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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近年来，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

的成熟，我们已经看到 AI 以惊人的速度在各个行业

中开始应用，如公共安全、环境保护、森林防火、

商业零售等，AI 已然成为未来智慧城市、智慧生产、

智慧生活的强大动力。

安防是业界公认 AI 最先落地的产业，利用视频

+ AI + 大数据的能力，让智能视频和数据分析不仅

仅应用于安全保障，而是逐步成为企业的全新生产

力。不同行业多样化的场景智能需求，驱使着越来

越多的算法及应用厂商踏上智能安防道路，因此需

要构建一个开放的智能安防生态体系，让所有的合

作伙伴可以发挥自身特长，相互合作形成解决方案。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架构与生态白皮书》旨在

展现智能安防时代下，华为依托于云计算、大数据、

AI 等 ICT 核心技术，打造软件定义摄像机（SDC）、

智 能 视 频 云 平 台（IVS）、智 能 视 图 大 数 据 平 台

（IVD）和智能指挥平台（ICP）智能安防四大核心

产品，并围绕四大核心产品打造“平台 + AI + 开放”

的生态战略。 本白皮书详细阐述了华为智能安防四大

产品的开放架构，并对产品开放能力进行解读：

 

华为软件定义摄像机以专业的 AI 芯、开放的操

作系统和开放的算法、应用生态，建设全新的

算法商城模式，让摄像机根据不同客户、不同

场景的需要，按需定义、持续演进。

 

视频云平台多算法仓架构实现多场景、多厂家、

多版本算法的快速集成和并存，将各种算法能

力以模块化服务的形式被不同场景应用灵活按

需调用，做到算法与应用解耦。

 

智能视图大数据平台通过标准的开放接口与周

边采集系统 / 设备、视频分析系统 / 设备对接，

实现上下级视图库互联，为各级应用平台提供

数据查询检索能力。

智能指挥平台通过丰富的开放接口，与火警、

匪警、急救、视频监控、无线电通讯系统、 公共

电话系统、CAD（计算机辅助调度）业务系统

等对接，实现可视应急指挥，对突发事件做出

高效的响应。   

华为致力于打造智能安防“黑土地”，从以开发

者为中心的能力开放平台、以解决方案验证为中心

的测试平台、以客户为中心的联创平台三方面全面

支撑算法、应用、服务生态的构建，帮助合作伙伴

共同成长，实现共赢。

最后，本白皮书对安防产业的全面智能化和可

持续发展提出了关注细分场景需求、鼓励算法创新、

开放生态合作、AI 人才培养四大倡议，华为希望与

安防界合作伙伴一起，共同驱动产业发展，共同为

城市、生产、生活的智慧化贡献科技的力量。



前 篇

说起生态，不得不说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南北美洲的桥梁国家，其国土面积仅占世界陆地面积的0.03%，但拥有全球近5%的物

种。这里拥有丰富的热带雨林环境，政府对此不遗余力的保护，为多样化的物种生存创造了“肥沃的黑土

地”。近几百年来，南来北往的物种持续不断的进入哥斯达黎加，在这样开放的生态环境中，面对外来的物种

的侵入，最终生存者更加强健，其适应性也不断加强，相对夏威夷封闭脆弱的生态环境，哥斯达黎加的生态更

健壮，更富有弹性和包容性。

美国学者詹姆士·穆尔(James F.Moore)1996年出版的《竞争的衰亡》一书，打破传统的以行业划分为

前提的竞争战略理论的限制，引喻了哥斯达黎加式的商业生态系统，力求商业生态系统的“共同进化”。

在哥斯达黎加式的商业生态系统中，基于可供各生态成员使用和分享的开放平台，生态成员分工协作，强

强联合，共同为用户创造价值，形成生态圈整体价值最大化；在生态圈关系稳定后，生态圈的每个成员在创造

价值的同时形成对生态圈的回馈，大家又共同推进生态圈向更健康壮大的方向发展。开放的商业生态系统更能

接受新思想、新人物、新组织，也易构成生命力旺盛的繁荣生态圈。

华为智能安防致力于构建安防领域的肥沃黑土地，联合众多合作伙伴构建安防领域哥斯达黎加式的商业生

态系统，共同成就客户。

安防产业趋势和
关键挑战

前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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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安全是除了基本生理

需求外的最重要的需求，安防产品和解决方案在人

们的工作、生活中也越来越常见，并且已经逐步从

基础的安全保障演变为提升生产效率的技术手段之

一。随着监控图像的高清化，视频中记录了丰富的

价值信息，如物体特征、车辆信息、人脸特征、行

为信息等，在安全保障取证各个环节中，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而且视频应用也逐渐从简单的可视

化，变成了数字化、智能化的综合应用。

在公共安全行业，业务以提升实战效能为目标，

向智能研判、多维预判、跨警种协同作战、融合可

视指挥演进。智能化的视频监控，可获取更多更深

的信息；多维数据汇聚和碰撞，逐步从事后追查走

向事前的预判；重大警情案件处置从公安部门单独

处理延伸到政府多部门联动，指挥调度从语音调度

走向音视频融合，提高案件处置效率。

        在交通行业，政府不断提出路网数字化管理要

求，逐年新增非机动车、行人的交规规章。路口路

行业客户要求场景更多元，数据更融合，智能化应用更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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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技术的高速发展为 AI 提供超强算力保障，使算力更易获得。在前端，摄像机通过 AI 芯片具备足够算力，

