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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交通和公共交通运输的检测与监控解决方案

FLIR打造的检测与监控解决方案有助于交通和公共交通运输管理

部门高效管理车流，确保车辆行驶安全。依托逾20年的可靠技

术，FLIR的硬软件解决方案能帮助您监控城市环境中的驾驶员和行

人，检测高速公路上和隧道内发生的交通事件，采集交通数据，以

及确保公共铁路运行安全。

城市交通

FLIR交通传感器可帮助控制交叉路口的交通信号灯，从而确保城市

交通平稳、有序流动。此外，这些传感器还能优化行人和骑车者的

交通流，提高他们在交通繁忙路段的安全性。

高速公路

FLIR检测技术帮助避免高速公路上出现交通事故和堵车。它能较早

检测到高速公路上的异常现象，有助于救援队迅速介入，避免二次

事故发生。

隧道

FLIR的事故检测解决方案能对隧道中的烟雾、抛洒物、行人和其他

交通事件等进行快速检测，有助于挽救更多生命，避免二次事故发

生。

铁路轨道和站台

FLIR红外热像仪能检测到位于平交道口铁轨上的停留车辆，从而避

免重大事故发生和基础设施受损。FLIR红外热像仪还能及早检测到

火车/地铁/电车轨道和站台上的人员，避免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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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路口控制
FLIR的视频和热传感器已成为地感线圈检测器及其他

检测技术高度可靠的替代方案。FLIR传感器能通过

检测汽车、自行车和行人来实现交叉路口的智能控

制。如今，FLIR技术已成功运用于世界无数城市的交

叉路口，大大提高了交通的安全性和效率。

• 改善城市交通流

• 减少不必要延误

• 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行人安全和交通流动
FLIR的行人传感器能通过控制交通信号灯来为行人提

供便利，或使行人在交通中更易于被观察到。通过

控制动态信号灯和激活警示标示可以让交叉路口或

人行横道变得更加安全，与此同时还能避免对行人

和驾驶者产生不必要的延误。

• 取代低效行人按钮

• 增强行人安全

• 减少不必要延误

高速公路监控
FLIR红外热像仪可对高速公路提供有效监控。由于

FLIR红外热像仪不会轻易受到微光(夜间)、过亮(刺

眼阳光)条件或阴影的影响，因此可为高速公路运营

商提供一款真正24/7全天候运行的解决方案。

• 24/7全天候监控交通

• 昼夜准确侦测交通

• 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均可提供清晰画面

旅程更安全，交通更顺畅

提高公路交通和公共交通运输的安全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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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件自动检测 
高效的事件管理完全依赖于快速的事件检测和鉴

定。FLIR提供的检测解决方案有助于在几秒钟内检

测到停驶车辆、逆行车辆、堵车长龙、缓行车辆、

抛洒物或行人，避免二次事故发生。

• 几秒钟内完成检测

• 避免二次事故发生

• 快速侦测交通异常

数据采集和车流监控
FLIR的相机和传感器能准确监控交通流量，确保道

路交通安全。FLIR解决方案能有效区分多种拥堵等

级：畅通交通流、密集交通流、缓行交通流、轻微

拥堵交通流和严重拥堵交通流。同时也可以在道路

施工期间对车辆长龙实施监控，或根据车流信息计

算通行时间。

• 收集宝贵的交通数据

• 对车辆长龙实施有效监控

• 确保道路施工期间的道路通行安全

铁路平交道口车辆检测
FLIR红外热像仪能通检测到铁路交叉口是否停有车

辆堵塞火车轨道，从而避免火车在平交道口撞上障

碍物。如果前方存有危险，FLIR红外热像仪能发出

警报或激活警示灯，提醒火车或电车操作员。

• 检测平交道口车辆

• 避免损坏基础设施

• 提高铁路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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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上人员检测
FLIR红外热像仪能检测到地铁、电车或火车轨道上

的停留人员。无论该人是否不慎从站台摔落，抑或

有意在轨道上行走，FLIR红外热像仪均能对轨道或

隧道情况提供24/7全天候检测，无论周围照明情况

如何。

• 检测轨道上的人员

• 避免损坏基础设施

• 提高交通安全

驾驶员视觉增强
FLIR热像夜视系统安装于有轨电车上，能使驾驶员

在漆黑夜晚或恶劣气候条件下看清前方状况。与传

统车头灯相比，FLIR热像夜视系统具备更出色的检

测能力，可对轨道上的潜在危险，例如：行人、汽

车、动物等进行有效检测。

• 发现夜间或恶劣气候条件下的障碍物

• 实现远距离检测障碍物

• 对突发状况快速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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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检测运行原理

可见光或热成像相机将视频信号输入到检测单元。检测单元可以安装在相机上，或集成到19英寸标准机架上。

设置摄像机或视频图像处理模后，检测区域就会叠加到视频图像上。

当车辆或行人进入到检测区域，系统会启动检测。专用的检测算法产生各种交通信息，例如：出现和事件相关

数据、静止处理数据以及事件前后分析数据等。

收集的交通数据、压缩图像和发出的警报会被传输到监控中心。安装好的视频图像处理器就会触发第三方系

统，例如：交通信号灯、电子交通信号或任何其他VMS面板。一旦警报触发，监控中心的交通管理员就会收到

相关场面的视频图像，据此信息决定采取何种适当行动。

车辆

行人

ATTENTION

检测

检测和分析
(一体机)

分析
管理

VMS情报板

隧道入口

交通灯

1. 摄像机正在监控交通。其发出的视频信号将会输入到检测装置。
2. 在设置视频检测器时，检测区域会叠加到视频图像上。
3. 检测到正在通过检测区域的车辆、行人或骑自行车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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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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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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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像仪的交通应用

