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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泰德专注于节能服务、城市安全、智慧城市、环境控制等领

域，是专业的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国际化供应商，于2011年10月

27日在香港主板上市（港股代码：1206）。

在城市安全领域，同方泰德具备深厚的视频技术、网络技术及存储

计算技术积累，凭借多年对不同领域应用及管理的深刻理解和服务经

验，得以贴近不同行业客户的定制需求，以专业能力和优质服务，向全

球各行业客户提供领先的数字视频监控系统与解决方案。

秉承多年在城域联网、大型园区、广域场所、智能综合体等领域积

累的领先优势，同方泰德视频监控产品与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公安、

政府、智能交通、企业园区、地铁、校园、高端智能建筑等多个行业。

同方泰德在中国29个省市设立了办事机构和服务中心，在海外多个

国家及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为客户提供近距离的高品质服务，为合作

伙伴提供高效、优质的支持。

同方泰德国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愿景：让人们享有安全放心的高品质生活和工作环境

使命：为广大客户提供先进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满意的服务

目标：成为国际领先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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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环境监控与安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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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楼宇及安全集成管理解决方案

平安城市解决方案

智能交通解决方案

视频监控全系列产品

视频监控管理平台

控制及管理设备

网络存储设备

视频监控前端设备

智能交通系统设备

视频显示及综合管理设备

典型案例

专业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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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开放的核心管理平台

灵活的网络架构

专业的行业应用方案

端到端的全系列产品

稳定的高品质保证

专业的技术服务及运营支持

架构可靠
系统采用树状分布式架构，结

构简单、部署灵活、运行稳定、维

护方便，轻松实现业务本地化、管

理网络化功能，可有效满足大规模

网络视频监控业务的需求，极大地

减少系统构建成本；

经济高效
系统支持先进的视频流

管理技术以减少网络负载，

可以适应不同条件的网络环

境，保证整个系统运行的高

效、经济；

扩展增值
系统开放、兼容性强，适于扩展、升级，并可与消防、门禁、专业报警等及其

他安防系统相配合，完成全局角度“看、控、存、管、用”的系列功能，满足多种

联网监控系统的业务需求，提升整个数字视频监控系统的价值空间；

吻合需求
以客户需求为核心，以丰富、全面的产品平台为基础，为客户定制专业、稳定

可靠的视频监控行业服务方案，提供让客户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系统特点system characteristic
专业

稳定

可靠

稳定可靠
视频监控
服务方案

全面产品
平台
为基础

提供客户
满意的
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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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优势 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同方泰德监控系统是极具影响力的开放性平台，其系列软件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城市核心区域、公共场