为智能算法和应用提供了高效的运行环境。同时在边缘和中心，AI 芯片也为海量视频、图片、数据的深度解

析和大数据碰撞、检索提供算力保障。

在算力的支撑下，AI 算法也越来越成熟。当前 AI 技术链准备度高，开源社区繁荣，算法演进快速，正在

改变行业的生产模式，提高生产效率。随着行业场景的不断丰富和应用的不断深入，更多成熟可用算法可以融

入到行业的生产流程，为行业打造先进生产力。

1.1

新ICT技术加速安防智能化转型1.2

大数据技术提供海量数据高性能处理平台并沉

淀有效数据资产，通过广泛汇聚海量数据并高效治

理，实现多维数据融合。通过加载不同行业的数据

算法模型实现大数据分析，支撑行业的业务预判和

决策。通过沉淀算法的模型数据和行业专题数据，

积累数据资产和应用成果，支持业务持续创新，为

行业提供丰富的生产资料。

云计算技术为安防行业提供计算资源池化、软

件全分布化、运维自动化的计算平台，云的无差别

服务能力，使更多跨警种、跨部门、跨行业的能力

开放、服务互通、协同创新成为可能，支撑智能安

防服务从公安、政府、企业等专业领域向智慧城市

民生领域延伸，各服务和创新成果得到更广泛、更

充分的运用。

行业应用需要持续演进，始终保持技术先进性，

对齐对应行业内智能化的最新成果。行业场景化算

法业务属性强，长尾算法居多，有效性依赖于行业

场景的数据样本。为了保持先进性，算法需要持续

演进和训练，要求承载算法运行的安防平台可持续

平滑演进，支持高效灵活的算法更新。

段的数字化和应用的智能化，需要多维数据的融合

存储及综合应用。在业务定位上智能化的视频监控

已从传统的安防系统变成交通行业生产系统的一部

分，能够指导和辅助交通疏导，提升管理水平，改

善城市服务。

智慧园区正在从传统的园区安防转向融合园区

通行、物业管理的一体化综合应用，除周界防范、

人脸识别、车牌识别、行为分析智能能力外，可持

续叠加与园区管理深度结合的更多更精准智能能力，

从而提升园区管理水平、安全等级和应用效率。

在更多的其他行业，匹配行业场景碎片化、环

境多样化的特点，更需要大量匹配行业属性的长尾

小算法，这些算法根植于行业生产流程，需要具备

快速上线、持续演进、按需使用的能力，解决客户

实际问题。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
架构与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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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的演进已不仅仅局限于视频图像的编解码技术、存储技术，智能时代下，安防需要更多的ICT能力，

华为将依托核心技术积淀，把计算、存储、联接、云化、智能、安全等各个领域的珍珠串起来，在构建“全栈

云、全智能、全场景”的机器视觉和大数据解决方案基础上，构建“平台+AI+生态”的智能安防开放体系。

华为智能安防解决方案聚焦四大核心产品：软件定义摄像机SDC、智能视频云平台IVS、智能视图大数据

平台IVD、智能指挥平台ICP。也致力围绕这四大产品构建算法、数据、应用、服务的开放能力，打造在智能

安防的核心开放基座。

华为软件定义摄像机（SDC）搭

载海思专业AI芯片，其算力最高可达

16T，让摄像机的全面智能化部署成为

可能；同时基于容器架构，打造业界

首创摄像机OS，解耦摄像机软硬件功

能，推出“软件定义”架构；建立算

法、应用丰富的摄像机商城，摄像机

更新加载算法、应用如手机在Store下

载APP一样简单，业务不中断。

图 1.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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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摄像机2.1

图 2. 华为软件定义摄像机开放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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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SDC生态链

我们首先明确定义SDC应用（后续称为APP）和算法的区别。算法是狭义上的概念，和深度学习的多层

神经网络相对应，其最终的物理实例即为一个或者多个可以在端侧AI芯片上加载运行的模型文件；应用是对具

体的一个或多个算法的高层包装，它获取算法的输入，执行具体算法，获取算法的结果，并提供最终用户所需

的业务呈现。即APP被最终用户可见，而算法仅为APP开发者可见。

SDC 操作系统：SDC需要有专属OS，以标准、归一化的软件运行环境，实现软硬件解耦，以开放服务

化接口，打造丰富生态，奠定摄像机“软件定义”的基础。华为以容器技术率先打造首款SDC OS，实现

摄像机多算法独立运行，隔离算法升级、切换中的业务影响，实现业务“0”中断。

SDC Studio开发工具链：提供算法在线训练、在线开发验证和打包发布，提供通用算法模型、算法模型

文件格式转换、数据的自动标注等服务，降低开发成本，提升调测效率。同时结合算法商城，实现SDC

上的算法与应用管理。

SDC Store: 建立算法商城，实现算法与应用的上线、审核、发布、下线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给客户

不同场景、持续演进的智能算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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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华为软件定义摄像机 APP 开发全流程

一个全新APP开发上线的完整流程包括六个步骤：

1.算法的开发者遵循端侧AI专用芯片NNIE的开发指南，在开发者自身环境完成模型训练和调测工作，最

后将达到设计目标的模型文件通过ModelArts的模型转换服务完成模型转换。

2.1.2 SDC算法模型开发

SDC硬件集成了AI专用芯片NNIE，NNIE 是Neural Network Inference Engine的简称，是海思媒体

SoC中专门针对神经网络特别是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加速处理的硬件单元，支持现有大部分的公开网

