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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廊监控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综合管廊监控系统，用于对管廊

进行监控及管理，分别为数据源、平台层和展示

层，所述数据源与平台层之间实现网络通讯连

接，平台层与展示层之间实现网络通讯连接，所

述平台层位于数据源和展示层之间；所述数据源

包括数据采集器，所述展示层包括预警预报子系

统、安全防范子系统，预警预报子系统包括可燃

气体报警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自动火灾报警

系统；所述安全防范子系统包括出入口控制系

统、离线巡更系统以及出入口控制系统、人员精

准定位系统、人员入侵系统以及视频监控系统；

所述展示层通过客户端实现。本发明将数据采

集、数据存储、对象监视、报警提醒等多种功能集

成为一体，实现统一监控、集中管理、降低成本，

提高运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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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用于对管廊进行监控以及管理，分三层结构，分别

为数据源、平台层和展示层，所述数据源与平台层之间实现网络通讯连接，平台层与展示层

之间实现网络通讯连接，所述平台层位于数据源和展示层之间；所述数据源包括数据采集

器，所述平台层包括预警预报子系统、安全防范子系统，所述预警预报子系统包括可燃气体

报警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自动火灾报警系统；所述安全防范子系统包括出入口控制系

统、离线巡更系统以及出入口控制系统、人员精准定位系统、人员入侵系统以及视频监控系

统；所述展示层通过客户端实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客户端包括电脑、手机

APP、大屏监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展示层还包括平台支撑

系统，所述平台支撑系统包括GIS地图引擎、BIM模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采集器包括用于检

测气体、温湿度的气体探测器；所述数据采集器包括用于检测水位、液位仪的磁性液位计；

所述数据采集器包括数字水准仪；所述数据采集器包括位移计，所述位移计为位移传感器；

所述数据采集器包括用于检测烟感的烟雾报警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所述平台层还包括大数

据资源中心、环境与附属设备监控子系统、运维管理系统、系统管理系统以及综合监控和预

警一张图系统；所述平台支撑系统还包括消息推送引擎单元、任务调度引擎。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运维管理系统包括维修

工单单元、巡检工单单元、阀值管理单元、设备管理单元、档案管理单元、台账管理单元、应

急预案管理单元、系统组态单元、统计报表单元、入廊企业管理单元、管廊信息管理单元。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管理系统包括系统

安全单元、用户管理单元、机构管理单元、角色管理单元、系统日志单元。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大数据资源中心包括数据推

送单元、数据接口开放单元、数据资源门户单元、任务调度单元、数据安全管控单元、数据

库、视频系统、文件系统、数据加载单元、数据转换单元、数据编目单元、数据仓库管理单元、

大数据基础平台单元、ACU数据采集适配单元、视频监控采集适配单元、设备数据采集适配

单元、文件采集适配单元。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大数据基础平台包括分

布式存储单元、资源管理单元、数据抽取单元、并行计算单元、数据访问单元、运维管理单

元。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环境与附属设备监控子系

统包括环境监控系统和管廊本体结构监控系统，所述环境监控系统包括环境实时监测单

元、环境预警单元、环境查询统计单元和联动操作单元；所述管廊本体结构监控系统包括管

廊实时监测、管廊预警和管廊查询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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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廊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管廊管理技术领域，尤其是综合管廊监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综合管廊又称“共同沟”，是在城市地下建造一个隧道空间，将市政、电力、通讯、燃

气、给排水等各种管线集于一体，设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实施统一规划、统

一设计、统一建设和管理。建设综合管廊系统能有效缓解城市发展与我国土地资源紧张的

矛盾，对提高土地利用率、扩大城市生存发展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综合管廊监控弄生态系

统中，包含着多种子系统，例如：环境监测子系统、通信子系统、火灾/可燃气体报警子系统、

视频监控子系统等等。传统系统监控手段单一，各自独立完成其特定单一的监控功能，相互

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和有效的协调，信息缺少相互关联，无法实现真正的信息共享，不能充分

发挥系统的作用，而且各系统都需要配置监控设备和管理人员，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0003]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特此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综合管廊监控系统，本发明综合管廊大数据监控平台集

成管廊各子系统，将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对象监视、智能控制、报警提醒等多种功能集成为

