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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需求分析 

1.1 建设背景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学生高密度集中，小区开

放程度越来越高。如何处理校园安全保卫工作和突发性、群体性时间，减少西欧

按暴力，对学校进行有效的安全防护成为重点。 

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各学校进行对校园及周边安全进行地毯式排查。边

排查，边整治，彻底消除学校及周边安全管理的盲区（点）、死角。同时要求各学

校要尽快建立健全人防、技防、物防三结合安全防范体系。要尽快开展校园安防

建设，在校园门口和校内重要场所安装视频监控和入侵报警灯技术防范设施，确

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学校能够快速反应，迅速行动。 

1.2 建设需求分析 

视频监控系统需要对校园做全方位的视频监控和信息采集，实现对各个校区

的实时视频监控、图像存储、历史图像查询；实现监控网络和监控内容的广度覆

盖，监控网络应全面覆盖重点地区，监控内容应适应校园视频监控业务的需求；

实现监控信息反馈分快速反应，确保信息的快速、高效和安全流动。 

对各校区教学楼、体育馆、图书馆、停车场、学生宿舍楼、行政楼等建筑的

出入口和重点防火、防盗部位进行监控。 

对学校经常性集中的的场所如食堂、运动场所、广场安装摄像机进行监控； 

对学校主干道、各大门口和家属区各楼出口进行监控； 

本次建设在 4 个校区，每个校区部署 15 个监控点，建成一个主监控机房（校

本部），3 个分控机房，建设智能视频监控管理平台。 

第二章 方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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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系统概述 

本次建设的视频监控解决方案采用全网 IP 方式承载，在前端部署高清 IP 网络

摄像机，通过以太网等多种技术实现 IP 网络接入，将图像信号传输到各分控中心

和校本部总控中心。 

监控系统由系统前端、系统传输、系统中心设备和应用软件组成，建成以后是

一套综合性网络视频监控系统。 

2.2 系统架构 

 多校区校园视频监控解决方案主要包括：前端采集部分、监控中心与系统平台

部分、分校区子系统以及承载网络。如下图所示： 

10/100M
NVR 监控客户端

拾音器 大门 走廊

分校区1

10/100M
NVR 监控客户端

分校区2

园区IP监
控网

10/100M

对讲服务器

监控客户端

校本部中心机房

解码器

电视墙

对讲话筒

视频管理
服务器

教室

拾音器 大门 走廊教室

 

2.3 方案部署 

1）监控点分布 

监控点主要分布在学校的综合办公楼、教学楼、教室、宿舍楼地下室、男生宿

舍楼（西）、男生宿舍楼（东）、女生宿舍楼（西）、女生宿舍楼（东）、食堂、校

门、其他室外等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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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端设备组成： 

前端采集设备主要由红外球机、红外半球、红外枪机、拾音器组成； 

前端传输汇聚主要通过百兆、千兆交换机组成； 

3）监控中心管理端组成： 

在校本部部署一台 NVR 设备，提供各校区视频信息的存储、管理和实时监控

功能。 

4） 机房显示端： 

在各分校区监控中心各部署一台电脑和显示器，用于本校区视频信息的实时监

控和管理。 

由校本部监控中心独立上一套电视墙（16 块屏），通过两台 8 路万能解码器

（DCE3008）解码上墙； 

5）客户端： 

A、校本部和各分校区监控室配置 1 套客户端 PC，通过安装平台管理客户端

软件，安保人员可以实现视频监控、音频对讲等功能； 

B、校长办公室等重要领导办公室配置一套监控客户端 PC，可以实现校园内

实时视频及音频对讲功能； 



学校校园视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                                                          

                        6                                       

第三章 系统功能 

3.1 逻辑功能 

1）统一媒体功能模块 

统一媒体功能模块 UMF 实现对所有系统内设备、用户、视频流、存储流的管

理和调度功能，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模块。UMF 性能强大，支持数千路设备和用户