络，如Alexnet、VGG16、Googlenet、Resnet18、Resnet50 等分类网络，Faster RCNN、YOLO、

SSD、RFCN 等检测网络，以及SegNet、FCN 等场景分割网络。

如果使用其他深度学习的框架，SDC Studio需要利用模型转换服务或者其他开源转换工具将其模型文件

转换为Caffe格式后再转换为WK模型文件格式，同样其网络层次的定义必须满足NNIE的约束。

注：算法开发者可以参考海思文档《HiSVP 开发指南》获取具体的开发指导。

2.1.3 SDC APP集成方案

开放性的SDC OS，不仅仅包括为实现软硬件解耦而封装的底层硬件能力，还包括一个完整摄像机产品所

需要的公共软件能力，比如提供实况视频流的查阅能力，提供ONVIF/GB-T 28181/GB-T 1400等行业标准

的北向接入协议的能力。实时智能APP的开发者聚焦于自身核心业务的开发，完成后可快速集成SDC OS公

共软硬件能力，高效打造成各自行业中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商用产品，快速上市。

注：APP开发者可以参考《SDC 服务化接口开发指南》获取具体的开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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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发算法

数据半自动标注、模型训练、
模型生成

在线真机调试

打包发布
本地成熟算法

外来成熟算法 本地模型训练

ModelArts

SDC集成 SDC算法商城

2.APP的开发者集成算法模型文件，完成算法

所需要的视频输入获取、模型文件加载运行、

算法结果呈现等功能代码的开发。

3.将最终稳定的软件代码和算法模型文件一起

打包为RPM软件包，提交到算法商城。

4.算法商城对开发人员提交的RPM软件包进行

必要的检验、测试工作之后正式对外发布，供

最终用户选用。

5.最终用户可以搜索、下载算法商城发布的

RPM软件包，并通过SiMS工具安装到SDC摄

像机。

6.对于非免费的APP，需要通过APP自定义的

渠道购买License文件并加载到SDC之上后，

APP才可以正常运行。

其 他 已 经 完 成 开 发 的 算 法 可 通 过 华 为 区 域

OpenLab进行本地的数据训练后实现本地化适配，

再通过算法上城打包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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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华为软件定义摄像机 APP License 控制

2.1.5 SDC APP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为了维护 SDC 生态链的健康成长，APP 的开发者权益必须得到保护，必须保证 APP 未经开发者许可不

会被盗用。基于 SDC OS 提供的唯一硬件标识的生成功能，结合 APP 自身的 License 文件和校验机制可以

保证 APP 的知识产品不受侵犯。

客户决定购买特定 APP 安装到 SDC 上之后，从 SDC 获取唯一标识，将此唯一标识提供给 APP 开发者，

APP 开发者基于唯一标识生成包含 License 文件的 RPM 补丁包，客户将此补丁包安装到 SDC 上。

APP 运行时，通过 utils.iaas.sdc 获取当前唯一标识，并读取 License 文件，基于自身 License 文件的

生成机制，校验 License 和唯一标识的一致性，如果校验结果不一致，则拒绝运行，由此保证 APP 不可能被盗用。

对于智能 APP，其算法模型文件也是关键资产，为了保证不被盗取，RPM 软件包安装的是 APP 开发者

加密后的模型文件，在 APP 运行后，由 APP 将解密之后的文件内容传递给 algorithm.iaas.sdc 服务进行算

法模型的加载和运算。加解密算法完全由 APP 自身控制，由此保证算法模型文件内容不会被盗用。

2.1.4 SDC APP生命周期管理机制

SDC OS中APP在独立的容器中运行，是一个RPM格式的普通软件包，包括其运行所依赖的全部文件。

APP生命周期管理指RPM包的安装、升级、补丁和卸载。

1.APP安装需要申请运行时所需的最大内存资源和存储所需要的数据资源。

2.APP升级，即安装同一个APP不同版本的RPM软件包，升级完毕后，APP将被重启，前后版本的数据

上图即为 SDC OS 提供的轻量级服务化架构。以服务的形式提供基础硬件和公共软件能力，这些能力包括：

video.iaas.sdc

codec.iaas.sdc

crypto.iaas.sdc

algorithm.iaas.sdc

ptz.iaas.sdc

utils.iaas.sdc

event.paas.sdc

storage.paas.sdc

video.paas.sdc

apigw.paas.sdc

portal.paas.sdc

提供智能算法输入数据 -- 视频流数据 -- 的订阅功能

提供媒体芯片的编解码功能

提供安全芯片的加解密功能

提供 AI 专用芯片的算法模型文件加载和运算功能

提供摄像机云台控制功能

提供摄像机底层资源的其他管理功能，比如部分外设控制等

提供通用事件发布和订阅功能

提供磁盘分区管理以及 NO-SQL、SQL 存储功能

提供实况视频流管理控制功能

提供各个 APP 北向接入协议的扩展定义功能

提供各个 APP 专属 WEB SERVER 的集中接入功能

SDC

APP License
购买网站1、获取唯一标识

2、提供唯一标识，购买License

3、下发包含License的RPM补丁包

4、安装补丁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架构与生态体系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架构与生态白皮书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架构与生态白皮书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架构与生态体系

图 4. 华为软件定义摄像机轻量级服务化架构

基础硬件能力服务层

video.iaas.sdc codec.iaas.sdc crypto.iaas.sdc algorithm.iaas.sdc ptz.iaas.sdc utils.iaas.sdc

公共软件能力服务层按需定制业务软件层(APP)

人脸/人体识别 水污染检测 城管事件检测

智能交通 建筑工地安全检测 ...