一体，可以实现统一监控，集中管理、灵活配置，而且只需要配置一台监控工作站，降低成

本，提高运维管理水平。

[0005] 为了实现这些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综合管廊监控系统，用于对管廊进行监控以及管理，分三层结构，分别为数据源、

平台层和展示层，所述数据源与平台层之间实现网络通讯连接，平台层与展示层之间实现

网络通讯连接，所述平台层位于数据源和展示层之间；所述数据源包括数据采集器，所述平

台层包括预警预报子系统、安全防范子系统，预警预报子系统包括可燃气体报警系统、防火

门监控系统、自动火灾报警系统；所述安全防范子系统包括出入口控制系统、离线巡更系统

以及出入口控制系统、人员精准定位系统、人员入侵系统以及视频监控系统；所述展示层通

过客户端实现。

[0007] 优选的，所述客户端包括电脑、手机APP、大屏监控。

[0008] 优选的，所述展示层还包括平台支撑系统，所述平台支撑系统包括GIS地图引擎、

BIM模型。

[0009] 优选的，所述数据采集器包括用于检测气体、温湿度的气体探测器；所述数据采集

器包括用于检测水位、液位仪的磁性液位计；所述数据采集器包括数字水准仪；所述数据采

集器包括位移计，所述位移计为位移传感器；所述数据采集器包括用于检测烟感的烟雾报

警器。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所述平台层还包括大数据资源中心、环境与附属设备监控子系统、

运维管理系统、系统管理系统以及综合监控和预警一张图系统；所述平台支撑系统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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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推送引擎单元、任务调度引擎。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运维管理系统包括维修工单单元、巡检工单单元、阀值管理单元、

设备管理单元、档案管理单元、台账管理单元、应急预案管理单元、系统组态单元、统计报表

单元、入廊企业管理单元、管廊信息管理单元。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系统管理系统包括系统安全单元、用户管理单元、机构管理单元、

角色管理单元、系统日志单元。

[0013] 进一步的，大数据资源中心包括数据推送单元、数据接口开放单元、数据资源门户

单元、任务调度单元、数据安全管控单元、数据库、视频系统、文件系统、数据加载单元、数据

转换单元、数据编目单元、数据仓库管理单元、大数据基础平台单元、ACU数据采集适配单

元、视频监控采集适配单元、设备数据采集适配单元、文件采集适配单元。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大数据基础平台包括分布式存储单元、资源管理单元、数据抽取单

元、并行计算单元、数据访问单元、运维管理单元。

[0015] 进一步的，环境与附属设备监控子系统包括环境监控系统和管廊本体结构监控系

统，所述环境监控系统包括环境实时监测单元、环境预警单元、环境查询统计单元和联动操

作单元；所述管廊本体结构监控系统包括管廊实时监测、管廊预警和管廊查询统计。

[0016] 有益技术效果：

[0017] 本发明综合管廊大数据监控平台集成管廊各子系统，将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对象

监视、智能控制、报警提醒等多种功能集成为一体，可以实现统一监控，集中管理、灵活配

置，而且只需要配置一台监控工作站，降低成本，提高运维管理水平。

附图说明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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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是本发明综合管廊监控系统三层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平台层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综合管廊监控系统运维管理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综合管廊监控系统系统管理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发明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大数据资源中心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是本发明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大数据基础平台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是本发明综合管廊监控系统预警预报子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是本发明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安全防范子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7] 图9是本发明综合管廊监控系统环境与附属设备监控子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0是本发明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平台支撑层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1是本发明综合管廊监控系统大数据资源中心与采集设备连接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这里将详细地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说明，其示例表示在附图中。下面的描述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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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时，除非另有表示，不同附图中的相同数字表示相同或相似的要素。以下示例性实施例

中所描述的实施方式并不代表与本发明相一致的所有实施方式。相反，它们仅是与如所附

权利要求书中所详述的、本发明的一些方面相一致的装置和方法的例子。

[0031] 在本发明使用的术语是仅仅出于描述特定实施例的目的，而非旨在限制本发明。

在本发明和所附权利要求书中所使用的单数形式的“一种”、“所述”和“该”也旨在包括多数

形式，除非上下文清楚地表示其他含义。还应当理解，本文中使用的术语“和/或”是指并包

含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列出项目的任何或所有可能组合。

[0032] 应当理解，尽管在本发明可能采用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来描述各种信息，但这