的同时在线管理能力。统一媒体管理板支持以标准 SIP 作为信令的设备管理，符合

国内安防监控技术标准如平安城市技术规范、电信“全球眼”企业技术规范、网

通“宽视界”企业技术规范、轨道交通视频监控标准、教育部电子考场技术标准

及多个省市级技术规范。 

2）媒体流转发存储功能模块 

进入系统的视频流经过媒体流转发存储功能模块 DSF 实现从源地址到目的地

址的转发、从一路到多路的流手复制分发、以及实现不同格式视频流的转换。DSF

可直接连接标准专业存储设备，实现流转发和存储的高效对接。 

3）业务逻辑功能模块 

业务逻辑功能模块 BLF 是系统内业务逻辑功能控制、存储计划的制定与执行、

集中录像索引、二次开发接口等功能主要依赖业务模块。BLF 可结合系统应用的需

要将功能模块进行灵活的组合、定制、二次开发，以满足多种不同行业、不同应

用模式的细分功能需求。 

4）兼容接入网关功能模块 

由于当前各个厂商的网络摄像机、DVR、DVS 产品接口差别很大，兼容接入网

关功能模块 PAG 用于实现将不同厂商的不同设备进行统一的兼容接入，对最终用

户提供统一的主要业务功能管理模式，方便监控的业务使用。PAG 支持多种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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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百万像素 IPC、DVR 品牌、DVS 型号、以及矩阵、网络摄像机等。同时，具体

支持的设备型号在不断完善中，可查阅兼容网关产品的最新支持设备列表。 

3.2 业务功能 

1）多种数字前端接入 

支持通过千兆 Ethernet 接口接入各种类型的 IP Camera、DVR、DVS 等设备 。

最多可同时并发接入 128 路 D1 图像质量的数字编码设备。并支持通过内置和外接

硬件视频解码器方式实现视频向电视墙的输出显示。 

2）智能报警主机接入 

可支持接入 SAVIA 硬件智能视频分析设备，实现区域入侵报警、绊线越界报警、

遗留遗洒报警、目标移走报警、目标逆行报警、滞留徘徊报警、破坏喷涂报警等 7

种不同的视频智能分析和自动报警功能。 

3）事件报警联动 

支持业务报警、设备本身报警等多种类型的报警。对于像外接开关量报警、视

频智能分析报警等业务可直接联动相关设备进行响应。可支持报警联动的录像存

储、云台联动、报警应急预案以及电子邮件、短信等报警联动反应。 

4）多画面实时视频功能 

可支持设备的本机客户端和外接 PC 的专业客户端。本机客户端可支持设备管

理配置、实时监控和录像回放等基本功能。专业外接客户端可支持更多增强功能，

支持 1、4、8、9、10、13、15、16、25、36、49、64 等多画面的同时实时监控显

示以及单屏、双屏、三屏的实时监控、历史录像、电子地图等多种业务界面的专

业多屏幕监控显示输出。实时监控视频既可显示在 PC 客户端，也可通过硬件解码

器显示在电视墙，以及通过手机等终端移动监控。 



学校校园视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                                                          

                        8                                       

5）历史图像检索和录像备份 

支持客户端用户按摄像机、按时间、按事件进行录像查询检索，检索后录像可

立即进行录像回放，并支持将录像备份到光盘等其它存储介质。 

6）录像内容智能检索 

系统具有可选的录像内容智能检索功能模块，可对系统已经存在的录像进行视

频内容的检索分析。录像内容智能检索功能可检索历史录像的关键特征目标（如

人、车等）、关键特征活动（如出现、消失、移动、聚集）等类型，可供录像查

询快速定位使用。 

7）远程控制功能 

用户选择可支持云台操作的摄像机后，可在系统任何一个登录的有权限的客户

端对远程摄像机进行各项云台操作控制。远程控制支持三种模式：PC 键盘控制，

专业键盘控制，和独创的鼠标云台功能。鼠标云台功能可在视频画面播放时直接

点击对应位置，即可实现云台的控制功能，是较直观的云台操作控制方式。 

8）全视频监控业务提供 

实时监控，录像点播，本地存储，云镜控制，告警接入，GIS 地图服务，告警

联动，解码上墙，卡口主机以及数字子矩阵功能。 

9）可定制设备用户管理 

提供专业管理平台。实现策略可定制的用户管理，权限管理，设备管理，简易

设备配置功能。为前期系统搭建、后期维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10）GIS 电子地图功能 

