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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

系统，其包括光纤振动感知子系统、高清摄像子

系统、无源光网络平台、联网报警平台、直流供电

子系统以及用户终端。其中，光纤振动感知子系

统包括：若干光纤振动检测单元，若干与光纤振

动检测单元一一对应连接的振动数据采集单元。

高清摄像系统包括：若干摄像单元，与摄像单元

一一对应连接的智能终端箱。振动数据采集单元

与智能终端箱均通过无源光网络平台与联网报

警平台连接。直流供电子系统分别与光纤振动感

知子系统、高清摄像子系统连接。用户终端通过

铁路IP数据网与联网报警平台连接。本发明集周

界入侵监测、光纤视频联动、特定目标识别和报

警于一体，具有稳定可靠、安保能力强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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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检测铁路周界的入侵动作并输

出振动数据的光纤振动感知子系统，监测铁路周界环境并输出视频数据的高清摄像子系

统、用于传输振动数据和视频数据的无源光网络平台，根据振动数据和视频数据判断是否

有入侵行为并输出报警信号的联网报警平台，用于供电的直流供电子系统，以及远程接收

报警信号的用户终端；

其中，所述光纤振动感知子系统包括：若干在铁路沿线的栅栏上设置的光纤振动检测

单元，以及与所述光纤振动检测单元一一对应的振动数据采集单元，所述光纤振动检测单

元与其对应的振动数据采集单元连接；

所述高清摄像系统包括：若干在铁路沿线设置的摄像单元，与所述摄像单元一一对应

的智能终端箱，所述摄像单元与其对应的智能终端箱连接；

所述振动数据采集单元与所述智能终端箱均通过所述无源光网络平台与所述联网报

警平台连接；

所述联网报警平台包括：用于监测并控制所述摄像单元、振动数据采集单元以及用户

终端三者的状态的管理模块，用于接收振动数据与视频数据的流媒体模块，用于储存振动

数据与视频数据的存储模块，用于根据振动数据与视频数据判断是否有入侵行为的深度学

习分析模块，以及报警模块；

所述摄像单元、振动数据采集单元均与所述流媒体模块连接，所述流媒体模块分别与

所述管理模块、存储模块、深度学习分析模块以及用户终端连接；所述深度学习分析模块与

报警模块连接，所述报警模块通过铁路IP数据网与所述用户终端连接；

所述直流供电子系统分别与所述光纤振动感知子系统、所述高清摄像子系统连接；

所述用户终端通过铁路IP数据网与所述联网报警平台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每一所述光纤振动检测单元包括：光反射模块、振动光纤以及光耦合模块；

每一所述振动数据采集单元包括：光源、光检测模块、以及编码模块；

所述光反射模块通过所述振动光纤与所述光耦合模块连接，所述光耦合模块通过传输

光缆分别与所述光源、所述光检测模块连接；所述光检测模块与所述编码模块的输入端连

接，所述编码模块的输出端与所述联网报警平台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每一所述摄像单元均包括成像机芯、全方位云台以及防护罩；

所述成像机芯设于所述防护罩内，所述防护罩安装于所述全方位云台上；每一所述摄

像单元均通过支架安装于铁路沿线的栅栏立柱或通讯基站上。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单元还包括

无红曝激光灯，其设于所述防护罩内。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单元还包括

绿激光指示器，其设于所述防护罩内。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智能终端箱

均包括前端电源与ONU网络终端；

所述摄像单元、振动数据采集单元均与所述前端电源电连接，且所述摄像单元、振动数

据采集单元均通过所述ONU网络终端与所述无源光网络平台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7672625 B

2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源光网络平台

包括：OTL联网单元，若干第一光分路器，与所述智能终端箱一一对应的第二光分路器；

所述OTL联网单元与所述联网报警平台连接，其上设有与所述第一光分路器一一对应

的PON光接口，每一所述第一光分路器分别与其对应的PON光接口连接；

每一所述第二光分路器的输入端分别与其对应的智能终端箱连接，每一所述第二光分

路器的输出端分别与其临近的两个第一光分路器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流供电子系统

包括：若干在铁路沿线的栅栏立柱或通讯基站上设置的局端电源；每一所述智能终端箱分

别与其临近的两个局端电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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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周界入侵监测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经历了飞速发展时期，通车里程2万多公里，占世界营运里

程超过60％，从技术引进、吸收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主产业体系，成为在国际高科技领域

一张亮丽中国名片，也是中国战略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一环。高速铁路特点运营速度快、

