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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萍之末 微澜之间 安全创新初见端倪

集团参与制订的相关标准
国家标准：
《下水道及化粪池气体检测技术要求》

万基泰科工集团引领城市安全管理新气象

《市政地下管线远程探测技术规程》
国家行业标准：

继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 3 月 5 日

范围示范建设的帷幕。随后，相继在重

指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

庆、四川、深圳、北京等地进行规划布局，

城市创新管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重

城市公共安全创新管理局面初现端倪。

要工作目标。尤其是伴随着新型城镇化

特别是结合国家重大核心行政区职能调

建设进程的加快，
城市安全管理日益成为

整，集团提前战略布局预先统筹规划雄安

城市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区的城市安全立体化防范体系，
得到了

要改变现有城市管理工作中安全

地方标准：
《重庆市地下管网危险源监控系统技术规程》
《重庆市下水道及化粪池检测技术规程》
《重庆市地下管网危险源监控系统技术评价》

集团获得的部分专利

相关中央首长及部委领导的赞许。

管理领域条块分割、数据封闭、应用孤

集团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

立 的 问 题 ，以 大 一 统 、大 数 据、大服务

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立足当

的全新视角审视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

前，着眼未来，加强高新技术应用和综合

系，绝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简单堆砌，

集成，强化实时感知预知、大数据分析决

而是一个系统发展、融合创新的重大科

策、多功能智能化应急装备等关键技术

学问题。

的研发，聚焦“安全”和“智慧”，以科技创

万基泰科工集团作为一家民营高科

新为驱动，以风险预防为立足点，以有效

技企业，在城市公共安全保障方面做了

应对和安全韧性提高为目标，构建全方

大量的有益探索和规模推广应用，取得

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系统部署，重点

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首创

突破，实现城市公共安全由被动应对型

提出的“地下”
“ 地面”
“ 低空”
“ 三张安全

向主动保障型的转变。

网”的城市安全立体化防范理念，可谓是

《下水道及化粪池气体检测技术要求》

1.一种井盖异常报警装置
2.危险气体远程报警控制设备
3.生产自用配气装置
4.一种无线信号强度检测设备
5.配气及气体传感器标定的装置
6.一种简易脱硫装置
7.一种基于多种气体检测的进气装置
8.采样气体凝结水位报警装置
9.机箱（毒害易爆气体智能监控终端）外观专利

业务系统软件著作权
1.燃气管道巡检终端管理系统

集团董事长杨泽远秉持“不谋全局

2.燃气管道隐患信息管理 GIS 系统

城市安全管理领域的集成创新之发轫。

者不足以谋一域”的战略理念，始终以全

3.城市安全应急辅助决策系统

可以看到，城市安全管理理念的新变革

局、系统、融合的宽广视角看待城市公共

4.地下管线三维管理系统

正在风起于青萍之末，
伴随着党的十九大

安全问题，继创新性地提出“三张安全

的春风，徐徐而来的是城市安全管理、社

网”和“城市公共安全智脑”
跨界创新理念

会创新管理的一股新风。

以来，
一直不断研究城市公共安全的新问

5.智慧城市安全综合管理门户系统

“三张安全网”立体防范示意图

6.地下管网通信服务管理系统
7.天然气管道预警监控系统

题和新需求，
从物联网
“万物互联万物生”

智能综合管理平台，涉及“三张安全网”

资源汇聚融合和产业驱动规划。在产

社会安定有序和经济社会系统的持续运

的哲学发展观出发，提出城市公共安全

建设、城市公共安全大数据解析服务、

品维度，集团自主研发核心产品“城市

行为核心目标。安全发展理念是新时期

保障卫士这一新颖的三维六度感知设备

人员身份综合管理、雪亮工程、城市公

安全保障智能卫士”，覆盖地下空间危

重要的发展理念，构建安全保障型社会

设计理念，弥补了“三张安全网”的前端

共安全智脑等业务系统应用，夯实了城

爆 气 体 监 测 预 警 、地 面 安 防 态 势 集 成

是实现强国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早在

集成感知设备的空白，保障了城市公共

市立体化防范的应用框架，为行业内各

感 知 处 置、低空监测、无人机中继等立

2015 年初秋之际，
万基泰科工集团即与四

安全大数据体系的鲜活数据来源。

技术领域一流企业提供了统一的应用

体保障技术手段，符合城市视频监控联

商店式的服务框架和集成展示平台，以

网数据共享和深度应用需求方向，得到

公共安全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川泸州市政府签署
“平安江阳 智慧江阳”

