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

Autoneum 通过智能监控来控制工厂安全。
汽车配件制造商使用安讯士解决方案杜绝财产损失，同时改进工厂安全、安保和运营。
公司:
Autoneum
地区: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艾肯
行业:
工业
应用:
安全和安保、损失预防
安讯士合作伙伴:
Eli Controls

南卡罗来纳州的艾肯，因其马术文化、古老的城市
街道和随处可见的参天橡树而闻名，不仅如此，它
还拥有一家新扩建的先进制造工厂，为汽车行业生
产降噪和隔热产品。Autoneum 工厂全天候运营，
为沃尔沃、宝马和梅赛德斯等高端汽车制造商制造
定制的汽车地毯、隔热板和抑制器，并按照其要求
按时交付订单。
“这里节奏非常快”，艾肯 Autoneum 的系统管理
员 Chuck Gratti 说，
“汽车制造商不愿意持有大量
库存。我们今天发货的产品，明天就会送上他们的
装配线。”
由于 Autoneum 的生产计划受到一丝影响都会给
客户方带来连锁反应，因此公司在员工和设备的安
全和安保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除了在员工培训和专利设备上投资不菲外，公司还
部署了 Axis Communications 的出色视频监控系
统，用于监督运营并降低风险。

防患于未然
“ 保 持 安 全 的 工作 环 境 对 我 们 的 成 功 至 关 重
要。”Gratti说。为此，Autoneum 选择了安讯士的一
家合作伙伴，安防系统集成商 Eli Controls，来创建一
个安防摄像机网络，用于监视整个工厂的活动。
Gratti说：
“如果发生事故，我们希望知道事故原因，
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防止事故再次发生。”

多样产品，满足不同需求
Eli Controls 在 325,000 平方英尺的建筑物中安装了 50 多个安讯士网络摄像机。监控
解决方案搭配使用了 1080p HDTV 品质的 800 万像素网络摄像机、迷你球型摄像机、
全景摄像机和子弹型网络摄像机。
K“由于安讯士提供了如此种类丰富的摄像机和安
装选项，因此我们可以尽善尽美的完成工作。在不
同区域，我们都能找到效果出色的位置来安装合适
的摄像机。”Eli Controls 的项目经理 Will Litrell
说。
安讯士摄像机产品种类繁多，从安装在大门上方的
固定球型摄像机，到用于监视工厂车间的 360° 全
景摄像机，应有尽有。为了确保在停车场范围内没
有盲点，Eli Controls 在建筑物外围安装了若干多传
感器全景摄像机。在休息室等狭小的空间中，Litrell
和他的团队选择通过嵌入式安装将隐蔽式迷你固
定球型摄像机安装在天花板上。某些区域的光线
条件变化很大，例如繁忙的装运和卸货区，在这些
地方摄像机必须既能够应对从卷帘门射入的明亮日
光，还要能处理阴暗的卡车内部。对于这些地点，
团队选择了具有宽动态范围，采用安讯士觅光者技
术和红外线滤镜的子弹型摄像机，以此在不同光线
条件下提供清晰、可用的画面。
这些摄像机通过 AXIS S20 Appliance 上预装的
AXIS Camera Station 视频管理软件许可证进行管
理，该设备提供一台一体式 12 TB 网络视频录像
机，可进行现场视频存储。为了充分降低存储和带
宽用量，Autoneum 采用了安讯士 Zipstream 技
术，该技术提供智能压缩功能，支持仅流式传输重
要的图像区域，并过滤掉其余部分。
为了灵活地进行摄像机监控，管理人员可以在其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上下载AXIS Camera Station 移动查看应用程序，从而安全地远程监
控工厂摄像机。
“我们建立了凭证体系，让管理人
员和主管只能实时浏览各自负责的区域的摄像头，
比如检修库或工厂车间。”Chuck Gratti 说，
“我们
根据需要为某些管理员，比如环境卫生与安全管理
员，提供对摄像机的完全访问权限。”