些信息不应限于这些术语。这些术语仅用来将同一类型的信息彼此区分开。例如，在不脱离

本发明范围的情况下，第一信息也可以被称为第二信息，类似地，第二信息也可以被称为第

一信息。取决于语境，如在此所使用的词语“如果”可以被解释成为“在……时”或“当……

时”或“响应于确定”。

[0033] 以下将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34] 本发明综合管廊监控系统，为综合管廊大数据监控平台，将三维地理信息、设备运

行信息、环境信息、安全防范信息、视频图像、预警报警信号、管理信息等内容进行融合，建

立统一的资源库，结合分布式历史数据库、预报警分析、大数据分析，全交换组网等优势技

术为管廊监控的业务应用服务。

[0035] 实施例1

[0036] 具体的，参照图1，综合管廊监控系统，用于对管廊进行监控以及管理，分三层结

构，分别为数据源、平台层和展示层，所述数据源与平台层之间实现网络通讯连接，平台层

与展示层之间实现网络通讯连接，所述平台层位于数据源和展示层之间。所述展示层通过

客户端实现，所述客户端包括电脑、手机APP、大屏监控。

[0037] 参照图2，所述平台层包括大数据资源中心、平台支撑系统、环境与附属设备监控

子系统、安全防范子系统、预警预报子系统、运维管理系统、系统管理系统以及综合监控和

预警一张图系统。

[0038] 参照图3，具体的，所述运维管理系统包括维修工单单元、巡检工单单元、阀值管理

单元、设备管理单元、档案管理单元、台账管理单元、应急预案管理单元、系统组态单元、统

计报表单元、入廊企业管理单元、管廊信息管理单元。

[0039] 参照图4，系统管理系统包括系统安全单元、用户管理单元、机构管理单元、角色管

理单元、系统日志单元。

[0040] 参照图5，大数据资源中心包括数据推送单元、数据接口开放单元、数据资源门户

单元、任务调度单元、数据安全管控单元、数据库、视频系统、文件系统、数据加载单元、数据

转换单元、数据编目单元、数据仓库管理单元、大数据基础平台单元、ACU数据采集适配单

元、视频监控采集适配单元、设备数据采集适配单元、文件采集适配单元。

[0041] 进一步的，所述大数据资源中心是由大数据基础平台基于Hadoop框架构建，兼容

Spark并行计算框架，提供海量异构数据存储、并行数据处理和统一资源管理维护等能力，

为管廊大数据的整合、分析和利用提供分布式的计算和存储能力。

[0042] 平台通过多种方式全方位、多维度、实时、动态化地采集综合管廊内环境和各种设

备监控监测数据，同时运用图像分析、语义分析等大数据技术，转换及加载不同种类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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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并将采集的数据存储至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或者分布式数据库HBase中，为综合

管廊智能化监控提供数据支撑。同时资源中心提供数据推送、接口开放、数据安全管控等功

能，为管廊监控平台提供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整合、管理、存储及开发的利器。

[0043] 参照图6，大数据基础平台包括分布式存储单元、资源管理单元、数据抽取单元、并

行计算单元、数据访问单元、运维管理单元。

[0044] 参照图7，预警预报子系统包括可燃气体报警系统、防火门槛控系统、自动火灾报

警系统。

[0045] 参照图8，安全防范子系统包括离线巡更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人员精确定位系

统、人员入侵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0046] 参照图9，环境与附属设备监控子系统包括环境监控系统和管廊本体结构监控系

统，所述环境监控系统包括环境实时监测单元、环境预警单元、环境查询统计单元和联动操

作单元；所述管廊本体结构监控系统包括管廊实时监测、管廊预警和管廊查询统计。

[0047] 预警预报子系统、安全防范子系统、环境与附属设备监控子系统是综合管廊监控

系统中各业务子系统，将各子系统的数据采集、对象监视、智能控制、告警提示等多种功能

集成为一体，可以实现集中管理、灵活配置、统一监控等功能。

[0048] 客户端平台包含PC端与手持移动客户端，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信息安

