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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概述 

 本文档针对智慧园区运营中心，为用户提供园区平台操作指导。 

读者对象 

 本文档（本指南）主要适用于以下工程师： 

⚫ 技术支持工程师 

⚫ 系统管理员 

修订记录 

 修订记录累积了每次文档更新的说明。最新版本的文档包含以前所有文档版本的更新内容。 

 文档版本 01（2020-12-11） 

 第一次发布。 

 

2 安全声明 

概述 

 针对智慧园区运营中心，安全隐私进行声明。 

安全操作声明 

 工程师在进行维护操作前，请务必遵循如下要求： 

⚫ 任何维护操作必须得到客户的授权，禁止进行超出客户审批范围的任何操作。在完成服务后，必

须在客户的监督下对所涉及的个人数据进行安全删除。 

⚫ 问题定位任何数据如果传出客户网络时，必须得到客户的授权。必须对其中的个人信息进行过滤、

或匿名化或假名化处理，确保服务商不能以任何方式还原个人数据。 

个人数据声明 

  您在使用智慧园区运营中心过程中将可能获取或使用用户的某些个人数据，因此您有义务根

 据所适用国家的法律制定必要的用户隐私政策并采取足够的措施以确保用户的个人数据受到充分的

 保护。 

密码声明 

 本产品包含较多的默认密码，在第一次使用默认密码登录服务器或者应用时，请及时修改密码。 

 为充分保证设备安全，请定期修改密码。 

 为了保证安全，密码需要一定的复杂度，强烈建议设置复杂度高的密码。 

⚫ 智慧园区运营中心登录用户的密码修改维护方法请参见账户管理 章节的“重置密码”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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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概述 

3.1 系统介绍 

智慧园区运营中心系统是一个通过物联网、AI、大数据、空间服务等技术手

段，实现园区人、车、物、事的监测、分析、联动以及可视化的平台。 

智慧园区运营中心，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车辆识别、视频分析等方式对园区

人、车进行量化管理，精准筛选出园区中敏感数据，识别不安全因素并制定预案

予以解决，该系统提高了园区的运营效率和访客体验。 

智慧园区可对园区视频信息、人员信息、车辆信息、门禁信息做到全面数字

化管理，替代管理者完成复杂手工任务，能提高园区的安全防范等级，提高安保

工作效率，安全性和公司形象。通过整体架构的设计，为智慧园区软件产品提供

应用整合平台，并提供专业的智慧园区软件解决方案，可实现高度定制化园区方

案。 

3.2 架构介绍 

 业务架构 

 

 架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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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功能 

4.1 登录运营中心 

登陆系统后您才可以使用该系统 

 首次登录系统使用默认密码，建议您立即修改密码，以免产生安全风险，请

参见账户管理章节的“修改密码”功能描述。 

 前置条件 

⚫ Tomcat、Nginx、Redis、kafka、zookeeper、数据库等服务全部正确安装

并正常运行 

⚫ 使用推荐浏览器登录并配置服务 IP 地址，如：https://(公网 IP/域名):端口 

操作步骤： 

1、打开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s://(公网 IP/域名):18081/#/login，浏览器显示

内容如图 4-1 所示 

https://(公网IP/域名)
https://(公网IP/域名):18081/#/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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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登录界面 

2、在对话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管理员账号 admin，初始化密码@123456），

单击“登录”，成功进入平台系统如图 4-2 所示 

 

图 4-2 系统界面 

 

4.2 视频监控 

 视频监控支持查看实时画面、查看录像回放。摄像机策略设置支持录像、录像计划、抓

拍。 

4.2.1 视频浏览 

1、单机“视频监控”，选择视频浏览，进入视频浏览界面如图 4-3 所示。 

选择对应摄像机列，双击开始视频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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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视频浏览 

2、双击摄像机列表中，摄像机名称，播放视频画面如图 4-4 所示 

 

图 4-4 视频浏览画面 

4.2.2 视频控制 

1、视频控制功能如图 4-5 所示 

 

图 4-5 视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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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控制面板，按钮功能从左到右依次是视频录像、视频定制录像、平台抓拍、本地

抓拍、全部停止 

4.3 告警中心 

 告警中心用来接收第三方各种告警信息，将告警以地图形式和列表形式分类展示；支持

用户在告警中心处理告警信息，将告警指派给具体安保人员处理，并支持查看处理后告警记

录信息。 

4.3.1 手动告警 

手动告警采用接收人员手动触发的告警的方式接收告警，采用告警信息描述与地图坐标

选择相结合的告警方式。该告警方式还支持第三方接入上报的方式，其他平台可以通过接入

本平台接口的形式为本平台提供手动告警。 

操作步骤： 

1、点击“告警中心”，选择“手动告警”，浏览器出现手动告警上报界面，如图 4-6 

 