SDC服务化接口

portal.paas.sdc apigw.paas.sdc storage.paas.sdc

video.paas.sdc ...event.paas.sdc

盘空间和挂载目录完全一致，升级不会删除已安装的数据盘中的任何数据。

3.APP补丁，对应独立的RPM补丁软件包，补丁的安装等同于覆盖性安装，简单将补丁包的文件拷贝到

APP安装目录之下，安装完毕之后会重启APP。

4.APP卸载时会删除APP安装时申请的系统盘和所有数据盘资源。



华为智能视频云平台通过北向和南向能力开放，促进智能安防的生态发展，帮助客户基于视频云的开放能

力，把智能安防能力嵌入到自己的业务系统中，打造适合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安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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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华为智能视频云平台开放架构

图 7. 华为视频云平台多算法仓框架

在南向能力开放上，华为视频云支持多厂家设备接入，对第三方设备进行管理。支持与第三方联网平台接

入，实现第三方的接入的存储，管理和转发。视频云平台通过对智能算法插件化的管理，可以快速接入第三方

智能分析和检索算法，视频云平台统一管理算法插件的生命周期，通过软件与硬件的解耦，实现按需部署加载

算法插件，智能调度算法插件的运行，并监控算法插件的运行状态。

在北向能力开放上，视频云平台通过API提供了丰富的平台能力，包括设备管理、视频调度、视频结构

化、海量数据极速检索、智能布控等服务能力，应用厂商基于视频云平台开放的能力接口，可以快速构建一个

功能全面，反应灵敏的应用系统。
算法插件开发

华为视频云已经实现视频、图片等数据的接入，同时也已经将当前主流的人脸识别、车辆识别、视频结构化、

行为分析等智能业务实现了端到端打通。算法开发者按照华为视频云南向算法开放接口完成算法插件封装之后，

即可在华为视频云平台上进行快速部署测试及功能应用。

注：算法开发者可以参考《华为 IVS 南向算法开放接口描述 (X.X.X.X).pdf》获取具体的开发指导。

2.2.1 南向能力开放

设备接入服务

视频云平台设备接入服务支持通过标准协议接入第三方厂商的设备，也支持通过第三方厂商 SDK 的对接，

兼容国内外主流厂商的视频编码设备。

视频云平台设备接入服务支持的对接协议包括：

GB/T28181 协议、GB35114 协议、ONVIF 协

议、千里眼协议、AXIS 协议等。接入服务支持的

业界主流厂商 SDK，可支持第三方的前端摄像

机接入 , 同时接入服务支持第三方告警系统接

入，包括从文告警系统、西门子告警系统、博世告

警系统等。

平台接入服务

视频云平台联网接入服务支持与第三方视频监

控平台对接，支持对接协议包括 GB/T 28181、

DB33、GB35114、Milestone 等，基于以上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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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应用 车辆应用 综合安防应用

多算法集成（半结构数据） 多算法集成（结构化数据）

商业应用
第三方视图库

电力生产应用 生态环境监控 农业管理

RESTful APls GAT1400

设备管理 视频管理 智能分析 智能检索 布控告警

多维数据碰撞

特征值视频/图片 结构化数据

多算法融合

一人一档 数据订阅

......

多
算
法
管
理

分
布
式
高
性
能

多
算
法
编
排

统
一
资
源
调
度

智能视频云平台2.2

ISV应用 应用A

RESTful APIs 1400接口

智能分析服务 智能检索服务

应用B 应用C
视图库

第三方分析算法

第三方检索算法
检索算法A

检索算法B

...

分析算法A

分析算法B

...

视
频
管
理
服
务

设
备
管
理
服
务

智
能
数
据
开
放

布
控
告
警
服
务

一
人
一
档
服
务

设备接入服务

第三方设备 第三方接入平台

平台接入服务

插件A

...

插件B 插件A

...

插件B

议，视频云平台可以提供设备共享、目录同步、目

录订阅和通知、设备控制、告警上报、录像检索 /

浏览 / 回放 / 下载等能力。

智能算法集成

华为视频云提出多算法仓架构，设计算法接入接

口及相关数据格式约束，实现一套平台运行多家

算法的能力，此种方式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可行性，同时算法厂家也可以通过接入到华为视

频云平台，加入到华为的算法生态圈。



2.2.2 北向能力开放

设备管理服务

视频云平台对外开放设备管理能力，通过北向 API 接口开放给第三方应用调用，第三方可以把设备管理

能力集成到自己的应用系统中。

视频云平台开放的设备管理能力包括 :

