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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四川省环保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建设技术规范》（下称“本

规范”）是四川省环境保护信息化技术规范之一，根据四川省环境

保护信息化建设深入发展的需要而编制，旨在为全省环境保护可视

化视频监控平台系统的建设提供指导性技术标准，并为接入各地已

建的各类环保视频监控系统提出与标准系统直联、互通、直控的兼

容性方案提供技术依据和技术标准。 

本规范的编写格式和规则以《环境信息化标准指南》（HJ 

511-2009）为依据。 

本规范的基本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规范的发布机构不承担

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范主要技术内容有： 

² 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系统架构； 

² 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的功能、性能、设备要求； 

² 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的网络传输要求、网络现状和建议； 

² 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的前端系统技术要求； 

² 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的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² 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的编址、命名、编码规则； 

² 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的开放性、安全性和防雷接地要求； 

² 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的检验、验收要求。 

本规范的附录 A 为“视频编解码标准”，介绍了可视化视频监

控平台建设的前端、中心等设备和系统必须遵循的视频编解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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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附录 B 为“对象编码”，提供了省、市（州）、县（区）环保

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管理各个对象必须遵循的统一编码规范； 

附录 C 为“前端设备配置原则”，描述了各市（州）、县（区）

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前端必须具备的基本配置要求； 

附录 D 为“系统典型配置图”，描述了各市（州）、县（区）

建设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应该具备的典型配置图例； 

附录 E 为“主要设备选型”，描述了省、市（州）已部署的可

视化视频监控平台对当前市场主流设备兼容性的情况对新建系统

视频采集设备的基本技术要求； 

附录 F 为“前端 SDK 支持功能要求”，对可视化视频监控平

台对接已建或将建视频监控终端厂家开放 SDK 的基本功能要求； 

附录 G 为“前端系统接入要求”，对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前端

系统接入中心平台提出了技术的和管理的要求。 

本规范是四川省环境保护厅进行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及相关

项目规划、设计、建设、改造、验收的指导性文件和技术依据。 

本规范依据国家和行业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程，同时结

合当前四川省环保信息化视频监控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水平而提出。 

本规范由四川省环境保护厅环境信息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批准机构：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 

本规范解释机构：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信息中心 

本规范编制单位：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信息中心、四川省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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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监控项目领导小组、成都之维安科技有限公司。 

本规范审定人：                                     

本规范审核人：                                     

本规范主要编写人：薛顺甫、王唯毅、黄浩、王碧、杨益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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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 言 

环保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系统重点污染源视频监控系统是污

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四川省污染减

排“三大体系”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生态四川的重要科

技支撑体系之一。该系统由前端监控系统、传输网络、中心平台等

组成。随着视频监控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图形、图像、视频处理及

使用和网络化传输已经成为趋势，环保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系统成

为环境保护和环保执法的重要支撑工具。 

为确保完成四川省“十二五”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加强对省

控重点污染源的实时监管，依据《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原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 28 号），2011 年四川省环境保护厅统一组织

开展了省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项目建设工作。随着项目实施

工作的不断深入、业务需求也随之发展扩增，急切需要进一步扩大

省控重点污染源的监控范围，提高市（州）、县（市、区）一级的

监控和信息化基础能力。然而污染源分布零散、污染情况缺乏实时

直观掌握、环境安全隐患无法及时发现等特点，为确保目标责任能

够有效落实，从而迫切需要从全省统一角度构建一套能整合各分散

污染点源的视音频、环境及监测设备运行情况进行集中 7×24 小时

实时远程监控的联网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系统。 

鉴于各市（州）、县（区）和部分下属单位的环保视频监控系

统建设没有遵循统一的技术标准，目前大部分已建系统的监控点位

置、视频组网结构、网络规划及应用管理模式各有不同，导致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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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模式和管理平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造

成了网络互通、信息共享、互联直控等困难。为了能够在全省各级

环保部门范围内实现由不同设备构成的环保视频监控系统之间的

联网和互操作，统一技术标准，达成各地环保视频监控系统相互间

的互通、直联、直控，逐步实现全省联网和资源共享，构建成为全

省性的统一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系统，特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根据环保视频监控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进行编写，旨在规

范、指导、和推动各地环保工程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主要内容包

括系统的系统架构、技术要求、系统设备要求、视音频传输要求、

系统安全性、开放性、环境适应性、可靠性、防雷接地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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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系统的建设原则、系统架构、前端监控系统、传

输网络、中心平台、互联互通、接入方式和功能、仪器设备技术指

标、安装技术、调试、运行、验收和维护等方面的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对四川省环保目标实施视频监控的系统总体规

划、方案设计、工程实施、项目验收和系统的运行管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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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5-2007） 

2)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GA/T367-2001） 

3) 《视频安防监控数字录像设备》（GB20815-2006） 

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50348-2004） 

5)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GA/T75-94） 

6)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16796-1997） 

7) 《民用闭路监控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198-1994） 

8) 《入侵报警系统技术要求》（GA/T368-2001） 

9)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17859-1999） 

10)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管理要求》

（GA/T388-2002B） 

11) 《IP 网络技术要求--网络性能参数与指标》（YD/T 

1171-2001） 

12)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GB4943-2001） 

13)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1994） 

14)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 

15)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安全要求》（GB8898-2001） 

16) 《MPEG4 视频编码标准》（ISO/IEC-14496-2） 

17) 《MPEG 音频编码标准》（ISO/IEC-11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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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 HJ/T212-2005） 

19) 《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

（HJ/T352-2007） 

20)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 76-2007） 

21) 《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 技术标准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要

求》（GA/T 669.1-2008） 

22) 《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 技术标准 第 3 部分：前端信息采

集技术要求》（GA/T669.3-2008） 

23)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

求》（GB/T 28181-2011） 

24) 《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 技术标准 第 7 部分：管理平台技

术要求》（GA/T 669.7-2008） 

2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前端设备控制协议 V1.0》

（GA/T647-2006 ） 

26) 《山西省污染源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规范（试行）》 

27)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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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5.1 术语和定义 

5.1.1 环保可视化视频监控系统 

本规范中所指“系统”为四川省环保可视化视频监控系统，是

运用视频图像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通信技术，综合信息采集、

传输、视频数据叠加、控制、存储、显示、处理等功能，实现不同

设备及系统的互联互通，完成对环保重点污染源企业污染源现场端

的图像监视及告警处理的视频监控系统。 

5.1.2 视频监控  

利用视频探测手段对目标进行监视、控制和信息记录。 

5.1.3 视频传输 

利用有线或无线传输介质，直接或通过编码解码、调制解调等

手段，将视频图像信号从一点传到另一点的过程。 

5.1.4 前端系统 

安装于监控现场的由信息采集、编码、处理、存储、传输、监

控、安全控制等设备组成的系统。 

本规范中简称“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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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监控点 

监控设备安装（或监控）的地点（或场所）。 

5.1.6 监控中心 

环保视频监控系统特定的信息汇集、处理、存储、共享的机构，

监控管理人员在此对监控系统进行集中管理、控制、分析，对监控

信息进行使用、处置。四川省环保视频监控系统网络采用“省-市-

县”三级监控网络。省环保厅作为一级监控中心是整个网络的核心，

能监控到全省范围的视频图像；各市（州）环保局作为二级监控中

心是整个网络的汇聚层，能监控到所管辖区域内的所有视频图像；

各县（区）环保局作为三级监控中心是所管辖区域的网络接入层。 

5.1.7 中心平台 

设于监控中心，完成前端系统的接入及监控中心之间的互联，

对视频监控系统内的各种信息进行集成、处理、存储、管理、转发、

控制、显示，实现视频监控系统相关功能的中心系统。 

本规范中简称“中心平台”。 

5.1.8 视频编码设备  

具有对视频信号进行数字采集、编码、网络传输功能的设备，

并可带有视频处理、设备控制、视频移动侦测、图像存储和回放等

特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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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视频解码设备 

具有对数字压缩视频信号进行解码还原的设备，并可带有视频

处理、设备控制、数据交换、图像分割等特定功能。 

5.1.10 视频监控终端 

完成监控站端的信息采集、输入、编码、音视频传输、存储、

控制及数据告警等功能的前端控制、管理设备。视频监控终端包括

嵌入式硬盘录像机和网络数字视频录像机、智能视频分析仪等监控

站端等设备。 

本规范简称“视频终端”。 

5.1.11 监控客户端 

指安装有监控环保可视化视频监控系统实时及历史视频图像

信息，并可根据权限进行操作、控制的客户软件及工作站。 

5.1.12 管理服务端 

指能实现对本域内所有服务器等设备进行管理和配置的服务

端。 

5.1.13 Web 终端 

指通过网络以浏览器方式登录到环保可视化视频监控中心平

台实现视频监看、控制等功能的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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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用户权限 

是指视频监控系统中用户对设备的操作权限、数据的访问权限

以及程序的使用权限。 

5.1.15 数据加密 

是指设备在发送信息之前要对全部数据或部分选择字段进行

安全性保护，使未授权用户端不能获取其中的音视频信息、控制信

息等。 

5.1.16 完整性保护 

是指系统对其发出的数据采取完整性保护手段，防止数据因丢

失、篡改、重放、插入、乱序等遭受破坏。一般情况下，可通过消

息校验、顺序号、时间戳等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5.1.17 术语说明 

本规范条款中所使用的助动词含义：“应”表示要准确地符合

规范而应严格遵守的要求，其反面词为“不应”；“宜”表示正常情

况下首先这样做，其反面词为“不宜”；“可”表示在规范规定的范

围内允许稍有选择，其反面词为“不必”，“能”表示事物因果关系

的可能性和潜在能力，其反面词为“不能”。 

5.1.18 SIP 设备 

支持通信协议 SIP 的监控资源和设备，主要有网络摄像机、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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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器、报警、出入口控制与存储设备等。 

5.1.19 SIP 网关 

负责在 SIP 网络和非 SIP 网络之间协议转换，以实现网络之间

的信息交互。用于不同标准的监控系统之间对接的协议转换。 

5.1.20 高清视频 

由美国影视工程师协会确定的高清标准格式，指经过视频编码

后的图像分辨率达到 1080P 以上（含）的数字视频，即分辨率不小

于 1920×1080 像素的监控图像。 

5.1.21 高清摄像机 

指摄像机图像分辨率达到 1080P 以上，本规范未指明的均为

1080P 以上的高清摄像机。 

5.1.22 网络摄像机 

网络摄像机是拥有独立的 IP 地址和嵌入式的操作系统从而实

现网络监控的智能化产品，它可以通过 LAN，或者是无线网络适

配器直接连接到网络上。 

5.2  缩略语 

英文缩写  英文解释 中文解释 
ADSL 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非对称数字用户线路 
AVS Audio Video coding Standard 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 
BNC Bayonet Nut Connector 刺刀螺母连接器 
CBR Constants Bit Rate 固定码率 
CCD Charge Coupled Device 电荷耦合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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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A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码分多址 
CMU Control & Management Unit 控制/管理单元 
DAS Direct Attached Storage 直接连接存储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NS Domain Name Server  域名服务器 
DVR Digital Video Recorder 数字录像设备，硬盘录像机 
DVS Digital Video Server 数字视频服务器 
F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文件传输协议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信息系统 

HTTP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超文本传输协议 
IDU Interactive & Display Unit 交互/显示单元 
IP Internet Protocol 互联网协议 

IPC IP Camera 网络摄像机 
MPEG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运动图像专家组制定的一系列视频编码标准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NAS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网络附加存储 
NAT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网络地址转换 
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 网络时间协议 
PKI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公钥基础设施 
PMI Privilege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特权管理基础设施 
PTZ Pan/Tilt/Zoom 水平转动、垂直转动、景深、伸缩 
CIF Common Intermediate Format 标准化图像格式 

QCIF Quarter CIF  1/4CIF 分辨率 
QoS Quality of Service 服务质量 

RAID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 独立冗余磁盘阵列 
RTCP RTP Control Protocol 实时传输控制协议 
RTP 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实时传输协议 

RTSP 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 实时流协议 
SAN Storage Area Network 存储区域网络 
SCSI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 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软件开发包 
SIP 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 会话初始协议 

SMTP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NMP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TCP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传输控制协议 
TSU Transmission & Switching Unit 传输/交换单元 
UDP User Datagram Protocol 用户数据报协议 
USB Universal Serial Bus 通用串行总线 
VBR Variable Bit Rate 动态码率 

VLAN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虚拟局域网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虚拟专网 
ANR Automatic Network Restore 自动网络恢复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信息系统 
GPS Global Position System 全球定位系统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P -SAN IP-Storage Area Network IP 存储区域网 
720P -- 分辨率为 1280×720 逐行扫描的视频图像 
1080I -- 分辨率为 1920×1080 隔行扫描的视频图像 
1080P -- 分辨率为 1920×1080 逐行扫描的视频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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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建设原则 

6.1 互通性 

省、市（州）、县（区）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都应能够有效地

进行互相通信和数据共享。 

6.2 实用性 

结合四川省的实际情况，在符合本规范前提下，设计出符合实

际使用需要的建设方案。方案应架构先进、功能完备、切合实际，

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满足环保业务工作需求。 

6.3 适用性 

根据监控点的实际位置，在符合本规范的前提下，选用符合现

场监控需要的设备。辅助设施配备应考虑该环保监控点的实际用

途。 

6.4 扩展性 

在系统建设时应当充分考虑到以后的扩展性，必须选用目前最

新的数字网络监控架构。采用模块化结构，系统规模和功能应当易

于扩充，系统配套软、硬件须具有二次开发和升级能力。 

6.5 规范性 

环保视频监控系统的控制协议、编解码标准、接口标准、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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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格式、传输协议等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和本规范

中的规定。 

6.6 易操作性 

应提供清晰、简洁、友好的中文操作界面，操控简便、灵活，

易学易用，便于管理和维护。 

6.7 实时性 

环保视频监控系统必须采用高带宽的专网传输，并利用成熟的

视频处理技术，保证能实时地将现场的图像传到各级监控中心。 

6.8 安全性 

系统必须有相应的安全性设计。防止非法接入、非法访问、病

毒感染和黑客攻击，防雷击、过载、过电和人为破坏，具有高度的

安全和保密性。 

6.9 可靠性 

必须采用成熟、稳定和通用的技术和设备，关键部分必须有备

品备件，平台还应有备份、冗余措施，能够保证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有较强的容错和系统恢复能力。 

6.10 可维护性 

系统必须具备高度的可维护性，有完善的自检、故障诊断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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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弱化功能。在出现故障时，应能及时、快速地进行修复。 

6.11 良好的兼容性 

系统必须具备良好的兼容性，能对已建成的系统设备进行兼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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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架构 

7.1  总体架构 

四川省环保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系统现采用分域、分层、分级、

分权的分布式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 7.1 四川省环保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系统架构图 

7.1.1  分层 

视频监控系统按监控中心平台、前端系统分成两个层次。 

7.1.2  分域 

视频监控系统已按照市（州）属地管辖原则划分为不同监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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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并分别管理。 

