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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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视联网平台基于百度智能云遍布全球的边缘节点、出色的视频处理技术和

领先的 AI 能力，为城市治理、智慧能源、智慧交通、智慧园区、智慧零售等场

景提供一体化的视图接入、视图管理、视图计算、视图数据服务、视图安全加

密及应用管理平台。

视联网一体机是百度智能云提供的软硬一体一站式的视图接入、分析、数据服

务平台，内置智能视联网平台的视图接入、视图管理、视图计算、视图数据服务、

视图安全加密、系统管理、上云管理、应用管理等模块，面向城市治理、交通、能源、

社区、园区等场景提供一体化服务，具有功能全面、性能领先、场景智能、开

箱即用的优势。

视联网一体机介绍智能视联网平台

功能特性

支持10+ 类视图协议和多品牌

设备，覆盖全场景视图设备接

入管理

全协议接入

毫秒级延迟，视联、物联数据

实时感知，秒级跨域时空检索

预警

全态势感知

云智一体，海量视图数据解析，

全流程数算训闭环，200+AI

行业应用

全链路智能

云边协同，资源弹性扩展，支

持 64/128/256/512路视频管

理能力

全架构扩展

应用场景

城市视频汇聚、民生服务、人员车辆管控、灾害预警、

河道监测、违建管理
城市治理

电动车入梯管理、 高空抛物、人员车辆轨迹、周界入侵、

疫情流调管理

能源视频汇聚、安全生产、电网巡查、仪器仪表识别能源电力

智慧社区

车辆结构化、交通事件检测、收费稽核、路面病害检测智慧交通

视联网一体机通用功能 视联网一体机通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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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计算

算子仓库

报警管理

其他

功能模块

视图数据服务

应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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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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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云管理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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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API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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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规则

运维管理

细分功能

其他

算子管理

视图数据服务

人员轨迹分析

重点人员布控

精准客流统计

人流量统计

车流量统计

车辆轨迹分析

区域入侵检测

车辆布控

支持电子地图添加、删除，可配置电子地图名称、导入静态地图，
支持多级地图、层级无限制；支持电子地图上添加视频、报警
主机、门禁、巡更点等设备点位，支持电子地图视频点位快速
预览

支持事件报警实时接收展示，事件类型支持异常行为、视频质
量检测异常、车辆抓拍、车辆布控、车辆异常行为、交通事件检测，
支持事件分级
支持报警地图可视化管理，支持多级地图切换
支持人员 / 车辆 / 事件抓拍结果接受、提醒、展示，支持联动事
件录像
支持人员 / 车辆 / 事件布控结果展示和信息提醒
支持异常行为告警信息接受、提醒，联动抓拍和录像
支持事件检测告警信息接受、提醒、展示，联动抓拍和录像
支持全部告警信息统计分析，支持柱状图和百分比方式统计告
警信息类型和重要程度分布比例