安全标准高，但纵观我国高速铁路安全保障现状，周界安全防范主要依靠物理隔离措施和

人力巡逻，还没有成熟应用于高速铁路周界安全保障的技防措施，偶有发生人员入侵、破坏

设施、逃票等事件，给高速铁路安全运营和高铁走出去战略带来严重安全隐患。

[0003] 现有高速铁路安防系统现状：只对重点设施、桥隧等部位视频监视，没有全程覆

盖，不具备入侵报警功能；高速铁路沿线环境复杂，部分有报警功能的系统因为功能单一，

漏报警、误报警严重。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提供集周界入侵监测、光纤视频联动、

特定目标识别和报警于一体的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其具有稳定可靠、安保能力强

的优点。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的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其包括：检测铁路周

界的入侵动作并输出振动数据的光纤振动感知子系统，监测铁路周界环境并输出视频数据

的高清摄像子系统、用于传输振动数据和视频数据的无源光网络平台，根据振动数据和视

频数据判断是否有入侵行为并输出报警信号的联网报警平台，用于供电的直流供电子系

统，以及远程接收报警信号的用户终端。

[0006] 其中，光纤振动感知子系统包括：若干在铁路沿线的栅栏上设置的光纤振动检测

单元，以及与光纤振动检测单元一一对应的振动数据采集单元，光纤振动检测单元与其对

应的振动数据采集单元连接。高清摄像系统包括：若干在铁路沿线设置的摄像单元，与摄像

单元一一对应的智能终端箱，摄像单元与其对应的智能终端箱连接。振动数据采集单元与

智能终端箱均通过无源光网络平台与联网报警平台连接。联网报警平台包括：用于监测并

控制摄像单元、振动数据采集单元以及用户终端三者的状态的管理模块，用于接收振动数

据与视频数据的流媒体模块，用于储存振动数据与视频数据的存储模块，用于根据振动数

据与视频数据判断是否有入侵行为的深度学习分析模块，以及报警模块。摄像单元、振动数

据采集单元均与流媒体模块连接，流媒体模块分别与管理模块、存储模块、深度学习分析模

块以及用户终端连接。深度学习分析模块与报警模块连接，报警模块通过铁路IP数据网与

用户终端连接。直流供电子系统分别与光纤振动感知子系统、高清摄像子系统连接。用户终

端通过铁路IP数据网与联网报警平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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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地，每一光纤振动检测单元包括：光反射模块、振动光纤以及光耦合模块。每

一振动数据采集单元包括：光源、光检测模块、以及编码模块。光反射模块通过振动光纤与

光耦合模块连接，光耦合模块通过传输光缆分别与光源、光检测模块连接。光检测模块与编

码模块的输入端连接，编码模块的输出端与联网报警平台连接。

[0008] 优选地，每一摄像单元均包括成像机芯、全方位云台以及防护罩。成像机芯设于防

护罩内，防护罩安装于全方位云台上。每一摄像单元均通过支架安装于铁路沿线的栅栏立

柱或通讯基站上。

[0009] 优选地，摄像单元还包括无红曝激光灯，其设于防护罩内。

[0010] 优选地，摄像单元还包括绿激光指示器，其设于防护罩内。

[0011] 优选地，每一智能终端箱均包括前端电源与ONU网络终端。摄像单元、振动数据采

集单元均与前端电源电连接，且摄像单元、振动数据采集单元均通过ONU网络终端与无源光

网络平台连接。

[0012] 优选地，无源光网络平台包括：OTL联网单元，若干第一光分路器，与智能终端箱一

一对应的第二光分路器。OTL联网单元与联网报警平台连接，其上设有与第一光分路器一一

对应的PON光接口，每一第一光分路器分别与其对应的PON光接口连接。每一第二光分路器

的输入端分别与其对应的智能终端箱连接，每一第二光分路器的输出端分别与其临近的两

个第一光分路器连接。

[0013] 优选地，直流供电子系统包括：若干在铁路沿线的栅栏立柱或通讯基站上设置的

局端电源。每一智能终端箱分别与其临近的两个局端电源连接。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5] 1、在无人值守状态下，自动感知高速铁路周界栅栏入侵行为，自动识别周界内特

定入侵目标，并产生预警、报警信息，执行相应联动动作、框示和跟踪报警目标，及时通知值

班人员处置警情并采用安全措施；

[0016] 2、采用振动感知技术和视频识别技术监测识别入侵，系统误报、漏报率小；

[0017] 3、可实现铁路沿线的全程覆盖，便于采集全线周界视频，无盲区；

[0018] 4、摄像单元具备夜视功能，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监控；且摄像单元还具备绿激光