7.1.3  分级 

视频监控系统的监控中心平台现能实现多级互联。各级平台之

间为上-下级的树形关系，省厅平台为最高级平台。各级平台具有

各自管辖区域内环保视频监控的管理权限；同级或下级平台间不能

访问非所属区域的视频资源。 

7.1.3  分权 

视频监控系统现能按照业务需求对视频监控资源进行逻辑划

分，并可根据不同授权对其划分资源进行访问。 

7.2  物理架构 

视频监控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前端系统部分、传输网络部

分、监控中心平台部分。 

7.2.1  前端系统 

前端系统由摄像机、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等视频采集设备组

成，负责完成音视频信息、告警信息、及其它环境或设备状态信息

的采集、数据叠加、存储及发送等功能的设备合集。 

7.2.2  传输网络 

四川省环保视频监控监控系统网络采用星型网络结构，省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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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作为一级监控中心是整个网络的核心节点；各市（州）环保局作

为二级监控中心是整个网络的汇聚层；各县（区）环保局监控中心

为网络接入层。各环保监控点也为网络接入层。整个系统网络的物

理连接线路应采用以 SDH 为核心的光传输网络技术作为承载。 

7.2.3  中心平台 

监控中心平台分为省厅监控中心平台和市（州）级监控中心平

台，并具有可扩展性，能向下延伸至县（区）级监控中心平台。 

市（州）级监控中心平台主要负责对所辖区域内的前端系统进

行实时集中监控，对告警信息进行集中存储等。 

省厅监控中心平台通过市（州）、县（区）监控中心平台对任

一前端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对告警信息进行多级存储。 

7.3  前端系统组成 

前端系统应包含布设在监控现场的摄像机及与之配套的相关

设备（如镜头、支架、云台、解码驱动器、防护罩）、视频服务器、

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告警设备以及必要的控制、传输设备等。 

前端系统有以下 4 种组成方式。 

7.3.1 基于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的模拟视频监控系统 

1) 监控站点采用模拟摄像机，监控点同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

DVR 之间采用模拟方式连接。 

2) 前端摄像机、外部在线监测联动系统，接入视频处理单元（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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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智能视频检测器设备）后，由交换机连接到后端中心平台。 

前端系统典型拓扑图如下： 

 

图 7.3.1 基于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的模拟视频监控系统架构图 

7.3.2 基于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的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1) 监控站点采用基于全数字化的视频采集、传输和存储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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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系统。 

2) 系统中监控现场监控客户端、视频处理单元或数字视频分析

仪，以及 IP 摄像机，通过以太网方式实现视频传输、控制及

数据告警。 

3) 外部监测联动系统，接入视频处理单元（环保智能视频检测

器设备）后，由交换机连接到后端中心平台，从而完成监测

与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系统的联动控制。 

前端系统典型拓扑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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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2 基于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的数字视频监控系统架构图 

7.3.3 基于 DVR 的模拟视频监控系统 

1) 环保监测站点采用模拟或 IP 摄像机，监控点同 DVR 之间采

用数字—模拟方式连接。 

2) 前端模拟摄像机、外部环保监测联动系统，接入视频处理单

元 DVR 后，由交换机连接到后端中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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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系统典型拓扑图如下： 

 
图 7.3.3 基于 DVR 的模拟视频监控系统架构图 

7.3.4 基于 NVR 的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1) 环保监测站点采用基于全数字化的视频采集、传输和存储的

视频监控系统。 

2) 系统中环保监控现场监控客户端、视频处理单元 NVR，以及

IP 摄像机，通过以太网方式实现视频传输、控制及数据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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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部在线监测联动系统，接入视频处理单元 NVR 后，由交

换机连接到后端中心平台，从而完成在线监测与可视化视频

监控平台系统的联动控制。 

前端系统典型拓扑图如下： 

 

图 7.3.4 基于 NVR 的数字视频监控系统架构图 

说明：前端设备配置原则请参见附录 C，前端设备选型请参见

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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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传输网络组成 

传输网络根据分布的环节，又分为前端接入网、传输骨干网、

中心交换网三部分。 

前端接入网分布于前端设备（环保监控现场）与县（区）环保

监控中心（本地管理节点）或各市（州）监控中心（区域管理节点）

之间，用于将监控前端设备进行网络接入，就近连到本地管理节点

或区域管理节点。 

传输骨干网分布于省厅与各市（州）级监控中心之间，以保障

从省级监控中心到市（州）、县（区）各环保局的监控中心的通信

线路和带宽资源。 

中心交换网是指各市（州）级监控中心内部的局域网络，使得

用户终端、管理平台设备通过网络连接，并通过网关设备与传输骨

干网相衔接。 

三类传输网络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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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四川省环保视频网络架构图 

7.4.1 前端接入网 

前端监控系统的网络接入方式应采用物理隔离的端到端的光

纤专线接入方式，线路对端为属地市（州）环保局监控中心。 

1）光纤线路：对于长距离有线传输，一般采用光端机进行电

光转换实现监控点与本地监控中心的长途传输，避免信号衰减。 

2）接入带宽：对于监控点到属地市（州）环保局监控中心的

带宽，宜采取租用不低于 4M 专线方式（模拟视频不低于 2M，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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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高清视频不低于 4M）。 

7.4.2 传输骨干网 

省厅环保监控中心和市（州）环保监控中心之间的传输骨干网

络应遵循全省环保信息网络的建设规划要求。 

省厅环保监控中心和市（州）中心的计算机网络建设应遵循全

省环保信息网络的建设规划要求。 

7.5  中心平台组成 

现已部署的平台系统组成单元结构图如图 7.5 所示（县/区级

环保监控中心平台应参考市（州）环保监控中心平台） 

 
图 7.5 平台系统功能单元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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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平台管理单元 

已部署平台管理单元是整个系统的管理核心，可实现整个系统

内的信息管理。本单元通过提供各种服务的形式，实现对整个系统

的管理。这些服务包括：用户权限服务、设备管理服务、软件升级

服务、日志服务、报警服务、报警联动服务、电子地图服务等。 

7.5.2 流媒体转发/分发单元 

媒体转发/分发单元是视频监控中心平台的媒体处理核心，实

现视频的接收、请求、分发。媒体转发/分发单元仅接受本域中心

管理单元的管辖，在平台管理单元的控制下为本域用户提供服务。 

7.5.3 前端接入单元 

实现对监控前端设备的接入、设置管理。实现省厅中心平台与

各市（州）（或县级）中心平台的互联和信息共享；必要时，在市

（州）中心平台之间可实现互联和信息共享。 

7.5.4 存储管理单元 

为媒体转发单元提供海量远端存储，实现音视频存储、检索、

回放等功能。主要实现存储资源的管理、存储计划管理等。 

7.5.5 监看操作单元 

支持监控操作客户端的工作界面，对整个系统进行日常监控；

可采用 C/S 和 B/S 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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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实时监看、录像管理、录像检索、报警管理、电子地图操

作、设备在线状态、日志操作等日常监控操作所必须的功能。 

7.5.6 解码上墙单元 

支持采用数字解码上墙，提供视音频解码、报警呈现、轮巡、

信息叠加、轮巡方案控制等功能。  

支持 VGA、DVI 或 HDMI 接口独立输出，可连接液晶、等

离子大屏幕电视机、投影仪等显示设备；可通过堆叠的方式多机协

同工作，实现更多路视频的输出展示。 

7.5.7 报警管理单元 

支持提供视频监控现场处理监控点报警，则通过此单元实现报

警的接入、处理、联动等功能。 

7.5.8 网络管理单元 

网络管理功能单元的功能包括： 

（1） 提供平台内各功能单元设备的运行状态图， 运行状态

图应反映网络和设备故障状态、设备处理能力超限、网络带宽占用

超限等异常信息；   

（2） 提供对平台内各功能单元设备的处理能力占用、带宽占

用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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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前端系统技术要求 

8.1  前端系统功能要求 

8.1.1 实时视频监控 

前端系统应实现实时对现场设备、排污情况、工况等的监控及

对环境或环保监测、监控设备等进行监控。  

前端系统应将监控数据实时发送到平台。前端系统应实现对图

像参数的手动/自动设置以及图像字幕的叠加。 

8.1.2 远程控制 

前端系统应实现手动或自动对前端设备的各种动作进行远程

控制，并设置控制优先级，对级别高的客户端请求应有相应措施保

障优先响应。 

应实现对云台摄像机多个预置位、多条巡航线路、多个巡航方

案的设定，可以设定在不同的时间段执行不同的巡航方案。  

前端系统应在实时监控画面上实现对监控现场远程布防撤防

控制，可以针对某一路或某些路监控通道进行布防、撤防控制；  

应具有可控制设备的机械保护措施，在控制云台等设备时（自

动状态），系统应具有定时功能，即设备在运行后，应在设定的时

间内自动停止，以防止人为的忘记关闭动作，以保护机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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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录像管理 

前端系统应支持全天 24 小时录像，并应对数采仪监测出现异

常或超出阀值的时刻点实现报警前（15 秒）、报警后（3 分钟）的

录像存贮，对监测超越阀值或监控点区域出现异常的时刻点可设定

长时间的自动循环录像存贮，监控点级别也应可以设置。 

视频录像应以秒为单位的视频流的方式存储。应能设置录像规

则，实现前端系统的手动录像、定时录像、告警触发录像等。 

普通视频监控录像保存时间应保留 30 天以上，报警视频监控

录像保存时间应保留 3-6 个月。 

8.1.5 远程配置功能 

应能接受来自平台服务器的配置、撤布防、服务器、终端端口

号等信息并按命令对本机数据库进行修改。 

8.1.6 系统校时功能 

应能从前端系统标准时间源（GPS）或中心平台授时系统获取

标准时间，进行系统校时。 

8.1.7 与监测系统联动 

平台预留与数据监测系统的接口，实现数据监测系统在远方操

作、异常事故等情况时，与视频监控系统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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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语音对讲 

前端系统应实现前端与监控中心的双向语音对讲及语音广播

功能。 

8.1.9 智能图像功能 

前端系统应实现一些智能图像技术的融合，主要包括行为识

别、移动目标识别跟踪等，可选择实现利用识别技术在图像中获取

信息，以支持未来的新型应用。 

8.1.10 同步功能 

前端系统的服务器、前端设备都应支持系统时钟同步，以保证

时间的一致性。 

8.2  前端系统性能要求 

8.2.1 网络带宽 

前端设备接入中心平台所需的网络带宽应不小于并发接入视

频路数×单路视频码率。 

CIF 分辨率（帧率 25F/S）的单路视频的码率应按 512kbps

估算，4CIF 分辨率的单路视频码率应按 1536kbps 估算（帧率 

25F/S）。  

D1 分辨率（帧率 25F/S）的单路视频的码率可按 1.5Mbps

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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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P 分辨率（帧率 25F/S）的单路视频的码率应按 2.5Mbps

估算。 

1080P 分辨率（帧率 25F/S）的单路视频的码率应按 4Mbps

估算。 

8.2.2 网络设备性能要求 

前端网络设备，如交换机，应具有高性能、高安全性、完善的

QoS 功能、支持基于流分类的策略路由。 

应支持 MSTP/MPLS/VPN 功能，并支持 MSTP/MPLS/VPN

组播。  

 8.2.3 端到端延迟时间 

从发生报警到主机接收到报警的时间≤100ms。 

监控中心发出指令到捕捉到预置点目标图像时间≤200ms。 

8.2.4 图像质量要求 

视频信号制式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视频制式（PAL）。 

视频编解码标准采用 H.264 标准。 

每路视频压缩编码后，应能达到 4Cif（704×576）及以上视

频分辨率，25 帧/秒～30 帧/秒。 

图像质量满足系统的远程监视要求，不应受外界影响导致图像

色彩失真或图像漂移。 

视频在网络上传输时，应具有良好的流畅度，不得出现马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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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拖影现象。 

本地监控和录像采用 4CIF 分辨率的高清晰大码流编码，优先

保证图像清晰度。 

8.2.5 分发要求 

前端与中心平台的实时视频传输应采用专网数据传输方式。 

8.2.6 视音频编解码要求 

视频编解码采用 H.264 标准。具体要求见附录 A。 

音频压缩采用 G.711/G.723.1/G.726 标准。 

8.2.7 系统存储要求 

前端应对监控图像进行实时存储。 

系统应支持可靠的硬盘存储，支持 IP-SAN、NAS 存储模式。

推荐采用 IP-SAN 模式进行存储。 

系统应支持通用标准的存储设备，同种技术的存储设备具备可

互换性。 

8.3  前端设备选型要求 

8.3.1 视频处理单元 

视频处理单元包括环保监控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嵌入式硬盘

录像机（DVR）或网络数字视频录像机（NVR），完成监控现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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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采集、视频与数据叠加、分析、处理、传输，控制及数据告警等

功能。 

前端系统的视频处理单元应采用 IP 摄像机接入方式。 

视频信号制式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视频制式（PAL）。 

视频编解码应采用国际标准的 H.264 视频编码协议。具体的编

码标准符合附录 A 规定的内容。 

前端视频处理单元每路视频的压缩编码都应支持 D1（720×

576）/4CIF（704×576）/CIF（352×288）/QCIF（176×144）

等视频分辨率，而且应保证帧频大于 25 帧/秒。 

新建部分前端监控站点的视频编码设备应按高清标准要求支

持 HD720P（1280×720）或 1080P（1920×1080）分辨率。 

前端的任一种视频编码设备对每一路视频编码都应具备双码

流编码方式。前端的本地监控、远传和录像每一路均应优先采用 

4CIF 分辨率的高清晰大码流编码，保证图像清晰度。远程网络传

输在带宽资源有限时，可调整采用 CIF 分辨率。 

前端视频处理单元应采用嵌入式设备和嵌入式操作系统，不应

采用工控机（PC）+视频采集卡的方式。 

前端视频处理单元应具备音视频本地监控、同步录像、远程传

输、语音双向对讲、监听、云镜控制、报警接入、远程监控、远程

配置管理等功能。 

1) 应具备音频和视频同步压缩编码和传输的功能。 

2) 能兼容多种协议云台镜头控制器（解码器），根据本地监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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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各级监控中心平台发出的指令，进行镜头聚焦、近景/远

景、光圈调节，云台上下、左右、预置位调用和自动巡视等

控制。 

3) 应具备定时录像、报警录像、指令录像的功能，并支持自动

循环录像功能。录像资料支持远程管理、查询、回放和下载

功能。 

4) 应具备本地录像存储功能，前端本地视频资源录像存储容量

应满足存储时间不小于 30 天，报警部分本地视频资源录像

存储容量应满足存储时间不小于 3—6 个月。 

5) 应能以 OSD 方式显示摄像机的名称、告警信息等相关内

容。 

应具有相应的报警联动接口，其它环保监测系统报警事件可启

动本地摄像机联动、录像、图像抓拍等功能，同时上传报警信号。

接口应具有 RS-485/ RS-232/RJ45 等接入方式。 

应具备移动侦测报警、视频丢失报警、录像硬盘容量报警、设

备异常报警、网络故障报警等本地和远程报警功能。 

应具备网络授时功能。可从监控中心或本地授时设备获取标准

时间，进行设备校时。 

8.3.2 本地监控客户端  

前端系统可具备本地监视功能，可按需求配置一个或多个本地

监控客户端。本地客户端应包含 PC 客户机、人机交互界面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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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软件。 

