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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概概概述述述
重要！烟雾报警功能不能取代已通过认证的火灾探测解决方案，因为无法将烟雾报警装置
连接到火警中心。

在部分安讯士摄像机中内置有烟雾报警功能，用于对烟雾火焰探测进行视频分析。它让摄
像机能够持续实时分析视频流，从而侦测并定位火灾事件。在侦测到事件后，烟雾报警功
能可以向安保人员推送实时视频和通知，激活扬声器，启动视频记录，或者按照用户设置
的方式做出响应。

基于视频的火灾探测有着比传统烟雾探测器更快的响应速度。

基于视频的烟雾火灾探测的主要优点在于，其响应速度快于吸顶式烟雾探测器的传统探测
系统。这就意味着，烟雾报警能够提供更早的预警，在高吊顶场所中，或者在即使很小的
火情也能够造成严重后果的关键基础设施的高风险部分中，这一功能的价值尤其突出。在
使用烟雾报警功能的情况下，不需要与烟雾发生物理接触，这就能够在火灾仍处于可控
阶段时采取干预措施，尽可能降低损失。

在探测区域中出现了足够多的烟雾时，烟雾报警通常会在数秒内做出响应。将此功能嵌入PTZ
摄像机后，只有在摄像机针对预设位置进行再校准的情况下，才会执行探测。

烟雾和火焰探测非常适合室内或有屋顶的区域，但如果天气和光线条件足够好，也可以用
于室外。烟雾探测需要一定光线，但火焰探测能够在漆黑环境中进行。这一功能支持配置
探测区域和灵敏度，因此也可有助于动态场景下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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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引引引言言言
面向烟雾探测的视频分析应用软件是对网络摄像机的进一步增强，它们让摄像机能够尽早发
现火情。在摄像机扫描环境时，软件算法持续开展实时环境分析以侦测并定位火灾事件。

本白皮书简要概述了视频烟雾火灾探测：其工作方式、优点、以及在关键基础设施和工业环
境中的典型应用场合。我们还具体讨论了烟雾报警功能及其在安讯士摄像机中的使用。

333 背背背景景景
在关键环境中，即便是很小的火情，也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危害生命安全。在易燃环境
或危险场所中以及在许多重工业环境和关键基础设施中，这样的风险尤为突出。出于多方
面的原因，传统烟雾火灾探测在这类环境中的效果欠佳。

3.1 传统烟雾火灾探测

较常用的传统探测技术有：

• 点点点型型型烟烟烟雾雾雾探探探测测测器器器，它们配备有塑料外壳。当烟雾碰到这个外壳时，能够以光学（光电）方
式和/或热探测方式探测到烟雾。

• 光光光束束束烟烟烟雾雾雾探探探测测测器器器，它们利用所投射的光线对大型区域进行烟雾探测。这类探测器依据光阻
断原理来工作。当烟雾对光的阻挡使得透光度降低至特定百分比值时，便会探测到烟雾。

• 多多多点点点吸吸吸气气气式式式烟烟烟雾雾雾探探探测测测器器器，它们通过管网抽入空气。这些空气样本随后由高度灵敏的中
央探测设备集中处理。

• 火火火焰焰焰探探探测测测器器器，它们监视红外谱带，判断是否出现因火灾或高热气体所致的特定谱带。

传统探测技术的性价比高，在大多数环境中有着非常好的表现。但这些方法（火焰探测除
外）需要与燃烧物发生物理接触。在吊顶较高的环境中，烟雾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到达
传统的吸顶式探测器。在重工业环境中，在正常运营期间可能存在化学品、灰尘或蒸汽，
进而可能对传统探测器造成污染和磨损。

3.2 视频烟雾火灾探测

在使用视频分析应用软件的情况下，不需要与烟雾发生物理接触，但需要立即“发现”危险
及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高分辨率安防摄像机中安装的先进软件算法能够扫描环境，并持续
开展实时环境分析以准确定位火灾事件的发生位置。通过网络执行的事件处理能够让探测设
备触发视频记录、声音报警，发送电子邮件，或者以其他方式向操作人员发出警报。