驱赶功能，可在报警发生而警员未及时到场时，第一时间警告和驱离入侵人员，起到震慑作

用，降低安全损害；

[0019] 5、采用双光路冗余传输通道，可实现单点故障快速切换光路，保持通信不中断；

[0020] 6、采用双路冗余供电方案，可实现故障快速恢复不间断供电，确保系统运行稳定。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示出的结构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2] 图1为本发明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光纤振动感知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高清摄像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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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4为无源光网络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联网报警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直流供电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8]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发明提出一种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

[0030] 参照图1，图1为本发明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实施例中，该高速铁路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包括光纤振动感知

子系统100、高清摄像子系统200、无源光网络平台300、联网报警平台400、直流供电子系统

500以及用户终端600。

[0032] 参照图2，图2为光纤振动感知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如图2所示，光纤振动感知子系统100包括：若干在铁路沿线的栅栏上设置的光纤

振动检测单元110，以及与光纤振动检测单元110一一对应的振动数据采集单元120，光纤振

动检测单元110与其对应的振动数据采集单元120连接。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每一光纤振

动检测单元110包括：光反射模块111、振动光纤112以及光耦合模块113。每一振动数据采集

单元120包括：光源121、光检测模块122、以及编码模块123。光反射模块111通过振动光纤

112与光耦合模块113连接，光耦合模块113通过传输光缆分别与光源121、光检测模块122连

接。光检测模块122与编码模块123的输入端连接，编码模块123的输出端与联网报警平台

400连接。将光反射模块111、一定长度的振动光纤112以及光耦合模块113设置在在铁路沿

线的栅栏上，从而以形成一定长度的栅栏光纤防区。这样即可通过振动光纤112检测到攀爬

翻越、敲砸栅栏，以及在栅栏挖洞等入侵行为。为了便于数据的处理，在振动数据采集单元

120上设置编码模块123，通过编码模块123的干涉算法将光检测模块122采集的信号转换为

振动数据再上传给联网报警平台400，方便值班人员及时了解入侵的状况。

[0034] 参照图3，图3为高清摄像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如图3所示，高清摄像子系统200包括：若干在铁路沿线设置的摄像单元210，与摄

像单元210一一对应的智能终端箱220，摄像单元210与其对应的智能终端箱220连接。具体

地，在本实施例中，每一摄像单元210均包括成像机芯、全方位云台以及防护罩。成像机芯设

于防护罩内，防护罩安装于全方位云台上。每一智能终端箱220均包括前端电源221与ONU网

络终端222。摄像单元210的全方位云台通过支架安装于铁路沿线的栅栏立柱或通讯基站

上。摄像单元210、振动数据采集单元120均与前端电源221电连接，且摄像单元210、振动数

据采集单元120均通过ONU网络终端222与无源光网络平台300连接。通过摄像单元210实时

采集铁路周界的入侵行为的视频图像，并通过ONU网络终端222实时上传给联网报警平台

400，便于值班人员及时了解入侵的状况；全方位云台可进行360°旋转，可实现进行无死角

监控。应当说明的是，在本实施例中，根据铁路周界的地形特点可选配作用半径500米、1000

米、1500米不等的摄像单元。

[0036] 参照图4，图4为无源光网络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如图4所示，无源光网络平台300包括：OTL联网单元310，若干第一光分路器320，与

智能终端箱220一一对应的第二光分路器330。OTL联网单元310的上联接口312与联网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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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400连接，其上设有与第一光分路器320一一对应的PON光接口311，每一第一光分路器

320分别与其对应的PON光接口311连接。第二光分路器330为1分2光分路器，其输入端与其

对应的智能终端箱220内的ONU网络终端222连接，其两输出端分别与其临近的两个第一光

分路器320连接。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光分路器320与第二光分路器330之间通过环路光纤连

接，形成双传输光路，当其中一点光纤出现故障，可自动切换备份光路传输，确保系统传输

不中断，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同时，该无源光网络平台300构成的高速无源光网络实现联网

报警平台400与光纤振动感知子系统100、高清摄像子系统200、用户终端600、直流供电系统

之间联网通讯。

[0038] 参照图5，图5为联网报警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如图5所示，联网报警平台400包括：管理模块410，流媒体模块420，存储模块430，

