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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行为监控？

• 它是一款能识别到人的异常动作行为后预警的智能监控

• 比如：当场景下有人打架，传统监控下如果保安发现了有人打架才知道有人在打架，
而行为监控则能自己检测出来打架动作并预警给值班人员。

• 什么叫预警？--就是把系统检测到的正在打架的视频画面弹屏显示在大屏幕上，还
能标记正在打架的人。

• 监控室没人值班？--不要紧，它还能发到你手机APP上。



系统架构

行为识别

人脸
识别

物的
识别

智能监控的三大研发方向：行为、人脸、物的识别

国内首家落地的行为监控生产商





01行为识别
动作行为的识别分为两种，常规动作识别
和个性动作识别。

可通用于所有行业的动作识别，包括求

救、倒地、闯入、打架、攀爬、聚众。

常规动

作识别

个性动作

识别
可根据需求，通过人眼能看出来，

摄像机能拍到，就可以免费定制。



02识别描述

通过摄像机拍摄，模拟勾勒

出人的骨架，针对人的各种动

作，进行分析出运动轨迹，从

而判断出该运动轨迹是属于什

么动作。

通过后台服务器进行计算，一
旦吻合系统设定的管理动作，
系统就会立即预警，提前预判。



03预警方式

本地预警

通过在监控中心安装预警显示屏，连接行为预警服务器，服务器会把抓拍

到的异常情况的现场视频画面显示在预警屏幕上，达到预警的目的。

远程预警

• 通过手机安装预警APP，设定预警权限后，不同的管理者和使用者会收

到系统分析出来的突发现场的视频截图，达到预警的目的。

预警标记
• 系统会自动把分析出来的有发生异常行为动作的人进行标记提醒。



04设备方案

在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
的核心设备中，主要只
有三种：前端行为采集
摄像机，机房录像存储
NVR，机房行为预警服

务器。

而传统的综合平台、上
墙高清解码器、流媒体
服务器、网络键盘等类
似这类的控制设备，在
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架
构中是完全可以不用的，
系统的自动检测和自动
弹屏预警，完全替代了
人眼查看和人工调度。



一、新项目
可直接采用太古公司的产

品，硬件参数和传统的数字高
清网络摄像机的参数一致，原
来该如何布点、如何设计，现
在还是照旧，只需要注意全方
位监控无死角即可。

二、旧项目
可对市面上流通的各大品牌

及小品牌的摄像机进行升级，即
可接入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使用。

摄像机的应用



NVR录像机方案

一、新项目
可直接采购太古公司的产品，硬件参

数只有16路以上的机架式NVR主机，小
路数的主机是没有的。

二、旧项目
可以直接使用，不用进行任何升级改

造。

NVR录像机在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中，只是起到录像
的功能，无关紧要。



无论是新项目，还是旧项目，想
要达到行为识别的功能，就必须采
用一台行为预警服务器。

行为预警服务器分为64路，
128路，256路三种规格，分别表
示最大可分析的前端摄像机数量。

如：某个项目100个监控点，
只需要对其中64支摄像机进行行
为分析预警，那么，采用1台64路
的行为预警服务器即可满足要求。

行为预警服务器方案



网络架构方案

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的
网络架构会比传统数字
高清监控系统的网络架
构要求会高一些。主要

是降低网络延时。

交换机尽量
采用千兆交

换机。

网线尽量采用
超五类国标网

线。

主干线尽量
采用光纤。

光电信号转换
设备尽量采用
千兆级别。



系统周边方案

➢ 摄像机周边设备，比如支架、电源、防雷模块等照旧，无需专门针对AI智能行为监控
系统做特殊化。

➢ 机房布局，比如电视墙、操作台、机柜、上墙解码设备等使用，按照最简单的方式来
做，每台NVR对应一个小屏幕，显示完所有画面，也是能兼顾当摄像机有故障的时候
方便及时发现，然后设计一个或两个预警显示器，作为系统发现异常动作行为后的自
动弹屏显示。

➢ 前端汇聚点布局，跟传统数字高清监控系统的汇聚点布局方案一样，没有特别要求。

➢ 施工，和传统数字高清监控系统的施工要求一样，只需要注意监控局域网尽量提升为
千兆，降低网络延时，提高预警的速度。

➢ 针对特大型项目，可以考虑使用数字矩阵和网络键盘。



行业应用

✓ 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其主要功能是增加了对视
频中的人的动作的识别，达到了提前预警的目的。它
可以广泛应用与社会治安、小区、工厂、酒店、学校、
医院、养老机构、公园、广场、旅游区、监狱、客运
公交、地铁、机场、海关、施工工地等领域。