集团立足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

战略合作建设协议，
由此拉开了万基泰科

略定位，集中资源做好核心主营业务，

整体融合创新集成的高效科技服务为

国家相关部委科技管理和装备部门的高

工集团“三张安全网”安全新理念的全国

从大平台大服务的角度建设城市安全

核 心 竞 争 力 ，为 政 府 提 供 一 揽 子 优 质

度认可。

城市公共安全智能综合管理平台：构建地下地面低空“三张安全网”
面兼顾”
，
全景特写实时交互，
有效解决了

像采集系统识别系统和车载危爆气（液）

大场景监控应用中全景和特写画面无法

体检测仪，在新疆等地进行示范应用，取

共存的应用短板。

得了良好的效果。

该系统有效解决了大场景监控中画

低空监控预警

面中车辆、行人目标特写图片的获取，并
能够第一时间对目标进行识别。此外，
该
视频协同监控系统支持大场景中视频事

势，在城市低空监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件的检测，如人流密度预警、异常群体事

基于无人机的地面视频监控态势感知是

件预警等。

一种非常高效便捷的使用。同时，
无人机

万基泰科工集团以社会监控视频、交
通卡口数据、安防传感数据等多元数据为

地下空间危爆气体安全监控智能处置终端

地下空间危爆气体
监测预警智能处置

层、
平台层和应用层，
能监测、
预警、
自动处
理地下空间毒害、易燃、易爆气体，
通过特
制真空泵，将监控点的气体抽入密闭气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地下管线类别

室，进行采样、分析，
将实时浓度信息上传

越来越多，
市政管线存在大量的结构性危

监控中心，当浓度达到预警值时，会现场

险源，
加上管路交织、
管道腐蚀和缺乏维护

声光、手机短信、监控界面报警，
同时发送

保养等原因，
给人们带来很大安全隐患，
加

报警信息给相关管理人员，
并且会立即通

强城市地下重点管线的安全管理和提升应

过 GPRS 下发指令给监控终端，让监控终

急处置能力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端立刻启动净化抽排系统，
使该地下管网、

万基泰科工集团旗下子公司——重

化粪池内的甲烷、硫化氢等气体浓度下降

庆市荣冠科技是目前国内领先的城市地

到安全值，杜绝了地下管网及化粪池气体

下综合管廊高危气体、智慧管网（燃气、排

产生爆炸、
毒害气体中毒等事故。

水、给水）、化粪池气体安全处置与在线智
能监控产品供应商与解决方案提供商，成
功研发出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慧
管网高新产品，已成为当前国内市政环卫
炸事故与气体净化处理的最主要手段。

视频监控、气体传感监测、周界雷达、压力

该公司主编了多项国家标准及行业

传感、温度传感等多源传感器的集成融合

标准，取得了数十项国家专利，获得了国

应用，实现地面人、车、物、事件的实时融

家第五届和第六届安全生产成果奖、全国

合感知侦测，
实现重大基础设施的出入管

“百项”
安全生产先进适用新型技术、国家

控、周界防范、安全生产等重大关注点的
全程可视互动监管。

第二批课题项目、国家火炬计划重大项

基于人证合一核验技术的车辆、人员

目、国家第一批和第二批安全科技“四个

进出身份查验系统，
目前已经广泛部署于

一批”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8 年、

新疆全疆的公路检查站，
并正在部署于北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科技示范工程、

京进京长途公交场站，
为保障重要核心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推广项目、重庆市

政区的安全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心等一系列殊荣。

万基泰科工集团从两方面都进行了

解决城市空间地面安防态势的集成感知

大量的应用研究，
一方面探索在法律框架

及实时处置难题，共同开发出基于深度学

内如何科学高效地应用无人机保障城市公

习架构的新一代图像语义检索引擎，
通过

共安全，
另一方面研究如何集成最先进的

安防监控数据的情报化分析、视频大数据

无人机反制手段保障城市低空净空安全。

智能解析以及公安物联网多传感融合感知

在无人机非法滥用的有效反制技术

技术，
实现视频数据的自动结构化描述和

手段方面，集团和中航二院有效合作，共

检索，
即
“慧眼”
视频智能分析检索平台。

同开发低空雷达探测设备，
采用光电联动

万基泰科工集团高度关注城市公共
的安全保障工作，
积极部署线路车乘客图

和电磁干扰，
有效侦测和反制无人机的非
法使用。
（本版文图均由万基泰科工集团提供）

地下空间危爆气体安全监控智能处置自主研发核心部件

地面安防态势集成感知，
是物联网理
念的集中展现。主要通过射频识别感知、

污水管网监测及控制企业工程技术研究

常严重的危害。

基础数据支撑，
和公安研究院所通力合作

安全中最薄弱的一环——城市公交系统

地下管网智能综合管理平台

的非法滥用，
也给城市公共安全带来了非

地面安防态势
集成感知及处置

系统解决地下管网及化粪池气体中毒、爆

科技部“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第一批和

无人机由于其“上帝视角”的独特优

无人机低空视频监控及空地联动目标跟踪
视频结构化大数据平台
车型识别
车颜色识别
车牌定位与识别
车标定位与识别
车窗解析
安全带
遮阳板

车和人的视频结构化描述
年检标志定位
车道线识别
人体检测
人体异常运动检测
丢包检测
人脸特征提取
视频浓缩

在火车站、市民广场等重要人群聚集
地，万基泰深入研究视频监控协同技术，

地下管网毒害/燃/爆气体安全监控

发展了多摄像机联动视频监控系统，
用于

智能处置系统分为感知层、传输层、数据

全景态势分析和重要目标跟踪，实现“点

城市公共安全立体化防控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