1. 设备组管理接口：通过提供设备分组创建，查询，删除，修改接口， 视频云平台提供了对设备逻辑分组

管理的能力。

2. 设备管理接口： 通过提供设备的添加，删除，修改，查询类管理接口，视频云平台提供了对摄像机等

设备进行维护的能力。

视频管理服务

视频云平台对外开放视频管理能力，通过北向

API 接口，第三方拥有对视频进行管理调度的能力。

1. 提供摄像机实时视频相关的能力接口，包括：

实时视频播放 ( 包括裸码流或 YUV 流 )，实时

浏览书签设置，实时浏览时，进行云台的控制、

预置位的设置、巡航轨迹、巡航计划的设置等。

2. 提供历史录像的丰富管理能力接口，包括：

查询下载录像、回放控制、设置录像的策略 /

计划 / 留存期、开始 / 停止本地 / 平台 / 前端录像，

录像锁定和解锁等。

智能分析服务

视频云平台的智能分析管理能力，通过北向

HTTP REST 接口开放，支持第三方指定平台集成

的智能算法对摄像机实况 / 录像，视频文件 , 图片进

行结构化分析，分析类型包括车辆，车牌分析，人体，

人脸，摘要，行为分析等。

        视频云平台 API 支持对摄像机的实时 / 历史视

频和图片创建分析任务，通过对分析任务的管理，

让第三方可以调度视频云平台的解析资源。视频云

算法插件生命周期管理

华为视频云平台在安装算法插件时会对算法插件的完备性进行校验，校验信息包括数字签名信息、算法包

目录层级、算法配置信息；完成安装后，可以在任意一台虚拟机或者容器环境中激活算法插件，用户就可以使

用该插件进行相关智能分析业务。同时视频云平台会结合算法插件的能力进行智能分析业务调度，包括并行分

析的视频、图片、特征数据的管理及对比能力等，保证算法插件运行稳定。停止算法插件对应的智能分析业务后，

可以对算法插件执行卸载操作，此时会从视频云平台中清除该算法插件对应的全部信息。

算法 License 授权管理

算法插件作为算法生态伙伴的宝贵财产，如何保证算法插件被合法使用，保障算法开发者的利益是算法生

态伙伴关注的首要问题，基于此种情况，华为提供了 2 种算法 License 的授权管理方案：

1. 中心软 License 方案：该方案通过使用 License 文件实现算法 License 的授权，由一个 License 授

权管理 Service 完成对平台内某一算法插件对应的全部 License 授权，该 Service 运行在指定的虚拟机

或者容器环境上，算法插件中需要自带向该 Service 申请授权的 Client，以实现算法插件自动完成

License 申请和授权的操作。

2. 中心硬件加密狗方案：该方案主要针对不具备中心软 License 授权的能力的算法厂商，其实现方案与

中心软 License 方案一致，只是将 License 文件替换为硬件加密狗，之后由该 License 授权管理

Service 完成从硬件加密狗中读取 License 授权信息以及对视频云平台内对应算法插件运行所需

License 授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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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API 同时支持第三方输入图片进行实时的解析，

包括车辆，人脸的实时特征提取，图片目标特征提

取等。

注：在创建分析任务和实时解析时，可以自由

选择南向集成的算法仓中指定算法。

智能检索服务

智能检索能力构建在智能分析的结果之上，视

频云平台北向通过 HTTP REST 接口，支持第三方

应用平台向视频云平台进行各类智能化检索，检索

对象包括：

1. 对抓拍库 / 历史视频进行人脸，人体，骑行

人结构化和以图搜图检索。

2. 对抓拍库进行人脸 N:N 碰撞分析检索。

3. 对静态库人员进行结构化和以图搜图检索。

4. 对静态库人员进行 N:N 碰撞分析检索。

5. 对抓拍库 / 历史视频进行车辆结构化和以图

搜图检索。

6. 输入图片进行人脸 1:1 比对。

7. 对视频文件进行摘要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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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视图大数据平台 IVD 遵从 GAT 1400.1-2017 规范，参照《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 第 3 部分：

数据库技术要求》设计，完全兼容公安部标准，并结合大数据云平台和云存储产品深度优化的一套多维大数据

软件产品，通过标准的开放接口与周边采集系统 / 设备、视频分析系统 / 设备对接，实现上下级视图库互联，

为各级应用平台提供数据查询检索能力。

2.3.1 符合GAT 1400标准的采集设备/采集系统接入能力开放

IVD提供符合GAT1400标准的采集设备接入，提供注册、保活、校时和采集等接口。

1.注册接口：采集设备（电警/卡口摄像机、视频摄像机IPC）、采集系统（卡口平台、路人库等）可通过

注册接口注册到IVD。

2.保活接口：用于保持成功注册的采集设备/采集系统在IVD中的在线状态。

3.校时接口：提供校时服务给周边系统（采集设备、采集系统、分析系统和应用系统），统一校时。

4.采集接口：将人脸、人员、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等结构化数据和图片通过采集接口上传到IVD保存。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架构与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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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华为智能视图大数据平台开放架构

智能视图大数据平台2.3布控告警服务

视频云平台北向提供 HTTP REST 接口，支持应用平台，其他系统信息在视频云平台上创建和管理布控

任务，并订阅接收布控告警信息。视频云平台开放的能力包括：

1. 人脸 / 车辆布控名单管理：支持黑名单管理，白名单管理，红名单管理，实现不同的布控策略。

2. 人脸 / 车辆布控卡口组管理：支持创建和管理布控卡口组，方便第三方预先设置布控范围。

3. 人脸 / 车辆布控任务管理：基于布控名单，卡口组 / 摄像机列表创建布控任务，并提供创建，查询，删除，

修改接口。

4. 布控告警信息订阅接口： 支持第三方订阅和接收布控任务产生的实时告警信息。

5. 历史告警查询接口： 查询布控任务产生的历史告警信息记录。

一人一档服务

视频云平台提供一人一档服务，以视频大数据为基础， 实现海量人像信息档案化，高速准确检索。视频云

平台通过 HTTP REST 接口给应用系统开放一人一档能力，提供 :

1. 档案管理能力：支持档案管理和检索，包括档案删除，合并，结构化数据查询，以图搜档，以图搜图等。

2. 技战法能力：支持频次查询，同行分析查询，落脚点分析，时空分析，以人找人等。

数据订阅服务

视频云平台支持应用系统和其他信息系统订阅平台的智能数据，包括车辆，人脸，人体的智能分析结构化

数据，特征数据，图片等。视频云平台通过两种方式对外开放智能据：

1. 通过华为视频云平台的数据订阅 HTTP REST 接口，供第三方接收视频云平台产生的智能数据 。

2. 通过符合 GAT1400 的采集接口，第三方可以获取符合 1400 协议的智能数据。这种方式主要用于与第

三方的视图库对接。

注册接口

视图分析/
检索系统（VCM）

视图采集共享
系统（VCM）

标准网关/非标
采集系统（VCM）

视频应用平台

保活接口 采集接口 校对接口

数据查询服务 设备查询服务 布控告警服务 订阅通知服务

GAT1400 GAT1400

ISV应用

GAT 1400标准
采集设备/采集系统

人像大数据应用 车辆大数据应用 警务大数据应用 ... 第三方视图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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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符合GAT1400的数据服务能力开放

