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交通 
解决方案

全天候检测和监测

交通和公共运输应用解决方案



提升道路交通和公共交通安全和效率
世界各地的交通管理人员都使用FLIR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的技术来保障道路

安全和畅通。FLIR的检测和监测解决方案可帮助交通和公共交通机构有效管理交通流

量并确保安全。基于超过25年验证的先进技术，FLIR的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可帮助您

监控城市环境中的司机和行人，检测高速公路和隧道事件，采集交通数据并确保公

共轨道的安全。

城市路口
FLIR的交通传感器使主管单位能够控制路口的交通信号，让城市交通平稳运行。此外，它们还有助于优
化行人和骑行者的交通流，改善他们在繁忙交通环境中的安全。在实时改善交通流的同时，FLIR传感器
还为交通工程师采集重要的交通数据，用以检验路网的交通流模式。

公路、隧道和桥梁 
通过检测烟雾、火灾、停车、抛洒物、行人、逆行车辆和其他交通事件，FLIR的视频事件自动检测解决
方案帮助挽救隧道、公路和桥梁事件中的宝贵生命。及早发现道路异常行为，可使响应人员迅速介入
并避免二次事件。 

轨道、站台和车载 
FLIR的热像仪可通过检测堵塞在平交道口的车辆，以及进入地铁隧道或从站台跌落至轨道的人，防止严
重事件和基础设施损坏。FLIR的技术可以即时检测到危险活动，因此可以更好地避免事件的发生。热成
像还可以识别客运火车上的火灾隐患，并协助列车员监测乘载率。 

FLIR的交通视频分析软件可与传统可见光摄像机以及热成像摄像机相结合使用。



交通和公共交通应用的检测和监测解决方案 
通过结合对可见光或热成像相机的智能分析、雷达和V2X通信技术以及交通管理和数据分析软件相结合，FLIR ITS拥有经过

实践验证的解决方案，可确保所有运输模式的安全并以最高效率运行。

实时分析
通过实时分析可见光或热像图像可以在隧道、公路和城市实现更
高效的交通管理。交通信号可以根据当前的交通流实时调整。及
早发现事件可以加快救援队的介入，防止二次事件的发生。 

高性价比 
用于监视交通流的视频检测系统极具成本效益。检测摄像机可
以轻松安装在信号灯悬臂、路灯或现有电线杆等基础设施上，
从而无需封闭道路或带来其他干扰。当交通状况发生变化时，
检测区域也可以轻松移动或调整。 

连通性
FLIR ITS检测装置可安全连接到各种管理软件解决方案。从视频
录制，指令和控制，到交通事件存储和云数据分析，再结合V2X
通信，FLIR ITS产品使您不只是单独进行检测。 

视频检测 - 眼见为实 
既采集交通数据，又提供可视图像，这使视频检测优于其他检
测系统。监视器的即时视觉反馈对于交通管理者或运营者确切
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以及采取何种适当措施非常重要。 

高效可靠 
FLIR ITS的视频检测和监控系统在世界各地均有使用。交通管理
人员认可其卓越的事件检测率和响应时间。这进一步降低了平
均检测时间(MTTD)和误报警频率(FAF)。 

成熟技术
超过25万台FLIR ITS视频检测器在全球80多个国家运行。FLIR ITS在
1500多个隧道中安装了自动事件检测(AID)系统，其解决方案正在
全球5万多个交叉路口用于交通灯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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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 热成像

可见光 热成像

可见光 热成像

眩光
阳光会使传统摄像机出现盲区，严重
遮蔽车辆、行人和动物。热传感器可
以无视这种眩光，只响应其检测到
的热信号。

车头灯 
车头灯会迷惑摄像机，对晚上公
路交通的精确观察造成一定难
度。然而，热传感器不受车头灯
的影响，所以能够看得清楚。

不惧阴影
晚上，光线暗时，可见光摄像机可能
会错过被阴影遮蔽的行人、骑车人、
动物和汽车。但是，由于热传感器检
测的是热量，而不是光线，它们可以
看到阴影中或全黑时的物体，从而提
供更可靠的检测解决方案