全”等技术，实现大数据的智能化运维管理支撑体系，将分散的设备数据转换为系统的管理

数据，变被动式运维为主动式运维，结合业务特征，实现对管廊的统一管理和优化控制，打

造“智慧化的管廊运营”环境。

[0049] 本发明引用大数据技术解决管廊设备数据采集、存储、计算、挖掘和管廊问题；统

一管理平台，提高响应速度和运维水平；实现综合管廊空间以及设施设备的三维呈现；积累

数据、优化模型，从监测、预警未来向预测发展，发挥平台更大价值。

[0050] 参照图10，平台支撑系统包括GIS地图引擎单元、BIM模型单元、消息推送引擎单元

以及任务调度引擎单元，为上层业务子系统的建设提供支撑。

[0051] 平台支撑系统的核心功能包括三维可视化管理、安全应急管理、数据分析及增值

运营三方面。

[0052] 具体的，三维可视化管理利用BIM技术对管廊仿真分析，将三维地理信息、设备运

行信息、环境信息、安全防范信息、视频图像、预警报警信号、巡检信息等内容进行融合，统

一在三维可视化平台进行集中展现，实现综合管廊的一体化的立体监控和调度。

[0053] 安全应急管理指的是应用强大的安全报警中心，打造完整缜密的安全报警中心，

与二三维GIS平台、门禁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附属设备、手持终端联动，7×24小时捍卫管廊

的安全。

[0054] 通过应用地理GIS地图引擎单元，建立数字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实现城市基

础地理信息资源的集中管理、统一服务；建立基础地理数据库，形成政府、行业部门等地理

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应用，为城市规划、国土、城建、交通、水利、公安、环保等各政府部门提

供科学、准确、及时的地理空间服务，为城市发展战略决策分析、制定规划、应急响应及实施

一切重大战略举措提供必要的基础信息平台和技术支撑，实现管线最终转化为管廊的技术

升级。在此基础上建设城市综合管廊数据库，实现城市综合管廊与专业管线信息的分布式

共享交换和一体化组织；建立综合管廊应用系统，为城市管廊的规划、施工及运行管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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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上地下空间统一开发利用提供完整的管廊信息服务。

[0055] 数据分析与增值运营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技术，利用日积月累的海量数据，建立相

应模型，从传统自动化告警监测及展示，向预测分析的智能化发展，实现更加全面和体系化

的监控生态。分功能包括：实时数据分析、设备运行分析、运维数据分析、环境数据分析及报

警数据分析等。

[0056] 进一步的，综合监控与预警一张图系统是指基于统一的地理空间框架，面向管廊

监管和服务的目标，集成管理和展示环境与设备监控、安防、消防等多源业务数据。

[0057] 所述数据源是数据获取终端，包括烟感、水准仪、液位计、气体、湿温计、水位计、风

机、位移计、照明、水泵、摄像头、WIFI、红外对射、RFID、门禁、档案。

[0058] 参照图11，所述大数据资源中心的ACU数据采集适配器单元与至少一个  ACU相连

接；所述视频监控采集适配单元与摄像头相连接；所述设备数据采集适配单元分别于WIFI、

红外对射、RFID、门禁相连接；所述文件采集适配与档案相连接。

[0059] 所述ACU连接数据采集终端，所述数据采集终端包括烟感、水准仪、液位计、气体、

湿温计、水位计、风机、位移计、照明、水泵。

[0060] 大数据资源中心通过ACU数据采集适配器单元、视频监控采集适配单元、设备数据

采集适配单元、文件采集适配将得到的实时数据上报给大数据基础平台。所述大数据基础

平台中的数据抽取单元负责抽取数据源采集的数据信息抽取其中有用信息通过分布式存

储进行数据存储。

[0061] 数据访问单元为数据访问提供数据访问接口。

[0062] 并行计算单元为数据进行计算提供接口。

[0063] 运维管理单元解析数据源数据中的运维管理数据信息，为数据提供管理接口。

[0064] 所述数据加载单元为平台支撑层应用进行相关数据加载。

[0065] 所述数据转换单元负责对数据源采集的数据进行格式转换，去掉冗余的数据信

息。

[0066] 数据编目单元对数据进行分类整理。

[0067] 所述环境数据库用于存储关于环境信息的数据，为环境与附属设备监控子系统提

供数据基础。

[0068] 所述安防数据库用于存储关于安防检测信息的数据库，为安全防范子系统和预警

预报子系统提供数据基础。

[0069] 所述预警预报数据库用于存储数据抽取过的警报信息，所述BIM数据库用于存储

BIM数据，为BIM模型创建提供数据基础。

[0070] GIS数据库用于存储GIS数据信息，为GIS地图引擎单元提供数据基础。

[0071] 所述运维数据库存储运维管理单元解析的数据信息，为运维管理系统提供数据基

础。

[0072] 本发明多种不同的监控系统，各所述不同的监控系统用于监控不同的目标，充分

满足管廊多样化监控需要。

[0073] 有选的，本系统采用基于工业以太网传输的三层监控体系结构，所述系统的各类

信号采用光纤环网进行传输；所述三层监控体系包括上层的展示层，中间层的数据支撑服

务平台层以及底层的数据源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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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所述数据源层为数据提供平台。