深度学习分析模块440，以及报警模块450。管理模块410是联网报警平台400的核心，其负责

联网报警平台400与系统各组成部分的会话、信令通讯，且可检测并控制摄像单元210与振

动数据采集单元120的状态。流媒体模块420用于接收振动数据与视频数据，其输入端分别

与摄像单元210、振动数据采集单元120均通过ONU网络终端222连接，其第一输出端与存储

模块430连接，其第二输出端与深度学习分析模块440连接，并通过铁路IP数据网与用户终

端600连接。深度学习分析模块440用于根据振动数据与视频数据判断是否有入侵行为，其

与报警模块430连接。报警模块430通过铁路IP数据网与用户终端600连接。

[0040] 在本实施例汇中，联网报警平台400按照以下规则自动对栅栏光纤防区、摄像单元

210布防：

[0041] a)当无入侵预警时，摄像单元210对重点区域看守监视；若深度学习分析模块440

识别到视频数据中特定入侵目标，或者在特征库模型检测到振动数据中符合入侵行为的特

征，产生入侵报警；

[0042] b)当有入侵预警时，由联网报警平台400按照预案，自动联动周边摄像单元210对

防区巡搜，值班人员在用户终端600可全过程观察摄像单元210巡搜视频；若深度学习分析

模块440识别到视频数据中特定入侵目标，产生入侵报警；

[0043] c)产生入侵报警后，联网报警平台400的报警模块450自动转发报警信息至用户终

端600，值班人员根据警情采取行车调度、出警抓捕等安全措施。

[0044] 参照图6，图6为直流供电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如图6所示，直流供电子系统500分别与光纤振动感知子系统100、高清摄像子系统

200连接，其包括：若干在铁路沿线的栅栏立柱或通讯基站上设置的局端电源510。局端电源

510在通讯基站取电，其可通过滤波、中频整流滤波、逆变、高频整流滤波程序将AC220V电源

转换为DC400V高压电源，再经过铠装电缆输送传送到与其连接的智能终端箱220的前端电

源221。前端电源221内设有降压电路，其可将DC400V转换为DC12V供系统中的其他模块使

用。为确保供电系统稳定，每一前端电源221分别与其临近的两个局端电源510连接，形成双

路冗余供电。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前端电源221由原定的局端电源510进行供电，一旦其中一

点出现异常，该前端电源221可快速切换另一临近的局端电源510供电，实现故障快速恢复

不间断供电，确保系统运行稳定。

[0046] 在本实施例中，用户终端600为多个铁路业务的单位终端，每一用户终端600包括

软件端和电脑端，软件端通过铁路IP数据网与联网报警平台400连接，电脑端提供可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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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环境和高清显示功能。每一软件端根据联网报警平台400的权限分配可实时预览、录

像/回放、云台控制，电脑端可接收报警模块450发出报警联动声光、短信、屏幕提示、视频框

示等报警信息，提醒值班人员处置警情。值班人员可以在用户终端上实时接收振动数据采

集单元120的振动数据和摄像单元210的视频数据，对铁路周界进行实时监控，同时还可在

用户终端控制摄像单元进行巡检。

[004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通过在铁路沿线设置的栅栏光纤防区和摄像单元210来对铁

路周界进行入侵监测，通过高速的无源光网络平台300将监测过程中产生的振动数据以及

视频数据上传给联网报警平台400，通过深度学习分析模块440对接收的监测数据进行分

析，从而监测出栅栏挖洞、攀爬翻越、敲砸剪网等入侵行为，并识别视频中特定入侵目标。在

发现入侵行为时，报警模块450通过铁路IP数据网将报警信息以声光、短信、屏幕提示、语音

播报等复合方式推送给相关铁路业务单元的用户终端600，提醒值班人员处置警情，确保沿

线行车安全。

[0048]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1、在无人值守状态下，自动感知高速铁路

周界栅栏入侵行为，自动识别周界内特定入侵目标，并产生预警、报警信息，执行相应联动

动作、框示和跟踪报警目标，及时通知值班人员处置警情并采用安全措施；2、采用振动感知

技术和视频识别技术监测识别入侵，系统误报、漏报率小；3、可实现铁路沿线的全程覆盖，

便于采集全线周界视频，无盲区；4、采用双光路冗余传输通道，可实现单点故障快速切换光

路，保持通信不中断；5、采用双路冗余供电方案，可实现故障快速恢复不间断供电，确保系

统运行稳定。

[0049] 为了实现全天候的视频监控，如图3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摄像单元210还包括无红

曝激光灯211，其设于防护罩内。由于夜间可见光较弱无法成像，通过在摄像单元210内设置

无红曝激光灯211，对监视目标补光，以便于在夜间辨识监控视频中的监视目标，实现24小

时不间断监控。在本实施例中，无红曝激光灯211的光束角度可变，且可随成像机芯变倍同

步变焦，因此无论视角大小均能匹配相应补光角度。

[0050] 如图3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摄像单元210还包括绿激光指示器212，其设于防护罩

内。当发现监控视频中的入侵人员而警员未及时到场时，值班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警告和

驱离入侵人员，降低安全损害；亦可通过绿激光指引抓捕。

[005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在本

发明的发明构思下，利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或直接/间接运用

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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