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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背景依据



一、小区管理面临的问题

 高空抛物监测难

 流动人口管理难

 车辆出入管理难

 物业费、停车费收取困

难，形成恶性循环

物业管理收费困难安全管理成本较高

 报修渠道

 投诉建议渠道

 互通沟通的平台

 小区脏乱差

 孤寡老人等特殊人群关

怀不到位

小区服务品质不高业主沟通反馈不畅



二、建设智慧平安小区的优势

安全隐患早发现

智能化设备自动感知危险并及时预警：

• 烟感、窨井盖监测等物联设备

• 人脸抓拍及时发现犯罪嫌疑人

人员走失别担心

人员轨迹追踪，实现定位：

• 人脸抓拍

• 智能门禁

• 视频监控

高空抛物能追责

• 高空抛物监测系统，实现事后取证，

打破全楼“连坐”的无赖

• 强化居民责任意识、安全意识

入室盗窃破案快

• 视频监控回溯次调查作

案经过

• 嫌疑人活动轨迹追踪

小区管理更有序



二、建设智慧平安小区的优势

提升小区品质

无感进入更便捷
• 人脸识别开门

• 声纹识别开门

• 访客远程开门

• 可是云对讲

老人关怀显温馨
• 老人活动轨迹分析

• 异常提醒，物业上门核实

业主满意度提升；物业费缴纳比例提升；小区房价上涨



目前，全市建成的139个（其中新建小区有17个接入）智慧平安小区可防性案件同比下降约

80%，其中有49个小区实现零发案，小区综合治理能力和住宅品质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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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防性案件发案

同比下降80%

包河花园

二、建设智慧平安小区的优势

提升小区综合治理能力



三、政策依据

《城市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管理

规定》（建设部、公安部第49号令）

第十一条 “城市居民住宅竣工后，工

程质量监督部门和住宅管理单位必须按

规定对安全防范设施进行验收，不合格

的不得交付使用。”

《物业承接查验办法》（建房[2010]165号）

第十六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下列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现场检查和

验收：……（三）共用设施：一般包括……休闲娱乐设施、消防设施、安防监控设施、

人防设施、垃圾转运设施以及物业服务用房等。”

根据《物业承建查验办法》规定，将与房产局物业办对接，将住宅小区安防设施建设

纳入物业交接查验内容。



三、政策依据

《关于在居民住宅小区加强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建

设的通知》（皖公科技【2008】39号）

“各级建设、规划、房地产主管部门应积极配合

公安部门做好居民住宅小区技防建设的监督管理，

督促房地产开发建设单位开展安全技术防范设施

建设，从源头上把住新建居民住宅小区安全技术

防范设施建设关，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改造时

也要逐步推广使用。”



