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mniscient
hi-iQ Surveillance

The IFSECs Award committee has yet again 
selected iOmniscient as a Finalist for their 
annual awards which will be announced on 
10th May 2010. This time it is in the Best 
Project category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s fastest train 
line in China, covering over a 1000 kms of 
track over which the train runs at an average 
of 350 km/h.

The iOmniscient system uses cameras 
placed strategically along the track and 
particularly at road junctions, bridges and the 
entrance and exits of tunnels to monitor the 
track. The environment that the track travels 
through is very harsh. The main reason that 
iOmniscient was selected was because of 
its NAMS capability its nuisance alarm 
minimisation system.  China Rail could not 
afford unneccessary false alarms which 
would have slowed down the operation. 

KJ Liang, the Project Manager for China 
Railway Signal & Communications Corp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said: 
“Your implementation team has given 
us tremendous and timely support 
throughout the entire deployment. 
The system is configured to achieve a 
very good result with high satisfaction. 
iOmniscient’s IQ system has proven to 
be very accurate and reliable with a 
very low false alarm rate even in our 

iOmniscient助世界最快的列车安全运行
多 个 机 场 继 续 选 用
iOmniscient
世界各地的机场在经过
谨慎的研究和评估后，
都选择了iOmniscient 
Hi-IQ的系统。上月三
个主要的机场毫不例外
的订购了Hi-IQ公司的
视频分析系统。它们分
别是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国际机场，阿拉伯的阿
布扎比国际机场和土耳
其的安塔利亚国际机场

iOmniscient Hi-iQ 很高
兴的看到高质量和久经考验的IQ铁路系统，能为中国铁路提供了安
全，可靠和高效的服务。在此，iOmniscient祝贺铁道部成功开通运营
武广快线服务。

为世界上最快列车的运营商，中国铁道部（MOR）在选择供应商时要求
严谨，对所有候选的产品都必须作出严格的测试，在成功通过极端环境
下反复测试后，才授与订单的。

这条武广专线对视频分析的要求极具挑战性的。首先，其所选用的摄
像头接口并不是标准接口，由于iOmniscient Hi-iQ具备丰富的通用接
口，便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其次，武广沿线的每个摄像头需要
监管超过300米的路轨，加上其沿线的地貌多变，从江汉平原到岭南
地区，既经过平原又经过丘陵和山区，这些多变的地貌都会对一些基
本的视频分析系统产生压力和造成过多误警的最大因素。最后，由于
iOmniscient的产品装备了国际专利的误警过滤器，在极端恶劣的环境
下，可以符合铁道部的严格要求，将误警率降至最低。

iOmniscient Hi-iQ 发布视频管理平台（iQ-
VMS) 并以近乎免费的价格推出市场

作为智能监控领域的领导者，iOmniscient Hi-iQ 为市场推介IQ视频管
理平台（iQ-VMS)，这个平台具备了独特的性能。
技术负责人Ryan解释说:‘由于绝大多数传统的视频管理系统制造商在
设计这些产品时的目的只是针对全天候录像和人工监控，所以我们决
心发布自己的视频管理平台。我们的视频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制作是以
自动化监控为导向的。鉴于我们在智能监控领域的经验，我们确信能够
打造一个超级的视频管理系统 – 一个易于安装部署和能够高效使用的
视频管理系统’。

iOmniscient Hi-iQ的视频管理系统（iQ-VMS）除了具备市场上最先进的
管理系统和功能外，更具备许多最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产品特性，包括：

� 与iOmniscient Hi-iQ的视频分析系统的紧密整合 --- 使用
iOmniscient的视频管理系统 iQ-VMS，用户将不再为视频分析插件而烦
恼。iOmniscient 的IQ智能产品已经整合到其管理平台中能够无缝紧密
地一起工作。由于管理系统共用一个数据库，更能节省大量的存储和
解码成本。

 � 具备广泛的通用接口 --- iOmniscient的视频管理系统能够连接到几
千个硬件厂家生产的摄像头，编码器和模拟设备 – 这使采用iOmni-
scient的视频管理台（iQ-VMS）的用户可随意的选择所需的平硬件品
牌。（iQ-VMS）都很容易跟其整合。

  � 无限的和扩展性和极具灵活的构架 ---不会受制于任何类型的架构
如先端分布中央管理，甚至混合的构架都可支持。

应该如何选择视频分析供应商
机场有一个非常独特而复杂
的环境。大多数机场都是有
采用玻璃的屋顶，这样即使
是在室内也可以感受室外光
线的变化和环境等因素。客
户需要一个视频分析系统，
可以准确探测目标物体，而
同时可以过滤光线变化而做
成的误报。机场的主要通道
和大厅同样拥挤，客户绝对
需要一个可以应付复杂的拥
挤场面的系统。

从工程商和集成商的角度来看，他们最关心项目的风险，所以iOmniscient Hi-IQ公司
建议必须谨慎选择供应商，不应只单从价格着手。在视频分析领域中，如果只是针
对价格，您可能只是买到一个单轮的自行车，完全不能操作。所以应该先从技术去
考虑，然后再谈价格。

