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视频图像结构化检测系统

使用指南

浙江浩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浙江浩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版本页

版本号 修订时间 修订内容 修订人 审核人

■ 版权声明

本文中出现的任何文字叙述、文档格式、插图、照片、方法、

过程等内容，除另有特别注明，版权均属浙江浩腾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所有，并受到有关产权及版权法保护。任何个人、机构

未经浙江浩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许可，不得以任何方

式复制或引用本文的任何片断。



浙江浩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目录

1. 概述..........................................................................................................................4
1.1. 产品目标......................................................................................................4
1.2. 应用场景......................................................................................................5

1.3.1 违章抓拍项目....................................................................................5
1.3.2 尾号限行抓拍项目............................................................................5
1.3.3 大货车限行抓拍项目........................................................................6
1.3.4 不礼让行人抓拍项目........................................................................6
1.3.5 违章停车抓拍项目............................................................................7
1.3.6 交通卡口监控项目............................................................................7
1.3.7 交通信息采集分析项目....................................................................8

1.3. 面向客户......................................................................................................9
2. 总体说明..................................................................................................................9

2.1. 系统原理......................................................................................................9
2.2. 技术路线......................................................................................................9

2.2.1 前端设备技术路线（图像采集）.....................................................9
2.2.2 中心分析平台技术路线(视频分析+应用)....................................10

2.3. 系统架构....................................................................................................10
2.4. 系统组成....................................................................................................11

3. 产品功能................................................................................................................12
3.1. 闯红灯违法抓拍功能................................................................................12
3.2. 卡口监测记录功能....................................................................................12
3.3. 交通拥堵自动识别功能............................................................................12
3.4. 高架违停识别功能....................................................................................14
3.5. 其他交通违法行为记录功能....................................................................14
3.6. 车辆牌照自动识别功能............................................................................14
3.7. 信号灯视频检测功能................................................................................15
3.8. 车辆稽查布控功能....................................................................................15
3.9. 高清录像功能............................................................................................16
3.10. 交通参数采集功能..................................................................................16
3.11. 数据断点续传功能..................................................................................16
3.12. 时间校准功能..........................................................................................16
3.13. 图像防篡改功能......................................................................................16
3.14. 网络远程维护功能..................................................................................17

4. 产品优势................................................................................................................17
4.1. 智能后置（设备兼容、功能一致）........................................................17
4.2. 智能后置（功能升级方便）....................................................................17
4.3. 智能后置（有效避开了恶劣的外部环境）............................................17



浙江浩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1. 概述

1.1. 产品目标

本分析系统希望达到以下核心业务目标：

1）整合利用现有区域内公安、交通等已建设具备分析条件的视频进行拓展。

充分挖掘现有可利用资源，大幅减小投入。

2）减少因闯红灯、压线行驶、逆向行驶、不按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而造成

的交通事故、堵塞和交通混乱；

3）提高机动车驾驶员的自觉性，增强安全意识；

4）检测和记录城区车辆情况，组织调度交通流，改善治安和交通秩序；

5）为交通肇事逃逸和涉车案件等违法行为提供线索和证据。

同时，我们利用技术架构革新使系统在易用性和升级便利性上达到一个更高

的层次：

1）前端摄像机功能极简化，只用于常规的视频图像采集，减少前端工作压

力，减少前端设备维护量。视频检测功能后置到中心的专用服务器中，运维工作

更简单；

2）满足标准编码格式的不同品牌的监控摄像机可接入统一的处理服务器中，

做到所有监控点位功能一致、业务应用一致；

3）新技术的升级应用只需要对中心处理服务器进行升级，不需要调整摄像

机程序。高性能的中心处理服务器可满足今后技术革新对设备硬件的提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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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应用场景

1.3.1 违章抓拍项目

可以检测的违章行为包括：闯红灯、实线变道、逆行、占用公交车道、排队

加塞、压线行驶、不按车道行驶、不系安全带、接打手持电话等。

满足《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T496-2014）》、《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GAT832-2014）》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视频取证设备技术规范（GAT995-2012）》标准。