8.3.3 网络设备 

网络交换机应具备以下功能： 

1) 具有高性能、高安全性、完善的 QoS 功能、支持基于流分类

的策略路由。 

2) 应支持 MSTP/MPLS/VPN 功能及组播功能。 

8.3.4 摄像机 

请参见附录 E 主要设备选型部分 E.1 前端摄像机中的要求。 

8.3.5 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 

请参见附录 E 主要设备选型部分 E.3 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 

8.3.6  NVR 

请参见附录 E 主要设备选型部分 E.2.2  NVR 录像机。 

8.3.7 数采仪 

请参见附录 G 前端设备接入要求 G.1.1  数采仪接入要求。 

8.3.8 电表 

请参见附录 G 前端设备接入要求 G.1.2 数采仪接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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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传输网络系统技术要求 

四川省环保视频监控监控系统网络采用星型网络结构，省环保

厅作为一级监控中心为整个网络的核心节点；各市（州）环保局作

为二级监控中心为整个网络的汇聚交换层；各县（区）环保局监控

中心为网络接入层。各环保监控点也为网络接入层。层间的物理连

接线路采用以 SDH 为核心的光传输网络技术作为承载。 

9.1 网络接入技术要求 

省中心对市（州）中心：通过 SDH 全光纤物理隔离数据专线

进行连接。 

市（州）二级中心—前端视频监控点：通过“SDH 数据专线”、

传输的方式进行连接。即二级中心至离监控点最近的基站通过

SDH 全光数据专线进行连接；基站至前端监控点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建设方式，具备有线接入条件的通过光纤接入实现连接。 

9.2 网络传输性能要求 

9.2.1 网络通道要求 

数字传输通道应采用 IP 方式，支持网络流量平衡控制等功能；

支持 DNS、NAT 端口映射，支持代理服务器转发等服务。实时数

字图像传输的控制响应时间须≤1 秒，数字图像编解码的延时须＜

0.5 秒。数字接入可在专网上采用控制网络带宽方式进行数字图像

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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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网络服务质量的性能参数主要包括网络时延、抖动和丢包

率等。 

具体指标要求如下： 

1) 网络时延：＜200ms  

2)  时延抖动：＜50ms  

3) 丢包率：＜1×10-3  

4) 包误差率：＜1×10-4 

9.2.2 网络带宽要求 

1) 前端设备接入中心平台所需的网络带宽应不小于并发接入视

频路数×单路视频码率。  

2) 中心平台互联所需的网络带宽应不小于并发连接的视频路数

×单路视频码率。  

3) 客户端接入中心平台所需的网络带宽应不小于并发显示的视

频路数×单路视频码率。  

4) CIF 分辨率（帧率 25F/S）的单路视频的平均码率可按 

512kbps 估算，4CIF 分辨率的单路视频码率可按 1536kbps

估算（帧率 25F/S）。D1 分辨率（帧率 25F/S）的单路视

频的码率可按 1.5Mbps 估算。720P 分辨率（帧率 25F/S）

的单路视频的码率可按 2.5Mbps 估算。1080P 分辨率（帧率 

25F/S）的单路视频的码率可按 4Mbps 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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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网络设备性能要求  

网络设备具有高性能、高安全性、完善的 QoS 功能、支持基

于流分类的策略路由。支持组播、MSTP/MPLS/VPN 功能。  

9.2.4 端到端延迟时间要求 

1) 从发生报警到主机接收到报警的时间延时 ≤2s。  

2) 监控中心发出指令到捕捉到预置点目标图像时间延时≤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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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已部署中心平台软件 

10.1  中心平台软件功能 

10.1.1 设备管理 

已部署平台支持设备添加、设备参数设定及进行设备连接测试

等设备管理功能。 

10.1.2 服务器管理 

已部署平台提供服务器关系设定、服务器离线、在线、正常、

故障等状态检测功能。 

10.1.3 计划管理 

已部署平台支持对录像计划、布防计划的管理。 

10.1.4 报警管理 

已部署平台支持对报警类型、等级、接收、联动处理的管理。  

10.1.5 用户及权限管理  

已部署平台对系统用户、用户组及用户权限进行管理。 

10.1.6 日志管理  

已部署平台支持日志类别维护，以及日志查询、组合条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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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实时视频监控 

1) 支持实时对全省各环保现场设备、工作情况的视频监控。可

实时监控同一环保监控现场多路（1、4、9、16、25、36）实

时视频并实现一机同屏同时监视；可同时实时监视多个环保

监控现场（1、4、9、16、25、36）的单路实时视频；可同时

监视一次设备的多角度视频； 

2) 支持所需视频以 IP 单播、组播方式上传，并能实现一对多（一

个远程终端同时连接监控多个前端视频处理单元），多对一

（多个远程终端同时访问一个前端视频处理单元）的监控功

能。 

3) 支持根据环保监控现场设备部署图上的布防、撤防、告警状

态直接查看相关视频； 

4) 具备视频自动巡视功能，对系统的监控点进行视频巡检，参

与巡检的对象可以任意设定，包括不同环保监控现场的视频、

同一环保监控现场的不同摄像机、同一摄像机的不同预置位

置等，巡检间隔时间可设置，完成轮巡任务。 

5) 已部署平台支持对图像参数的手动/自动设置以及图像字幕

的叠加。 

10.1.8 远程控制  

1) 支持手动或自动对前端设备的各种动作进行远程控制，并可

设置控制优先级，对级别高的客户端请求已提供相应措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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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优先响应。 

2) 支持对云台摄像机多个预置位、多条巡航线路、多个巡航方

案的设定。 

3) 支持对视频处理单元远程控制，实现视频处理单元远程参数

配置等功能。 

10.1.9 录像管理  

1) 支持对监控点实现报警前（15 秒）、报警后（5 分钟）的录

像存储。支持对重要监控点应设定至少 30 天的连续录像，监

控点级别可控。 

10.1.10 图像管理  

1) 支持显示、抓拍、存储、检索、回放各前端的所选定摄像头

的实时图像。 

2) 支持回放前端的任一历史图像或报警图像，回放应支持逐帧、

慢放、常速、快速等多种方式。  

3) 支持根据设备名称及时间段等要素进行检索。  

10.1.11 报警功能  

1) 支持报警时间、报警内容在中心平台进行任何监控操作时优

先自动显示；报警可进行分类管理。 

2) 支持实时接收视频监控报警源发送来的报警信息，根据报警

处置预案将报警信息及时分发给相应的系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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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多个环保监控现场同时发生多点报警时，按报警级别高

低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动作，确保报警信息不得丢失

和误报。  

4) 支持报警信息有时标标注，精确到秒级。  

5) 支持告警信号进行联动处理。包括报警录像、PTZ 联动、电

视墙关联操作、发送报警短信等。  

6) 已部署平台可在有报警发生时对报警信息及时进行查看、处

理，并记录报警的详细信息，包括报警日期、类型、时间等。  

10.1.12 语音对讲  

支持监控中心与前端的双向语音对讲及语音广播功能。  

10.1.13 分发功能  

支持对视频的实时分发，以满足大量客户端同时访问同一监控

点的需求。 

10.1.14 电子地图功能  

支持电子地图功能，以使客户端调看、设置、报警联动操作更

加形象化，可与 GPS、GIS 等系统的结合使用。 

10.1.15 智能图像功能  

结合前端系统智能图像功能平台支持一些智能图像技术的融

合，主要包括行为识别、移动目标识别跟踪等，可选择实现利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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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技术在图像中获取信息，未来的新型应用。  

10.1.16 系统同步  

支持各个服务器、前端设备都应支持系统时钟同步，以保证时

间的一致性。 

10.2  中心平台软件性能 

10.2.1 视音频编解码及图像质量要求  

1) 支持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视频制式（PAL）的模拟视频信号

制式的数据处理。  

2) 视频编解码采用 H.264 标准。具体要求见附录 A。  

3) 音频压缩采用 G.711/G.723.1/G.726/G.729 标准。  

4) 标清视频的分辨率为 704×576，帧率为 25 帧/秒；高清视

频的分辨率为 1280×720 或 1920×1080，帧率为 25 帧/秒。

图像质量满足系统的远程监视要求，不应受外界影响导致图

像色彩失真或图像漂移。  

5) 支持视频在网络上传输时，具有良好的流畅度，不出现马赛

克或者拖影现象。在网络带宽允许的情况下，采用 4CIF 分

辨率的大码流编码，在网络带宽有限时，远程网络传输采用

CIF 分辨率的较低码流编码，优先保证较小带宽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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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分发要求 

1) 中心平台与前端的实时视频传输支持采用组播方式。  

2) 中心平台与中心平台之间的视频传输支持通过流媒体服务器

进行复制转发。  

10.2.3 系统存储要求 

1) 系统采用分级存储模式，在市（州）平台和省厅平台都有独

立的存储单元，以利于提高系统的整体可用性、安全性和扩

展性。 

2) 平台对异常情况下的监控图像进行存储。 

3) 系统支持可靠的硬盘存储，兼容 IP-SAN、NAS 存储模式。

推荐采用 IP-SAN 存储模式。 

4) 系统支持通用标准的存储设备，同种技术的存储设备具备可

互换性。 

10.2.4 平台处理能力  

1) 单台媒体转发设备可同时转发的视频信号的数量（D1 画面）

支持 128 实时存储、400 路图像转发、4000 个监控点的管理。  

2) 单台客户端可同时显示实时 D1 画面的数量不低于 16 路。  

10.2.5 平台接入容量  

1) 省级平台最大可直接接入前端系统支持数量无限制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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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级平台单台服务器最大可接入二级平台支持数量：不低于

50 个。  

3) 市（州）级平台单台服务器最大可直接接入前端系统支持数

量：不低于 2000 路。  

4) 市（州）级平台单台服务器最大可接入三级平台支持数量：

不低于 200 个。  

5) 平台单台服务器最大可接入的并发客户端支持数量：省级不

低于 400 个；市（州）级不低于 200 个。 

10.3  中心平台设备 

10.3.1 平台中心服务器 

1) 2 颗 Intel E5620 四核处理器，主频 2.4GHz； 

2) 配置 16GB ECC 内存； 

3) 内置两块 500GB 硬盘; 

4) 2 个千兆网络接口； 

5) DVD-ROM； 

10.3.2 平台管理服务器 

1) 2 颗 Intel E5620 四核处理器，主频 2.4GHz； 

2) 配置 16GB ECC 内存； 

3) 内置两块 500GB 硬盘； 

4) 2 个千兆网络接口； 



四川省环保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建设技术规范 

- 49 - 

5) DVD-ROM； 

10.3.3 移动视频服务器 

1) 2 颗 Intel Xeon E5620 两核处理器，主频 2.4GHz； 

2) 配置 16GB ECC 内存； 

3) 内置 1 块 500GB 硬盘； 

4) 1 个千兆网络接口； 

5) DVD-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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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设备及用户编码 

设备及用户编码采用分级分域的编码方法，具体编码结构如下

图 11 所示。 

 
图 11 设备及用户编码结构图 

具体设备及用户编码规则，参见附录 B 对象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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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统安全 

12.1  认证安全 

前端视频监控系统接入中心平台时应通过采用一定的认证技

术实现方式对前端系统的接入做身份、合法性的确认。 

12.2  数据加密和数据完整性保护 

视频监控系统应对系统的前端，省、市（州）、县（区）的监

控中心平台，客户端等设备上根据环保业务需要对敏感性视频数据

进行选择性的数据加密和完整性保护。 

12.3  网络安全 

视频监控系统的传输网络应采取私密性和完整性的措施保证

监控系统数据传输过程的安全性。应选择采用专网、 VPN、VLAN 

等构建虚拟专网方式，保证一定程度的数据机密性和通信安全。  

视频监控系统在网络连接上，应根据通信传输网的具体情况，

宜在每一个前端系统的出口网络处建立两个不同方向的连接，以确

保两条路由进行备份。 

各市（州）监控中心的局域网应按照用户和网管系统严格划分

网段和 VLAN，严格控制网段之间的互访。 

视频监控系统与其他外部系统的网络互联应通过接入网关进

行隔离，宜采用硬件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漏洞扫描工具来提供

网络通信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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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设备安全 

应按照 GB/T20271-2006 中 4.2.7 的要求，对包括计算机病毒

在内的恶意代码进行必要的安全防护。 

存储基本配置信息、用户信息、设备信息、权限信息、日志信

息等重要信息的服务器，应按双机热备模式，实现热切换。信息应

可以导出用其他介质进行备份。 

对于提供服务的各单元，应保障 24 小时不间断的可用性，当

某单元出现故障或断电、网络中断后，可用的备用单元应立即接替

提供相应服务，系统应具有 N+M 的冗余热备机制。 

前端设备在网络中断、恢复连接后，应能自动连接管理平台。 

12.5  可靠性和可用性 

系统的关键设备应采取冗余设计，以保障系统正常运行或快速

恢复及保障系统不间断运行。  

系统的设计应以结构化、规范化、模块化、集成化的方式实现，

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可用性。管理软件的设计应能保证当管理子

系统出现故障时不影响系统中各业务功能子系统的运行，某一子系

统、子网发生故障时，不影响其他子系统、子网的运行。  

系统前端硬件设备宜采用支持固件在线升级的产品。设备异常

时应能自动重新启动或后端远程启动。  

系统硬件设备的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MTBF）最低应不小于

20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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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平台服务器应支持双机热备和集群，保证系统的无故

障运行以及策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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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系统环境要求 

13.1 设备机房环境条件 

1) 电压：220V AC 

2) 长期工作温度： 10℃～35℃ 

3) 短期工作温度： -5℃～45℃ 

4) 长期工作相对湿度：40%～65% 

5) 短期工作相对湿度：20%～90% 

6) 尘埃：≤10000 粒/dm(尘埃粒度≥0.5μm） 

13.2 室外环境条件 

1) 电压：220V AC 

2) 环境温度：-20℃～60℃ 

3) 环境湿度：10%～95% 

13.3 防雷及接地要求 

环保视频监控系统必须采取防雷保护措施，避免系统遭受雷电

的破坏。系统防雷、接地除应符合本规范要求外，尚应符合

GB50343-2004《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的要求。 

系统防雷接地及电磁兼容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规范》GB 50348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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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设备防雷要求 

室外设备应处于直击雷防护范围内，并应具备感应雷的防雷装

置。 

室外设备的外壳需加屏蔽罩并可靠接地。室外设备接地电阻应

不大于 4Ω，特殊条件下，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10Ω。 

室内设备应配置浪涌保护器对设备进行保护。 

室内设备中磁盘阵列、服务器、大屏显示设备接地电阻应不大

于 1Ω，其他设备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4Ω。 

前端设备如摄像机应置于接闪器（避雷针或其它接闪导体）有

效保护范围之内。当摄像机独立架设时，在立杆上安装避雷针，避

雷针最好距摄像机 3m~4m 的距离。 

示例：在室外摄像机的立杆上（立杆的顶部）安装一支避雷针，

接地极采用 50mm×250mm×5mm 镀锌角钢，长度为 2.5m，挖土

沟深.5m~0.8m，宽度以方便焊接操作为宜，一般为 0.2m，然后将

接地极打入地下，地极间距为 3m，上端部用 40mm×4mm 镀锌扁

钢相焊接，并与云台安装立柱焊接，焊接处进行防锈、防腐处理。

由于各点情况不同，须打入多少根接地极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地网

接地电阻值须小于 4Ω。避雷针安装结构示意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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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1 避雷针安装示意图 