火灾探测由视频摄像机执行，它能够通过网络触发多种类型的响应。

在某些使用了视频烟雾探测设备的环境（比如，关键基础设施的高风险部分）中，可能需
要摄像机具有防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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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安安安讯讯讯士士士摄摄摄像像像机机机中中中的的的烟烟烟雾雾雾报报报警警警
在部分安讯士摄像机中内置有烟雾报警功能，用于对烟雾和火灾的视频探测进行分析。它可
实时分析视频图像，查找烟雾或火焰迹象。如果视野内出现烟雾，将在五秒（默认响应设
置）内发出烟雾报警。这样就能够在火灾仍处于可控阶段时及时做出快速的响应和干预。

烟雾报警能够提早预警火情并准确定位起火位置。

在侦测到事件后，烟雾报警将以文字标签和动态区域边界的形式生成可在屏幕上显示的
报警，并将突出显示视野中的报警位置。

烟雾报警不能取代已通过认证的探测解决方案，因为它无法连接到火警中心。但是烟雾报警
可以作为额外的检测手段，对必要的烟雾探测器进行补充，这通常能够保障更早的预警或更
准确的定位。此功能也非常适合不必配备火灾探测设备的地方或者在无法安装其他类型的烟
雾探测设备的地方（如大型室外场所）。

4.1 探测的前提条件

烟雾报警为烟雾探测和火焰探测分别使用单独的算法。根据具体的应用场合，可以仅使用
其中一种算法并关闭其他算法。

在以下任一情况下，烟雾报警将触发报警：

• 在至少5秒内，烟雾覆盖至少2%的视野
（在视野内的相同位置处，以及在默认灵敏度下）

• 在至少20秒内，火焰对视野的覆盖率超过0.1%
（在视野内的相同位置处，以及在默认灵敏度下）。

火焰探测能够在漆黑 (0勒克斯 (lux)) 环境中进行。然而，请注意，如要执行火焰探测，摄
像机必须在白天模式（红外截止滤光功能开启）下运行。这是因为，火焰探测算法需依
赖颜色信息。

烟雾探测需在5勒克斯 (lux) 以上的光线条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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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报警响应

烟雾报警让用户能够设置系统对报警的响应方式。

典型响应方式
1 向安保人员或控制室推送实时视频和报警通知。
2 激活报警装置，如扬声器或闪光灯，以引起注意。
3 激活事件记录，添加事前和事后影像。
4 发送录像以供事件审查和分析之用。

4.3 探测设置与环境影响

安装前，应仔细考虑摄像机安置方式。当然，只能对摄像机视野范围内的区域执行探测。但
在打造良好的探测条件时，还需考虑其他注意事项。

4.3.1 可控的条件

在室内或有屋顶的区域中，烟雾报警可有着理想的性能表现。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地方，环
境条件更容易控制。如果用在室外，应尽可能通过（例如）配置稳定的照明以及保护场景不
受天气条件（比如，雨或雪、或者阳光直射镜头）影响等方式，来稳定环境条件。

4.3.2 更低的光线要求

先进的安防摄像机能够在比视频烟雾探测推荐照度等级低的照度等级下提供具有出色画质
的视频。但低光视频拍摄所需的摄像机设置（比如增益、曝光时间和光圈）通常会导致视
觉噪声，从而可能干扰探测算法。为了保证良好的探测性能，建议使用人工照明来确保达
到最低照度等级。

4.3.3 可调的探测区域

应避免光线直射摄像机镜头，同时还应避免在探测区域中同时包含非常暗和非常亮的位点。
这也适用于对粉尘源、潮湿源或烟雾源（通常是在正常运行期间产生烟雾的机器）的探测。
如果存在这样的源头或现象，应调整检测区域，以屏蔽掉这些源头或现象。默认情况下，探
测区域是摄像机的整个视野，但也可以通过在用户界面中直接绘制区域的方式，来配置自定
义检测区域。烟雾报警支持多个并列和叠加的探测区域。