1.3.2 尾号限行抓拍项目

可以根据交通管理部门的实际情况，设置城区错峰限行时段、尾号限行规则，

对违反限行规定的车辆进行自动违章抓拍。

http://www.baidu.com/link?url=KeQrLKmADPt4GZmPRKgqffi82ifIywLu-9MNY0s7T4Kkg1bX8WF4voGBQQlQIR2oXKpdGBa00OtqH24k3on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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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大货车限行抓拍项目

可以根据交通管理部门的实际情况，设置大货车限行时段、限行规则，对违

反限行规定的大货车进行自动违章抓拍。

1.3.4 不礼让行人抓拍项目

在人行横道区域，可以自动检测机动车是否出现不礼让行人的违规行为，并

对违规过程进行证据采集，对违章车辆进行自动违章抓拍。

满足《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GAT832-2014）》和《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视频取证设备技术规范（GAT995-2012）》标准。

http://www.baidu.com/link?url=KeQrLKmADPt4GZmPRKgqffi82ifIywLu-9MNY0s7T4Kkg1bX8WF4voGBQQlQIR2oXKpdGBa00OtqH24k3on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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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违章停车抓拍项目

对禁停区域内车辆目标进行提取、违法行为自动判定、自动跟踪放大、自动

车牌识别，对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进行取证记录，适用于对城市道路禁停路段、

网格线禁停区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进行取证治理。

满足《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GAT832-2014）》和《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视频取证设备技术规范（GAT995-2012）》标准。

1.3.6 交通卡口监控项目

车辆在经过监控点位时，系统会根据运动状态轨迹跟踪的情况，拍摄一张图

片对过往车辆进行记录。图片能清晰辨别车辆类型、车牌号码、车身颜色等信息。

满足《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T497-2016）》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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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交通信息采集分析项目

通过道路上的监控点位，对路口车辆排队情况、车流量、平均车速等信息进

行采集，对交通拥堵情况进行分析和预判，结合其他交通智能管控系统，对交通

拥堵地段进行疏导和分流。

交通数据 描述

车流量 通过车道内的车流数目。

平均车速 车道内车辆的平均速度，以千米／小时表示。

车头时距 同一车道前后两辆车通过同一地点的时间差，以秒表示。

车头间距 同一车道前后两辆车之间的距离，以米表示。

车道时间占有率 车辆通过时间的累积值与观测总时间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车道空间占有率 单位长度路段上行驶的车辆总长占该路段长度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车辆类型 大型车、中型车、小型车。

车辆排队长度 车道发生拥堵、缓行时的车辆排队长度信息，以米表示。

交通状态 畅通、缓行、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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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面向客户

我们产品面向的客户主要有：

 各省交警总队、各地市交警支队

 各省高速交警总队、各地市高速交警支队

 各地市公安局（卡口系统、交通信息采集系统）

2. 总体说明

2.1.系统原理

本产品是基于云模式的视频综合分析系统。在系统结构上采用前端采集+中

心集中式处理服务器的方式，其前端设备仅负责采集高清视频图像，通过裸光纤

传输至服务器，经智能视频处理软件分析、识别后，把路口交通流量信息、速度、

车辆通行信息（尾部卡口）、交通违法信息和高清录像进行不间断的采集，并以

不同的数据结构和数据要求存入到磁盘阵列中。

2.2.技术路线

从设计思路出发，我们产品主要采用以下核心技术路线：

2.2.1 前端设备技术路线（图像采集）

考虑到电子警察系统前端都部署在室外，环境比较恶劣，而且需要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对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为进一步降低前端摄像机

的设备压力，要求摄像机只做视频采集，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智能分析。

前端部分由杆件、高清摄像机、LED 智能补光灯、光纤收发器、电源、防

雷、摄像机防护罩和户外防护柜等设备组成，不添加外部触发装置，仅负责全天

候的前端视频采集，将采集的高清视频通过光纤通信系统实时传送到中心进行视

频处理与存储。

前端摄像机作为前端设备中的核心设备，要求采用“图像传感器+ISP+D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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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通过对 ISP和 DSP的精细化控制来确保高清图像的成像质量，使得

高清摄像机在不同环境、不同光照条件下均可达到满足业务应用的成像效果。

2.2.2 中心分析平台技术路线(视频分析+应用)