将专业电子地图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操融合，可实现一键式在电子地图上直观

灵活的调用摄像机的多种业务功能，如摄像机的坐标位置配置、摄像机状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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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的管理和配置等，还可通过 GIS 电子地图直接选定摄像机进行实时监控录像

监控或历史录像的查阅播放。 

11）语音对讲与广播 

通过内置的语音服务器可以对前端进行语音单播喊话，广播喊话功能。 

12）多种客户端功能 

可实现全种类客户端功能，支持 PC 专业客户端、Web 客户端、本地界面客户

端、手机客户端等多种客户端操作访问方式。提供全方位的操作、管理功能。 

13）安全认证功能 

采用标准化 RFC 2069，RFC2617 认证方式保证用户登录和数据安全。 

14）专业存储功能 

NVR 整合了专业的存储控制器，支持热插拔、支持最大 14 块硬盘的视频存储

管理功能，存储设备支持 RAID5 等冗余保护。 

15）全网设备统一时钟同步 

支持接收标准 NTP 时钟服务协议，可外接高精度时钟源纠正中心设备自身时

钟，同时可通过信令协议对所接入管理的数字在线设备进行周期性的时钟同步，

保证所有前端设备的录像时间与中心保持同步，根本上杜绝传统模拟监控设备或

数模结合设备的多个设备时间差别大的问题。 

16）混合码流存储技术 

基于独有的视频数据存储专利技术，可以做到混合码流存储。解决了目前数字

硬盘录像机（DVR）、混合式 DVR 无法存储不同种类前端视频数据的难题。 

http://tools.ietf.org/html/rfc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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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第三方 SDK 开发包 

提供功能强大的 SDK 开发包，方便第三方定制开发。系统支持标准的 SIP 协议，

支持标准的 MJPEG、MPEG2、MPEG4、H.264、SVAC 等多种主流视音频压缩编码标

准，具有基于 Windows、Linux 的多种操作平台的开发包。开发包提供 C、C++、

Java、 .NET、Python 等多种语言版本，开发包、文档，均提供多国语言支持。 

3.3 操作界面 

专业客户端 4 画面实时高清带智能分析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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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客户端 4 路高清录像回放 

 

 

专业客户端矢量电子地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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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配置管理 

 

第四章 设备清单 
前端部分主要包括：IPC、电源等。本项目包括 4 个校区，每个校区 16 个监控

点，总共 64 个监控点。各校区监控机房各自部署一台 GHNVR，用于监控图像信息

的存储，本部校区部署的 GHNVR 除了用于本地监控图像信息和存储，还负责监控

所有小区前端设备。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前端视频监控设备 

1 
130 网像素高清网

络红外枪性摄像机 
GH-C2661-P（M） 台 

根据项目

实际情况

确定 

 

2 
130 万像素高清网

络红外半球 
GH-C2672-P（M） 台 

根据项目

实际情况

确定 

 

3 
130 万像素高清网

络红外智能高速球 
GH-C4192 台 

根据项目

实际情况

确定 

 



学校校园视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                                                          

                        13                                       

二、监控室设备 

1 
128 路 NVR 存储

一体机 
GHNVR-E128 台 1 

放置在

本部校

区监控

中心 

2 
企业级硬盘

（2TB） 

希捷 Seagate 企业

级硬盘 
块 8 

安装在

NVR 及

存储扩

展柜中，

须使用

厂家推

荐品牌； 

第五章 产品介绍 

5.1  130 网像素红外半球高清网络摄像机 GH-C2672-P（M） 

 