设备箱应考虑防雷模块安装位置，且设备箱内部应有接地的接

线柱，方便对外壳的接地保护。 

本系统依据 GB50198-1994《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

规范》，设计前端设备防地接地网，其接地电阻不得大于 4Ω。 

13.3.2 线路防雷要求 

沿立杆引上摄像机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应穿金属管屏蔽。 

在设备前的每条线路上加装合适的避雷器，如电源线、视频线、

信号线和云台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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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的电源一般使用 AC220V 或 DC12V。摄像机由直流变

压器供电的，单相电源避雷器应串联或并联在直流变压器前端，若

直流电源源传输距离大于 15 米，则摄像机端还应串接低压直流避

雷器。 

在电源总入口处的三相动力线上，应安装大电流“电源防浪涌

保护器”，防止直击雷或感应雷经动力电源线串入监控系统。 

在设计信号传输线的保护时必须考虑信号的传输速率、信号电

平，启动电压以及雷电通量等参数。 

视频监控系统主要是传输信号线和电源线。室外摄像机的电源

可以从终端设备处引入，也可以从监视点附近的电源引入。 

控制信号传输线和报警信号传输线一般选用 2 芯屏蔽软线，架

设（或敷设）在前端与终端之间。 

电缆与其它线路共沟（隧道）的最小间距 220V 交流电线 0.5

米，通讯电缆 0.1 米。 

电缆与其它线路共杆架设的最小垂直间距 1KV~10KV 电力线

2.5 米，1KV 以下电力线 1.5 米，广播线 1.0 米，通信线 0.6 米。 

架空线传输时应在每一电杆上做接地处理，架空线缆的吊线和

架空线缆线路中的金属管道均应接地。中间放大器输入端的信号源

和电源均应分别接入合适的避雷器。 

传输线采用带屏蔽层的线缆或线缆穿钢管埋地敷设，保持钢管

的电气连通。如电缆全程穿金属管有困难时，可在电缆进入终端和

前端设备前穿金属管埋地引入，但埋地长度不得小于 15 米，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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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将电缆金属外皮、钢管同防雷接地装置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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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系统技术参数要求 

14.1 图像参数 

14.1.1 显示图像质量 

实时图像质量不低于 5 级 （五级损伤制图像质量评价标准） 

回放图像质量不低于 4 级 （五级损伤制图像质量评价标准） 

14.1.2 显示图像灰度等级 

实时图像灰度等级≥10 级 

回放图像灰度等级≥9 级 

14.1.3 视频分辨率 

实时录像分辨率应达到 1280×720 像素以上，宜支持

1920×1080 像素。回放图像分辨率应达到 752×582 像素以上，宜

支持 1280×720 像素。 

14.1.4 视频图像清晰度 

实时显示视频图像≥540TVL 

回放显示视频图像≥480TVL 

14.1.5 视频信号幅度 

1.0Vp-p±3Dbvbs 



四川省环保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建设技术规范 

- 60 - 

14.1.6 视频信号随机信噪比  

≥50dB(A） 

14.1.7 帧频（刷新率） 

≥25fps 

14.1.8 前端摄像机亮度灵敏度 

≤1.01Lx 

≤0.02Lx（低光照条件下） 

14.1.9 图像信息还原性 

显示、记录、播放的图像与监控目标应保持一致，原始完整还

原图像色彩、灰度、轮廓、事件顺序等特征。 

14.2 系统参数 

14.2.1 室外设备箱防护级别 

 ≥IP66 

14.2.2 系统接地电阻值 

 ≤4Ω 

 ≤10Ω （野外） 

 ≤20Ω（高山岩石，土壤电阻率大于 2000 •Ω 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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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系统接地线要求 

电涌保护器接地端与防雷接地装置等电位连接带采用铜质线，

截面积≥25mm2 

监控中心接地汇流环或汇流排采用裸铜线，横截面积≥35mm2 

14.2.4 系统电源质量 

稳态电压偏移 AC220V（1±2%）/50Hz 

稳态频率偏移 50Hz±0.2Hz 

波形失真≤5% 

允许断电持续时间≤4ms 

14.2.5 网络传输要求 

网络传输时延 ≤200ms 

传输时延抖动 ≤50ms 

传输丢包率≤1×10-3 

传输带宽：标清：≥2M，高清：≥4M 

14.2.6  系统的视频存储时间 

 智能前端≥ 30 天（普通视频 30 天，报警视频 3-6 个月） 

 监控中心≥ 90 天（报警视频 3-6 个月） 

14.2.7  系统可靠性 

验收后首次故障时间应不小于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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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备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20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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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系统论证、检验和验收 

15.1 系统论证、检验和验收依据 

市（州）、县（区）环保局进行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方案论证、

系统检测、竣工验收等活动必须严格遵照本规范及本规范所引用的

相关标准或规范的规定执行，如无法满足本规范及本规范所应用的

相关标准或规范规定的要求，必须进行相应整改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后，再进行方案论证、系统检测、竣工验收等活动。社会及其它领

域的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方案论证、系统检测、竣工验收等活动建议

参照本规范执行。 

15.2 方案论证 

15.2.1 方案论证、审批程序和要求 

由建设单位或设计单位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任务书（包

括：任务来源、政府部门的有关规定和管理要求、工程项目的内容

和目的要求、建设工期、工程投资控制数额、建成后应达到的预期

效果）、申请立项。 

15.2.2 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在工程委托生效后进行。初步设计应具备以下内容： 

系统设计方案及系统功能、器材平面布防图及防护范围、系统

框图及主要器材配套清单、监控中心布局及使用操作、管线敷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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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工程费用概算和建设工期。 

15.2.3 初步设计方案论证 

工程项目在完成初步设计后应组织方案论证，由建设单位主

持，业务主管部门、环保主管部门和设计单位及一定数量的技术专

家参加。 

根据现场勘察报告和设计任务书的要求，对系统的初步设计方

案进行论证并提出建议，对初步设计的各项内容进行审查，对其技

术、质量、费用、工期、服务和预期效果做出评价。有异议的评价

意见，由设计单位和建设单位协调作出处理意见后，上报审批。 

15.2.4 初步设计方案审批 

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及论证意见由建设单位报送相应业务主管

部门审批，批准后方可进入正式设计阶段。 

15.3 工程检验 

15.3.1 一般规定 

系统工程在系统试运行后、竣工验收前对设备安装、施工质量

和系统功能、性能、系统安全性和电磁兼容等项目进行检验。系统

工程中所使用的设备、材料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

要求，并经法定机构检验/认证合格、出具合格的检验报告或认证

证书等相关质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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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实施 

系统工程的检验应由安全技术防范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法定

检验机构实施，检验所使用的仪器仪表必须经法定计量部门检定合

格，性能应稳定可靠。 

检查系统的器材设备应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强制性产品

认证的产品目录》或《实施生产许可证和上网许可证管理》中的规

定程序检测合格。有特殊要求，应符合合同或设计要求。 

软件产品应提供完整的资料包：程序结构说明、安装调试说明、

使用和维护说明书。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需具有公安部审批颁发的“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同时还应遵守行业相关规

定。 

系统接口应提交规范，不能发生兼容性和通信瓶颈问题。 

15.3.3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应覆盖工程合同、正式设计文件的主要内容。 

15.3.4 检验程序 

受检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主要技术文件、资料。技术文件包

括：方案论证、工程合同、正式设计文件、系统配置框图、设计变

更文件、更改审核单、工程合同设备清单、变更设备清单、隐蔽工

程随工验收单、主要产品的合格检验报告或认证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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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机构在实施工程检验前应依据本规范和以上工程技术文

件，制定检验实施细则；检验实施细则应包括以下内容：检验目的、

检验依据、检验内容及方法、使用仪器、检验步骤、测试方案、检

验数据记录表及数据处理方法、检验结果评判等。 

15.3.5 系统检查/检验 

检验前，系统应试运行 30 天以上，并有详细的试运行报告。 

对系统中主要设备的检验，应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进行抽样。

抽样率不应低于 20%且不应少于 3 台，设备少于 3 台时，应 100%

检验。 

检验过程应遵循先子系统，后集成系统的顺序检验。对定量检

验的项目，在同一条件下每个点必须进行 3 次以上读值。 

检验中有不合格项时，允许改正后进行复测。复测时抽样数量

应加倍，复测仍不合格则判该项不合格。 

功能与主要性能检验。检查/检测系统所实现的功能、性能是

否符合正式设计文件、工程合同等文件内容，系统的技术参数应满

足本规范要求。 

安全性与电磁兼容性检验： 

1．安全性检验应符合 GB 50348 中 7.3.1 条款的要求。 

2．电磁兼容性检验应符合 GB 50348 中 7.3.2 条款的要求。 

设备安装检查。监控中心和前端设备配置应完整，安装牢固、

运转灵活，与周边环境协调，具有防破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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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敷设检查。线缆桥架、电缆沟、竖井、导管的施工及线缆

敷设质量，管线的防水、防潮、布放、绑扎和标识，应符合技术文

件、设计施工图等施工工艺要求。 

电源检验。电源质量应达到本规范中对系统供电的技术参数要

求。 

防雷与接地检验。防雷设施与接地施工应达到本规范中防雷与

接地的系统技术参数要求。接地电阻值达到本规范要求。 

15.3.6 编制报告，结果评述（判） 

检验工作结束后，检验机构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检验

报告，内容应包含目的、依据、内容、方法、使用设备、数据、结

果、结论，如有不合格项进行了复测，在报告中注明复测的内容和

结果。 

15.4 竣工验收 

15.4.1 一般规定 

工程验收前，必须具备从工程初步设计方案论证通过、工程试

运行达到设计使用要求并出具系统试运行报告、进行了技术培训、

符合竣工要求并出具竣工报告、初验合格并出具初验报告、工程合

格并出具工程检验报告、设计施工单位提交全套验收图纸资料共七

个方面的验收条件。 

由建设单位或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形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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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技术验收组、施工验收组、资料验收组。

验收人员中技术专家比例不低于 50％。有可能于影响公正验收的

人员，不应参加验收。 

涉密工程项目的验收，相关单位、人员应严格遵守国家的保密

法规和相关规定，严防泄密。 

15.4.2 验收程序 

对工程的竣工验收，从施工质量、技术质量及图纸资料的准确、

完整、规范等方面进行验收。 

15.4.2.1 施工验收 

1. 应依据正式设计文件、图纸进行。施工过程中若根据实际

情况作局部调整或变更的，应由施工方提供更改审核单。 

2. 检查工程设备安装质量，包括现场前端设备和监控中心终

端设备。对系统的主要器材设备进行施工质量抽查。抽查明敷管线

及明装接线盒、线缆接头等的施工工艺。 

3. 隐蔽工程验收：复核隐蔽工程随工验收单的检查结果。 

15.4.2.2 技术验收。 

1. 对照初步设计论证意见、设计整改落实意见和工程检验报

告，检查系统的主要功能和技术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任务书、工

程合同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管理规定等相关要求。 

2. 对照竣工报告、初验报告、工程检验报告，检查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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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设备数量、型号及安装部位，应符合正式设计文件要求。 

3. 检查系统选用的前端系统产品，对照工程检验报告，检查

系统中的备用电源在主电源断电时应能自动快速切换，应能保证系

统在规定的时间内正常工作。 

 4. 检查集成功能，系统的联网接口及中心平台管理系统对子

系统集中管理与控制能力。 

5. 当有联动要求时，抽查其对应的灯光、摄像、录像等联动

功能。对于已建成区域性环保视频监控报警网络的地区，检查系统

直接或间接联网的条件。 

6. 复核系统的监控功能（如图像切换、云台转动、镜头光圈

调节、变焦等），监视图像质量不应低于 5 级；回放图像质量不应

低于 4 级，应能清晰辨别人的面部特征、排污现场。设定的监控视

场内应无盲区。 

7. 复核图像画面显示的摄像时间、日期、摄像机位置、编号

和电梯楼层显示标识等，应稳定正常。 

15. 检查监控中心通信联络手段（宜不少于两种）的有效性、

实时性，检查其是否具有自身防范（如防盗门、门禁、探测器、紧

急报警按钮等）和防火等安全措施。 

9. 系统主要技术性能、监视与回放的图像质量是技术验收的

重点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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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3 资料验收。 

设计、施工单位应按规定提供全套验收图纸资料，并做到内容

完整、标记确切、文字清楚、数据准确、图文表一致、特别是要同

工程实际施工结果一致。图样的绘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及相关标

准的规定。 

审查图纸资料的准确性、规范性、完整性以及售后服务条款，

图纸资料应按照工程建设的程序编制成套。 

15.4.3 验收结论与整改 

分别对施工、技术验收、资料审查给出了合格率判定,提出整

改意见。 

15.4.3.1 验收结论 

验收结论是工程验收的结果。验收人员均独立根据验收判据

（合格率）通过打分来确定验收结论。验收包括通过或基本通过或

不通过。对工程验收注重量化，避免随意性。 

15.4.3.2 整改要求 

1. 验收不通过的工程不得正式交付使用。设计、施工单位必

须根据验收结论提出的问题，落实整改后方可再提交验收。 

2. 验收通过或基本通过的工程，设计、施工单位应根据验收

结论的建议要求，提出书面整改措施，并经建设单位认可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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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工程移交 

15.5.1 工程正式交付使用的必要条件 

已明确工程有关各方，包括建设（使用）单位，设计、施工单

位的基本职责。工程验收通过或基本通过，设计、施工单位按规定

整理编制竣工图纸资料一式五份，建设单位签收盖章，将工程技术

文件正式归档。 

15.5.2 竣工图纸资料归档与移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提供经修改、校对的验收图纸资料。 

2. 提供验收结论汇总表及其附表（含出席验收会人员与验收

机构名单）。 

3. 提供根据验收结论提出的并经建设单位认可的整改措施。 

4. 提供系统操作和有关设备日常维护说明。 

5. 建设单位或使用单位应有专人负责操作、维护，并建立完

善的、系统的操作、管理、保养等制度。工程设计、施工单位应履

行维修等售后技术服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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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视频编解码标准 

A.1 基于 H.264 的视频编解码技术要求 

系统采用 H.264 标准格式的视频流不应包含私有数据格式。具

体技术要求描述如下： 

（1）H.264 的档次和级别 

视频编码比特流应支持 H.264 视频标准的基本档次

（BaselineProfile），级别（Level）应至少支持到 Level3，宜扩展

支持到主档次（MainProfile）级别 Level3； 

视频解码器支持的档次和级别应不低于编码器支持的最高档

次和级别，至少应支持 H.264 

视频标准主档次（MainProfile）的 Level3。 

H.264 视频编码器采用恒定码率编码（CBR）。 

（2）H.264 工具 

基本档次使用的编码工具最少，支持 I、P 帧(帧内和帧间编码），

和 CAVLC（Context-basedAdaptiveViableLengthCoding：基于

上下文的自适应变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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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对象编码 