数据查询与检索服务

1. 数据查询检索接口：支持应用平台、其他信息系统等向 IVD 进行基于视频图像信息对象、视频案事件、布

控任务与告警记录、订阅任务与通知记录、视频图像分析规则等的特征属性及其组合的查询，支持分析系统

向视图库进行基于视频图像信息对象等的特征属性及其组合的查询。

2. 视频图像信息的新建修改接口：支持应用平台、其他信息系统等向 IVD 进行人工采集视频案事件及视频

图像信息对象的创建、更新、删除，人工采集视频图像信息对象。

3. 采集设备或系统的查询更新接口：支持应用平台、其他信息系统等向 IVD 进行采集设备或采集系统等的

查询、更新。

订阅与通知服务

订阅通知接口：支持应用平台、其他信息系统等向 IVD 进行基于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设备或采集系统等对

象特征属性对指定目标的订阅与通知。

布控与告警服务

布控告警接口：支持应用平台、其他信息系统等向 IVD 进行基于视频图像信息对象特征属性对指定目标的

布控与告警。

ICP智能指挥平台通过丰富的开放接口，可以与火警、匪警、急救、视频监控、无线电通讯系统、公共电

话系统、CAD（计算机辅助调度）业务系统等对接，用于公众报告紧急事件和紧急求助，统一接报，统一指

挥，联合行动，为市民提供相应的紧急救援服务，为城市的公共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加强了各部门单

位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从而对特殊、突发、应急和重要事件做出有序、快速而高效的反应。  

图 9. 华为智能指挥平台开放架构图

ICP 智能指挥平台通过开放平台接口的方式开放给指挥中心的业务系统，包括 CAD、GIS、调度台

(Console) 等，实现与各类终端、各种异构通信系统对接，简化集成难度，缩短项目交付周期。 

2.4.1 南向系统对接服务

ICP 平台可以实现 Tetra，P25，DMR、模拟和有线电话等系统的语音互联互通，与监控视频、视频会议的视

频互联互通，与 GIS 服务器和 GIS 数据库互联互通，通过将分散在不同通信系统的数据流进行融合，可以向各

类应用提供业务调度接口和多系统间数据共享接口。

2.4.2 北向接报开放服务

        多渠道接报是ICP智能指挥解决方案的接警系统，提供语音接报、视频接报、短信接报等多种接报渠道，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架构与生态体系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架构与生态白皮书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架构与生态白皮书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架构与生态体系

ISV应用

第三方设备

CAD 计算机辅助调度 Console 音视频融合调度台

多渠道接报开放服务

短信接入服务 视频接入服务

固话座机 Tetra手台 PDT手台 SIP终端

文字接入服务 多媒体终端接入服务
对接网关

ICP SDK（C#）

CMS REST

Agent REST

RESTful APIs JavaScript

Report

音视频调度开放服务

JS SDK eSDK eLTE(C++)

智能指挥平台2.4



HCS Online 模式，将设备部署在华为云机房，客户单独承租专属云（设备归属华为）或采购软硬一体部

署在客户机房，保持云服务的使用习惯及运维模式。Huawei Cloud 模式主要针对小型商铺、小型教育机构及

个人家庭客户，采用纯租用服务模式。华为提供视频接入、存储、转发能力及机动车、非机动车、人员识别的

2.4.3 北向调度开放服务

ICP 智能指挥系统提供融合通信功能，调度员只需要一套通信终端，即可同时与无线集群、公网电话、内

网电话、会议系统等进行通信，统一的调度终端提升了调度员的沟通效率。视频监控、集群、业务系统综合显示，

现场信息全局掌控，统一管理监控、宽带集群、视讯等视频源，一键上墙显示，实现可视化精准指挥。

可实现音频点呼组呼调度、视频调度能力，同时基于 GIS 地图，实现基于 GIS 的点呼、组呼、轨迹跟踪、

地图围栏等能力，完成终端的可视化调调度与指挥能力。

华为智能安防除了提供私有云的建设模式外，也可以提供公有云服务模式，通过按需租用方式，实现在线订

阅视频监控服务，帮助客户快速构建安防业务能力。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架构与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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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警员使用CAD（计算机辅助调度）业务软件进行接警活动。支持多种报警方式接入（固话、手机、短信

等），实现语音接报、短信接报、视频接报、录音管理、黑红名单管理能力，适用不同报警需求，避免单一语

音报警造成的业务阻塞。

公有云平台2.5

图 10. 华为智能安防公有云平台开放架构图

租户Portal

管理服务能力

业务服务能力

公有云底座

服务介绍

购买者

使用者 PC/手机 APP

华为SDC

华为VCN/
Cloud

IVS1000

视频接入服务 视频存储服务 视频转发服务 EI智能服务 设备管理服务 

API Gateway 用户&
鉴权管理

EPS企业
管理服务 

计费

定价介绍 服务购买

HCS Online/ Huawei Cloud

规格变更 服务终止 ...