中心分析平台涵盖了视频分析、业务应用两大模块。

电子警察管理平台采用成熟、主流的技术构建，充分兼顾交警业务需求和技

术的发展，充分考虑与交警其他信息系统的连接，建设可扩展的开放平台。

中心检测处理存储单元包括集中处理服务器和视频处理软件，系统对视频进

行特征符号化处理后，把抓拍照片、高清视频录像、交通基础数据等进行分类，

通过业务逻辑处理单元实现各类交通管理业务处理并提供各类外部数据接口。

2.3.系统架构

视频综合分析系统架构示意图（共享公安平安城市监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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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系统组成

高清视频综合分析系统由前端子系统、网络传输子系统、中心分析系统以及

业务平台子系统四大部分组成，实现对路口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压线、不按所

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的自

动抓拍、记录、传输和处理，同时系统还兼具卡口功能，能够实时记录通行车辆

信息。

1）前端子系统

负责前端画面的采集和回传，主要由电警摄像机、补光单元、信号灯检测单

元等相关组件构成。路口视频画面采用 IP方式传输。

2）网络传输子系统

负责完成数据、图片、视频的传输与交换。建设视频专网，其中路口局域网

主要由点到点裸光纤、光纤收发器组成；中心网络主要由接入层交换机以及核心

交换机组成。

3）中心分析单元

负责视频画面的智能分析和处理，输出对应的违法图片、卡口图片和交通流

数据等智能信息。主要由高性能的中心分析处理设备组成。

4）后端管理子系统

负责实现对辖区内相关数据的汇聚、处理、存储、应用、管理与共享，由中

心管理平台和存储系统组成。中心管理平台由平台软件模块搭载的服务器组成，

包括：管理服务器、应用服务器、Web服务器、图片服务器、录像管理服务器和

数据库服务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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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功能

3.1.闯红灯违法抓拍功能

系统可以实现对单方向各车道闯红灯车辆的监测、图像抓拍等功能。每一违

法记录拍摄连续 3张（或 4张）反映闯红灯过程的图片，其中第一个位置的图片

反映机动车未到达停止线的情况，并能清晰辨别车辆类型、交通信号灯红灯、停

止线；第二个位置的图片反映机动车已越过停止线的情况，并能清晰辨别车辆类

型、号牌号码、交通信号灯红灯、停止线；第三个位置的图片反映机动车越过停

止线继续前行的情况，并能清晰辨别车辆类型、交通信号灯红灯、停止线。第四

个位置的图片反映出机动车已越过路口中心的位置的情况，并能清晰辨别车辆类

型、交通信号灯红灯、停止线。

3.2.卡口监测记录功能

系统能够准确捕获、记录车辆通行信息（车辆尾部的图片），对通过车辆的

捕获率不小于 92%。记录的车辆信息除包含图像信息外，还包括文本信息，如日

期、时间（精确到秒）、地点、方向、号牌号码等。车辆信息写入关联数据库，

并将相关文本信息叠加到图片上。

3.3.交通拥堵自动识别功能

系统可自动对交通拥堵状态进行识别。根据交通拥堵不同级别，进行分级别

预警。交通拥堵分为黄色拥堵预警、橙色拥堵预警、红色拥堵报警三个级别。

交通拥堵识别场景分为高空拥堵识别和低空拥堵识别两种。高空拥堵识别是

采用高空监控，对道路全局性大场景的拥堵情况进行分析识别。低空拥堵识别是

采用低空监控，针对道路局部视场的拥堵情况进行分析识别。断面和整体相结合，

提高交通信息的完整性。

交通拥堵分析颗粒度可以按照道路方向，也可以细分到每一个车道。适用于

不同的场景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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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高空拥堵识别

b. 低空拥堵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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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高架违停识别功能

系统可自动对高架违停进行自动识别。车辆在高架上违停超过指定时间，则

进行高架违停抓拍。

高架违停分为导流线上违停、车道内违停、硬路肩违停等。

3.5.其他交通违法行为记录功能

系统在路口电子警察设备可检测的范围条件允许的情况内，具体功能如下：

 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记录

 逆行记录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记录

 压线/变道记录

 路口停车

 机占非

 违章停车

 不礼让行人

3.6.车辆牌照自动识别功能

系统可自动对车辆牌照进行识别，包括车牌号码、车牌颜色的识别。

1）车牌号码自动识别

在实时记录通行车辆图像的同时，还具备对符合“GA36-92”（92式牌照） 、

“GA36-2007”（新号牌标准）、“GA36.1-2001”（02 式新牌照）、“GA36-2014”