B.1 对象编码规则 

B.1.1 对象编码结构 

对象编码采用分级分域的编码方法，具体对象编码结构如图

B.1 所示。 

 
图 B.1 对象编码规则图 

 对象编码按照数字编码的方式，每一位的数字编码范围为：

0~9。 

B.1.2 对象编码结构 

B.1.2.1 市（州）区域编码  

市（州）名称 代码 地市名称 代码 市（州）名称 代码 

成都 01 眉山 09 阿坝 17 

绵阳 02 乐山 10 甘孜 18 

德阳 03 自贡 11 泸州 19 

遂宁 04 内江 12 巴中 20 

南充 05 资阳 13 宜宾 21 

广元 06 雅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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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 07 达州 15   

西昌 08 攀枝花 16   

B.1.2.2 县（区）级区域编码 

县（区）名称 代码 县（区）名称 代码 县（区）名称 代码 

成都市 绵阳市 德阳市 

青羊区 01 涪城区 01 旌阳区 01 

锦江区 02 游仙区 02 什邡市 02 

金牛区 03 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03 广汉市 03 
高新区 04 绵阳科技城科教创业园区 04 绵竹市 04 
成华区 05 绵阳科技城现代农业示范区 05 中江县 05 
武候区 06 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06 罗江县 06 
青白江区 07 绵阳仙海水利风景区 07   

龙泉驿区 08 三台县 08   

温江区 09 盐亭县 09   

双流县 10 梓潼县 10   

郫县 11 安县 11   

大邑县 12 北川县 12   

金堂县 13 平武县 13   

蒲江县 14 江油市 14   

新津县 15     

都江堰市 16     

彭州市 17     

崇州市 18     

邛崃市 19     

遂宁市 南充市 广元市 

船山区 01 顺庆区 01 利州区 01 

安居区 02 高坪区 02 元坝区 02 

蓬溪县 03 嘉陵区 03 朝天区 03 

大英县 04 南部县 04 旺苍县 04 

射洪县 05 仪陇县 05 青川县 05 

  西充县 06 剑阁县 06 

  蓬安县 07 苍溪县 07 

  营山县 08   

  阆中市 09    

广安市 西昌市 眉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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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区 01 美姑县 01 东坡区  01 

岳池县 02 昭觉县 02 仁寿县  02 

武胜县 03 金阳县 03 彭山县  03 

邻水县 04 甘洛县 04 洪雅县  04 

华蓥市 05 布拖县 05 丹棱县  05 

  雷波县 06 青神县  06 

  普格县 07    

  宁南县 08    

  喜德县 09    

  会东县 10    

  越西县 11    

  会理县 12    

  盐源县 13    

  德昌县 14    

  冕宁县 15    

  木里藏族自治县 16    

乐山市 自贡市 内江市  

市中区 01 自流井区 01 市中区  01 

五通桥 02 贡井区 02 东兴区  02 

沙湾 03 大安区 03 资中县  03 

金口河 4 个区 04 沿滩区和荣县 04 隆昌县  04 
犍为县 05 富顺县 05 威远县  05 

井研县 06      

夹江县 07      

沐川县 08      

峨边彝族自治县 09      
马边彝族自治县 10      

峨眉山市 11      

资阳市 雅安市 达州市  

雁江区 01 雨城区 01 通川区  01 

安岳县 02 芦山县 02 达县  02 

乐至县 03 名山县 03 宣汉县  03 

简阳市 04 天全县 04 开江县  04 

  荥经县 05 大竹县  05 

  宝兴县 06 渠县  06 

  汉源县 07 万源市  07 

  石棉县 08    

攀枝花市 阿坝市  甘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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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 01 汶川县  01 康定县 01 

西区 02 理县  02 丹巴县 02 

仁和区 03 茂县  03 炉霍县 03 

米易县 04 松潘县  04 九龙县 04 

盐边县 05 金川县  05 甘孜县 05 

     雅江县 06 

     新龙县 07 

     道孚县 08 

     白玉县 09 

     理塘县 10 

     德格县 11 

     乡城县 12 

     石渠县 13 

     稻城县 14 

     色达县 15 

     巴塘县 16 

     泸定县 17 

     得荣县 18 

泸州市 巴中市  宜宾市 

江阳区 01 巴州区  01 翠屏区 01 

纳溪区 02 通江县  02 宜宾县 02 

龙马潭区 03 南江县  03 南溪县 03 

泸县 04 平昌县  04 江安县 04 

合江县 05    长宁县 05 

叙永县 06    高县 06 

古蔺县 07    珙县 07 

     筠连县 08 

     兴文县 09 

     屏山县 10 

B1.2.3 区域编码汇总表 

区域代码  名称  区域代码  名称  

180000 四川省      
180100 成都市  180200 绵阳市  
180101 青羊区  180201 涪城区  
180102 锦江区  180202 游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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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03 金牛区  180203 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80104 高新区 180204 绵阳科技城科教创业园区  
180105 成华区  180205 绵阳科技城现代农业示范区  
180106 武候区  180206 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180107 青白江区  180207 绵阳仙海水利风景区  
180108 龙泉驿区  180208 三台县  
180109 温江区  180209 盐亭县  
180110 双流县  180210 梓潼县  
180111 郫县  180211 安县  
180112 大邑县  180212 北川县  
180113 金堂县  180213 平武县  
180114 蒲江县  180214 江油市  
180115 新津县      
180116 都江堰市      
180117 彭州市      
180118 崇州市      
180119 邛崃市      

180300 德阳市  180400 遂宁市  

180301 旌阳区  180401 船山区  
180302 什邡市  180402 安居区  
180303 广汉市  180403 蓬溪县  
180304 绵竹市  180404 大英县  
180305 中江县  180405 射洪县  
180306 罗江县      

180500 南充市  180600 广元市  

180501 顺庆区  180601 利州区  
180502 高坪区  180602 元坝区  
180503 嘉陵区  180603 朝天区  
180504 南部县  180604 旺苍县  
180505 仪陇县  180605 青川县  
180506 西充县  180606 剑阁县  
180507 蓬安县  180607 苍溪县  
180508 营山县      
180509 阆中市      

180700 广安市  180800 西昌市  

180701 广安区  180801 美姑县  
180702 岳池县  180802 昭觉县  
180703 武胜县  180803 金阳县  
180704 邻水县  180804 甘洛县  
180705 华蓥市  180805 布拖县  

    180806 雷波县  
    180807 普格县  
    180808 宁南县  
    180809 喜德县  
    180810 会东县  
    180811 越西县  
    180812 会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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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813 盐源县  
    180814 德昌县  
    180815 冕宁县  
    180816 木里藏族自治县  

180900 眉山市  181000 乐山市  

180901 东坡区  181001 市中区  
180902 仁寿县  181002 五通桥  
180903 彭山县  181003 沙湾  
180904 洪雅县  181004 金口河 4 个区  
180905 丹棱县  181005 犍为县  
180906 青神县  181006 井研县  

    181007 夹江县  
    181008 沐川县  
    181009 峨边彝族自治县  
    181010 马边彝族自治县  
    181011 峨眉山市  

181100 自贡市  181200 内江市  

181101 自流井区  181201 市中区  
181102 贡井区  181202 东兴区  
181103 大安区  181203 资中县  

181104 沿滩区和荣县  181204 隆昌县  

181105 富顺县  181205 威远县  

181300 资阳市  181400 雅安市  

181301 雁江区  181401 雨城区  
181302 安岳县  181402 芦山县  
181303 乐至县  181403 名山县  
181304 简阳市  181404 天全县  

    181405 荥经县  
    181406 宝兴县  
    181407 汉源县  
    181408 石棉县  

181500 达州市  181600 攀枝花市  

181501 通川区  181601 东区  
181502 达县  181602 西区  
181503 宣汉县  181603 仁和区  
181504 开江县  181604 米易县  
181505 大竹县  181605 盐边县  
181506 渠县      
181507 万源市      

181700 阿坝  181800 甘孜  

181701 汶川县  181801 康定县  
181702 理县  181802 丹巴县  
181703 茂县  181803 炉霍县  
181704 松潘县  181804 九龙县  
181705 金川县  181805 甘孜县  

    181806 雅江县  
    181807 新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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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08 道孚县  
    181809 白玉县  
    181810 理塘县  
    181811 德格县  
    181812 乡城县  
    181813 石渠县  
    181814 稻城县  
    181815 色达县  
    181816 巴塘县  
    181817 泸定县  
    181818 得荣县  

181900 泸州市  182000 巴中市  

181901 江阳区  182001 巴州区  
181902 纳溪区  182002 通江县  
181903 龙马潭区  182003 南江县  
181904 泸县  182004 平昌县  
181905 合江县      
181906 叙永县      
181907 古蔺县      

182100 宜宾市      

182101 翠屏区      
182102 宜宾县      
182103 南溪县      
182104 江安县      
182105 长宁县      
182106 高县      
182107 珙县      
182108 筠连县      
182109 兴文县      
182110 屏山县      

B.1.3 对象编码规则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代码 

视频采集设备  
（代码范围： 01∼15） 

智能网络高速球机  1 
网络中速球机  2 

网络固定摄像机   3 
智能高速球机  4 
中速球机  5 

云台摄像机  6 
固定摄像机  7 

红外热成像摄像机  8 
 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 9 

    

报警设备  
（代码范围： 16∼30）  

红外对射  16 
红外双鉴  17 
水浸探头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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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雾探测  19 
温度探测  20 
喇叭 21 

门禁控制器  22 
    
    

环境变量监测设备  
（代码范围：31∼40）  

温度传感器 31 
湿度传感器 32 

SF6 浓度监测设备 33 
风速传感器 34 

    
    

存储/传输/网络设备  
（代码范围： 41∼50） 

数据存储设备  41 
射频增强设备  42 

光端机  43 
网络延伸器  44 
交换机   45 
防火墙  46 

    
    

视频接入设备  
（代码范围： 51∼60）  

工控机+板卡 DVR  51 
嵌入式 DVR/DVS  52 

IP Camera  53 
综合接入设备  54 

    

控制设备  
（代码范围： 61∼70）   

灯光控制器  61 
云镜控制器  62 
报警控制器  63 

视频切换控制器  64 
    
    

辅助照明设备  71 

其他设备  
（代码范围： 71∼80） 

时钟同步装置  72 
视频解码设备  73 

打印机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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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前端设备配置原则 

C.1 前端设备数量配置要求 

对于污水、废水排放企业，前端设备至少应配置 3 套以上的前

端视频监控系统； 

对于废气排放企业，前端设备至少应配置 3 套以上的前端视频

监控系统。 

C.2 前端设备部署点位要求 

对于污、废水排放企业，应在进水口、生产车间、排放口、环

保处理设施 4 个点位安装前端视频监控系统； 

对于废气排放企业，应在生产车间、环保处理设施、排气口 3

个安装前端视频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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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系统典型配置图 

 
图 D.1 市（州）、县（区）环保视频监控系统典型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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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主要设备选型 

各市（州）、县（区）在选用前端 IP 摄像机时，应优先选用完

整支持 ONVIF V2.2 版本及以上的摄像机，其中前端 IP 摄像机至

少应完整支持 ONVIF V2.2 版本及以上的设备管理和事件管理。具

体支持要求见下表： 
表一 设备管理功能支持要求表 

要求支持设备管理功能项(DeviceMngmt） 
 CreateUser √ 

DeleteUsers √ 

GetUsers √ 

表二 事件管理功能支持要求表 
事件功能(events）  

CreatePullPointSubscription √ 

GetEventProperties √ 

PullMessages √ 

SetSynchronizationPoint √ 

 

E.1 前端摄像机 

E.1.1 高清高速球型 IP 摄像机 

1）宜用嵌入式架构，宜采用嵌入式芯片和嵌入式操作系统，稳

定可靠； 

2）支持内置 WEB Server，通过网页浏览器可进行管理和配置，

可实现本地图像浏览、抓拍和录像存储等操作； 

3）采用 130万像素及以上的高性能，不小于 1/4’’（CCD/CMOS）

传感器； 

4）支持 H.264视频编码算法，应支持 H.264 High pro-file算

法，可提供 720P格式的实时视频图像，应支持双码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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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码流不低于 720P，子码流用于有线或无线网络传输； 

5）支持帧率 25fps，应支持 30fps，可手动设置图像帧率，即

时生效； 

6）支持自动快门、自动背光补偿、自动白平衡、自动增益控制、

自动彩转黑； 

7）防护等级：支持 IP66及以上防护等级设计，可直接在野外

使用；能在雨、霜、雪、雷等气象条件下正常工作，且能

保证设备不受到损坏。 

8）适应环境温度范围为：－20℃～50℃； 

9）支持 TCP/IP、ARP、ICMP、RTP/RTCP、NTP、DNS、SNMP、RTSP

等协议，其中 SNMP 应提供完整的 MIB 库； 

10）支持帧的重传、重组功能； 

11）具备音频输入输出接口，可实现与监控的语音对讲； 

12）具备报警输入输出接口，可接各种报警设备，实现报警联

动； 

13）内置存储卡，支持 ANR技术，在网络出现故障时应急存储

容量不低于 32G； 

14）支持主辅流字幕显示和时间显示，可设置字幕位置； 

15）支持图像调节，可进行亮度、对比度、饱和度调节； 

16）支持移动侦测，可设置全部或部分侦测区域，联动到监控

主机实现报警联动； 

17）应提供 API、视频解码控件、SDK等，实现个性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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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支持摄像机上电后自动恢复到掉电前的位置，支持自动守

望功能； 

19）能在光照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可实现 80 米内目标的清晰监

控，浓雾气象条件下，可实现 50 米内目标的清晰监控； 

20）支持 18 倍以上光学变焦；支持点击居中, 框选放大功能； 

21）支持水平方向旋转 360°、俯仰角度不小于 90°，支持不

少于 100 个预置位； 

22）水平、垂直转动速度≥120°/秒。 

23）具有公安部授权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E.1.2 高清枪型 IP 摄像机 

1）采用 130万像素及以上的高性能，不小于 1/3’’（CCD/CMOS）

传感器； 

2）镜头：手动变焦，2.8mm-12mm，8mm-20mm，在浓雾、

光照等气象条件不好情况下，能实现直径 50 米内的目标清

晰监控。 

3）支持数字降噪功能； 

4）音频：支持 G.711、G.723.1、G.726； 

5）图形尺寸：≥1280×720； 

6）应支持双码流：主码流不低于 1280×720/25fps，子码流不

低于 D1，CIF，双码流（免费提供开发 SDK 软件包）； 

7）存储容量不小于 3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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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支持 POE 供电功能； 

9）适应环境温度范围为：－20℃～50℃。 

E.1.4 模拟枪型摄像机 

1）采用不小于 1/3’’CCD 传感器； 

2）在浓雾、光照等气象条件不好情况下，能实现直径 25 米内

的目标清晰监控； 

3）有效像素：≥752×582； 

4）信噪比：大于 50dB； 

5）具有手动变焦功能； 

6）水平解析度：≥540TVL； 

7）支持防护等级：IP66 及以上； 

8）适应环境温度范围为：－20℃～50℃。 

E.1.5 模拟高速球型摄像机 

1）水平解析度：≥540TVL 

2）光学变焦：≥23 倍 

3）监控距离：24 小时全天候监控，监控直径距离≥80 米 

4）防护等级：≥IP66 

5）支持：防雷、放浪涌、防突波等，符合 GB/T17626.5  4 级

标准。 

6）预置点：≥100 个 

7）巡航扫描：≥5 条，每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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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效像素：≥752×582 