第三方
IPC

AI 能力，支持华为 SDC 及符合 GB/T28181 标准协议的第三方设备接入公有云服务。 

基于 RESTful 标准化接口的设备管理能力：实现摄像机设备的添加、修改、删除、查询等维护能力，对

设备进行逻辑分组的管理能力。

基于 RESTful 标准化接口的视频管理能力：提供摄像机实时视频浏览能力，进行云台的控制、预置位的

设置、巡航轨迹、巡航计划的设置等，同时支持查询下载录像、回放控制、设置录像的策略 / 计划 / 留存期、

开始 / 停止本地 / 平台 / 前端录像等管理功能。 

PC、手机 SDK 及 APP 应用：为快速为第三方开发和集成业务，云服务对第三方提供 PC、手机端

SDK，封装媒体播放类的控件。基于 SDK 及基于 RESTFUL 标准化接口的设备管理、视频管理能力，

云服务可提供 PC 及手机 APP 供给小微客户使用，便于快速实现业务，降低客户开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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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开发者社区

华为开发者社区是华为开发者生态战略的执行平台，是华为公司统一的面向开发者提供的能力开放平台。

华为智能安防依托开发者社区，连接开发者和华为，为开发者提供全流程支持与服务，助力开发者将华为智能

安防产品开放的能力与其算法应用融合，构建差异化的创新解决方案。

开发者可以通过华为智能安防开发者社区获得华为智能安防全系列产品开发相关的支持和服务。开发者社

区提供：SDK/ 开发文档 / 开发工具 / 技术支持等开发相关资源；提供社区论坛，开发者之间可以在论坛提问、

答疑、交流心得；提供工单系统，紧急问题可以提单，获得技术支持；远程实验室，提供对接调试环境。开发

者基于这些支持进行二次开发，将华为智能安防产品能力快速、无缝的融入到自己创新的业务解决方案中，提

升解决方案开发效率和解决方案竞争力，获得商业成功。

开发者社区将作为智能安防的生态构建的统一入口，ModelArts、客户测试实验室、智能安防生态实验室

等等，相关的开发资源获取、技术支撑、训练环境 & 测试环境申请、联合方案测试、解决方案认证等都能从

开发者社区获取到。

华为智能安防开发者社区地址：

https://bbs.huaweicloud.com/forum/forum-798-1.html

华为智能安防提供开放合作的大平台，与客户、安防行业合作伙伴、开发者和产业联盟紧密合作，共同为

安防提供创新的联合解决方案。华为智能安防将提供以开发者为中心能力开放的开发平台、以解决方案验证为

中心的测试平台以及以客户为中心的联创推广平台 , 全方位支撑生态的构建落地。

3.1.2 ModelArts开发平台

ModelArts 是面向 AI 开发者的一站式开发平台，提供海量数据预处理及半自动化标注、大规模分布式训练、

自动化模型生成及端 - 边 - 云模型按需部署能力，帮助用户快速创建和部署模型，管理全周期 AI 工作流。

ModelArts 能覆盖 AI 开发的各个环节，包括数据处理、算法开发、模型训练、部署都可以在 ModelArts 上完成。

华为智能安防开放架构与生态白皮书
华为如何支撑生态构建

华为如何支撑
生态构建

以开发者为中心的能力开放平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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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智能安防生态实验室

智能安防生态实验室，主要面向合作伙伴提供对接联调环境，旨在支撑合作伙伴与华为智能安防相关产品

进行解决方案的对接调测及应用适配。智能安防生态实验室可提供华为智能安防相关产品的真实环境，供合作

伙伴进行联合方案的联调测试，合作伙伴可通过互联网Internet远程接入方式或实验室现场办公方式获得相应

的技术支撑，完成方案的开发调测、验证和发布。

3.2.1 客户测试实验室

客户测试实验室，主要面向客户提供POC&演示环境，旨在向客户提供合作伙伴与华为联合方案的特性

演示、远程测试等服务，包括向展会提供联合方案的展示支持。合作伙伴可以在客户测试实验室构建人脸签

到、行为分析、周界入侵检测等具体场景联合解决方案的真实环境，在项目售前拓展阶段，基于真实环境向客

户进行功能演示、测试，项目交付阶段进行交付人员培训等。

3.1.3 开发者大赛 

为激励更多的开发者基于华为智能安防的平台进行生态开发和合作，华为智能安防设立了开发者激励基金，

通过开发者大赛的形式为开发者提供公开、开放的合作的桥梁。开发者只要是基于华为视频监控平台或者华为

摄像机的标准化、场景化开放接口开发的应用或者算法都可以提交作品进行参赛，华为将邀请行业专家及华为

的业务领域专家从作品实用性、创新性、领先性几个方面进行评估，评选优胜作品。针对优胜作品，将通过华

为公共营销平台（华为全连接大会、官网等）、销售渠道进行优胜作品的推广宣传。

3.3.1 客户联创实验室

联创实验室是华为与客户共同建立的联创平台。该平台聚焦在客户业务实战领域，通过客户能够连接起众

多合作伙伴及其实战平台，也为合作伙伴提供业务运行环境与实战数据，成为实战平台优选合作伙伴以及探索

高科技创新的渠道。合作伙伴可以同华为一起，基于客户联创实验室进行联合创新，结合一线用户实际的需

求，在实战中打磨产品。

3.3.2 算法商城&应用商城

       算法商城&应用商城致力于联合行业合作伙伴一起，做深做广安防行业算法和应用，是合作伙伴的优秀算

法和应用的发布、展示、交易平台。一方面将智能能力带入细分的安防行业场景，另一方面将各细分场景的智

能能力聚合。算法商城&应用商城中的算法和应用，能够通过交易系统直接应用于项目中，同时依托于华为强

大的研发体系支撑，算法商城&应用商城拥有完善的License管理机制，保护合作伙伴的知识产权，同时有严

格的上线流程，确保安全合规、保护用户数据。

3.3.3 全球OpenLab

当前华为在全球范围内有12个OpenLab，用于支撑当地伙伴与华为进行联合创新和方案构建。各区域

OpenLab能够为合作伙伴提供从联合方案设计、开发适配、方案验证和上线、POC演示到最终项目下单交

付，全流程端到端完成联合解决方案的开发上市支持，也逐步开始支撑智能算法合规合法的本地化训练工作，

让智能能力更好的服务于当地应用场景。安防行业合作伙伴可以就近在相应区域的OpenLab进行联合解决方

案的开发、验证和上市。

3.3.4 华为SPP认证

Solution Partner Program （SPP），即解决方案伙伴计划。解决方案伙伴计划打通了华为的研发、销

售和区域等业务单元，通过简易的解决方案伙伴中心和全球的OpenLab，帮助伙伴更轻松的构建差异化方

案。解决方案伙伴计划为华为伙伴提供一致的体验，清晰的参与规则和全方位的权益及资源保障，帮助伙伴更

好的聚焦客户需求，打造支撑客户商业成功的创新方案，并获得业务增长。

华为如何支撑生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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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方案验证为中心的测试平台3.2