三、政策依据

《合肥市住宅小区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和管理设施办法》

（合政办【2019】21号）

第十二条 新建小区建成后，负责组织验收的有关部门应

当将安全防范规划设计作为限时联合验收的内容之一，

验收不合格不得交付使用。

同时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接，已将住宅小区安防设

施设计规划纳入住宅小区建设规划中。



02 标准内容



一、小区多维感知系统

包括小区出入口人脸抓拍摄像机、车辆道

闸系统、智能门禁系统、信息采集管理系

统等。

通过对我局开展的3轮次智慧平安小区建

设工作经验总结，结合实际工作，根据资

金投入和实际需求，总结出3类智慧平安小

区前端建设标准模式：标配版、中配版、

高配版、按需选配版。



二、小区多维感知系统建设标准

1

设备标准

2 3

编码标准 施工标准

建设标准模式菜单

前端硬件参数要求

智慧平安社区编码标准

监控设备命名标准

监控摄像机编码标准

基础开挖

立杆安装

线缆管网施工

设备安装



一、标配版
封闭管理。建设人、车通道实

体防护设施。

源头管控。人行进口、出口分

别建设人脸识别系统，车行通

道建设车辆识别系统。

三、高配版

单元管控。建设单元门、

门禁、人脸识别系统，保

障楼宇安全。

四、按需选配

智能升级。建设周界防护

系统、电子巡更、高空抛

物、物联网感知等设备。

二、中配版

全域覆盖。全覆盖无死角

视频监控系统和视频监控

中心。

2.1 建设标准



2.1 建设标准

人员出入管理系统

车辆出入管理系统

人行引导棚

智能门禁

人员基础信息采集配套设施

人脸识别系统

一、标配版：主要对小区主要出入口进行管控，建设人脸识别系统、人员出入管理系统、车辆出入
管理系统、实有人口信息采集配套设备。

数据接入网关



高清枪机 高清球机

二、中配版：标配版的基础上，在小区主干道路、公共场所及停车场建设高清摄像机，实现小区视频监控

有效覆盖。

注意事项：配套建设视频存储设备，录像存储时长不少于1个月。

2.1 建设标准



三、高配版：中配版的基础上，对小区每栋楼的每个单元增设智能门禁（人脸或声纹、身份证等）和单元楼道

人脸抓拍机。

智能AI门禁 单元门人脸抓拍摄像机

人脸识别 身份证识别声纹密码

智能AI门禁：“说话” 也能开门

人脸识别抓拍：“尾随” 无处遁形

人脸抓拍取证
事后追踪溯源

2.1 建设标准



• 人防技防深度融合

• 巡更管理更简单、

巡更监督更有效

• 入侵预警、智能防线

• 小区更安全

• 视频值守、事后取证

• 破除“悬在城市上空

的痛”

• 智慧消防，实时预警

• 水电气数据实时采集

• 窨井盖挪位

物联网感知系统电子巡更系统 周界防护系统 高空抛物系统

四、按需选配：智能升级。建设周界防护系统、电子巡更、高空抛物、物联网感知等设备。

2.1 建设标准



序号 类别 设备名称 标配版 中配版 高配版 备注

1
人脸识别系统

人脸抓拍机   

2 硬盘录像机（NVR）   

3

人员出入管理系统

人行通道平开门   

4
数据接入网关
/智能门禁终端

   2选1

5

车辆出入管理系统

挡车器+百页栏杆   

6
数字式车辆检测器   

7
车牌识别和显示套件   

8
实有人口信息采集

配套设备

基础信息采集终端   

9 身份证读卡器   

10 USB摄像头   

12 小区内部高清监控 高清枪机、球机  

13
单元楼人员管控

单元楼人脸识别门禁 

14 智能门禁终端 

前端硬件建
设标准菜单

2.1 建设标准



人脸抓拍枪机

1. 不低于 200 万高清像素；

2. 镜头靶面尺寸： 大于1/2.8“ CMOS；

3. 最低照度：≤0.01lx；

4. 输出不少于 2 路视频码流；支持视频编码：

H.265、H.264；音频编码：G.711

5. 同一张人脸抓拍输出不少于2张图片，包含一张

场景大图和人脸特写小图；

6. 符合 GB/T28181-2016、GA/T1324-2017、

GA/T1325-2017、GA/T-1399、 GA/T-1400、

Onvif 协议标准；

功能描述：抓拍小区出入口人脸图片

网络硬盘录像机NVR

1. 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

2. 支持高清网络视频输入和存储；

3. 支持H.265、H.264编码前端自适应接入；

4. 支持高清视频实时解码和同步回放；

5. 支持ONVIF和GB/T28181-2016协议

6. 录像存储时长不小于30天

功能描述：存储人脸抓拍机和小区内部监控录像

2.1 建设标准—前端硬件参数要求



人行通道平开门

快走慢停功能；

1. 通讯方式：TCP/IP通讯或RS485；

2. 运行寿命：建议不少于100万次；

3. 具备防夹功能；

功能描述：人行出入控制通道

数据接入网关或服务器

1. Linux或windows系统不限

2. 服务器或者小型工控机等形态；

3. 功能包含图片存储、人脸识别、开门服务等；

4. 接口：RJ45 100/1000M网口，USB 2.0接口及以上

5. 支持与人脸抓拍机联动开门

6. 具备小区环境运行能力，满足7*24小时不间断运行

功能描述：部署人脸比对服务，与人脸抓拍机实现联动门禁开门

智能门禁终端

1. linux或Android系统;