9）采用不小于 1/4’’CCD 传感器 

10）信噪比：≥50dB 

11）支持数字降噪功能 

12）支持滤光片彩转黑 

13）适应环境温度范围为：－20℃～50℃； 

14）应有公安部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出具的检测报告 

E. 2 存储设备 

E.2.1 IP  SAN 网络存储 

1） 采用 64 位硬件架构，基于嵌入式操作系统，采用 WEB 界

面登录方式； 

2） 具有千兆以太网口，支持负载均衡和失败替换； 

3）应支持向 Windows NT/2000/XP/Server2003 和 Linux 等

操作系统提供存储服务； 

4）应支持 iSCSI/HTTP/SNMP 协议，同时支持 NFS、CIFS、

FTP 可选协议； 

5）支持 RAID 0、RAID 1、RAID 5 等阵列方式； 

6）在录像循环覆盖情况下，单台设备的网络传输率不小于

250Mbps； 

7） 至少提供 16 个硬盘位，单个盘位至少具有 2TB 以上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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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接口支持 SAS 和 SATA II，硬盘支持热插拔； 

8） 支持 iSCSI，NAS 可选协议，具备存储扩容空间、系统监视

管理、用户和容量管理功能； 

9） 具备集中告警管理中心，可集中检测磁盘阵列的健康状况； 

10） 支持卷在线扩容，磁盘热备，介质检测，坏区隔离； 

11） 支持 Snapshot 数据快照拷贝功能； 

12） 支持 SNMP/Email 报警功能； 

13） 设备应支持 UPS 断电保护功能； 

14） 16 盘位的支持 1+1 冗余，24 盘位支持 2+1 冗余；支持冗

余热备电源。 

15） 支持 2 组热插拔冗余风扇； 

16） 工作温度：10℃～35℃ ，湿度：8%～80%。 

E.2.2 NVR 网络录像机 

1） 采用工业级嵌入式硬件架构，内嵌 Linux 操作系统，安全可

靠，节能环保； 

2）支持 H.264 解码格式，支持 1080P、720P、D1、CIF、QCIF

图像分辨率，支持 30 fps 解码播放，支持双码流； 

3） 支持客户端主码流和辅码流自主选择的功能； 

4）支持多台 NVR 设备组网，用统一客户端管理，可实现至少

255 台 NVR 的同时管理； 

5） 支持 TCP/IP，UDP，RTP/RTCP/RTSP，Telnet，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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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HCP，SNMP，RTSP，OnVif 等协议，其中支持

的 SNMP 应提供完整的 MIB 库； 

6）   支持 PELCO_D、PELCO_P 等多种云台控制协议； 

7）   支持直接转发码流至解码器，通过解码器实现显示输出； 

8）   本地和客户端支持显示墙管理功能，支持显示墙预案轮巡，

并支持辅屏轮巡的功能； 

9） 浏览应支持重传重组和强制关键帧技术，降低画面切换延迟； 

10 支持鼠标和遥控器操作，具备人性化的操作界面，支持用户

管理、设备管理、告警管理、网络管理，系统管理等管理

功能； 

11） 支持本地高清输出，输出分辨率至少 1280×720； 

13） 具备 2 个以上 100M 网口，至少支持两个不同网段网络接

入； 

14） 具备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支持语音对讲功能； 

15） 具备报警输入输出接口，支持报警联动； 

16） 具备 USB 接口，可用于连接控制设备和外置存储设备； 

17） 具备 eSATA 接口，可扩展存储磁盘阵列或磁盘柜； 

18） 至少具备 8 块 SATA 硬盘槽位，单硬盘容量至少支持 2TB，

支持硬盘热插拔，支持磁盘阵列技术； 

19） 支持智能存储技术，包括录像标注、抓拍图片标注、告警

标注，确保在前端和 NVR 断链的情况下能够保证各种数据

的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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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丢包的网络环境下能够提供流畅的图像效果； 

21） 支持摄像头的点击居中、框选放大功能，支持在操作界面

上直接进行 PTZ 控制，通过鼠标滚轮可以进行摄像机的拉

近和拉远操作； 

22） 支持管理员、用户两级权限管理，用户权限包括对摄像机

的浏览和操作权限，以及对 NVR 功能的操作权限； 

23） 至少支持 4 个图像遮蔽区域功能；至少支持 4 个区域移动

侦测功能，并可以设置灵敏度和告警联动，支持移动侦测

联动抓拍； 

24） NVR 设备支持 DHCP、NAT 穿越，NVR 客户端支持 NAT

和代理服务器穿越； 

25） 支持手机浏览功能； 

26） 支持本地/远程语音对讲功能； 

27） 支持 NVR 录像、前端录像、本地录像、告警预录等录像

策略，提供数据冗余备份；支持录像盘组功能、支持主辅

码流盘组功能； 

28） 支持录像批量下载，支持在 Windows 系统上的播放工具

进行回放； 

29） 支持图像化的时间轴模式进行录像的检索和回放，可同时

检索多个网络前端的录像文件； 

30） 具有告警联动机制：联动告警输出设备、告警录像、告警

抓拍、告警视频联动、蜂鸣器发声、告警联动到显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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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1） 支持报警联动功能分区布防，防区内任意点的报警信号可

以联动全部监控点，也可以联动局部监控点； 

32） 支持内嵌数据库的数据备份和恢复； 

33） 支持接入监控管理平台，实现平台实时图像的监看和控制，

用户权限统一管理，录像调看和下载； 

34） 提供完善的 SDK 二次开发包，能够实现和其他业务系统的

开发对接； 

35）用户认证应采用 128 位 AES 或 MD5 加密算法； 

36）对处理器、磁盘等进行实时监控告警； 

37）支持多种升级方式，客户端、串口、USB 方式升级； 

38）支持组播搜索前端设备； 

39） 支持零通道编码功能可以在极小的带宽下，实现多画面的

预览功能 

40）至少支持 16 个客户端同时访问。至少支持 64M 码流转发。 

41）具有公安部授权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E.3 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 

1) 视频输入：1.0V(P-P），75Ω Composite，BNC，PAL，1

个 RJ45 10M/100M 

2) 音频输出：线路输出，BNC 

3) 网络接口：2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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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串口接口 ：2 个 RS-485 和 1 个 RS-232 

5) 分析帧率：25fps 

6) 支持协议：TCP/IP，HTTP，DHCP，DNS，RTP，RTSP，

SMTP，NTP，UpnP，SNMP，FTP，QoS，HTTPS， (SIP，

SRTP，IPv6 可选） 

7) 图像压缩：H.264 

8) 音频压缩：G.711，G.726 

9) 图像输入/输出分辨率：支持：1080p、720p、D1、CIF 

10) 叠加功能：支持数字、字符、英文实时叠加 

11) 智能分析：根据不同应用场景，植入定制分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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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前端设备 SDK 支持要求 

F.1  接入 SDK 基本功能要求 

1）初始化接口，全局只调用一次。 

2）登录平台。 

3）前端点信息获取。可获取唯一的设备 ID 号，区分不同的设

备，建议采用游标或者回调方式，使得能获取全部的设备

和录像信息。 

4）支持预留心跳接口。 

5）开始、停止浏览。 

6）云台控制。 

7）查询录像。 

8）开始、停止放像。 

9）放像进行 DVR/NVR 等相关操作。 

10）在开始浏览或开始放像后须提供获取码流或码流回调的接

口。非标准码流需提供解码 SDK。 

11）告警信息上报，提供告警回调接口。 

12）提供平台断链的通知。 

11）登出平台。登出后所有访问目标平台的接口调用均无效。 

12）释放资源，全局只调用一次。 

F.2  解码 SDK 基本功能要求 

1）初始化。全局只调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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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音视频解码。 

3）解码后数据回调。 

4）进行本地录像。 

5）本地录像回放及 DVR/NVR 控制。 

6）释放资源。全局只调用一次。 

F.3 平台对前端设备 API 接入要求 

F.3.1 对接概述 

本参考为使用 SDK 将前端设备接入省厅、市（州）环保局监

控中心现已部署的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的帮助文

档，描述了前端设备接入平台的体系结构，提供了一套将前端设备

接入平台的解决方案，依据本文档用户可以方便地实现一种接入

库，将多种前端设备接入平台。 

F.3.2 体系结构 

下面的体系结构图描述了前端设备接入平台的体系结构及与

平台服务器上层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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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3.2 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体系结构图 

F.3.3 接入需求 

从体系结构可知平台服务器的架构设计是分层次的，在设备接

入这一层次中，需要依据接口定义实现一个设备接入库，供平台服

务器上层调用，以实现对设备的驱动。 

我们需求的 SDK 需要满足下面的条件： 

F.3.3.1 不能是可视化控件 

在设备接入这一层次中，没有类似客户端的界面，而可视化控

件（如按钮、OCX 控件等）需要放在界面上才能使用，所以，我

们需求的 SDK 不能是可视化控件形式的。 

F.3.3.2 可以是 API 函数方式的，但不能与窗口或者窗口句柄有关 

API 方式的 SDK 一般是一些静态或者动态链接库，提供相关

函数对设备各种参数的进行配置，比如分辨率、亮度等等参数，能

够获取到 IO 或者 motion detect 报警消息，更重要的是，能获取

到视频流。而且这些静态或者动态链接库必须是与窗口或者窗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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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无关的，因为在设备接入这一层次中，是无权访问平台服务器上

层代码的窗口及其句柄的，平台服务器上层代码也不会把窗口及其

句柄传递给设备接入这一层次，也就无法在设备接入这一层次中截

获窗口消息，同样也不能直接在设备接入这一层次播放视频。因而，

报警消息和音视频流通常都是通过回调函数回调得到，而不能通过

窗口消息的方式得到。 

F.3.3.3 可以是 HTTP 方式的  

CGI 指令即为一种 HTTP 方式的，同样需要支持上述 API 方

式所说的功能。 

F.3.4 预定义文件 

为了保证接口及数据的一致性，预定义的了三个代码文件： 

1. CSVDevDrvExp.def：严格定义了 API 名称，用于解决编

译器对 API 名称改编问题，必须添加到工程中。 

2. CSVStructDef.h：定义了必要的宏及结构体，

CSVDeviceDriver.h 接口介绍中涉及的宏定义及结构体定

义均在此预定义。 

3. CSVDeviceDriver.h：前端设备接入标准接口定义，定义了

抽象类 CSVDeviceDriver，继承并实现类中所有接口即可

实现前端设备接入。抽象类 CSVDeviceDriver 只提供接口，

其中的成员禁止修改、增加及删除！其代码实现必须在子

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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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5 接口介绍： 

下面接口全部已在 CSVDeviceDriver.h 预定义： 

1. static CSVDeviceDriver * CreateDevDriver(unsigned short usModel, unsigned long ulIP, unsigned 
short usPort, char * pUsr, char * pPsw); 

说明： 

入口函数，必须为 static，实现此函数供上层调用创建设备驱动对象，一般实现代码只需要创建一

个 CSVDeviceDriver 子类对象并返回对象指针即可，见 CSVSampleDll 工程中实现示例。 

参数： 

usModel：设备型号标识码 
ulIP：设备连接 IP 
usPort：设备连接端口 
pUsr：用户名 
pPsw：密码 

返回值：成功返回已创建的设备驱动对象指针，失败返回 NULL 

 

2. int GetDeviceModel(void * pDevice, char * pDevModel); 

说明： 

根据设备实际型号返回设备型号字符串，如“AXIS-Q7404”等。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pDevModel：返回参数，将设备型号字符串 strcpy 或 strncpy 到参数即可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3. int GetDeviceName(void * pDevice, char * pDevName); 

说明：  

返回 DeviceName 字符串，DeviceName 字符串可以用来标识设备编码类型，其命名规则如下： 
A. H.264 编码格式设备，DeviceName 字符串必须以“VIDEOH264”为前缀； 
B. MPEG4 编码格式设备，DeviceName 字符串必须以“VIDEOMPEG”为前缀； 
C. MJPEG 编码格式设备，DeviceName 字符串必须以“VIDEOMJPG”为前缀； 
D. 单路设备，前缀字符串后必须添加“5000”为标识字符串，如：“VIDEOH2645000”； 
E. 多路设备，前缀字符串后必须根据实际设备 X 路或 XX 路添加“150X”或“15XX”为标识字

符串，如：“VIDEOH2641504”、“VIDEOH2641516”； 

此接口必须实现，否则设备将无法接入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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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pDevName：返回参数，将 DeviceName 字符串 strcpy 或 strncpy 到参数即可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4. int GetDeviceCapabilities(void * pDevice, void * pCapDesc); 

说明： 

返回设备能力集信息。 

此接口必须实现，否则设备将无法接入上线！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pCapDesc：返回参数，定义能力集 DeviceCapabilityDesc 对象并赋值后 memcpy 到此参数即可，

DeviceCapabilityDesc 赋值规则见 CSVStructDef.h 中注释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5. int GetDeviceGUID(void * pDevice, void * pDevGUID); 

说明： 

返回设备 GUID（MAC 地址）。 

此接口必须实现，否则设备将无法接入上线！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pDevGUID：返回参数，将 MAC 地址（以 6 字节 UCHAR 形式保存）memcpy 到此参数即可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6. int UpdateDeviceIPAddr(void * pDevice, unsigned long ulIP); 

说明： 

定时更新设备 IP，对于域名方式设备添加有效，上层会定期解析设备对应的域名，通过此接口将

解析后的新 IP 地址传送过来。 
非域名添加方式不必理会此接口，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lIP：设备新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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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7. int ConfigDeviceNetworkParameter(void * pDevice, int iConfigType, void * pNetConfig); 

说明： 

获取或配置网络参数，配置网络参数暂不需要实现。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pNetConfig：返回参数，定义能力集 DeviceNetworkConfig 对象并赋值后 memcpy 到此参数即可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8. int ConfigCameraHue(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色度，若设备不支持此参数可不实现，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取值范围：-180 至 179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9. int ConfigCameraBright(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亮度，若设备不支持此参数可不实现，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取值范围：-128 至 127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10. int ConfigCameraContrast(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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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获取或配置对比度，若设备不支持此参数可不实现，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取值范围：-128 至 127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11. int ConfigCameraSaturate(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饱和度，若设备不支持此参数调节可不实现，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取值范围：-128 至 127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12. int ConfigVEnoderAnalogFormat(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模拟输入的制式，若设备不支持此参数可不实现，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见模拟视频制式宏定义）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13. int ConfigVEnoderResolution(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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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或配置视频编码的分辨率，若设备不支持此参数可不实现，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见分辨率宏定义）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14. int ConfigVEnoderFrameRate(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视频压缩的帧率，若设备不支持此参数可不实现，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15. int ConfigVEnoderBitRate(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视频压缩的比特率，若设备不支持此参数可不实现，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取值范围：32 至 8192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16. int ConfigVEnoderControlMode(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视频压缩的码流模型，若设备不支持此参数可不实现，return 1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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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见码流模式宏定义）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17. int ConfigVEnoderQuality(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视频编码画质，若设备不支持此参数可不实现，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取值范围：1 至 9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18. int ConfigVMotionParameter(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figType, void * 
pMotionDesc, int iParamType); 