图 4-6 手动告警界面 

2、输入告警信息点击“保存”按钮，提交手动告警内容。如图 4-7、4-8 



智慧园区软件解决方案 

文档版本错误!未知的文档属性名

称 (错误!未知的文档属性名称 1) 

错误!未知的文档属性名称 
10 

 
 

 

图 4-7 手动告警填写 

 

图 4-8 手动告警提交提示信息 

4.3.2 实时告警 

 实时告警采用地图形式展示。地图展示比较直观，同时可用于轨迹展示；地图上可以展

示告警源以及周围其他资源（如安保人员、门禁、消防设备等），方便统一调度指挥。 

操作步骤： 

 1、点击“告警中心”，选择“实时告警”，进入系统中“实时告警界面”。如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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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实时告警界面 

2、点击“告警列表”中的告警信息，告警信息会在地图上展示坐标位置，并在右侧展示告

警内容信息，如图 4-10 所示。 

 

图 4-10 告警信息查看 

3、处理告警信息 

 在告警信息查看视图中，在最下侧可以进行告警确认和告警误报操作，如图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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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告警处理 

4.3.3 告警历史 

历史告警用来展示已经处理和超时未处理的告警信息，告警列表可以进行多条件筛选操

作，告警详情内容包括告警内容、处理明细，视频类的还包括告警产生时的抓拍、录像信息。 

1、点击“告警中心”，选择“历史告警”，进入“历史告警”，点击展开筛选可以进行多条件筛

选操作，如图 4-12 所示 

 

图 4-12 告警列表 

2、点击告警列表中“ ”按钮，可以查看告警详情，如图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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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告警详情 

4.3.4 任务管理 

任务管理用来创建告警任务信息，并指派安保人员进行告警任务执行。在安保人员处理

完告警任务后，可以结束告警任务。 

 1、点击“告警中心”，选择“任务管理”，系统进入任务管理如图 4-14 所示 

 

图 4-14 任务管理 

 2、点击“指派任务”按钮，系统显示任务指派界面，如图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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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3、填写告警任务后，点击“指派”按钮如图 4-16 所示 

 
图 4-16 指派任务成功 

 4、点击“ ”启动任务，如图 4-17 所示 

 

图 4-17 启动任务 

 5、点击“ ”，查看任务执行信息，以及执行人信息，如图 4-18 所示 

 

图 4-18 任务查看 

 6、安保人员点击“关闭任务”，选择关闭原因，填写任务关闭描述，如图 4-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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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关闭任务 

4.4 视频巡逻 

 视频巡逻功能是通过制定巡逻路线、巡逻计划通过调用巡逻路线上的摄像头的监控视频

代替现场人工巡逻，巡逻过程中不定时显示打卡框，提示安保人员打卡确认操作。 

4.4.1 巡逻计划 

 创建巡逻计划，安保人员视频巡逻提供巡逻任务计划 

 1、点击“视频巡逻”，选择“巡逻计划”，进入系统巡逻计划界面，如图 4-20 所示 

 

图 4-20 巡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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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点击“创建计划”，选择“选择区域设备”按钮，选择“区域”巡逻视频摄像头在地图

上展示，如图 4-21 所示 

 

图 4-21 

 3、按照巡逻线路，点击摄像头，绘制巡逻计划线路，如图 4-22 所示 

 

图 4-22 绘制巡逻线路 

 4、点击“下一步”，填写其他巡逻计划信息，如图 4-23 所示 

 

图 4-23 巡逻时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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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保存成功后，可以在巡逻计划列表中查询到该巡逻计划，并设置启动操作，如图 4-

24 所示 

 

图 4-24 查看巡逻计划 

4.4.2 实时巡逻 

实时巡逻界面支持查询巡逻任务列表数据。视频播放期间可以进行平台录像操作，平台

录像保存在视频管理平台上，可以通过“视频监控”→ “视频浏览”功能中的视频录像回

放，查看、下载录制的视频信息。在巡逻过程中按照系统要求进行打卡操作，在执行完成巡

逻任务后，需要提交执行巡逻记录，从而生成巡逻报告 

点击“视频巡逻”，选择“实时巡逻”，如图 4-25 所示，待任务开始即可进行视频巡逻 

 
图 4-25 实时巡逻 

4.4.3 巡逻历史 

当视频巡逻结束后，安保管理人员可以查看到视频巡逻历史记录，并支持巡逻记录导出

操作，巡逻过程中遇到的告警事件，打卡要求以及打卡记录，巡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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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点击“视频巡逻”，选择“巡逻历史”，进去巡逻历史界面，如图 4-26 所示 