针对交通应用的热成像产品
虽然可见光摄像机传统上用于交通视频分析，但它们需要额外的算法来克服其在弱光

（夜间）、强光（眩光）以及可遮蔽车辆或行人的阴影条件下的固有劣势。热传感器

不会面临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基于场景内热特征的细微差异创建清晰图像。热传感器

不需要光线即可工作，不会受到阳光直射的影响，并且无论光线强弱，都可以对车

辆、行人和骑车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检测。



可见光 热成像

远距夜视
在夜间，对于可见光摄像机，公路看起来就像一排模糊不清的灯，几乎不可
能进行有意义的数据采集和事件评估。但热像仪可以清楚地看到数公里之外
车辆的热特征，同时提供清晰的路边视野，揭示车辆驶过的情况。

温度测量 
热像仪可以测量其视场内任何物体的温度。这种独特的功能可以在整个检测
范围内检测到火灾隐患。 

看透烟雾
与可见光摄像机相比，热像仪可以穿透烟雾，因此可以在发生火灾时提供
更好的监控画面。这种增强的能见度有助于指导应急人员在隧道内定位人
员并在危急情况下挽救生命。

视频分析工作原理
安装的可见光或热像相机将视频信号输入到检测单元，检测单元可以集成在相机上或集成到标准的19英寸机架
中。设置相机或视频图像处理模块后，检测区域就会叠加到视频图像上。 

当车辆或行人进入检测区域时，专用算法会生成不同类型的交通数据。这包括存在及事件相关数据、统计处理
信息和事件前后的分析数据。压缩后的图像和报警会传送到监控中心。安装该系统后，可使视频图像处理器触
发第三方系统，如交通信号灯、电子交通标志或任何其他VMS板。当发生警报时，监控中心的交通管理员将收
到该场景的视觉图像，以便其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

精确分析可以轻松实现车辆的检测和识别。 使用分析软件可以精确设置检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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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畅通
从热视频检测和交通信号灯控制到高分辨率分析，FLIR ITS提供了一

系列的工具，可以更好地确保城市环境中的车辆、骑车人和行人

的安全和高效移动。由于我们的传感器安装在地面上，因此它比

传统的埋入式检测技术更实惠。 

车辆检测 
FLIR的可见光、热成像和雷达传感器是高度可靠、准确和非接触式的检测技术，专为
交通信号控制和管理设计。通过高效检测车辆，FLIR传感器可实现交叉路口的智能控
制，从而像在无数已在交叉路口实施FLIR技术的城市一样，实现更高的安全性。

• 改善城市交通流

• 减少不必要的延误

• 提高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行人安全和流动性  
FLIR传感器可让您将行人纳入交通控制策略中，使交通控制策略更全面。随着自适应交通信号控制和
警示标志的启用，管理人员可以使交叉路口和人行道更安全，同时避免对行人和司机造成不必要的延
误。

• 代替低效的行人按钮

• 提高行人安全

• 减少不必要的延误

自行车检测  
通过检测热特征，热像仪可以清楚区分骑车人和机动车。交通信号可以让骑车人比机动车提前通行，从而提
高对骑车人的可见度。自行车检测将为骑车人提供更长的通行时间，使其有更多时间穿越交叉路口而不会造
成不必要的延误。

• 非接触式的的热传感器可以在混合交通环境中可靠地检测出骑车人 

• 动态触发自行车警示装置

• 调整交通信号灯以提高自行车的安全性

高质量数据分析   
FLIR的热像和可见光视频分析通过检测车辆、自行车和行人在十字路口的存在信息，提供实时交通信号控
制。这会生成有用的交通数据，包括路口和路段上的交通流量、占有率和车型分类。  通过匿名使用Wi-Fi技
术跟踪行人和车辆在交叉路口的通行方式，FLIR传感器可以测量旅行时间、延误情况、出发地和目的地。FLIR
将点数据和交通流数据整合到统一的云来源中，从而获得高分辨率和高质量的交叉路口数据。 