2. 支持高清摄像头，支持可视屏幕;

3. 支持人脸、IC/ID卡、指纹、声纹等验证方式；

4. 支持照片、视频等翻拍的活体检测；

5. 识别准确率≥99% 、识别速度＜1秒;

6. 建议20000张人脸照片容量；

7. 自带补光灯，满足夜晚黑暗环境开门效果；

8. 自适应强光、逆光等恶劣环境影响；

功能描述：可实现人脸、IC卡方式联动门禁

开门，适用于出入口和单元门

2.1 建设标准—前端硬件参数要求



挡车器+百叶栏杆

1. 通讯方式：TCP/IP通讯或RS485；

2. 运行寿命：建议大于100万次；

3. 支持车牌识别系统直接控制起落闸；

4. 建议直臂3-4.5M(支持长度定制)；

功能描述：车辆进出通行道闸

车牌识别和显示套件（含补光灯）

1. 不低于200万高清摄像机；

2. 满足LED补光灯，自动补光确保车牌清晰；

3. 基于视频流的多帧图像识别，建议白天、晚上车牌识

别准确率≥99%；

4. 支持语音播报功能；

5. 支持户外环境使用，三防等级不低于IP66防水标准；

6. 可以配备屏显，例如时间日期、车牌号、余位等信息；

7. 支持网络通讯接口；

功能描述：抓拍车辆图片、识别车牌信息、控制

百叶栏杆收放、缴费管理

数字式车辆检测器

1. 防止栏杆降落砸车；

2. 温度：建议工作温度满足-25℃～＋70℃；

3. 频率：20-80KZ输出：TTL电平输出或干接点输出；

4. 数字式，220v，灵敏度可调；

2.1 建设标准—前端硬件参数要求



基础信息采集终端

CPU:建议配置不低于I5-8500/4G 内存/500GB硬盘/19.5英寸显示器

身份证读卡器

1. 通讯接口：USB2.0及以上

2. 读卡时间：建议小于1S

3. 使用电脑系统：WIN98/2000/XP/WIN7/WIN8/WIN10等

USB摄像头

1. 支持USB2.0及以上接口通信

2. 视频不低于200万像素

3. 拍照分辨率不低于1920*720

4. 免驱动安装

功能描述：小区物业人员用

于小区基础信息采集的电脑

功能描述：读取居民二代

身份证基础信息

功能描述：采集人脸高清照片

2.1 建设标准—前端硬件参数要求



高清摄像机

1. 网络接口：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电口；

2. 镜头焦距： 大于1/2.8“ CMOS，焦距

2.8/4/6/8/12mm等（根据现场要求进行选择)

3. 最低照度：不低于彩色0.001lx，黑白0.0001lx;

4. 编码格式：支持H.265、H.264、MJPEG编码；

5. 视频质量：支持1920*1080@30帧/秒；

6. 协议支持：GB28181-2016协议、支持ONVIF ；

单元楼人脸抓拍枪机

1. 网络接口：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电口；

2. 镜头靶面尺寸： 大于1/2.8" CMOS，焦距适合单元

门出入通道场景，建议电动短焦镜头：2.8-12mm

3. 最低照度：不低于彩色0.001lx，黑白0.0001lx;