 

图 4-26 巡逻历史 

 2、点击“查看报告”按钮，查看巡逻历史报告数据，如图 4-27 所示 

 

图 4-27 巡逻报告 

4.5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包括：名单管理、布控管理、人员搜索、人脸对比、人脸搜索功能。该功能可

以对人员进行精准查询，保障园区人员安全。 

4.5.1 名单管理 

名单管理支持对黑名单、红名单、白名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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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点击“人员管理”，选择“名单管理”，进入名单管理界面如图 4-28 所示 

 

图 4-28 名单管理 

 2、点击左侧“+”，添加人员名单组，选择名单组类型，输入名单组名称，如图 4-29 所

示 

 

图 4-29 创建名单组 

 

 3、选择需要添加的人员名单组，点击右侧“+”，添加人员信息，如图 4-30 所示 

 

图 4-30 添加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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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名单组列表，查看人员组人员信息。如图 4-31 所示 

 
图 4-31 查看人员组名单 

4.5.2 人员布控 

系统支持对黑名单进行增、删、改、查，同时通过动态人员抓拍与识别，基于“黑名单”

对重点人员库信息，进行动态布控，获得重点人员的布控告警信息 

 1、点击“人员管理”，选择“人员布控”，进入人员布控界面，如图 4-32 所示 

 

图 4-31 人员布控 

 2、点击“+创建布控”按钮，添加布控任务，如图 4-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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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创建布控 

 3、点击“启动布控”按钮开启布控，如图 4-33 

 

图 4-33 布控 

4.5.4 人员搜索 

 通过人员照片、身份证号、人员特征信息查询人员轨迹信息。 

 点击“人员管理”，选择“人员搜索”功能，进入人员搜索界面，如图 4-34 所示 

 

图 4-34 人员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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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人脸对比 

该功能是用来对比人脸相似度的，以便于不同人脸特征直接对比 

1、点击“人员管理”，选择“人脸对比”功能，进入人脸对比界面，如图 4-34 所示 

图 4-34 人脸对比 

2、上传对比图片，点击对比，如图 4-35 所示 

 
图 4-35 人脸对比 

4.5.6 人脸检索 

当已知人脸照片时，可以使用该功能进行人脸检索，上传人脸图片，可以进行人脸库对

比检索。 

 点击“人员管理”，选择“人脸检索”。如图 4-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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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6 人脸检索 

4.6 车辆管理 

4.6.1 车辆黑名单 

车辆名单管理是将车辆信息按照名单组进行分类整理，以便后面进行分组布控，可以根

据黑名单、红名单进行名单组管理。黑名单车辆可以进行布控，红名单车辆不记录信息。 

 1、点击“车辆管理”，选择“黑名单”，如图 4-37 所示 

 

图 4-37 黑名单 

 2、点击左侧“+”按钮，添加黑名单组，如图 4-38 所示 

 

图 4-38 添加黑名单组 

 3、添加成功后，黑名单列表查询添加新名单组，如图 4-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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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9 黑名单列表 

 4、点击“+创建名单”，输入车辆信息，如图 4-40 所示 

 

图 4-40 添加车辆黑名单 

4.6.2 红名单 

车辆红名单为园区领导、关键人员车辆信息，红名单车辆不进行布控操作，在布控时，

不进行布控信息记录抓取，不进行检索。保证红名单车辆信息安全。 

 1、点击“车辆管理”，选择“红名单”，如图 4-41 所示 

 

图 4-41 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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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点击“创建名单”按钮，如图 4-42 所示 

 

图 4-42 所示 

 3、添加成功，红名单列表如图 4-43 所示 

 

图 4-43 红名单列表 

4.6.3 车辆布控 

在园区中对不法车辆，违规车辆可以进行黑名单收录，对这些黑名单车辆进行分类布控，

比如在不同区域，不同黑名单组进行不同的布控告警。  

1、点击“车辆管理”，选择“车辆布控”，进入车辆布控界面。如图 4-44 所示 

 
图 4-44 车辆布控 

2、点击“创建布控”按钮，勾选布控摄像机，填写车辆布控信息如图 4-45 所示 

 
图 4-45 车辆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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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用布控 