• 捕获、存储和融合宝贵的交通数据

• 评估交叉路口的性能

• 实时映射拥堵情况

• 好决策源于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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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交通信号控制的FLIR检测器和传感器

FLIR TrafiCam
车辆存在传感器 

TrafiCam系列车辆存在传感器集CMOS摄像
头和视频检测器于一身。根据TrafiCam检测
的车辆存在信息可实现交通信号自适应控
制。TrafiCam系列包括独立使用的TrafiCam车
辆存在传感器以及集成视频流和交通数据
采集功能的TrafiCam x-stream。

FLIR TrafiOne
智慧城市传感器

FLIR TrafiOne是一款全方位传感器，用于跟
踪城市环境中等待和通行的行人和骑行
人。TrafiOne使用热成像技术在所有天气状况
甚至全黑时进行可靠检测。集成的Wi-Fi追踪
技术为交通工程师提供交叉路口的车辆、自
行车和行人的高分辨率数据。该传感器还配
置有一款用于监控的高清摄像机。



FLIR TrafiSense / ThermiCam
混合型交通检测器 

TrafiSense / ThermiCam是基于高分辨率热成像
技术的交通检测器，用于混合交通中的车
辆和自行车检测、实时交通信号控制，以
及交通管理和数据收集。

TrafiRadar
集成视频传感器和雷达 

FLIR TrafiRadar集成视频传感器和雷达于一体，提供有
关接近交叉路口或正在交叉路口等待的车辆位置和
速度信息。无论车辆何时进入两难区，TrafiRadar都会
警示交信号机，要么延长绿灯时间，要么延长所有
红灯时间，以提高信号灯交叉路口的整体安全性。
从而以更优化的方式做出决策，控制交通信号灯。

ITS-IQ
基于Web的分析平台

FLIR将存在数据和交通流量数据整合到一个集成解
决方案中，并将两个数据源汇总在一起，提供高
分辨率和高质量的交叉路口数据。FLIR ITS-IQ是一
个基于Web的数据分析平台，提供获取堵塞信息的
最佳体验。ITS-IQ不仅采用复杂的算法和过滤器来
处理输入信息；它也是交通工程师开始使用其宝
贵交通数据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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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的响应和可靠的检测
对道路和隧道事件进行识别和快速响应的能力是所有高效交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FLIR交通摄像头和传感器可以可靠检测恶劣照明和天气条件下的事件，

包括碰撞、停车和逆向行驶。  FLIR成像仪还可以监测不同的交通流量，甚至可

以在传统传感器启动前就检测到隧道中的火情。 

公路监测  
FLIR 热像仪可用于公路监测。由于不易受低照度、过度眩光或高对比度场景（阴
影）的影响，它们为公路运营商提供了真正的全天候解决方案。

•  全天候监控交通状况

•  全天候准确监测交通流量

•  在任何天气情况下都能清晰监控



自动事件检测   
高效的事件管理完全取决于快速的事件检测和确认。FLIR 检测解决方案可让您在几秒钟内
检测到停车、逆向行驶、排队和低速行驶车辆，以及抛洒物或行人，从而防止二次事件。

•  快速检测

•  防止二次事件 

•  即时查看任何交通异常行为

隧道火情检测   
FLIR热像仪允许运营人员及早检测到火情。万一发生火灾，热像仪通过观察烟雾和检测热点
来增强运营人员的视野。

•  及早发现事件和火情

•  监控隧道交通流

•  看透烟雾

数据采集和交通流监测   
通过精确监测交通流，FLIR 摄像头和传感器可确保公路安全。FLIR解决方案可以提供多种
服务水平：畅通、行驶缓慢、轻微拥堵、严重拥堵。其他应用包括道路运行期间的排队监
控，以及基于交通流量的通行时间计算。