（新能源号牌标准）、“GA36-2018”标准的民用车牌、警用车牌、军用车牌、武

警车牌的车牌自动识别能力，包括 2012式军牌、2012式武警车牌。所能识别的

字符包括:

阿拉伯数字 “0～9”十个

英文字母 “A～Z”二十六个

省市区汉字简称

京、津、晋、冀、蒙、辽、吉、黑、沪、苏、浙、皖、

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川、贵、云、

藏、陕、甘、青、宁、新、渝、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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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牌分类用汉字 警、学、使、领、试、挂、港、澳、超

12式武警车牌字符 WJ 样式的字母

2）车牌颜色自动识别

系统能识别黑、白、蓝、黄、绿五种车牌颜色。

3）系统识别的车牌类型部分示例：

3.7.信号灯视频检测功能

系统支持视频检测信号灯的功能。可有效解决各厂家对信号灯状态的通讯协

议不一致的问题，做到信号灯检测不依赖原有的硬件检测设备。

同时，支持在杆件晃动时，可动态跟踪并更新信号灯的位置坐标，保证信号

灯状态检测率不低于 99%。

3.8.车辆稽查布控功能

系统具备车辆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监测报警和布控车辆自动比对报警功能，比

对方式包括精确比对和模糊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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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高清录像功能

系统支持道路交通情况的实时视频录像存储，视频质量能清晰反映覆盖区域

内行驶机动车的车牌号码。视频采用预分配存储机制，前端支持进行滚动存储（需

前端设备支持 SD 卡功能，或后端有存储接口）。

3.10. 交通参数采集功能

通过检测数据，统计交通流参数，包括流量、车速、时间占有率、车长、车

头时距等，其中流量采集准确度不小于 90%；交通数据统计周期可按需求进行设

置和输出，并支持丰富的图形报表及数据导出。

同时，可通过网络接口将流量数据信息传递给路口信号机，实现电子警察和

信号机的信息互联互通，数据传输符合 GA/T 920-2010《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与

车辆检测器间的通信协议》。

3.11. 数据断点续传功能

系统支持断点续传功能。当遇到网络中断或其他故障时，车辆信息存储在中

心分析设备中，待故障排除后自动续传。

3.12. 时间校准功能

按照《GA/T832-2014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的要求，

24h 内计时误差不超过 1.0s，确保所有前端设备点位每日至少与电子警察中心系

统时钟同步一次。

3.13. 图像防篡改功能

系统记录的原始图像信息具备防篡改功能，防止在传输、存储、处理等过程

中被人为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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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网络远程维护功能

系统可以实时查看前端设备的运行状态。能通过网络实现远程维护、远程设

置和远程升级等功能。

4. 产品优势

4.1.智能后置（设备兼容、功能一致）

本产品采用基于云模式的视频分析模式，硬件组成相对简洁。在系统的整体

架构上采用前端设备简化（只负责高清视频采集），在中心进行集中视频视觉识

别、分析的处理存储模式。

前端不同时期、不同项目建设的不同厂家的电子警察，只要其满足标准码流

的要求，都可以接入到统一的中心处理设备中，保证前端所有电子警察的功能一

致性。

4.2.智能后置（功能升级方便）

本产品采用云服务分析模式，前端摄像机只负责图像采集，中心处理设备才

是系统功能实现的核心节点。在技术发展引领出新的功能时，只需要对中心处理

设备进行升级即可，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对前端摄像机进行一个一个的升

级。

4.3.智能后置（有效避开了恶劣的外部环境）

以往的电子警察智能分析前置到摄像机中，摄像机的运行压力巨大，常常会

出现摄像机性能不足、机身过热，导致死机、频繁重启的问题。云电警系统中大

大减轻了前端摄像机的工作压力，摄像机只需要负责成像控制、视频采集的工作。

摄像机出现故障的概率大大减少。而负责核心视频分析的设备集中到了环境舒适

的中心机房，可保障设备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提高设备运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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