保护紧急出口
为了防止入侵者或未经授权的员工进入受限制区
域和可能危险的区域，Eli Controls 使用安讯士网
络音频设备为紧急出口制定了解决方案。只要有人
打开门，AXIS C3003-E Network Horn Speakers
就会发出提示音，而与其连接的安讯士摄像机也会
将向工厂管理人员发送可视化警报，提醒其确认
人员身份。
“此过程由 AXIS Camera Station 中基于规则的
事件引擎管理。”Will Litrell 解释说，
“摄像机会拍
摄事件画面，然后在管理人员的计算机上弹出并全
屏显示，提醒其注意当前严重问题。”
未来该工厂还计划安装带有读卡器的安讯士门禁
控制器，这样授权人员就能通过门进出，而不会触
发警报。
“在安防网络中加入安讯士扬声器后，Autoneum
还可以将其作为寻呼系统。”Will Litrell 解释说，
“
艾肯经常遭受猛烈的暴风雨，公司可以利用寻呼系
统同时向员工紧急广播天气预警或其他 重要消
息。”

叉车操作员追责
Autoneum 一直特别关注对工厂通道的监视，这些
地方有时会因交通繁忙而导致事故。Gratti 谈到了
一名叉车操作员在运送带轮垃圾箱时发生的事故，
当时，一名员工突然步入通道，叉车操作员不得不
猛踩刹车。急停导致垃圾箱从叉车上飞出，撞倒了
这名员工。
Gratti 说：
“在回看视频时，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
强制规定将垃圾箱拴在叉车上，就可以防止此类事
故重演。”这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却能长期防
止未来发生类似伤害事故。

“ 紧急出口处的整体解
决方案：只要有人打
开门，AXIS C3003-E
Network Horn Speakers
就会发出提示音，而与其
连接的安讯士摄像机也会
将向工厂管理人员发送可
视化警报，提醒其确认人
员身份。”
Autoneum 系统管理员
Chuck Gratti。

Gratti 还从监控视频中寻找证据，以此找出造成设
备损坏或者撞到电线的叉车操作员。
“没有这些视
频，我们就无法找出事故责任人。”Gratti 说，
“现
在，我们可以迅速确定哪些操作员需要接受叉车培
训补习，以提高其安全操作意识。”

改进应急准备和响应措施
Gratti 还通过观看事故现场的视频来了解他的响应
团队如何有效控制突发事件。Gratti 说：
“我们回
顾了烤箱起火的视频，由此认识到，可以在该区域
多放置一些灭火器。”

“ 安装安讯士摄像机，我
们就能知道损失为何产
生或者人员如何受伤，
这有助于我们了解需要
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这
些事件再次发生。”
Autoneum 系统管理员
Chuck Gratti。

于是，管理层对整个工厂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在关
键位置增加了十几个或更多的灭火器。Gratti
说
道：
“我们能够观看团队如何应对紧急情况，这促
使我们对整体安全计划做出改进。”

详查货运错误
由于订单按时交货对 Autoneum 的客户性命攸关，
因此在履行订单时丝毫不能犯错。一次，客户称交
货量不足，Gratti 的团队立刻调取了装货区的视频
档案来找出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工人实际给卡车装货的全过程”
，Gratti 说，
“影像非常清晰，我们甚至可以清点货
架，并确认卡车离开工厂时载货数量正确。”
Gratti 给客户发送了监控视频的副本作为证明。结
果发现是客户方出现了错误。有人卸下了部分货
物，将其转移到他们设施中的另一个位置，而没有
告诉其他人。

支持远程故障排查
在不久的将来，Autoneum 计划安装安讯士摄像机
来监视机器性能。某些设备运行会给站立人员造
成隐患，这些区域尤其需要关注。Gratti 说：
“这些
摄 像机将使我们能够远程 放大图像 进行 仔细检
查，并定期检查系统的运行状况。”
出现问题时，工程师可以观看实时视频，进行远程
故障排查，并实时指导现场机械师进行修理。
“这
将有助于我们更大限度地减少停机时间，这对于
像我们这样必须按时交货的单位非常重要。”Gratti
说。

未来规划
随着 Autoneum 对安讯士摄像机提供的商业讯息
越发运用自如，工厂也将继续寻找更多机会来扩大
其监控网络。
“我们一直在寻找在哪些领域，摄像
机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安全和安 保水平。”Grat ti
说，
“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对摄像机的投资非常明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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