 

特性： 

 720P@30fps 高清实时图像输出，支持双码流功能  

 采用 TI 达芬奇系列高性能 DSP，功耗低，稳定性高 

 采用逐行扫描 CMOS，图像清晰度和色彩还原表现优秀 

 采用高效红外灯，使用寿命长，照射距离10-20米 

 支持 H.264/MJPEG/MPEG-4视频编码，高压缩比，高视频质量 

 支持日夜转换，自动彩转黑功能 

 支持移动侦测、隐私遮挡、报警录像以及图片抓拍等功能 

 内置 WEB 服务器，支持 IE 视频实时浏览、参数配置、多级用户权限等功

能  

 支持数字水印（WATERMARK）加密技术，录像资料不易被篡改 

 支持 PoE(IEEE802.3af)功能(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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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本地模拟视频输出，方便现场安装调节  

 支持 SD/SDHC 卡前端存储 

 防护等级：符合 IP66级防水防尘设计,设备具备防爆特性，高可靠性  

 支持 ONVIF 协议及 PSIA 协议  

 

技术参数： 

参数/型号 GH-C2672-P(M） 

图像传感器 1/2.5" Progressive Scan CMOS 

视频制式 PAL/NTSC 

像素 130 万 

最大分辨率 1280*960 

最低照度 
彩色：0.5Lux @(F1.2，AGC ON) 

黑白：0Lux @(F1.2，AGC ON) 

电子快门 1/25（1/30）秒至 1/100,000 秒 

镜头接口类型 CS 接口 

镜头类型 
3.6mm 镜头 

（可选 2.8mm，4mm，6mm） 

日夜转换模式 ICR 红外滤片式 

帧率 30fps(1280×960)，30fps(1280×720)，30fps(704×576) 

图像设置 
饱和度、亮度、对比度（通过客户端或者 IE 浏览器可

调） 

视频压缩标准 H.264/MJPEG/MPEG-4 

压缩输出码率 256Kpbs~8Mbps（CBR/VBR 可调） 

音频压缩标准 G.711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 欧姆/BNC） 

红外线照射距离 20~30 米 

防护等级 I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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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功能 支持 SD/SDHC 前端存储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网络断开、外部报警输入、音频触发等 

接入协议 ONVIF/PSIA 

网络协议 
TCP/IP、UDP、RTP、RTSP、RTCP、HTTP、DNS、

DDNS、DHCP、FTP、NTP、SMTP、UPNP 等 

通用功能 一键复位，防闪烁，双码流，密码保护，水印技术 

高级功能 移动检测，隐私遮挡，背光补偿，智能降噪 

工作温度 -10°C~+60°C  

工作湿度 0~90%（无凝结） 

电源 DC12V±10%/POE 

功耗 6.5W Max 

尺寸(mm) φ150×129 

重量 1080g 

5.2  130 万像素防水红外筒形高清网络摄像机 GH-C2661-P

（M） 

 

特性： 

 720P@30fps 高清实时图像输出，支持双码流功能  

 采用 TI 达芬奇系列高性能 DSP，功耗低，稳定性高 

 采用逐行扫描 CMOS，图像清晰度和色彩还原表现优秀 

 采用高效红外灯，使用寿命长，照射距离20-30米 

 支持 H.264/MJPEG/MPEG-4视频编码，高压缩比，高视频质量 

 支持日夜转换，自动彩转黑功能，ICR 红外滤片式自动切换 

 支持移动侦测、隐私遮挡、报警录像以及图片抓拍等功能 

 内置 WEB 服务器，支持 IE 视频实时浏览、参数配置、多级用户权限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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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支持 PoE(IEEE802.3af)功能(可选)  

 支持本地模拟视频输出，方便现场安装调节  

 符合 IP66级防水防尘设计,设备具备高可靠性  

 支持 ONVIF 协议及 PSIA 协议  

 