过去，我们使用闭路电视系统(CCTV)进行视频监控。尽管闭路电视摄像头可提供可靠的视频分析，但需要借助

额外算法方克服传统视频摄像头的局限性。如果在夜间运行，则需要安装照明设备。闭路电视摄像头同时也会

因强烈阳光而曝光，甚至有时无法探测到阴影处的车辆或行人。

热像仪则不存在此类问题。热像仪可根据细微温差产生清晰图像。它无需借助任何照明设备，也不会因阳光直

射而曝光。

FLIR制造的高性能热像仪可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车辆、行人和骑自行车者，无论光照多强。

刺眼阳光

太阳发射的刺眼光亮会使传统视频摄像

头曝光，从而无法看清车辆、行人和动

物。热像仪不受这种光亮影响，它只会

对探测到的热量信号做出反应。

汽车前灯

前灯会使闭路电视摄像头效果模糊，有

时会造成警报错误或遗漏，因而无法在

夜间准确观测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热

像仪不会受前灯的刺眼光亮影响，因此

可以清楚看清交通状况。

穿透阴影探测

视频摄像头容易遗漏阴暗处的行人、骑

车人或动物，有时甚至是汽车。但由于

热像仪探测的是热量而非光照，因此在

热量世界里不存在阴影困扰。

远距离夜视

对于视频摄像头来说，夜间的公路看起

来就像一条隐隐约约的灯列，因此，如

需收集有效数据并进行事件评估难上加

难。但热像仪能清晰探测到数英里之外

的车辆热量信号，它也能提供道路两旁

的清晰视频，无论是停驶的汽车或其它

危险。

可见光图像 热图像

可见光图像 热图像

可见光图像 热图像

可见光图像 热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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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各种交通和交通运输需求的FLIR红外热像仪

FC、PT和D系列
热传感器探测的是热量而非光照，因此

不会受到极端照明条件，例如刺眼阳光

或潮湿路面反射的车前灯。因此，热传

感器误发或漏发警报的概率更低，提供

更出色的信号定时，对交通的监控也更

为高效。此外，热像仪还能更快速、准

确地捕捉到骑车者、行人和动物。FLIR交
通热像仪使用了紧凑、灵活的FC-T系列

摄像机，高性能多传感器的PT-T系统方

位/俯仰摄像机或D-T系列室外半球摄像

机。

ThermiCam
ThermiCam集成了热像仪和交通检测传感

器，可全天候检测车辆和行人，具备领

先业界的可靠性。ThermiCam是一种非接

触式系统，因此有助于节省传统感应线

圈不得不支出的大量安装维护费用。

可见光图像

热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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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iCam系列 

TrafiCam系列的车辆检测传感器将CMOS
摄像头和视频检测器合二为一。您可以

根据TrafiCam提供的车辆检测信息来动

态控制交通信号灯。该系列包括可独立

使用的TrafiCam车辆存在检测传感器和

可提供实时视频流并采集交通流数据的

TrafiCam x-stream。

C-Walk/SafeWalk 
FLIR的行人检测传感器用于提高全球各地

的城市路段的安全和交通效率。您可以

借助FLIR的集成式C-Walk和SafeWalk行人

检测传感器来检测穿行和等待的行人，

并动态控制交通信号灯和警示灯。借

此，您可以大大提高城市行人和驾驶者

的安全，减少他们的交通延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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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系列
FLIR的综合检测板集合交通事件自动检

测、数据采集、事件前后图像序列记录和

视频数据流等诸多功能于一体。VIP模块

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的道路和隧道项目

中。VIP板卡可处理模拟(VIP-T)和数字(VIP-IP)
视频流，甚至可以进行视频编码(VIP-TX)。

TrafiBo系列
FLIR的TrafiBo系列集合现场验证视频检测

运算、先进的相机光学镜头及功能强大的

处理技术于一体。TrafiBo(具备D1分辨率)

和TrafiBot HD(具备1920 x 1080分辨率)是

能够提供卓越的图像质量的网络枪式摄像

机，内置有AID分析及多视频流编码功能。

因此，TrafiBo系列兼具先进技术和卓越性

能，且成本效益高。

Flux 
Flux是配合FLIR视频检测系统使用的智能软

件平台。Flux可采集视频检测系统产生的

交通数据、事件、警报和视频图像。Flux
也具备视频管理功能，可以控制网络视频

录像工具、视频墙、移动式相机和固定式

相机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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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icon学院
FLIR智能交通系统产品组合及一般智能交通系统

市场日新月异。因此，FLIR Traficon学院为您提供

了广泛的培训，紧随最新的技术步伐。

红外培训中心
红外培训中心是您获得由全球最出色的热像仪讲

师提供的高品质互动培训的最佳场所。红外培训

中心的宗旨是：通过提高客户和合作伙伴对红外

技术、热成像产品和相关应用的认识，实现多方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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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免责声明：
FLIR Systems不承担因用户使用其热成像系统产生的任何失误或事故，或因解读图像产生的任何失误方面的任何责任。

技术参数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2014 FLIR Systems, Inc.版权所有。所有其它品牌和产品名称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图片仅作说明之用。

出口许可
本文所述产品如需出口/再出口或转让，须获得政府授权。详情请联系FLIR。

PORTLAND
Corporate Headquarters
FLIR Systems, Inc
27700 SW Parkway Ave.
Wilsonville, OR 97070
USA 
PH: +1 866.477.3687

FLIR中国公司总部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全国咨询热线：400-683-1958
邮箱：info@fli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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