4. 编码格式：支持H.265、H.264、MJPEG编码；

5. 视频质量：支持1920*1080@30帧/秒

6. 抓图图像：支持1080P

7. 协议支持：符合 GB/T28181-2016、GA/T1324-

2017、GA/T1325-2017、GA/T-1399、 GA/T-

1400、 Onvif 协议标准；

功能描述：安装在小区主干道路、公共场所及
停车场等区域，实现小区视频监控有效覆盖。

功能描述：安装在每栋每单元楼道内，实
现对进入单元门的人脸抓拍。

2.1 建设标准—前端硬件参数要求



1

设备标准

2 3

编码标准 施工标准

建设标准模式菜单

前端硬件功能描述

前端硬件参数要求

智慧平安社区编码标准

监控设备命名标准

监控摄像机编码标准

2.2 编码标准

基础开挖

立杆安装

线缆管网施工

设备安装



智慧平安社区编码标准
编码规则（15位）：6位行政区划（GB/T2260）+6位街道居委会+3位小区顺序码

备注：6位行政区域编码参考标准字典，6位街道居委会编码平安办提供，3位小区顺
序码由派出所统一规划，不允许重复。

340102 001001 001

6位行政区划

34 省级编码

01市级编码
02区级编码

6位街道居委
会编码平安办
提供

3位小区顺序码
由平安办统一规
划

6位街道居委会 3位小区顺序码

参考标准字典

小区标准地址参考派基系统地址描述，例如：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666号

2.2 编码标准



设备名称命名规则

蜀山区 华府骏苑 东门入口 人脸抓拍机

蜀山区 华府骏苑 5栋1单元南侧 枪机

蜀山区 华府骏苑 5栋1单元1F 人脸抓拍机

设备编码规则：区县名称+小区名称+位置信息（监控部位+方位）+设备类型

位置信息：楼栋、楼栋+单元、广场、小区道路、绿化带、公共娱乐场所、老年活动中心、幼儿园、小学、物
业办公室、保安岗亭、地下室、地下车库、停车场、监控室、商业街、出口、入口、人行通道、车辆通道、消
防通道、通道、周边环境、楼梯口、电梯口、周界围墙等；

方位：东、南、西、北方位或者组合方位，或者楼层楼层命名为：1F、2F、3F、负1F、负2F、负3F……

依据公安部GB/T28181-2016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2.2 编码标准



2.2 编码标准

非小区卡口摄像机编码标准
依据公安部GB/T28181-2016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及《安徽公安车辆卡口国标编码规则（2020版）》

国标编码：共20位，由中心编码（8位）、行业编码（2位）、类型编码（3位）、网络标识（1位）和序号

（6位）五个段十进制数字组成。

34011102   00       119         0            1           1 0001

34 省级编码
01市级编码
11县（区）级编号
02派出所

默认为00
预留位用于表
示智慧平安社
区接入

132普通相机
119卡口相机
默认为119

（1-8位）中心编码 9位行业编码
11-13位
类型编码

14位网络标识

0、1、2、3、4
为监控报警专网
5为公安信息
网,6为政务网,7
为 Internet网,8
为社会资源接入
网,9预留。

16位相机
类型编码

17-20位
相机编码

自行分配，
不重复即可

1-6位参考合肥市行
政区划字典
7-8位参考合肥市组
织机构代码

15位卡口
相机厂商
ID编号

1为海康，2为大
华，3为科达，4
为宇视，5为天地
伟业，6为安讯士，
789为预留，0为
其它厂家

1为科信部门建设车辆
卡口相机，2为科信部
门建设人脸抓拍相机，
3为科信部门建设全结
构相机，4为交警部门
建设标准卡口，5为交
警部门建设电子警察，
6—9备用



智慧平安社区卡口摄像机编码标准
依据公安部GB/T28181-2016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以及《安徽公安车辆卡口国标编码规则（2020版）》
国标编码：共20位，由中心编码（8位）、行业编码（2位）、类型编码（3位）、网络标识（1位）、小区

编码（ 3位）和序号（3位）六个段十进制数字组成。

34011102   34         132               8           001          001

34 省级编码
01市级编码
11县（区）级编号
02派出所

34公安自建人脸抓拍机
35公安自建车辆抓拍机
36公安自建全结构化相机
37政府自建人脸抓拍机
38政府自建车辆抓拍机
39政府自建全结构化相机
97社会自建人脸抓拍机
98社会自建车辆抓拍机
99社会自建全结构化相机