说明： 

设置视频移动帧测参数，此接口已废弃，return 1 即可。 

 

19. int ConfigAudioCodec(void * pDevice,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设备语音编码（配置功能暂不需要实现），若设备不支持 Audio 功能，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见音频编码方式宏定义）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20. int ConfigAudioSampleRate(void * pDevice,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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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获取或配置音频采样频率（配置功能暂不需要实现），若设备不支持 Audio 功能，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21. int ConfigAudioChannel(void * pDevice,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音频声道数（配置功能暂不需要实现），若设备不支持 Audio 功能，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1-单声道，2-双声道）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22. int ConfigAudioDataNum(void * pDevice,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音频数据位（配置功能暂不需要实现），若设备不支持 Audio 功能，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23. int ConfigSerialBaudrate(void * pDevice, int iSerialType,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串口波特率，若设备无串口或者不支持获取和配置，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iSerialType：1 - RS232  2 - RS485（见串口类型宏定义）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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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24. int ConfigSerialStopNum(void * pDevice, int iSerialType,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串口停止位，若设备无串口或者不支持获取和配置，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iSerialType：1 - RS232  2 - RS485（见串口类型宏定义）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25. int ConfigSerialCheckNum(void * pDevice, int iSerialType,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串口校验位，若设备无串口或者不支持获取和配置，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iSerialType：1 - RS232  2 - RS485（见串口类型宏定义）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26. int ConfigSerialDataNum(void * pDevice, int iSerialType,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获取或配置串口数据位，若设备无串口或者不支持获取和配置，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iSerialType：1 - RS232  2 - RS485（见串口类型宏定义）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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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int ConfigOutputpinStatus(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PinNo, int iConfigType, int & 
iValue); 

说明： 

开关量控制接口（开关量输出只修改状态，获取状态不必实现），若设备无 IO 端口，return 1 即

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PinNo：IO 端口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iValue：获取参数时需对此参数赋值，修改参数时即为要修改的值（1-闭合，0-断开）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28. int QueryDeviceStatus(void * pDevice, int & iValue); 

说明： 

设备连接状态检查，用于心跳逻辑的设计。 

此接口必须实现，否则设备将无法接入上线！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iValue：返回参数，0 - 设备正常，1 - 设备掉线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29. int SynchronizeTime(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Year, unsigned short usMonth, unsigned 
short usDay, unsigned short usHour, unsigned short usMinute, unsigned short usSecond); 

说明： 

DVR 时间同步，非 DVR 设备或不需实现 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Year、usMonth、usDay、usHour、usMinute、usSecond：分别为年、月、日、时、分、秒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30. int ConfigCameraStoragePlan(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figType, void * 
pArchivePlan);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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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R 前端存储计划设置，非 DVR 设备或不需实现 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figType：1 - 获取设备参数，2 - 修改设备参数（见 iConfigType 宏定义） 
pArchivePlan：前端存储计划结构体指针，详细说明请咨询相关技术人员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31. int QueryDeviceAlarmStatus(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 usAlarmCnt, void * pAlarmSatus); 

说明： 

报警消息查询接口，上层不停调用此接口查询设备的报警状态。对于板卡，不存在开关量报警；

对于 IPCamera 不存在视频信号丢失报警。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AlarmCnt：返回参数，返回上次查询后发生的报警次数 
pAlarmSatus：指向一组 DeviceAlarmDesc 结构体数组，数量为 64，即最多可以返回 64 个报警消

息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32. int OpenDeviceVideoStreaming(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StreamType, int 
iConnectType, unsigned long ulDestIP, unsigned short usDestPort); 

说明： 

开始获取 Video 数据并转发到上层视频接收 IP 和端口。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者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iStreamType：此参数暂时不用 
iConnectType：1 – UDP，2 - TCP（此参数暂时不用） 
ulDestIP：上层视频接收 IP（可用 127.0.0.1 代替） 
usDestPort：上层视频端口号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33. int CloseDeviceVideoStreaming(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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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获取 Video 数据，将已经打开的 Video 关闭并清理相关 Video 资源。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者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34. int OpenDeviceAudioStreaming(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nectType, 
unsigned long ulDestIP, unsigned short usDestPort); 

说明： 

开始获取 AudioIn 数据并转发到上层视频接收 IP 和端口。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者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nectType：1 – UDP，2 - TCP（此参数暂时不用） 
ulDestIP：上层视频接收 IP（可用 127.0.0.1 代替） 
usDestPort：上层视频端口号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35. int CloseDeviceAudioStreaming(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说明： 

停止获取 AudioIn 数据，将已经打开的 AudioIn 关闭并清理相关 AudioIn 资源。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者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36. int OpenDeviceAudioTalk(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int iConnectType); 

说明： 

开始向设备传送音频（AudioOut）。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者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iConnectType：1 – UDP，2 - TCP（此参数暂时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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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37. int CloseDeviceAudioTalk(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说明： 

结束向设备传送音频（AudioOut），并清理相关 AudioOut 资源。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者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38. int SendAudioPacketToDevice(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unsigned char * 
pRawPacket, int iRawDataLen); 

说明： 

上层不停调用该接口将参数 pRawPacket 中的音频包传送给相应设备。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者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pRawPacket：上层传来的音频包数据 
iRawDataLen：音频包数据长度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39. int RequestRawAVPacket(void * pDevice, int & iDataCopy, unsigned char * pDevPacket, 
unsigned char * pRawPacket, unsigned short & usRawDataLen, unsigned short & usOffBytes, int 
iPackectType); 

说明： 

把设备相关的音视频包转换为设备无关的音视频包，也就是 RAW 音视频数据，上层不停调用该

接口将接收到的音视频数据返回来，以确认是否 RAW 音视频数据。因现在设备音视频大多为标

准码流，此接口已不常用，只需将 iDataCopy 和 usOffBytes 赋值为 0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iDataCopy：返回参数，0 – 数据未发生拷贝，1 – 数据发生拷贝 
pDevPacket：上层收到的音视频数据 
pRawPacket：返回参数，若 iDataCopy 置为 1，需将 RAW 音视频数据拷贝到此参数中 
usRawDataLen：（IN）上层收到的音视频数据长度，（OUT）RAW 音视频数据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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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OffBytes：返回参数，若 iDataCopy 置为 0，数据未发生拷贝，RAW 音视频数据从 pDevPacket
处向后偏移量 

iPackectType：1 - video packect，2 - audio packet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40. int SendPTZDataToDevice(void * pDevice, unsigned char *pRawPTZData, unsigned short 
usRawDataLen); 

说明： 

串口数据传递或 PTZ 控制，如果设备没有串口或者不支持 PTZ 控制，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pRawPTZData：串口数据或 PTZ 控制协议数据，PTZ 控制协议请咨询相关技术人员 
usRawData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41. int QuestDeviceIFrame(void * pDevice, unsigned short usCamNo); 

说明： 

强制请求设备生成 I Frame，如果设备不支持强制生成 I Frame，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usCamNo：通道号或者码流号，从 1 开始计数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42. int RebootDevice(void * pDevice); 

说明： 

设备重启接口，如果设备不支持远程重启，return 1 即可。 

参数： 

pDevice：保留参数，一般不用 

返回值：0 – 成功，非 0 – 失败 

F.3.6 注意事项 

为了实现抽象类 CSVDeviceDriver 中的接口，在子类中或者另外的类中，可能需要创建新的线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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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实现相关逻辑或者功能，此情况下，一定要保证线程的安全，以及各类析构时线程的正常退出。 

F.3.7 工程整合 

需要与平台供应商讨论确定。 

F.3.8 工程创建示例 

以 Microsoft Visual C++ 6.0 为例介绍工程创建过程（创建工程过程可能因 IDE 不同而不同）： 

Step 1. Start Microsoft Visual C++ 6.0. 

Step 2. From the start page, click [File] > [New...] menu. 

 

Step 3. In the [New] dialog, 

A. Select “Win32 Dynamic-Link Library” template in the [Projects] tab.  

B. Enter the project name in the [Project name] field.  

C. Enter the location in the [Location] field where you project will be created.      

D. Click the [OK] button. 

 

Step 4. Select [An empty DLL project.] type as your application type. And then click the [Finish]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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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Confirm your settings and click the [OK]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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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6. Copy CSVDevDrvExp.def、CSVDeviceDriver.h and CSVStructDef.h to the project folder. 

Step 7. Add CSVDevDrvExp.def、CSVDeviceDriver.h and CSVStructDef.h to the project. 

 

Step 8. Click [Project] > [Settings...] menu. 

Step 9. In the [Project Settings] dialog, 

A. Select [All Configurations] in the [Settings For] field. 

B. In the [C/C++] tab, select [Code Generation] in the [Category] field, and then Set the [Struct member 
alignment] field to [1 Byte]. 

C. Click the [OK]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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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前端系统接入要求 

G.1 前端系统接入总体要求 

经过我厅信息中心对全省环保视频监控系统的实际调研，各市

（州）、县（区）环保局，排污企业的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没有遵循

统一的技术标准。目前 21 个市（州）已建系统的监控点位置、视

频组网方式、网络接入模式、网络规划、应用管理模式等千差万别，

导致省厅与各市（州）、县（区）统一监管前端视频监控终端的管

理困难。 

为了实现视频监控的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共享的目标，省厅先

期通过在 21 个市（州）完成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系统的部署，现

统一了各市（州）环保局监控中心的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为了进

一步将我省已建的环保视频监控终端全部接入省厅、市（州）视频

监控中心的平台系统，纳入统一管理、实现信息共享，21 个市（州）

新建前端视频监控系统应严格按照本技术规范执行，选用的前端设

备应通过已部署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的接入检测，已建前端视频监

控系统应满足如下接入要求。 

G.1.1 新建前端系统接入要求 

在本规范下发以后新建的前端系统应按如下系统拓扑图进行

接入。 

各市（州）、县（区）新建的前端环保视频监控系统，前端视

频监控设备应从监控站点通过光纤专线接入各市（州）、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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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局监控中心，市（州）、县（区）环保局监控中心再通过专线

与省厅环保监控中心互联实现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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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1.2.1 新建前端视频系统接入省厅监控中心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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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2 已建前端系统接入方案 

目前四川省环保厅省级以下市（州）已建成的视频监控系统中，

网络结构大致有以下四种主要模式： 

1. 前端视频监控设备接入市（州）自建专网中，从环保专网

能通过目前已部署的平台单点调用视频，但省厅无法直接

访问前端； 

2. 前端视频监控设备接入在自建专网中，与省专网骨干网络

隔离； 

3. 前端视频监控设备接入公网，本地通过公网调用，省厅也

能通过公网调用； 

4. 前端视频监控设备通过 ADSL 接入第三方承建商租用的服

务器，市（州）环保局通过 ADSL 访问第三方承建商租用

的服务器。 

还有其他个别市（州）是以上几种模式的混合，除第一种模式

已符合省厅统一接入要求无需改造以外，其余现有视频监控网络必

须进行改造。 

G.1.2.1 已使用环保专网接入 

对于已使用环保专网接入视频监控设备的单位，建议根据新规

划的 IP 地址方案重新调整视频监控设备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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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2.2 自建专网（含租用运营商）接入 

属于自建视频监控专网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1） 自建或租用运营商光纤组建专网，省环保专网或能通过其

平台单点调用视频，但省厅无法直接访问； 

2） 通过租用运营商视频监控业务专网平台进行监控，环保专

网能通过其平台单点调用视频。 

对于第一种形式的，需要调整其网络结构，拆除原有专网，根

据新的 IP 地址规划将前端视频监控设备通过专线连接到市（州）、

县（区）环保局后，再通过环保专网对接到省环保专网中。 

对于第二种形式的，有三种改造方案： 

1） 如果运营商同意前端设备共用且能提供相应前端视频监控

设备 SDK，要求运营商根据省环保专网的网络规划调整原视频专

网的网络结构；将原视频专网纳入到省环保专网，供省厅、市局中

心平台调用。 

2） 如果电信同意前端设备共用且能提供相应前端视频监控设

备 SDK，要求运营商将前端设备通过网络方式映射到政务外网，

供省厅、市局中心平台调用。 

3） 如果运营商不同意前端设备公用或不能提供相应前端视频

监控设备 SDK，但能提供前端视频监控设备 SDK 及开发协助，可

保留现有单点接入方式，通过中心平台级联开发实现跨平台调用。 

4） 如果运营商不同意前端设备公用或不能提供相应前端视频

监控设备 SDK，也不能提供其平台 SDK 及开发协助，则应考虑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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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全球眼平台，自建专网，改造成第一种形式。 

若以上四种方式都不能实现，则各市（州）、县（区）应考虑

重新改造后再接入省厅监控中心平台。 

G.1.2.3 前端系统改造 

已建系统兼容解决方案有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视频流的兼容，

二是前端设备控制的兼容，三是接入线路改造。 

在已有系统的前端视频监控汇聚处增设视频接入设备，替换已

有接入线路。改造方案应按如下图实施，首先在前端视频监控汇聚

处增设视频统一接入设备整合不同的前端摄像机，统一前端视频数

据流格式，然后改换原来前端摄像机连接的线路为专有线路，接入

所在地市（州）、县（区）环保局监控中心，通过市（县）环保局

与省厅搭设的专有线路接入省厅环保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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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1.2.3 已建前端视频系统改造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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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设备接入安放在前端视频监控系统汇聚处，通过统一前端

视频监控设备输出统一格式的视频流，在视频设备接入后端通过光

纤专线直接接入市（州）环保局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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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前端设备接入接口要求 

所有前端设备应能支持固件升级，同时提供升级后的 SDK 包。 

G.2.1 数采仪接入要求 

G.2.1.1 接口要求 

1）至少提供 1 个 RS-485 标准串口可与前端视频监控设备对接； 

2）对接数采仪从 RS-485 标准串口传出的数据应符合标准的

HJ/T212-2005《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数据传

输标准》和 IEC-104 规约的透明数据格式。 

G.2.1.2 通讯协议要求 

一、通讯方式如下： 

采集接口：标准 RS-232 串行接口。 

串口参数配置： 

ü 波特率：9600； 

ü 数据位：8 位； 

ü 停止位：1 位； 

ü 校验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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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结构 

 

图 G.2.1.2-1 数采仪系统结构图 
 

三、数据结构 

 
图 G.2.1.2-2 通讯包组成数据结构图 

名称 类型 长度 描述 
包头 字符 2 固定## 
数据段长度 十进制整数 4 数据段的 ASCII 字符数。 

例如：数据段的字符数为 255，则写为 0255 
数据段 字符 0<=n<=1024 变长数据 
CRC 校验 十六进制整数 4 数据段的校验结果，例如 4B30，如果 CRC 错，

无法上传。 
包尾 字符 2 固定为<CR><LF>(回车换行) 

四、命令 

1、设置现场机系统时间 

命令编号：1012  

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同步上 位机和现场 机的 系统时间，远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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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现场机 