勾选布控任务，点击“ ”按钮，开启布控任务。 

4.6.4 车辆检索 

 在需要查询特征车辆在园区中的运行轨迹运行信息时，可由该车辆检索功能进行车辆检

索查询。比如查询某类车型、或者某种颜色的车辆，可对车辆进行分类查询 

 点击“车辆管理”，选择“车辆检索”输入检索车辆信息，勾选摄像头，点击查询搜索

车辆布控信息，如图 4-46 所示 

 
图 4-46 车辆检索 

4.7 人脸通行 

人脸通行由人脸识别 Pad 控制门禁卡口闸机设备实现人脸通行的，并记录了人脸通行

记录，以及特殊情况下需要执行门禁开门操作，比如发送火灾时，可以执行门禁开门操作，

并记录门禁控制记录信息 

4.7.1 门禁控制 

 在地图中显示出闸机位置信息，可对闸机进行控制操作，开闸、关闸操作，开闸操作需

要对开闸时间进行设置，开关闸可以同时对多个闸机设备进行同时操作。当发生特殊情况时

进行批量操作 

1、点击“人脸通行”，选择“门禁控制”进入门禁控制界面。如图 4-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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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7 门禁控制 

2、选择区域，勾选门禁设备，点击开关门操作，如图 4-48 所示 

 

图 4-48 门禁控制开门操作 

4.7.2 门禁控制记录 

 门禁控制记录用来收集门禁控制操作记录，记录门禁开关卡口信息，记录开关人员，开

关结果状态。 

 点击“人脸通行”，选择“门禁控制记录”，进入界面门禁控制记录，如图 4-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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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9 门禁控制记录 

4.7.3 通行记录 

 通行记录记录了人脸 pad 设备进行人脸识别分析时，门禁卡扣人员通行信息，可收集通

行时间通行地点、通行时抓拍场景信息 

 1、点击“人脸通行”，选择“通行记录”进入通行记录界面，如图 4-50 所示 

 
图 4-50 人脸通行记录 

 2、点击“详情”查询通行记录详情，如图 4-51 所示 

 
图 4-51 通行记录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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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设备管理 

4.8.1 设备接入 

 用来对接不同平台的各种设备系统，新建一个设备系统添加到园区平台、同时支持对设

备的增、删、改、查、同步，以及设备的事件配置功能 

 1、点击“设备管理”，选择“设备接入”，进入设备管理系统，设备接入功能界面，如图 4-

52 所示 

 

图 4-52 设备接入 

 2、点击“+新增设备系统”，填写人脸通道相关设备系统信息进行对接，如图 4-53 所示 

 

图 4-53 添加设备系统 

 3、设备系统添加成功后，点击“ ”查看设备列表，如图 4-54、4-55 所示 

 
图 4-54 系统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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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5 设备列表 

 4、查询设备：点击“ ”查看按钮，查看设备相关信息，如图 4-56 所示 

 
图 4-56 设备详情 

 5、视频分析平台 

 选择“视频分析平台”，点击“新增设备系统”，如图 4-57 视频分析平台 

 

图 4-57 视频分析平台 

 6、填写视频分析平台信息对接视频分析平台，如图 4-58 视频分析平台接入 

 
图 4-58 视频分析平台接入 

4.8.2 设备列表 

用来查看对接入系统的各种设备信息，这里与设备接入中的设备列表功能相似，但是有

所区别，设备接入的设备信息为设备的基础信息，即设备的原始数据，而该功能设备的业务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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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点击“设备管理”，选择“设备列表”，进入设备信息面板，如图 4-59 所示 

 

图 4-59 设备信息面板 

 2、点击“门禁”，查看门禁设备列表。如图 4-60 所示 

 
图 4-60 设备列表 

 3、点击“ ”门禁设备查看，如图 4-61 设备详情 

 
图 4-61 门禁设备详情 

4.8.3 设备状态 

 设备状态指查询出各种设备类型对应的设备在地图中的展示位置，点击地图上的设备图

标可用查询出设备的详细信息，以及设备是否可用，是否在线。 

 1、点击“设备管理”，选择“设备状态”，进入设备状态界面，如图 4-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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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2 设备状态 

 

2、点击图标左侧下拉按钮，可以查看对应的设备坐标信息，如图 4-63 所示 

 

图 4-63 设备坐标 

 