132普通相机
119卡口类相机

1-8位中心编码 9位-10位行业编码 11-13位类型编码 14位网络标识

0、1、2、3、4为
监控报警专网
5为公安信息网,6为
政务网,7为
Internet网,8为社
会资源接入网,9预
留。

15-17位小区编码

小区编码后3位

18-20位小
区摄像机编
码

自行分配
不重复即可

1-6位参考合肥市
行政区划字典
7-8位参考合肥市
组织机构代码

可登陆安徽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查看【编码规则】《合肥市
智慧平安小区视频监控图像编码规则（2020版）》

2.2 编码标准



依据安徽省公安厅 “一机一档”建设要求，每个小区需根据建设内容提供excle表
格字段 定义及说明

设备编码 设备编码国标20位（GB/T28181-2016标准）。后6位：小区编码（3位）+设备序号（3位）

设备名称 区名称+小区名称+位置信息+设备类型 例如：蜀山凤凰城燕园18栋南侧球机1

设备厂商
1.海康威视 2.大华 3.天地伟业 4.科达 5.安讯士 6.博世 7.亚安 8.英飞拓 9.宇视 10.海信 11.中星电子 12.明景 13.联

想 14.中兴 99.其他

行政区域 用行政区域代码6位，设备编码、行政区域及所属辖区公安机关，前六位一致关联校验及数字校验 例如：340101

监控点位类型 1.一类视频监控点 2.二类视频监控点 3.三类视频监控点 4.公安内部视频监控点 9.其他点位

IPV4地址 例如：172.21.18.17

摄像机类型 1.球机 2.半球 3.固定枪机 4.遥控枪机 5.卡口枪机 99.未知

摄像机功能类型 1.车辆卡口 2.人员卡口 3.微卡口 4.特征摄像机 5.普通监控 99.其他

取电方式 1.电业局供电 2.企事业单位 3.居民用电专供 4.临街商铺专供 5.其他

摄像机分辨率 1.QCIF 2.CIF 3.4CIF 4.D1 5.720P 6.1080P/I 7.4K及以上

安装地址 区名称+小区名称+位置信息 例如：蜀山凤凰城燕园18栋南侧

经度 保留小数点后6位例如：117.330879

纬度 保留小数点后6位例如：31.869356

2.2 编码标准



依据安徽省公安厅 “一机一档”建设要求，每个小区需根据建设内容提供excle表
格字段 定义及说明

摄像机位置类型
1.省际检查站 2.党政机关 3.车站码头 4.中心广场、5.体育场馆 6.商业中心 7.宗教场所 8.校园周边 9.治安复杂区域

10.交通干线 11.医院周边 12.金融机构周边 13.危险物品场所周边 14.博物馆展览馆 15.重点水域、航道 96.市际公
安检查站 97.涉外场所 98.边境沿线 99.旅游景区，100.住宅小区

监视方位 1.东;2.西;3.南;4.北;5.东南;6.东北;7.西南;8.西北;9.全向

安装位置 1.室外 2.室内

联网属性 0.已联网 1.未联网
所属辖区公安机

关
用公安组织机构代码，公安机关建设单位或者社会资源整合接入后的使用单位，注明到所属公安机关派出所例如：

34010249
安装时间 例如：2019-10-01
管理单位 例如：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

管理单位联系方
式

支持手机或固话填写 A.固话的位数应该为10-12位且以0开头（区号和后面号码要有“-”）B．手机号码为12位，
有相应的网
段校验 例如：0551-65695119

维护单位 例如：安徽XX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维护单位联系方
式

支持手机或固话填写 A.固话的位数应该为10-12位且以0开头（区号和后面号码要有“-”）B．手机号码为12位，
有相应的网
段校验 例如：17756063080