ModelArts 支持 Tensorflow、MXNet 等主流开源的 AI 开发框架，也支持开发者使用自研的算法框架，

匹配您的使用习惯。ModelArts 的理念就是让 AI 开发变得更简单、更方便。

面向不同经验的 AI 开发者，提供便捷易用的使用流程。例如，面向业务开发者，不需关注模型或编码，

可使用自动学习流程快速构建 AI 应用；面向 AI 初学者，不需关注模型开发，使用预置算法构建 AI 应用；面

向 AI 工程师，提供多种开发环境，多种操作流程和模式，方便开发者编码扩展，快速构建模型及应用。

以客户为中心的联创平台3.3



        秉承开放合作的生态理念，华为智能安防承诺将积极拥抱安防产业生态圈，成为安防产业发展过程中负责

任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2019年5月，华为智能安防携手以萨、云从、佳都新太等30家业内伙伴共同成立《智能视频大数据产业

联盟》，并力争将该联盟打造成一个开放交流、协同合作、务实创新的产业生态联盟，加快智能视频大数据产

业的创新发展，助力产业升级。截止目前，华为智能安防已经与100+解决方案合作伙伴，面向20+细分行业

联合提供解决方案。 

图 11. 华为智能安防全球生态进展

同时，华为智能安防也将在业内其他产业联盟/协会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和锐安等合作伙伴共

同发起成立《中关村云平台与数据应用产业联盟》，共同探讨云和大数据应用的在行业内的创新与发展；成为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引领交通领域视频应用和技术的发展讨论。

行动建议

华为智能安防生态建设成果3.4

通过SPP，安防行业合作伙伴可以获得“招募-研发-营销-销售”的端到端支持，伙伴可以聚焦于基于

华为智能安防平台开发差异化行业解决方案和产品。对于已经完成的联合解决方案，华为智能安防会对合作伙

伴的开发能力和解决方案予以认证，并支持这些高价值方案走向市场，推进安防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助力客户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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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如何支撑生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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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合作伙伴100+ 算法、产品、应用合作  细分行业方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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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自主研发，到平台能力的打造，再到生态的繁荣拓展，这是一条环环相扣的战略成长过程，华为智

能安防坚持开放，坚持聚焦战略投入，只做黑土地，坚守业务边界，打造不一样的安防产品和生态，与伙伴共

同做大、做强安防产业，让土壤更肥沃，让生态更茂盛。这里对智能安防产业发展提四点建议：

关注行业细分场景

需要大量匹配行业属性的长尾小算法，从而提

升安全管理水平和生产生活效率，例如：配电房和

高压铁塔周边的工程车辆识别和告警，进出站房佩

戴工程帽识别和告警，仓储园区出入仓货品计量等

等，这些智能化需求根植于行业生产流程，具有很

强的行业专业属性和场景特殊性。这就更加需要广

大智能安防的从业者对细分场景进行深入分析，让

AI能力适配场景化需求。

鼓励算法创新

AI需要走向规模商用实现普惠，需要降低AI门

槛，同时跨越工程化能力不足的障碍，这才能让AI

真正服务于各行各业。智能安防产业需要一站式的

算法开发训练、上市交易平台，可涵盖前端、边

缘、中心的全网各节点的算法开发，从而降低研发

创新门槛，解决从数据获取、数据标注、模型训

练、自动优化、模型管理、自动部署、市场交易全

流程，算法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同时，需要工程化

的算法运行平台，从而降低部署应用门槛，加速视

频、图像、数据的AI算法和应用的学研成果转化为

商用，保障算法安全性问题，为算法提供安全的运

行环境，加速算法的普及应用。

开放生态合作

尊重智能时代特征，分工协作，繁荣产业生

态。术业有专攻，集中各方优势，通过生态合作共

同构建行业应用。特别是在智能硬件、云平台、AI

算法、大数据等开发能力方面，平台厂商可以广泛

赋能并开放共享业务能力，与算法与应用伙伴一起

共同服务好行业客户，建立健康繁荣的产业生态，

做大智能安防产业。

AI人才培养

对于人工智能这样高技术含量的领域来说，

“得人才者得天下”，国务院及教育部相关规定中

也多次指出“建设人工智能学科”“完善人工智能

领域学科布局”的重要性。由此看来，想要更好的

掌握、发展人工智能，培养专业人才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环节。我们衷心希望高校、科技企业对于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领域都有人才的培养机制，鼓励现

有的学生和员工能力转型，同时需要加强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 ，让AI能力真正的与应用场景匹配，实现

真正落地。

“算力普惠易得，充裕且经济；算法持续演

进，丰富且聪明；数据多维融合，标准且安全；协

同贯穿端云，全局且高效”，华为智能安防致力于

构筑最强安防核心底座能力，支撑上层应用百花齐

放，与合作伙伴共同翻越智能安防时代下算力、算

法、数据三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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