道违停情况，平台会告警以

便于及时处理并消除安全隐患
违停监测

通过全景监控及高清图像捕捉，对高空抛物等不

文明现象起到了追根溯源及震慑作用
高空抛物

提供录像、检索、回放、存储等管理，实现对小

区监控区域的视频资料追溯、调阅、取证
视频录像



结合物联网传感技术、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对小区内烟、水、电、可燃气体、温度等

进行多维感知，通过AI智能检测与识别、平台报警联动等能力，构建全覆盖的社区消

防防控体系，险情警告及时报送物业、触达业主。

智慧消防

对小区监控范围内出现的烟火，分析火光及燃烧烟雾，自动

辨别监控设备中的火警信息，数据可上报消防平台
烟火识别



小区周界报警系统联动监控，智能检测入侵、攀高、翻越围墙等情况，实

现报警视频联动，有效防范园区周界异常情况发生。

周界防控



小区安保人员借助手持式智能移动单兵，可对小区巡更情况（图片、视

频），进行实时记录与传输，物业管理中心可实现图片下发，远程调度指

挥等，支持GPS/电子地图定位。

智能巡更



网关平台可对前端设备上传的检测异常情况进行预警，如视频信号丢失、遮挡、

越界、侵入、烟火识别等，并进行提醒与通知。

预警消息可通过语音、短信、消息通知、微信等方式推送给工作人员。

智能告警



可视化、综合化、智慧化的数据融合分析、管理与展示平台：

⚫ 显示电子地图、摄像机实时监控画面；

⚫ 显示设备状态监测、内存、CPU、带宽等信息。

将设备采集的数据经AI检测分析，展示数据结果：

⚫ 人脸检测数据实时分析如：人流量统计、年龄、性别等；

⚫ 车辆检测数据实时分析如：车型、车牌、车牌类型、车流量统计等；

⚫ 异常告警信息提示如：越界、入侵、火情等。

可视化数据分析



支持标准协议与厂商私有协议、多类型的设备接入，

降低社区安防投入成本，避免造成浪费

多协议/多类型设备接入

支持接入多路高清视频流

轻量化接入、传输、处理与分发能力，支持接入多

路摄像头的高清视频流，实现设备与平台的视频监

控资源互联互通

兼容性强，可视化配置让部署更加简单，支持软件

的远程调试、维护与升级

快速部署，远程维护

支持多平台级联（如公安网、消防平台等）、可集

成到统一管理平台，解决物业多品牌、多系统应用

造成的信息孤岛，数据混乱的问题

多平台级联，一站式管理

支持RTSP/RTMP/FLV/HLS视频流格式，H.265 / 

H.264视频压缩技术，降低带宽消耗和存储成本，节

省社区运营成本

支持主流视频流格式

提供业务接口，可基于项目需求快速搭建业务系统，

快速对接与开发，SDK集成度高，集成周期短

与第三方平台集成

视频融合管理



4
方案优势

快速部署丨性价比高丨灵活拓展丨多维度综治



深度融合社区内所有底层数据、终端设备与应用，智能实时掌控社区人、车、物全景状态，助力智慧社区服

务建设，智慧社区安防建设，打造智慧社区新模式。

灵活拓展

支持功能灵活拓展，满足更高

级的业务需求，覆盖场景广泛

性价比高

兼容多类型的前端设备，便于

利旧场景，云端运维，维护成

本低，性价比高

快速部署

软硬一体化产品，体积小巧，

快速接入、快速部署、易于

维护

多维度综治

覆盖人、车、物、安防等全方

位管理，整体提升社区智能化

水平，改善社区服务体验

方案优势



专注视频“云、边、端”行业解决方案，深耕音视频领域数十年，拥有自主品牌

“TSINGSEE青犀视频”，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智慧安防、智慧交通、智慧消防、教育、旅

游、能源与环保等多个行业。

安徽旭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硬件商城： 青犀视频硬件商城（淘宝）

网站：www.ts ingsee .com

邮箱 : market@ts ingsee .com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中安创谷科技园A2栋6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