技术参数： 

参数/型号 GH-C2661-P(M) 

图像传感器 1/2.5" Progressive Scan CMOS 

视频制式 PAL/NTSC 

像素 130 万 

最大分辨率 1280*960 

最低照度 彩色：0.5Lux @(F1.2，AGC ON) 

黑白：0 Lux with IR 

电子快门 1/25（1/30）秒至 1/100,000 秒 

镜头接口类型 CS 接口 

镜头类型 标配 6mm 镜头 

（可选：8mm，12mm，16mm） 

日夜转换模式 ICR 红外滤片式 

帧率 30fps(1280×960)，30fps(1280×720)，30fps(704×576) 

图像设置 饱和度、亮度、对比度（通过客户端或者 IE 浏览器

可调） 

视频压缩标准 H.264/MJPEG/MPEG-4 

压缩输出码率 256Kpbs~8Mbps（CBR/VBR 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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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压缩标准 G.711 

网络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 欧姆/BNC） 

红外线照射距离 20~30 米 

防护等级 IP66 

存储功能 支持 SD/SDHC 前端存储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网络断开、外部报警输入、音频触发等 

接入协议 ONVIF/PSIA 

网络协议 TCP/IP、UDP、RTP、RTSP、RTCP、HTTP、DNS、

DDNS、DHCP、FTP、NTP、SMTP、UPNP 等 

通用功能 一键复位，防闪烁，双码流，密码保护，水印技术 

高级功能 移动检测，隐私遮挡，背光补偿，智能降噪 

工作温度 -10°C~+60°C  

工作湿度 0~90%（无凝结） 

电源 DC12V±10%/POE 

功耗 8.5W Max 

尺寸(mm) Φ97×204 

重量 790g 



学校校园视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                                                          

                        18                                       

5.3  130 万像素高清宽动态红外高速快球 GH-C4192 

 
 

特性： 

 720P@30fps 高清实时图像输出 

 采用1/3” SONYCMOS 逐行扫描 

 支持 WDR 

 支持18倍光学变焦和自动聚焦 

 支持 H.264/MJPEG 视频编码 

 支持日夜转换、自动彩转黑功能 

 移动侦测、隐私遮挡、报警录像及图片抓拍等功能  

 支持360°旋转和180°倾斜 

 支持 IP66 防水等级 

 支持 ONVIF 协议 

 红外距离可达120m 

 

技术参数： 

参 数 / 型

号 
GH-C4192 

摄像机 

图像传感

器 

1/3" SONY Progressive Scan CMOS 

像素 130 万 

最大分辨 128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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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视频制式 PAL/NTSC 

最低照度 
彩色：0.05Lux @(F1.6) 

黑白：0.02Lux @(F1.6) 

电子快门 1/25 - 1/100,000 s 

数字变倍 18x  

日夜模式 自动 ICR 滤光片彩转黑 

自动聚焦 手动/自动 

视频参数 通过 IE 可对图像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白平衡和曝光 

镜头 

焦距 4.7mm - 84.6mm 

光学倍率 18 倍 

光圈值 Fw/1.6 – Ft/2.8 

水平场角 55.2°（W）- 3.2°（T） 

功能 

水平范围 0°～360°连续旋转   

水平速度 0.1°～350°/s 

垂直范围 0°～180°翻转 

垂直速度 0.1°～280°/s 

预置点 256 个 

自动翻转 支持 

红外灯控

制 
自动/手动 

红外灯距

离 
最远可达 120 米 

网络 

网络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网络断开、外部报警输入、音频触发等 

接入协议 ONV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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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协议 
TCP/IP、UDP、RTP、RTSP、RTCP、HTTP、DNS、DDNS、

DHCP、FTP、NTP、SMTP、UPNP 等 

一般规范 

电源 AC 24V/3A 

功耗 最大 50W 

工作环境 温度-10~60℃；湿度＜90% 

防护等级 IP66  

产品尺寸 Φ354*31*228mm 

重量 3200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