✓ 由于每套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都需要一台服务
器，相对来说，小型店铺、家庭等监控点数量较少的
场所，成本会提高，这类小型项目慎用。



社会治安应用

社会治安行业包括街道治安监控、公园、广
场、车站、地铁、集成等监控等场景。

应用一：紧急求救

这个动作可以作为公益来发展，当人们在公
共场所遇到困难或者看到困难，对着摄像机举起
双手交叉挥手，即定义为紧急求救，监控中心能
快速知道求救的地点。

应用二：打架斗殴

这个动作主要是治安类动作，一旦被摄像机
拍摄到有打架的行为，监控中心能立即知道打架
的地点，可以快速出动警力。

应用三：聚众围观

这个动作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人数达到一定的
数量，数量可以自定义，系统就会立即预警。一
旦围观事件一直在预警屏幕上持续显示的，监控
中心可以派出警力查看。

应用四：不慎摔倒

这个动作是指当有人不慎摔倒了，如倒地不
起的情况下，应该是有问题了，监控中心显示的
是摔倒的整个过程直到人起来后结束，如果一直
摔倒不起来的，可以派出警力查看。



工厂应用

工厂多为生产型企业的应用场景。
应用一：生产管理动作

这类动作需要用户自定义，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出
各种符合生产管理的动作。

应用二：攀爬

当有人爬越围墙，或爬窗进入厂区内，监控中心能
立即发现事发位置，可以及时派出保安查看。

应用三：非法闯入

当非上班时间段有人进入仓库、办公场所，或宿舍
等，监控系统能立即弹屏显示闯入现场的视频，也可以
用于在各设备机房，当有人进入机房操作，这段操作的
视频也会一直显示在监控中心的预警屏幕上。

应用四：保安偷懒

这个动作为久坐，当监控系统发现监控中心或者保
安室在夜晚值班时，维持同一个动作超过一定时间，系
统会弹屏预警，判定为偷懒。

应用五：打架、聚众

这类动作同样也可以用于在工厂，属于治安类突发
事件，一旦有这类动作发生，监控中心立即预警显示打
架、聚众的现场视频。



小区应用

小区多指封闭式小区。

应用一：爬越

当有人爬越小区围墙进入小区的，监控中心能立即预警。

应用二：求救

当有人在小区内遇到困难了，对着摄像机举起双手交叉挥手，

可以及时的发出求救信号。

应用三：闯入

当凌晨12点以后，可以开启小区大堂入库的摄像机闯入功能，

一旦这个时间段以后的人进入小区大堂，整个现场视频都会显示在监

控中心的预警屏幕上，值班人员可以根据识别辨别是否属于业主，以

防发生被盗事件。

应用四：追逐打闹

当有小朋友在园区玩耍，追逐打闹，监控中心会立即弹屏显示

现场视频，可以及时制止。

应用五：打架、聚众

这类型的动作应用在小区内，也是能起到防范作用。

应用六：高空抛物

当有高空坠物事件发生时，监控中心会立即弹屏预警，监控中

心的值班人员可以立即知道坠物的地点，确认是否有人受伤等。



酒店应用

酒店应用包括酒店、餐厅、夜场等场所的应
用。

应用一：摔倒

当有人喝醉酒后倒地不起的，监控中心发现
这一问题后及时提供帮助，应用在夜场的话，可
以预防各种客人醉酒后“捡尸”事件。

应用二：打架、聚众
这类治安类的事件，可以预防。
应用三：求救

当客人遇到紧急突发事件时，如来不及电话
报警的，可以及时对着摄像机举起双手挥手求救。

应用四：闯入

主要是针对设备机房的检修闯入，以及酒店
通道、楼梯间等场所的非正常营业时间段的闯入。



学校应用

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场景应用。
应用一：服装识别

针对学生穿校服的识别，这类识别需要看学校的具体要
求，系统可以识别。

应用二：课堂识别

针对课堂识别，可以识别学生举手发言，起身和老师的
互动，考试的作弊动作，自习课的课堂纪律的管理等。

应用三：闯入

针对特殊课堂或特殊场景，以及学校围墙，设定闯入动
作，一旦有闯入行为，该现场视频会立即弹屏显示在监控中心
的预警屏上。

应用四：攀爬

当有学校翻墙爬越出学校，这类主要针对大学，夜不归
宿爬墙外出的行为管理。

应用五：打架、聚众

学生打架、聚众行为的识别，可以有效预防学生打架事
件。

应用六：倒地不起

当有学生或者老师由于身体原因或其他原因，突然倒地
不起的，监控系统能立即发现这一情况，如果倒地后能立即起
身，肯定问题不大，如果一直倒地不起的，肯定是有情况发生
了，可以及时提供帮助。