在争取项目的竞争中，很多公司都会声称他们什么分析和应用都可以做。所以客户
的思路也会很混乱，很难去区分真伪。究竟是谁才可以真正做到机场个别的要求
呢？在投标前，肯定每家都会尝试参与和展示自己的产品，如果随便让任何一家都
参与项目竞投的话，这会对客户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无谓的工作量而最终也不能选
择到合适的供应商。 

客户可以考虑先测试每家的实力。一个公平的测试应在同一时间，同等条件下进
行，让每家公司都使用相同的摄像机，并在同一时间测试相同的功能。如果有很多
的公司一起做测试的话，还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可用的带宽和摄像机的帧率是否
足够共享。 

为了客户的利益，iOmniscient Hi-IQ公司很乐意并帮助客户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建
议，在选择视频分析供应商时，应考虑以下的步骤，希望能过滤一些劣质和不符合
标准的产品，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1）给每个项目参与者一个机场应用的清单，让每家用书面确认在无需客户定制情况
下他们是否可以执行，我们建议客户可参考这文件里的机场应用要求。
2）只限一些在机场方面有经验的公司参与项目。
3）限定一些能够应付拥挤场景和复杂环境的公司参与，例如能处理大量人流的机场
环境。
4）通过查询系统的误报率来限定公司，条件是采用现有的闭路电视基础设施 --- 使
用普通彩色或基本昼夜功能的摄像机，但安放摄像头的位置可由厂商自定的最佳位
置。
5）需要提供一个书面声明，证实该公司所有声明都是真实的，并且这个声明必须由
公司的董事或业主签字。

我们要注意，有些视频分析公司 (特别是那些低档的) 陈述他们是“完全符合要求”, 
在赢得标书后，他们却说无法提供，然后试图去说服用户其实他们并不需要视频分
析系统。
使用这种淘汰的过程，希望您能得到优质公司参加最后一轮的竞投。

来自iOmniscient Hi-IQ公司的广泛机场应用及解决方案

iOmniscient Hi-IQ根据每个机场不同的操作要求提供广泛的视频分析应用方案。不同
于大部分的其它视频分析厂商，只能提供全天候录像和基本的移动侦测系统。只有
iOmniscient Hi-IQ公司能提供针对机场特殊环境的彻底解决方案。

机场就像一个小城市一样有很多要求。除了机场航运大楼外，他们也需要管理道
路，停车场，仓库，和跑道等等。

iOmniscient Hi-IQ公司可以为每个这样的区域提供很多的视频分析方案。

安全领域：
在拥挤场面和在一个不受控制的复杂场面内的多对多人脸侦测和识别;
在拥挤场面侦测被遗弃的物品;
入侵跟踪和逆行检测;
例如在检疫区域内侦测可疑行为，闲荡，不允许进入等等;
行李箱输送带，跑道，行李处理的入侵和可疑行为;
行李处理：    通过圆盘传送带的通道做小偷探测;

实施：
检疫区域内和受限制区域内的遗留物，投掷物侦测;
检疫区域控制：在一个不受控制的场面，对拥挤人群使用热感应摄像机进行发烧人
员自动检查,可以提供自动扫描（无人值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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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机场继续选用 
iOmniscient Hi-IQ

世界各地的多个机场在经过谨慎的
研究和评估后，都选择了iOmniscient 
Hi-IQ的系统。上月三个主要的机场
毫不例外的订购了iOmniscient Hi-IQ
公司的视频分析系统。它们分别是马
来西亚的吉隆坡国际机场，阿拉伯的
阿布扎比国际机场和土耳其的安塔利
亚国际机场。

吉隆坡国际机场决定使用iOmniscient 
Hi-IQ的IQ系列软件作为它们安全系
统的最新升级。
这个机场将会同时实施一些简单的分
析和高级的IQ Infinity，以处理一些较
复杂的场景。iOmniscient Hi-IQ的合
作伙伴，GTC Global 是这个项目的集
成商。

Smart TR是土耳其机场集成商，也采
用各种iOmniscient Hi-IQ公司的分析
技术，当中包括其国际专利的，能在
拥挤机场通道中作遗留物侦测。

阿布扎比国际机场可能是最大规模和
采用较全面的视频分析项目之一。这
个项目延伸覆盖到停车场，采用的技
术除了侦测技术，更有分辨技术，如
在拥挤场景用的多对多人脸侦测。这
个项目的集成商是Atlas Telecom.

iOmniscient Hi-IQ公司的CEO, Rustom 
Kanga博士说：“机场是非常复杂的
环境,特别是他们需要处理的场面都
是非常拥挤的。如果随便选用一些
低档的视频分析，这些系统对分析一
个人或者二个人的场景已经感到困
难，那么要准确分析拥挤人群就更加
困难。如果对这些系统来说在空旷的
场面里探测被遗放的行李已经十分吃
力，那么在拥挤场面就更困难了。如
果在一个摄像头里准确地识别单独一
个面孔是困难的，那么在拥挤场面识
别就难上加难。但在拥挤场面工作是
iOmniscient Hi-IQ的强项。在这个领
域里，我们拥有很多的国际专利。
正是这个原因，一些有复杂要求的机
构例如机场和铁路都会选择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