4.3.4 可调的探测灵敏度

如有需要，可以调整烟雾和火焰探测的灵敏度，以更好地适配环境。对于干扰非常小的稳定
环境，可以提高灵敏度，以实现更高的探测准确度。而对于包含大量运动的场景或者室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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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则可以降低灵敏度，避免因与烟雾或火焰相似的现象而过度触发报警。降低灵敏度会导
致探测时间延长，而在进行烟雾探测时，这还会导致在触发报警前已累积大量烟雾。

4.4 PTZ摄像机中的烟雾报警

在固定式摄像机和PTZ（水平转动/垂直转动/变焦）摄像机中，都可以使用烟雾报警。

PTZ摄像机需要在同一视野下保持几分钟以进行再校准，然后才能探测烟雾或火焰。如果
摄像机处于运动状态，或者未处于预设位置，则会停止探测算法。摄像机会记忆不同位置
的定义探测区域。

555 优优优点点点

5.1 早期预警

烟雾报警具有可视化的特点，能够远程探查火灾源头。

基于视频的火灾探测有着比传统烟雾探测器更快的响应速度。

有了烟雾报警，能够在烟雾到达吊顶上的传统探测器之前，提供早期预期。这尤其体现在高
吊顶室内场所或者关键基础设施的高风险部分等环境中。探测时间的缩短为减少损失和停机
时间、甚至挽救生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5.2 视觉确认

烟雾报警让您能够明确火灾发生位置，更好地快速灭火，尽可能降低损失。控制室操作人员
可以实时监控视频图像。这让他们能够评估火灾的性质和严重性以及火势大小。

操作人员可以根据事前记录，判断火灾现场是否有人，并更好地评估总体态势。这样，他
们就能够更好地调度应急资源。

5.3 事后分析

事件发生后，可以根据视频影像进行风险分析和未来事件预防。通过视频发现火情不仅非常
有助于找到火灾原因，而且还非常有助于评估和改善预防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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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典典典型型型应应应用用用场场场合合合
烟雾报警尤其适用于非常注重探测速度或者传统探测器无法有效工作的环境。这些系统通常
用来覆盖非常广且周围几乎无人的区域。

6.1 高影响环境

在某些环境（例如，化工厂）中，即便是很小的火情，也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在这些高影响
和高风险的环境中，可能只有在损失已经发生之后，才能够激活传统烟雾探测器。

在这样的场合中，烟雾报警的应用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补充。其快速探测能力将大大降低火
灾风险和火情影响。而得益于烟雾报警的可视化性质，控制室操作人员将能够细致地监视异
常，区分真报警和不必要的报警，非常可靠。

6.2 高吊顶

烟雾报警非常适合高顶建筑物或大型室内场所。在这样的环境（比如食品加工厂、锯木厂、
其他生产厂、或者仓库等）中，烟雾上升的高度可能不够，无法到达吊顶上的传统烟雾探
测器，或者烟雾可能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到达这些探测器。这是因为，烟雾的层化现象会
阻止其上升运动。

如果屋顶因太阳光照射而升温，且屋顶隔热效果较差，那么在吊顶下方将形成一层热空气。
当地面火灾所产生的烟雾上升时，烟雾温度将随着上升高度增加而降低。当烟羽流的平均温
度低于上方热空气层的温度时，这个热空气层将阻止烟雾继续上升，使其无法到达吊顶。

传统吸顶式探测系统探测到烟雾时，火情势必已发展到非常大的态势，因为这样才能产生足
够的热量和烟雾来突破热空气层，让烟雾一路上升到吊顶。

而基于视频的烟雾探测不需要与烟雾发生物理接触。它能够远程探查源头处所产生的烟
雾，实现早期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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