[0075] 所述平台层的大数据资源中心为支撑平台为其他系统提供WebService接口服务，

以服务请求方式实现数据交互；数据在所述数据支撑服务平台汇总后形成整个管廊系统的

综合数据链路，对数据进行逻辑分析与处理。

[0076] 基于BIM模型、GIS地图引擎平台管理模块包括二、三维与全景融合的监测系统，实

现二维平面图、三维动态模型和全景环境相辅相成的环境监测信息、设备运行状态、报警信

息实时显示展示系统。通过二维GIS了解管廊的全局概览，通过BIM三维建模，提供管廊、通

道、管路、线路、设备的虚拟再现，将检测数据通过全景环境进行现场的展示，当各种传感器

出现报警信息，可通过数据库查询该传感器对应的ID和GIS坐标，可在BIM三维模型精确定

位，根据报警信息内容与其他控制系统联动输出，预防事故发生。

[0077] 地下管廊数据源采集的环境状态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集水坑水位、空气含氧量、

有害气体含量以及视频监控数据；所述环境监控系统连接着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水位

传感器以及气体传感器。

[0078] 优选的，所述地理信息系统由GIS组成，用于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可以精确定位故

障的位置信息；当管线发生故障时，所述数据支撑服务平台获取安装在故障处的传感器信

息，通过建立数据库，查询该传感器对应的ID再结合GIS  系统可定位出故障处的位置信息。

[0079] 环境监控单元，用于采集地下管廊内的环境状态数据信息，并通过低压电力线将

采集到的信息传送至数据支撑服务平台；地下管廊内的环境状态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集水

坑水位、空气含氧量、有害气体含量以及视频监控数据；环境监控系统连接着温度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水位传感器和气体传感器。

[0080] 运营维护管理系统，用于记录综合管廊内的运维计划、运维人员、运维周期、巡查

区域、巡查目标信息。

[0081] 数据推送单元负责向上层进行数据推送。数据接口开放单元负责为其他系统或功

能单元提供接口。

[0082] 所述数据源中的气体、温湿度的检测终端为气体探测器。所述气体探测器为河南

中安电子探测技术有限公司，S100气体探测器，探测环境中可燃气体、有毒有害气体的泄露

浓度。上传4～20mA或者RS485信号。

[0083] 所述数据源中的水位、液位仪采用南通市化工仪表厂有限公司，QEFUZ磁性液位

计，探测介质的液位、界位指示。输出RS485(开、关、高度等)信号。

[0084] 所述数据源中的水准仪采用日本索佳SDL30数字水准仪，快速进行水准测量和距

离测量。输出Mubus  TCP/Ip网络信号。

[0085] 所述数据源中的位移计采用深圳市米诺电子有限公司，防爆型拉绳(线)  位移传

感器MNHFB-100-RS，输出RS485(开、关、移动距离等)信号。

[0086] 所述数据源中的风机采用靖江市易凯通风设备有限公司DZ－11型壁式低噪音轴

流风机。输出RS485(开、关、转速等)信号。

[0087] 所述数据源中的水泵采用深圳聚光设备科技有限公司20SG2-8型管道泵，适用于

高层建筑增压送水、远距离输水、空调、制冷冲洗等。输出RS485(开、关等)信号。

[0088] 所述数据源中的照明采用北京莹光万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LED智能照明灯

FTS220/4-1。输出RS485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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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所述数据源中的烟感采用深圳市同安迪科科技有限公司，TAD-169烟雾报警器(联