•  采集宝贵的交通数据

•  监视排队

•  在道路施工期间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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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R道路和隧道检测器和传感器

FLIR VIP系列
集成式检测板  

FLIR的检测板集成了自动事件检测、数据采集、
事件前后的图像序列记录以及视频流等功能。
世界各地大量的道路和隧道项目安装了VIP检测
模块。VIP检测板可以处理模拟视频流(VIP-T)和
高清网络视频流(VIP-HD)，甚至可以集成视频
编码器(VIP-TX)。

FLIR TrafiBot HD
网络摄像机 

FLIR TrafiBot HD将经过实际验证的视频检测算法
与先进的相机光学元件，以及强大的处理技术
集成于一体。TrafiBot HD（分辨率1920 x 1080）
可提供卓越的图像质量、嵌入式AID分析以及多
码流编码。TrafiBot HD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技术
和顶级性能组合。

FLIR ITS-Series AID
智能 - 自动事件检测

FLIR ITS-Series AID摄像机采集关键的交通信息，
并为交通管理人员提供停车、逆向行驶、行
人进入、抛洒物事件的报警和交通流数据等
等。FLIR ITS-Series AID热像仪可以测量其视场内
任何物体的温度。这种独特的功能可以在整个
检测范围内透过浓烟及早检测火情



FLIR道路和隧道检测器和传感器（续）...

FLIR ITS-Series Dual AID
智能双波段自动事件检测 

FLIR ITS-Series Dual AID摄像机将同类最佳的热成像
和可见光成像技术与先进的视频分析相结合，为
自动事件检测、数据采集和火灾隐患检测提供完
整解决方案。FLIR 交通视频分析软件已经在全球
公路和隧道中得到验证，现在与热成像技术相结
合，可以让交通管理人员在完全黑暗，以及恶劣
天气和长距离范围内全面清晰地了解现场状况。

FLIR FLUX
交通管理系统  

FLUX是一款用于FLIR视频检测系统的智能软件
平台。FLUX会收集由视频检测器生成的交通
数据、事件、警报和视频图像。FLUX还提供
视频管理功能，可以控制网络录像机、视频
墙，以及遥控和固定摄像机。

FLIR Cameleon ITS
指令与控制软件

Cameleon ITS是交通监控和管理的中央软件平
台，可以控制ITS专用设备，包括摄像头、DMS
标志、检测器站、闸门、信号头和事件检测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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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安全 
FLIR ITS在帮助公共交通系统安全运行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摄像头可以检测站台和轨道周围的活动，监控座位占用率以

及公共汽车和火车上的乘客，甚至检测车上火情 - 所有这些都是为

了降低事件风险并提高效率。   

轨旁监测   
FLIR热像仪可以检测地铁、电车或铁路轨道上的人员。无论是从站台上摔下还是有意
在轨道上行走的人，也无论周围照明度如何，FLIR摄像机都能确保在轨道或隧道中实
现全天候检测。

•  检测轨道上的人员

•  防止损坏基础设施

•  增强安全性



铁路平交道口车辆检测   
FLIR 热像仪可以检测停在轨道上的车辆来防止火车与车辆之间的碰撞。这样，火车和电车
运营管理员就可以提前得到报警。

• 在平交道口检测车辆

• 防止损坏基础设施

• 提高铁路安全

车载火情检测    
FLIR ITS 智能传感器可在客运和货运火车上提供先进的非接触式火情检测。它们生成热像和高清
彩色视频，作为车载乘客安全监控系统。  

•  高级动态火情检测

•  精密车载监视

车载监控   
除了安全性以外，FLIR ITS成像仪还可以帮助运营商确定旅客列车的座位占用率和最大容量。

• 座位占用率

• 最大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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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共交通安全应用的FLIR传感器和摄像头