录像保存天数 例如：30
设备状态 1.在用 2.维修 3.拆除

2.2 编码标准



2.3 施工标准

1

设备标准

2 3

编码标准 施工标准

建设标准模式菜单

前端硬件功能描述

前端硬件参数要求

智慧平安社区编码标准

监控设备命名标准

监控摄像机编码标准

基础开挖

立杆安装

线缆管网施工

设备安装



2.3 施工标准

1、基础开挖

对开挖点位附近区域进行

市政管网的勘察，确保该

点位下方无供电、通信、

供水、燃气等管道

按施工图纸尺寸进行开

挖，开挖基坑四壁及底

部应平整，底部土方清

理干净

混凝土养护不少于7天

点位勘察 基坑开挖 地笼安装 浇筑养护

将地笼放到基础中心位置，

用钢筋将地笼与钢筋笼焊

接牢固，监控立杆预埋件

的埋设，基础混凝土浇筑



2.3 施工标准

2、立杆安装

横臂安装应添加垫片，每

端不宜超过两个垫片

杆件吊装应保证杆件与

道路的垂直度不应超过

3度

混凝土养护不少于7天

横臂安装 杆件吊装 防锈处理 浇筑养护

杆件底部与预埋件连接处

螺杆和螺母均进行防锈处

理，采用混凝土覆盖



2.3 施工标准

3、线缆管网施工

 缆线两端贴标签

 线缆布放平直，不挤压

 强弱电线缆分离布放

 室外管路敷设材料符合规范要求

4、设备安装

 摄像机安装前进行通电检测

 摄像机安装要避免强光直射

 室外摄像机安装加防雷及接地装置

 摄像装置安装牢固，不应晃动

 车辆道闸和人行门禁安装符合设计要求



2.3 施工标准

相应参考指标

序号 项目 型号
基础规格

（长×宽×深度）

1
监控

杆件

一般选高3.5m热镀锌管，壁厚3mm；

横臂1m (特殊情况可更改)，壁厚2mm 

600×600×800m

m

2
卡口

杆件

一般选高3.5m热镀锌管，壁厚3mm；

横臂1m (特殊情况可更改)，壁厚2mm 

600×600×800m

m

3
车卡

杆件
高1.2-1.5m热镀锌管，壁厚3mm；

500*500*600 

mm

规格
类型

规格 选用场景

手孔井（主） 500*500*500mm
通信管道容量在3孔及3孔以上，用

于线缆分支与接续

手孔井（支） 300*300*300mm
通信管道容量在2孔及以上，用于

线缆过线

杆件基础规格表

手孔井规格表

序号 项目 预留长度 备注

1 交接/设备间 3～6m

2 工作区 0.3～0.6m

3 设备端 5～10m

线缆预留长度要求

室外管网最小埋深（M）

管道位置

管材规格
绿化带 人行道 车行道

塑料管 0.5 0.7 0.8

钢管 0.3 0.5 0.6



三、智慧平安小区物业管理平台

• 人员基础信息采集、门禁授权等功能；

• 小区已采集人员档案管理；

• 小区停车管理功能；

• 小区人员门禁、人脸、车辆出入记录查询功能；

• 小区建设设备管理；

智慧平安社区警务应用平台（GA网）

全域地图 社区档案 实时布控 智慧模型

小区多维感知设备 物业平台进行数据汇聚 数据对接至公安警务应用平台

物
业
平
台
功
能



03 注意事项



一、推进流程

新建小区
建设

商业小区
建设

建设方案提交
区县平安办

（辖区派出所）

区县公安科信
部门进行方案

评审

否

按标准开展项目
建设，完工后需
与平安办完成数
据对接，方可验

收

智慧平安小区项目建设推进流程

是否符
合标准



二、验收流程

智慧平安小区项目验收流程

（正在完善相关机制）

建设完成 提交质检站

是否
符合
标准

是
智慧平安小区
安防验收通过

通知公安机关
参与验收

否



三、建设标准查看

下载地址:

安徽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官网

http://www.aspia.cn/search/%E5%B9%B3%E5%AE%89%

E5%B0%8F%E5%8C%BA.html?

• 合肥市智慧平安小区数据开放平台接入标准（试行）

• 《合肥市智慧平安小区视频监控图像编码规则（2020版）》

获取方式:合肥市公安局平安办

联系方式0551-66260681

开发商及物业公司对智慧平安小区建设如有任何疑问，可到辖区派出所咨询!

• 智慧平安小区建设技术标准（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