4.8.4 摄像机组管理 

 摄像机组管理，用来查询系统中对接的所有摄像机组信息，可以进行摄像机组的增、删、

改、查操作，进行摄像机组维护。 

 1、点击“设备管理”，查询“摄像机组管理”，进入摄像机组管理界面，如图 4-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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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4 摄像机组 

 

 2、摄像机组添加：可以添加车辆摄像机和人脸摄像机两种类型 

添加“+新增”按钮，进行摄像机组的添加操作，如图 4-65 图 

 

图 4-65 添加摄像机组 

 

4.9 运维管理 

该功能分为系统日志、版本管理，系统日志可以记录系统中所有的操作记录进行。版本

管理为手机 apk 更新发布软件 

4.9.1 日志管理 

用来记录所有操作日志，该功能由系统后台自动添加，日志查看功能支持多维度日志查

询功能。 

1、点击“运维管理”，选择“日志管理”，进入日志管理界面，如图 4-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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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6 日志管理 

2、点击“查看”，查询日志详细信息，如图 4-67 所示 

 

图 4-67 日志详情 

4.9.2 版本管理（不涉及） 

 用来发布更新 apk，该功能为手机提供服务软件 

1、点击“运维管理”，选择“版本管理”进入版本发布界面，如图 4-68 所示 

 

图 4-68 版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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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添加新版本”，进入版本发布子界面，如图 4-69 所示 

 
图 4-69 发布 apk 

上传安装包，添加版本信息，可以是否全部用户更新，也可以选择是否强制更新，点击发布

更新 

3、发布成功后，可以查看发布后发布列表，如图 4-70 所示 

 

图 4-70 apk 发布列表 

4.10 系统设置 

4.10.1 账户管理 

 账户管理系统中，所有账号都是有 admin 管理员账号创建，根据每一个账号的角色授予

不同账号权限，权限分为菜单权限和区域权限 

 1、点击“系统设置”，选择“账户管理”，进去账号管理界面，如图 4-71 所示 

 

图 4-71 账户管理 

 2、点击“+新增”添加账户，如图 4-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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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2 新增账号 

 参数说明 

  账号：长度 4-30 个字符，且必须是数字、字母、下划线，首字符为字母；不能含

 特殊字符。 

  密码：长度 6-20 个字符，且由数字、字符、英文字母组成，至少由两种类型的字

 符组成。 

  确认密码：必须要与密码一致，如果错误会提示“两次密码不一致！” 

  姓名：长度为 1-50 个字符 

  手机号、邮箱必须按照真实的信息填写，否则会提示格式不正确 

 

3、账户修改操作 

 点击 重置密码 

 点击 修改账户信息 

 点击 删除已创建账户 

 点击 管理账户组信息 

4、关联账户组如图 4-73 所示 

 

图 4-73 管理账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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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账户组管理 

 用户组管理界面中可以用来创建用户组，每一个用户组可以授予不同的权限，对用户可

以组为单位进行授权操作。 

1、点击“系统设置”，选择“账户组管理”，进入账户组管理界面，如图 4-74 所示 

 
图 4-74 账户组管理 

2、账户组操作 

点击“ ”进行账户关联操作 

点击“ ”进行编辑账户组操作 

点击“ ”进行账户组删除操作 

点击“ ”进行权限设置操作 

账户关联操作如图 4-75 所示 

 

账户管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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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组删除操作应注意，不可以删除有账户关联的账户组，会提示“账户组被占用中，

删除失败”。 

用户组权限设置，可以设置功能权限和区域权限。如图 4-76 所示 

 

图 4-76 账户组权限设置 

4.10.3 区域管理 

 区域管理为当前所管辖区域结构化呈现，该功能支持对区域的增、删、改、查操作，以

及设置区域的子区域。 

 1、点击“系统设置”，选择“区域管理” 进去区域管理界面，如图 4-77 所示 

 

图 4-77 区域管理 

 2、点击左侧区域树，点击“新增区域” 

添加区域归属由左侧区域树选择决定，添加界面如图 4-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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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8 添加区域 

3、选择中区域，点击“ ”按钮，即可删除区域信息 

4.10.4 账号锁定与解锁 

系统登录过程中，如果三次密码输入错误系统锁定 15 分钟，可以联系管理

员进行手动解锁。 

密码三次输入错误，如图 4-79所示 

 
图 4-79 所示 

输入密码错误三次，解锁提示，如图 4-8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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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0 解锁提示 

（3）、管理员手动解锁 

管理员点击“系统设置”，选择“账户管理”，找到对应用户点击解锁即可，如图 4-81 所

示 

 

图 4-81 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