FLIR ITS-Series Rail
轨道监测热像仪

FLIR ITS-Series Rail是一种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它使用先进的算法检测列车隧道和平台周围处
于危险中的行人和车辆。FLIR ITS-Series Rail可通
过检测卡在交平道口上的车辆或挡住列车行驶
的障碍物来防止碰撞。经过校准的FLIR ITS-Series 
Rail摄像机还可以测量其视场内物体的表面温
度，从而可以在最早阶段检测到火情。 

FLIR RSX-F
安装在列车上的热传感器 

FLIR RSX-F是一款智能传感器，可在客车和货运
列车上提供先进的非接触式火情检测。结合热
成像仪、高清摄像头和高级板载分析功能，FLIR 
RSX-F可以比传统传感器更快地检测到火情，同
时保持较低的误报率。FLIR RSX-F还会捕获火车
乘客的热特征以确定座位占用情况。这使铁路
运营商能够优化客流量。



FLIR ITS-Series
交通热像仪 

FLIR ITS-Series在全暗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现高效、
可靠的交通检测和监控。它可以与各种第三方视频
分析软件集成以提高性能。该热像仪具有7.5毫米
至35毫米的多种镜头可供选择，在现有基础设施上
的安装简单，即插即用，且配有混合IP和模拟视频
输出，设计符合耐候性IP66要求。

D-Series ITS
室外球形热像仪 

结合FLIR视频检测分析软件，FLIR D-Series ITS多传
感器半球型交通摄像机可用作高级事件检测和数
据采集系统。FLIR D-Series ITS配备一台640 x 512像
素的热像仪，以及一台全天侯36倍变焦彩色CCD相
机。室外半球型外壳提供精确的摇摄/倾斜控制，
可通过IP和串口通讯进行操控。FLIR D-Series是全天
侯半球型摄像机的完美替代品，可在分散外壳中
全天候清晰成像。

PT-Series HD ITS 
多传感器遥控交通监控摄像机

结合FLIR视频检测分析软件，FLIR PT-Series HD ITS提
供精确的摇摄/倾斜控制，以及完全可编程的扫描
图案。PT-Series ITS热像仪通过数字和串口通讯进行
操控，具有640×512的高分辨率，与低分辨率热像
仪相比，其图像清晰度和长距离威胁检测性能高出 
16倍。多传感器配置还包括全天侯36倍变焦彩色 
高清摄像头。

FLIR热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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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交通解决方案 
FLIR ITS可以让您了解所有关于您的流量解决方案。无论您是已选择适合您需

求的解决方案，还是需要协助确定一个解决方案，FLIR ITS都可以使用以下工

具提供帮助：

FLIR Traficon Academy  
FLIR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产品组合和ITS市场总体上一直在不断变
化。这就是为什么FLIR Traficon Academy为您提供各种培训，让您了解最新
技术。

•  灵活的培训计划和课程

•  面对面培训

•  在线培训

Tra�con Academy



FLIR ITS技术的六大特点： 

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FLIR ITS的六大特点正在彻底改变全球道路上的交通流方式。我们独特且经过现场验证的解
决方案有助于保持车辆、行人和自行车的畅通无阻。FLIR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公
司可以提供可见光检测器、热传感器、智能视频分析以及指令和控制软件，针对您的具
体情况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世界各地的交通管理人员都在使用FLIR ITS的技术来确保道路
安全并以最高效率运行。FLIR ITS解决方案有助于保护市民以及关键基础设施。FLIR非常荣
幸地让您生活、工作和出行的各个地方安全无虞。

如需选择适合您和您的交通需求的解决方案，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flir.com/traffic - 或者联系我们在全球各地值得信赖的ITS销售人员： 

电话 +32 (0) 56 37 22 00

实时分析

高效可靠 成熟技术易集成

高性价比视频检测
（眼见为实）

法律声明：FLIR Systems对于因使用其热成像系统导致的任何错误或事件，或用户解释图像时出现的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

务。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018 FLIR SystemsZInc.版权所有。所有其他品牌和产品名称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所有图像仅用于说明。出口许可

本出版物中描述的产品可能需要政府授权才能出口/再出口或转让。请联系FLIR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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