网型)，输出：联网输出/LED指示报警，网络信号。

[0090] 所述数据源中的ACU采用深圳市哲扬科技有限公司，iTanel一体化区域控制单元。

具体参数如下：2个千兆光口模块，10个其他功能模块；36个继电器输出；含接线端子和光纤

盘，支持1小时不间断电源供电。千兆光模块：4个千兆光端口，支持环网；千百兆模块：4个千

兆或百兆端口，支持环网；百兆电模块：4个百兆电端口；WiFi模块：支持802.11b/g/n；语音

网关模块：2路PSTN 电话机接口；WPLC-CPU模块：1路RS485，8路数字输入，8路数字输出； 

WPLC-AD模块：10路模拟量，其中包括8路电流型(0～20mA)和2路电压型，电压型支持0到5V

和0到10V；WPLC-IO模块：12路数字量输入，12路数字量输出。

[0091] 所述述数据源中的摄像头采用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S-

2CD7086F，800万2/3”，CMOS  ICR日夜型枪型网络摄像机。

[0092] 所述数据源中的WIFI采用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千兆无线控制器  NAC-

6200。

[0093] 所述数据源中的红外对射采用东莞艾礼富安防设备有限公司，艾礼富韦尔智能数

码变频主动红外对射2-4光束，型号ABT-40。

[0094] 所述数据源中的RFID采用富楼那(上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RFID通道门、安全门

系列产品。

[0095] 所述数据源中的门禁采用杭州市华星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指纹门禁一体机。

[0096] 所述数据源中的档案采用相关综合管廊资质文档，或者电子文档。

[0097] GIS地图引擎采用集成ArcGIS  Server作为GIS的中间件，ArcGIS是一款全新的具

有高效、强大的生产力桌面端应用程序。它具有全新内核、全新渲染引擎；二三维融合应用；

支持红绿立体眼镜；发布3D模型服务(Scene  services)；发布web场景(web  scene)等功能。

[0098] BIM模型采用集成上海鹰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BimViz软件，为综合管廊  BIM可视

化提供一流的三维引擎。

[0099] 可燃气体报警系统采用深圳市科尔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可燃气体检测仪  (在线

式)，型号：MOT500-EX，适用于各种环境中的可燃气体浓度检测。输出  RS485等信号，采用标

准MODBUS  RTU协议，传输距离2Km。

[0100] 防火门监控系统采用泉州市天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的防火门监控系统设

备。包括防火监控器；区域分机(中继器)，型号TLXTFJ-2013；(智能型) 防火门现场控制装

置，型号TL909-F/C2；(标准型)防火门现场控制装置，型号  TL909-F/A。

[0101] 自动火灾报警系统采用深圳市同安迪科科技有限公司，TAD-169烟雾报警器(联网

型)。

[0102] 离线巡更系统采用沈阳金万码高科技发展限公司，“悍码4”感应式电子巡更系统，

包括硬件设备有：“悍码4”巡检器，型号WM-5000V4；巡更点，型号  WM-30A/EM。以及巡检软件

系统。

[0103] 出入口控制系统采用西奥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单门&带密码防暴门禁系统，

硬件设备有S301D，485通讯、EM卡单门双向门禁机；以及相关的软件系统。

[0104] 人员精准定位系统采用青岛安然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管廊人员定位系统，硬件

设备有多功能基站AR001-J-HG；防爆定位采集分站  AR002-II-DWCJ-TX01；无线定位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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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003-D-HG；标识卡AR002-K-HG。以及相关的配套系统。

[0105] 人员入侵系统采用广州市艾礼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微波对射(雷达)入侵探测器

VDWB-50D，以及配套的软件系统。

[0106] 视频监控系统采用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DS-2CD7086F，  800万2/

3”，CMOS  ICR日夜型枪型网络摄像机，以及iVMS-8700综合安防管理平台V2.8.3。

[0107] 本发明使用的服务配置为：2*E5-2650因特尔CPU，1*32G内存，1*480G  SSD硬盘，2*

2TB  SATA硬盘，4个GE接。

[0108] 所述ACU数据采集适配器单元与ACU连接数据采集终端配套使用，为现有技术。

[0109] 视频监控采集适配单元与摄像头配合使用，为现有技术。

[0110] 设备数据采集适配单元与WIFI、红外对射、RFID、门禁配合使用，为现有技术。文件

采集适配单元与档案配合使用，为现有技术。

[0111] 本发明所采用的部分模块、单元、系统为市场上能够采购到的产品，所述产品相关

说明会有明确的电路、引脚以及安装说明，所以本发明公开充分能够实现。

[011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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