2、提取现场机系统时间 

命令编号：1011 

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同步上 位机和现场 机的 系统时间，上位机

提取现场机 系统时间 

3、上传污染物实时数据 

命令编号：2011 

命令类型：上传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现场机按照设置的时间间隔自动上传实时数据 

4、取实时数据采集 

命令编号：2011 

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上位机告诉现场机开始按照设置的间隔发送实

时数据 

5、取污染物分钟数据 

命令编号：2051 

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上位机告诉现场机开始按照要求时间发送保存

的分钟历史污染数据 

6、取污染物日历史数据 

命令编号：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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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上位机告诉现场机开始按照要求时间发送保存

的日历史污染数据 

7、取污染物报警记录 

命令编号：2071 

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上位机提取现场机保存的报警记录 

8、超标报警 

命令编号：2072 

命令类型：通知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现场机采样值超过报警门限时主动向上位机发

送报警信息 

9、设置污染物报警门限值 

命令编号：1022 

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上位机远程设置现场机的污染物超标报警门限 

10、提取污染物报警门限值 

命令编号：1021 

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提取现场机设置的污染物超标报警门限 

11、设置上位机地址 

命令编号：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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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上位机远程设置现场机的上报数据地址 

12、提取上位机地址 

命令编号：1031 

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提取现场机设置的上位机地址 

13、设置日数据上报时间 

命令编号：1042 

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上位机远程设置现场机的日数据上报时间 

14、设置实时采样数据上报间隔  

命令编号：1061 

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上位机远程设置现场机的实时数据间隔 

15、提取实时采样数据上报间隔 

命令编号：1061 

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用于上位机提取现场机设置的实时数据间隔 

16、初始化超时时间和重发次数 

命令编号：1000 

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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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设置持续超限报警时间 

命令编号：1001 

命令类型：请求命令 

命令描述：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某因子一直处于超标状态，则现

场机确 认因子超标并发送报警通知 
 

其他要求请详见《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T212-2005》。 

G.2.2 智能电表接入要求 

1）至少提供 1 个 RS-485 标准串口可与前端视频监控设备对接； 

2）对接数采仪从 RS-485 标准串口传出的数据应符合标准的

DL/T645—2007《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和 IEC-104 规

约的透明数据格式。 

G.2.3 存储设备接入要求 

1）至少提供 2 个 RS-485 或 RS-232 标准串口，2 个千兆 RJ45

接口，1 个 USB 接口； 

2）必须提供符合平台接入的开放对接 SDK 软件包； 

3）必须提供省厅出具的通过接入中心平台的检测报告。 

G.2.4 摄像机接入要求 

1）至少具备 1 个 BNC 接口，1 个千兆 RJ45 接口； 

2）必须提供符合平台接入的开放对接 SDK 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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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须提供省厅出具的通过接入中心平台的检测报告。 

G.2.5 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接入要求 

1）至少具备 2 个 BNC 接口，8 个串口，1 个千兆 RJ45 接口； 

2）必须提供符合平台接入的对接 SDK 软件包； 

3）必须提供省厅出具的通过接入中心平台的检测报告。 

G.3 前端设备接入管理要求 

设备管理主要包括对平台设备、前端设备、前端外围设备的接

入、管理功能。 

G.3.1 设备接入 

省级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系统中需要对增加的设备主要包括

平台设备、前端设备及前端外围设备进行统一管理。平台设备包括

如服务器、存储等。前端设备包括摄像机、DVR 、NVR 等，摄像

机又包括模拟摄像机、网络摄像机、云台及报警设备等。 

市（州）、县（区）环保局若要增加、更换视频监控系统的任

何一个设备，应向省厅报审，由省厅监控中心系统管理员在平台的

设备管理中增加一个设备，并配置相应属性，方便全省统一管理。 

G.3.2 配置设备属性 

平台设备的属性包括设备的种类、型号、生产厂家、安装地点、

接入线路方式、所属用户、使用状态等。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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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作为标识。 

设备 ID 的编码规则详见本文第 11 章设备及用户编码标准。 

外围设备摄像机的属性包括摄像机的种类、型号、制造商、安

装地点、接入线路方式、所属用户、使用状态等。 

前端设备视频服务器属性包括型号、生产厂家、安装地点、接

入线路方式、所属用户、使用状态及相连的摄像机等。视频服务器

有一个唯一的设备 ID 作为标识。 

G.3.3 设备注销 

市（州）、县（区）环保监控设备在停止使用时可以进行注销，

设备的注销对其关联的设备或系统会产生影响，因此需报省厅给予

注销。 

G.4 前端设备接入报审流程 

G.4.1 报审流程 

各市（州）、县（区）环保局在新建环保视频监控设备系统时，

应将欲接入的视频监控前端设备的情况，汇总成表报省厅信息中心

审核，如果所选设备及型号审查符合接入标准，则省厅信息中心在

可视化平台接入设备管理加入接入设备列表，各市（州）、县（区）

环保局。报审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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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2.1 前端设备接入报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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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2 前端设备接入报审表 

企业现场视频监控端设备接入报审表 

序

号 
所属市

（州） 

监控

企业

名称 

监控企

业类型 设备厂家 设备型

号 
摄像机类

型 

视频

DVS/DVR/NV
R 品牌型号 

监控点位（ 
坐标位置） 

摄像机 IP
地址 

连接

线路 

网络

运营

商 

网络运营

商负责联

系方式 

承建商及其

联系方式 
环保局负责

人联系方式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举

例 自贡 
鸿鹤

化工

厂 
国控 海康威视 ZBN-21

Z23F 高速球机 海康 DS6101 

排烟口 
北纬：

XX0XX'XX.XX" 
东经：

XX0XX'XX.XX" 
海拔：XX 米 

125.64.17.
13 

商务

光纤 电信 

中国电信

XXX 先生 
手

机:139XX
XXXXXX

XXX 

XXX 公司

XXX 先生 
手

机:139XXX
XXXXXXX

X 

XXX 先生 
手

机:139XXX
XXXXXX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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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1）所属地区填写具体市（州）、县（市、区）； 

         2）监控企业类型请填写：国控、省控、市控、县控； 

         3）摄像机类型请填写是 IP摄像机还是模拟摄像机，枪机还是球机； 

         4）监控点位请填写诸如：排水口、进水口、生产现场、排气/烟口等具体安装位置； 

         5）连接线路请填写：是专线、ADSL、3G； 

         6）网络运营商请填写：是电信、移动，还是联通。 

 


	1 前 言
	2 引 言
	3 适用范围
	4 规范性引用文件
	5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5.1 术语和定义
	5.1.1 环保可视化视频监控系统
	5.1.2 视频监控
	5.1.3 视频传输
	5.1.4 前端系统
	5.1.5 监控点
	5.1.6 监控中心
	5.1.7 中心平台
	5.1.8 视频编码设备
	5.1.9 视频解码设备
	5.1.10 视频监控终端
	5.1.11 监控客户端
	5.1.12 管理服务端
	5.1.13 Web终端
	5.1.14 用户权限
	5.1.15 数据加密
	5.1.16 完整性保护
	5.1.17 术语说明
	5.1.18 SIP设备
	5.1.19 SIP网关
	5.1.20 高清视频
	5.1.21 高清摄像机
	5.1.22 网络摄像机

	5.2  缩略语

	6 系统建设原则
	6.1 互通性
	6.2 实用性
	6.3 适用性
	6.4 扩展性
	6.5 规范性
	6.6 易操作性
	6.7 实时性
	6.8 安全性
	6.9 可靠性
	6.10 可维护性
	6.11 良好的兼容性

	7 系统架构
	7.1  总体架构
	7.1.1  分层
	7.1.2  分域
	7.1.3  分级
	7.1.3  分权

	7.2  物理架构
	7.2.1  前端系统
	7.2.2  传输网络
	7.2.3  中心平台

	7.3  前端系统组成
	7.3.1 基于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的模拟视频监控系统
	7.3.2 基于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的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7.3.3 基于DVR的模拟视频监控系统
	7.3.4 基于NVR的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7.4  传输网络组成
	7.4.1 前端接入网
	7.4.2 传输骨干网

	7.5  中心平台组成
	7.5.1 平台管理单元
	7.5.2 流媒体转发/分发单元
	7.5.3 前端接入单元
	7.5.4 存储管理单元
	7.5.5 监看操作单元
	7.5.6 解码上墙单元
	7.5.7 报警管理单元
	7.5.8 网络管理单元


	8 前端系统技术要求
	8.1  前端系统功能要求
	8.1.1 实时视频监控
	8.1.2 远程控制
	8.1.3 录像管理
	8.1.5 远程配置功能
	8.1.6 系统校时功能
	8.1.7 与监测系统联动
	8.1.8 语音对讲
	8.1.9 智能图像功能
	8.1.10 同步功能

	8.2  前端系统性能要求
	8.2.1 网络带宽
	8.2.2 网络设备性能要求
	8.2.3 端到端延迟时间
	8.2.4 图像质量要求
	8.2.5 分发要求
	8.2.6 视音频编解码要求
	8.2.7 系统存储要求

	8.3  前端设备选型要求
	8.3.1 视频处理单元
	8.3.2 本地监控客户端
	8.3.3 网络设备
	8.3.4 摄像机
	8.3.5 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
	8.3.6  NVR
	8.3.7 数采仪
	8.3.8 电表


	9 传输网络系统技术要求
	9.1 网络接入技术要求
	9.2 网络传输性能要求
	9.2.1 网络通道要求
	9.2.2 网络带宽要求
	9.2.3 网络设备性能要求
	9.2.4 端到端延迟时间要求


	10 已部署中心平台软件
	10.1  中心平台软件功能
	10.1.1 设备管理
	10.1.2 服务器管理
	10.1.3 计划管理
	10.1.4 报警管理
	10.1.5 用户及权限管理
	10.1.6 日志管理
	10.1.7 实时视频监控
	10.1.8 远程控制
	10.1.9 录像管理
	10.1.10 图像管理
	10.1.11 报警功能
	10.1.12 语音对讲
	10.1.13 分发功能
	10.1.14 电子地图功能
	10.1.15 智能图像功能
	10.1.16 系统同步

	10.2  中心平台软件性能
	10.2.1 视音频编解码及图像质量要求
	10.2.2 分发要求
	10.2.3 系统存储要求
	10.2.4 平台处理能力
	10.2.5 平台接入容量

	10.3  中心平台设备
	10.3.1 平台中心服务器
	10.3.2 平台管理服务器
	10.3.3 移动视频服务器


	11 设备及用户编码
	12 系统安全
	12.1  认证安全
	12.2  数据加密和数据完整性保护
	12.3  网络安全
	12.4  设备安全
	12.5  可靠性和可用性

	13 系统环境要求
	13.1 设备机房环境条件
	13.2 室外环境条件
	13.3 防雷及接地要求
	13.3.1 设备防雷要求
	13.3.2 线路防雷要求


	14 系统技术参数要求
	14.1 图像参数
	14.1.1 显示图像质量
	14.1.2 显示图像灰度等级
	14.1.3 视频分辨率
	14.1.4 视频图像清晰度
	14.1.5 视频信号幅度
	14.1.6 视频信号随机信噪比
	14.1.7 帧频（刷新率）
	14.1.8 前端摄像机亮度灵敏度
	14.1.9 图像信息还原性

	14.2 系统参数
	14.2.1 室外设备箱防护级别
	14.2.2 系统接地电阻值
	14.2.3 系统接地线要求
	14.2.4 系统电源质量
	14.2.5 网络传输要求
	14.2.6  系统的视频存储时间
	14.2.7  系统可靠性


	15 系统论证、检验和验收
	15.1 系统论证、检验和验收依据
	15.2 方案论证
	15.2.1 方案论证、审批程序和要求
	15.2.2 初步设计
	15.2.3 初步设计方案论证
	15.2.4 初步设计方案审批

	15.3 工程检验
	15.3.1 一般规定
	15.3.2 实施
	15.3.3 检验项目
	15.3.4 检验程序
	15.3.5 系统检查/检验
	15.3.6 编制报告，结果评述（判）

	15.4 竣工验收
	15.4.1 一般规定
	15.4.2 验收程序
	15.4.2.1 施工验收
	15.4.2.2 技术验收。
	15.4.2.3 资料验收。

	15.4.3 验收结论与整改
	15.4.3.1 验收结论
	15.4.3.2 整改要求


	15.5 工程移交
	15.5.1 工程正式交付使用的必要条件
	15.5.2 竣工图纸资料归档与移交应符合下列规定


	附录A  视频编解码标准
	A.1 基于H.264的视频编解码技术要求
	（1）H.264的档次和级别
	（2）H.264工具


	附录B  对象编码
	B.1 对象编码规则
	B.1.1 对象编码结构
	B.1.2 对象编码结构
	B.1.2.1 市（州）区域编码
	B.1.2.2 县（区）级区域编码
	B1.2.3 区域编码汇总表

	B.1.3 对象编码规则


	附录C  前端设备配置原则
	C.1 前端设备数量配置要求
	C.2 前端设备部署点位要求

	附录D  系统典型配置图
	附录E  主要设备选型
	E.1 前端摄像机
	E.1.1 高清高速球型IP摄像机
	E.1.2 高清枪型IP摄像机
	E.1.4 模拟枪型摄像机
	E.1.5 模拟高速球型摄像机

	E. 2 存储设备
	E.2.1 IP  SAN 网络存储
	E.2.2 NVR网络录像机

	E.3 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

	附录F  前端设备SDK支持要求
	F.1  接入SDK基本功能要求
	F.2  解码SDK基本功能要求
	F.3 平台对前端设备API接入要求
	F.3.1 对接概述
	F.3.2 体系结构
	F.3.3 接入需求
	F.3.3.1 不能是可视化控件
	F.3.3.2 可以是API函数方式的，但不能与窗口或者窗口句柄有关
	F.3.3.3 可以是HTTP方式的

	F.3.4 预定义文件
	F.3.5 接口介绍：
	F.3.6 注意事项
	F.3.7 工程整合
	F.3.8 工程创建示例


	附录G  前端系统接入要求
	G.1 前端系统接入总体要求
	G.1.1 新建前端系统接入要求
	G.1.2 已建前端系统接入方案
	G.1.2.1 已使用环保专网接入
	G.1.2.2 自建专网（含租用运营商）接入
	G.1.2.3 前端系统改造


	G.2 前端设备接入接口要求
	G.2.1 数采仪接入要求
	G.2.1.1 接口要求
	G.2.1.2 通讯协议要求
	一、通讯方式如下：
	二、系统结构
	三、数据结构
	四、命令
	1、设置现场机系统时间
	2、提取现场机系统时间
	3、上传污染物实时数据
	4、取实时数据采集
	5、取污染物分钟数据
	6、取污染物日历史数据
	7、取污染物报警记录
	8、超标报警
	9、设置污染物报警门限值
	10、提取污染物报警门限值
	11、设置上位机地址
	12、提取上位机地址
	13、设置日数据上报时间
	14、设置实时采样数据上报间隔
	15、提取实时采样数据上报间隔
	16、初始化超时时间和重发次数
	17、设置持续超限报警时间



	G.2.2 智能电表接入要求
	G.2.3 存储设备接入要求
	G.2.4 摄像机接入要求
	G.2.5 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接入要求

	G.3 前端设备接入管理要求
	G.3.1 设备接入
	G.3.2 配置设备属性
	G.3.3 设备注销

	G.4 前端设备接入报审流程
	G.4.1 报审流程
	G.4.2 前端设备接入报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