养老行业应用

养老机构对于AI行为监控系统的需求较为明

显。因为老人院的入住老人的特性，决定了普通
监控意义不大，而一些老人的特定行为的识别，
可以有效的为老人院提供帮助。

应用一：老人摔倒

老人的摔倒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摔倒，老人的
摔倒的问题很严重，一旦发生有老人摔倒的情况，
监控中心如果能马上预警并马上通知护工前往处
理的，这个意义较为重大。

应用二：楼梯间禁行

老人的身体决定了走楼梯的风险，一旦有老
人在楼梯间出现，监控中心立即预警并立即通知
护工上前帮助，可以有效预防老人因走楼梯引起
的意外。

应用三：久坐不动

当身体状况比较差的老人，天气好的时候，
院方需要把老人用轮椅推出户外呼吸新鲜空气的，
一旦老人维持同一个坐姿久坐不动的情况，立即
预警通知护工上前查看。



监狱应用－监狱是一个较为特别的场所，监狱内的监控
要求也比其他地方要高很多。

应用一：打架、聚众
监狱内一旦发生打架事件、聚众事

件，监控中心立即会发现这些问题。

应用二：攀爬逃狱
这类情况可以有效的预防犯人逃狱

行为。

应用三：闯入
监狱对特殊场景的非法闯入进行布

控，可以有效预防各种闯入引起的问题。

应用四：求救
当有犯人遇到紧急情况的，可以对

着摄像机举起双手挥手求救。



交通工具应用

交通工具包括公交车、长途客车、
火车、高铁、客船等场景应用。

交通工具的应用方案为：在交通工
具上安装摄像机，通过4G网络把图像
传回车站来，考虑到4G传输视频的速

度和占用流量的空间，可以按每秒分
析一帧图片来完成识别，减少4G信号
传输视频的压力。

应用一：求救

在这类型的交通工具上，如果遇上
打劫等恶性事件，乘客一般都会控制
住了的，调高求救动作的等级，只要
抬起双手举过头即为求救，可以有效
的把求救信号发出去。

应用二：司机的各种违规动作

主要是公交车或者长途客运车上，
识别司机的各种抽烟、打手机、违规
停车等问题，规范司机行为。



施工现场应用

施工现场包括建筑施工、公路、隧道施工等现场的视频
监控，可以通过行为监控系统识别施工现场的各种违规及安全
问题。

应用一：装备识别
主要是针对不带安全帽、赤膊等行为的识别。
应用二：安全识别

主要是针对高空作业不带安全带、不做安全防护措施的
识别。

应用三：固定施工岗位的行为识别

主要是针对施工现场的固定施工位置的规范动作行为识
别。

应用四：闯入
针对工地非上班时间段的闯入识别。
应用五：施工进度的监管

比如隧道施工，针对一段隧道施工完毕后，需要加固和
间隔一定时间后再次对下一阶段进行施工的，可以做到有效监
管。

应用六：同一作业面的人数识别

通过对同一个作业面最高限制多少人施工的场景，可以
做到超过人数预警。

应用七：工地其他安全自定义视频识别
可以根据各施工现场的要求，自定义动作识别。



厨房明厨亮炤监控应用

这类型的应用，可以考虑以村、
镇、市为单位，对属地范围内的餐
厅的厨房进行视频监控的监管，识
别厨房内的违规操作等问题。

应用一：各种厨房违规操作

根据厨房各种违规动作，用户
自定义动作，让系统经过学习后达
到识别的目的。

应用二：装备识别

针对厨师或厨房工作人员进行
不穿工作服、不带口罩、不带卫生
帽子等装备的识别。



连锁店行业应用

这类应用主要是在全国有多家连锁店的视
频监控的管理。

应用一：闯入

针对各连锁店在非营业时间段被非法闯入
的动作识别，有效的起到防盗的作用。

应用二：客户接待督查

针对各连锁店，如需要对接待客户的过程
进行监督的，可以提取自客户进入店内后员工
接待的整个过程的视频。

应用三：求救

针对各连锁店内发生的恶性时间或者紧急
情况，可以及时的通过监控系统发出求救信号。

应用四：连锁店上下班监督

散布在全国范围内的连锁店，在管理上会
有各种跟不到位的问题，通过监控系统来管理，
每天开门营业时间、结束营业时间进行考核监
督。



应用总结

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应用面非常广泛，通
过监控系统，识别场景下的人的各种动作行
为，只要该动作有明显特征的，又被监控摄
像机拍摄到的情况下，都可以识别出来。