商标 LOGO 检测、烟火检测、通用文字识别 OCR、垃圾桶状
态识别、非法捕鱼、吸烟检测、船只检测、门前五包、仪表盘识别、
手势识别、危险行为识别等

支持云端/ 第三方算子模型导入、纳管、部署、运行、下发、数
据集回流、训练迭代流程闭环

基于特征库和主题库的人员/ 车辆画像、特征查询、以图搜图功
能，支持数据订阅、布控通知等服务

基于动态人员库，结合GIS 定位，按照时间顺序形成人员的轨
迹分析

支持基于名单库对重点人员进行布控

支持员工和进店人员的去重和过滤，形成精准的客流统计和客
群画像分析

支持进入区域的人次、离开区域的人次、当前区域的人数统计

支持各车型的动态车流量统计

基于车辆特征库、主题库，结合GIS 定位，根据时间顺序形成
车辆的轨迹分析

支持一体机上云管理，设备接入、远程升级、配置下发、云端协同、
数据上云等

支持重点区域的人员 / 车辆闯入检测

支持设备状态（在 / 离线）、流量 / 带宽、录像截图、存储量、
硬件资源状态（CPU/ 存储 / 内存 / 网络）展示

支持通道数、存储用量、截图张数、带宽流量、告警事件统计

支持设备基本信息展示，包括设备序列号、版本号等

支持系统本地升级维护、操作日志功能

支持用户管理和用户权限管理

提供标准 API 接口对接

支持提供 SDK

支持网卡配置和 DNS 配置

支持告警规则和通知规则设置

支持 CPU、内存、网络、硬盘、GPU 运维监控

支持基于名单库进行重点车辆布控

功能概述

视频接入

视图计算

功能模块

视图接入

视图管理

车辆结构化

接入管理

设备管理

级联管理

细分功能

人脸识别

人体识别

转码管理

鉴权管理

视频转推

存储管理

实时观看

截图管理

接入管理

级联管理

录制回放

回调管理

视频质量检测

全目标检测

交通事件检测

电动车识别

GB/T28181、GB28059、RTMP、RTSP、ONVIF、BVCP
支持 H.265、H.264、MPEG2、MPEG4 等编码格式
支持规格路数 1920p@30fps 解码
支持码流传输协议设置 UDP/TCP

支持摄像机增、删、改、查功能，设备类型支持网络摄像机、
NVR、DVR 等设备，支持报警主机、门禁主机、道闸等物联设备，
支持设备批量管理，支持通过私有 SDK 接入
支持摄像机云台方向管理、变焦、变倍、光圈等操作
支持云台预置位管理和预置位巡航
支持设备平铺展示与组织树展示
支持设备 GIS 信息联动

支持国标级联管理

支持融合车辆检测与属性、车型识别、车牌 OCR、车辆特征
ReID 算子的车辆四合一算子

支持人脸检测与识别、人脸比对、人脸库管理、人脸搜索

支持人体检测与识别、人体比对、人体特征、人流量统计

支持规格路数视频转码
每路分别输出高码流（720p 或 D1,25fps，不低于 1Mbps）
和低码流（CIF，25fps，不低于 32Kbps）
每路视频可叠加日期时间、码率信息、文本标题等

支持推送 RTMP、HLS、FLV 格式的视频
支持视频上云并转发上级平台

支持图片、结构化数据存储

支持视频播放、录制鉴权管理

支持视频实时播放
支持低延时播放，毫秒级内容延迟

支持按照抽帧间隔进行截图送检分析
支持截图查询、下载、分享、删除

支持 HTTP、FTP、GAT1400 图片流输入
支持符合GAT1400 的采集设备 / 系统、分析设备 / 系统、应用
系统、视图库注册
支持视图结构化数据上云汇聚

支持周期录制、循环定时录制和指定时间录制
支持录像查询、下载、分享、删除
支持暂停、拖动播放、快放，支持全屏回放
支持国标历史录像本地查询云端播放

支持视图库级联

支持推流、断流、录制完成、AI 事件等 10+ 类型回调

支持亮度检测、偏色检测、模糊检测、遮挡检测、噪声检测、
抖动检测、滚动条纹检测、静帧检测、场景变化检测、摄像头
移动检测等10+检测类型

支持识别图片中的人体、人脸、车辆、电动车并获得对应实体
的位置信息、属性信息和特征信息，以及各个实体之间的关联
关系

支持团雾检测、抛洒物检测、行人闯入、逆行事件、拥堵事件、
车流量统计等事件检测

支持电动车识别、电动车入梯检测

产品介绍

智能视联网
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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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生产视联网一体机是面向能源、电网、燃气场景的软硬一体机，提供

现场级的设备接入管理、视图数据分析、AI 算法应用、云端数据回流，助力能

源安全生产和数字化管理。

交通视联网一体机是面向泛交通、高速、交管场景的视联网一体机，支持路段、

卡口视图汇聚接入、多维分析、高效研判，服务高速路段视频上云、省部级平

台调阅、道路交通事件检测、车辆收费稽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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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视联网一体机 能源安全生产视联网一体机 应用案例交通视联网一体机