它不只是一套监控系统，它的每一
支摄像机，都相当于人的眼睛，不
折不扣的把管理者想要知道的事情
及时上报，主动防御，提前预警，
防患于未然。



后台功能
系统功能主要是指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的后台功能介绍。

主要包括五大功能：

文
件

管
理

设
置

高
级

帮
助



文件功能

照片存储

系统会对每一次所分

析出来的异常动作行

为的现场进行截图后

存储在服务器上，这

张截图同时也会通过

云端发送到用户的手

机APP上。

预警视频存储

场景下发生的各

种异常动作行为

的这一段视频，

都会单独保存在

行为预警服务器

的存储盘上。以

便用户翻看和保

存。

常规视频存储

该功能相当于NVR

的功能，及定时录

像的存储功能。这

一功能的开发主要

是针对小型的场景

下不采用NVR，直

接采用服务器录像，

减掉NVR的成本。



管理功能

用户注册，即每一套AI智能行为监控系统，

都需要进行注册，未经过注册的服务器，只

有30天的试用期，试用期过后系统会锁定。

用户管理，即系统安装者和使用者

对用户进行管理，添加用户和管理

用户权限。

版本信息，即可以查询到本台

服务器的详细版本信息。

缺省设置，即服务器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可以通过

缺省设置，恢复出厂设置或者恢复到某一时间节点

的设置。

升级服务，即定时对系统进行升

级，也可以通过升级包手动升级。

定制服务，即用户根据其自身需求，

自定义动作，上传需要定制的动作到云

端，与我公司进行互动，进过系统学习

后达到可识别的目的。



设置功能

动作库设置，即关联

摄像机的IP地址，关

联所需要管理的动作，

完成绑定设置。

广播联动设置，即关联摄

像机的IP地址，关联广播

分区，当监控拍摄到异常

情况后可以启动广播系统

发出语音提示。

消防联动设置，即当消防主

机检测到前端有异常报警时，

弹出该区域的视频画面。

一卡通联动设置，即当有人

刷卡时，可以联动监控系统

弹出该区域的视频画面



高级功能

网络设置，即

服务器设置网

络参数的功能。

预览设置，即对
预警画面进行分
屏设置，可以选
择设置1/4/9/16画
面预警模式。

信号源输出设置，
即行为预警服务器
有多个HDMI输出口，
可以输出预警信号、
常规信号，电子地
图信号等信号源。

手机预警设置，即设
置行为识别的预警级
别，根据使用者管理
权限，分配不同的预
警级别的现场截图画

面到各使用者手机上。



帮助功能

• 帮助功能主要是提供给用户使用和
学习本系统的各种帮助文件和视频。
包括系统安装文档、动作库设置文档、
联动设置文档等。

• 暂时不支持视频学习文档，后期关
注系统更新后会增加视频学习文档。



商务合作



合作方案
我们真诚期待各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共同发展
AI智能行为监控。我们的策略是：

• 各位集成商朋友们，如果双

方有合作意向，达成战略合

作，只要您建一个展厅，我

们将全方位配合您发展AI智

能行为监控事业，我们支持

你们自建品牌、无条件全方

位配合产品供应、技术支持、

研发支持。

战略合作

• 各位代理商朋友们，我们的AI智能行为监

控，目前是全国第一家落地的以行为识别

为研发方向的公司。优厚的利润、强大的

功能，具备其他传统品牌所没有的优势，

也是能解决客户痛点的一款智能监控产品。

只要你们建一个展厅，向客户展示我们的

产品，我们无条件全力支持你们自建品牌，

支持线上及线下同步销售，配合你们同步

做市场推广，不设门槛，不设任务额。

省市级代理商



欢迎广大代理商
集成商们提供宝贵意见
让我们的系统后台做得更强大



深圳太古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大运软件小镇12栋3楼

商务电话：13928475117

网址：www.taigusy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