社区视联网一体机是面向社区综治场景的视联网一体机，支持视联和物联感知

设备接入、视图分析处理、80+ 社区 AI 应用，覆盖社区综治、网格化管理、民

生服务等模块，赋能社区智慧化管理与运营。
百度智能云智能视联网平台推出社区视联网一体机以及“智慧平安社区”解决

方案，采用 “平安 + 视联 + 物联”综合管控模式，视联网一体机接入5000+ 烟

感设备和200+AI摄像头，视频和设备数据统一接入一体机分析，研判结果第一

时间反馈社区综治管理平台，助力解决由疏散条件差和人口密度高带来的消防

安全隐患以及社区治安管理难度大的问题。在疫情下提供社区群防群治、人员

轨迹等能力，支持流调排查和密接管理。

北京费家村智慧社区

高速公路车辆逃费的违法行为每年会造成上百亿元的经济损失，产生较大的不

良社会影响。针对路段公司收费稽核、重点车辆监控的工作需要，百度智能云

交通视联网一体机部署简单便捷，沿线门架、收费站、路侧、卡口等视图数据

实时接入并进行结构化汇聚分析，基于车辆结构化、车辆轨迹、收费交易流水

等数据融合，提供精确的证据链解析和车辆路径还原服务，同时异常事件通过

报警策略推送至安全部门和稽核部门，帮助高速人员对可疑车辆追缴逃费，加

速高速管理智能化。

招商新智高速收费稽核管理

百度智能云官网 cloud.baidu.com

客 服 热 线  4 0 0 8 - 7 7 7 - 8 1 8

交通视联网一体机基于国产化昆仑芯 2 代通用处理器实现高性能创

新架构，单芯片支持 256TOPS 的处理能力，主流 AI 算法性能是

最新业界主流 GPU 的 1.5 倍，单卡配置可支持108 路全高清视频

硬件解码和 27 路全高清视频编码，进一步提升视频算法的效率，

支持车辆结构化和交通事件检测，并自动关联录像和图片，增强

事件追溯的成功率。

交通视联网一体机的海量视频汇聚能力支持高速公路路段视频接

入及实时在线调取，满足省级高速公路视频资源汇聚和分发。 

视联网一体机的算法仓库支持算子训练模型导入、纳管、部署、

运行、下发、数据回流、训练迭代流程闭环，可以有效提升算法

准确率，降低误检率。

基于车辆特征库、主题库提供车辆黑名单布控和车辆轨迹应用，

结合 GIS 定位，根据时间顺序形成车辆的轨迹分析，同时结合门架、

收费流水数据为高速车辆逃费追查提供完整证据链，加速高速收

费稽核管理智能化。 

结合社区场景，提供社区健康感知、电动车入梯识别、能源管理、

车辆布控、环境感知、业主上报、烟火感知、群防群治、气象灾

害预警、停车管理、违建辅助管控、人员聚集、人员离岗、区域入侵、

消防通道占用、未带口罩检测、外来人员检测、重点人员布控、

车辆道闸控制、违规遛狗监控等智能应用，打造智能暖心社区服务。 

社区视联网一体机支持多种协议及各类视图数据接入，国标级联

和视图库级联支持视图数据迅速对接第三方平台，系统快速灵活

的部署方式，开放性、兼容性支持社区视频迅速扩容接入。

全面整合视频监控、入侵报警、门禁、可视对讲、停车场道闸、

巡查子系统接入，视联物联数据统一汇聚分析。 

支持多层地图，并支持门禁点、监控点等系统资源点位的可视化

展示与控制。 

基于智能一体机的云边架构，能源安全生产一体机提供多级级联

的方式迅速完成视频汇聚，并提供超低延时视频播放，毫秒级延

时提供极佳的视频播放体验，提升电网远程视频巡检体验。

借助智能视联网平台和应用管理，能源安全生产视联网一体机将

外场实时输电线路的视频流汇聚接入，进行智能分析与风险研判，

集成对接线路在线监测、远程巡线、隐患分析、GIS 地图等方案，

把存在的隐患和安全威胁以可视化的形式进行呈现，及时进行风

险预警与管控。 

安全生产应用提供员工安全生产行为监测，如是否佩戴安全带 / 护

目镜、是否穿戴工服、是否有吸烟 / 打电话 / 戴手套行为，并判断

是否有区域入侵、人员离岗、人员聚集、危险行为等，助力厂区

人员的安全生产管理。

同时提供设备物品监测应用如逃生通道占用、消防通道占用、井

口大盖、塔吊物品违规摆放、设备部件异常变形、仪表盘识别、

变电站表计识别、灭火器识别等，助力厂区安全生产。 

需求咨询 baidu_evs@bai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