所、高速路网、机场、港口、校园、医院、银行、监狱、楼宇、园区、工厂等专业场所。

作为数据的汇聚和处理中心，同方泰德开放平台致力于用数据创造价值----以音视频数据为基础，融

合门禁和报警、智能分析、环境参数等各种数据，提供数据分析基础，提升决策效率，改进工作流程。

同方泰德开放平台拥有一套完善的应用开发接口，为您提供各类数据获取和处理方法，快速完成行业整

体解决方案的开发。

comprehensive superiority

无限集成与整合

同方泰德监控平台可以集成来自不同厂家的多种

安防子系统，如报警系统、周界防范系统、门禁系统

等，还可以整合包括智能分析在内的第三方应用，从

而形成个性化、定制化的安防解决方案；

未来的保障

选择了同方泰德监控平台即是选择了自由，选择

了开放，同时也是选择了对未来的保障；平台可以轻

松实现系统升级及扩容，极大提高了项目的投资回报

率，实现了价值最大化；

可信赖的平台软件 可持续的服务

开放平台

同方泰德开放平台不但可以自由选择其他第

三方安防子系统，并形成个性化的安防解决方

案，还可以提供成熟的系统应用第二次开发接

口，进而轻松完成上层行业应用的系统开发。

Industry solutions

针对不同行业的业务流和管理特色，从系统需求分析、系统架构设计、设备选型配

置、管理功能设定、数据分析处置、应急预警响应、日常运行维护、未来扩展升级等技术

环节入手，细致策划和进行顾客沟通，根据顾客实地需要进行定制设计、运行调试、培训

指导和运维支持，为顾客提供专业、适用的数字视频监控行业服务方案。

大中型园区视频监控
解决方案

银行综合安保管理
解决方案

机房环境监控与安全管理
解决方案

森林防火安全管理
解决方案

商业楼宇及安全集成
解决方案

平安城市
解决方案

智能交通
解决方案

根据顾客需要，定制设计专业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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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园区视频监控解决方案 银行综合安保管理解决方案

在充分掌握园区、厂房、建筑综合体等大中型园区的视频监控管理需求基础上，同方泰德大中型园区视频监控

管理系统根据区内的人流、物流、车流、业务流、视频监控重点、网格划分、安保管理等需要，合理布置监控信息

采集分布和多级网络结构，保证区域级数字视频监控系统的安全、流畅、贴切和可扩展。

系统采用分布式两级服务器架构体系，设立园区主控中心作为一级服务器，各个分控点作为二级服务器。通过

专用网络，前端视频采集摄像机将图像和信号上传到各分控点二级监控中心，再上传到园区一级主控中心，在主控

中心实现全局的看、控、存、管、用各类管理功能。

大中型园区视频监控管理系统

以视频监控系统为建构基础，同方

泰德综合安保管理系统将银行内的消

防、门禁等专业报警系统触发的报警信

号，通过报警联动服务器与视频监控系

统进行实时联动，并在视频监控系统上

进行各种报警联动动作，包括报警联动

客户端图像弹出、摄像机定位、报警存

储、电视墙切换、电子地图提示、信息

框提示、报警短消息和报警邮件等，对

报警事件完成进一步视频情报化处理，

保证银行安保功能立体、可靠，系统响

应准确、迅速。 银行综合安保管理系统

机房环境监控与安全解决方案

各种规模的数据机房在远程监控、重

点监控、环境综合控制等方面提出了专有

的运行需求。同方泰德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集合了消防、门禁、报警、环境综合控制

等跨平台专业系统，将触发的报警信号通

过报警联动服务器与视频监控系统实时联

动，实现各种视频化的报警联动动作，包

括报警联动客户端图像弹出、摄像机定

位、报警存储、电视墙切换、电子地图提

示、信息框提示、报警短消息和报警邮件

等，对不同类型机房实现不同侧重的可视

化远程监测和运行控制。
机房环境监控与安全管理系统

前端监控系统

采用同方泰德摄像机、网络视频服务器

作为前端核心构件，通过网络上传到分控点

和园区主控中心。

二级服务器监控系统

各分控点作为二级服务器监控单元，采

用同方泰德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综合管理系统

的二级服务器端和客户端，通过客户端软

件，可以有效地管理前端的网络摄像机和视

频服务器，通过上级授权密码随时查看前端

监控点的监控图像，并对其进行控制。同

时，各分控中心负责完成前端24小时监控录

像和监控图像转发上传功能。

一级服务器监控系统

园区监控中心作为监控系统的一级管理

中心，采用同方泰德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综合

管理系统的一级服务器和客户端，通过客户

端软件可以对各分控点的人员权限进行配置

管理；对前端监控点完成图像浏览和设备管

理。开放、分布式的系统架构，既保证了系

统的稳定性，也增加了系统的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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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安全解决方案

商业楼宇及安全集成管理解决方案

基于开放的SDK接口，同方泰德

森林安保监控系统在所有安防子系统

之上构建统一的第三方安防集成管理

平台，获取实时图像、历史图像、云

台控制和报警信息资源，在统一的安

防集成平台上对下属视频监控、专业

报警、门禁、消防等子系统进行资源

调用和综合判定，实现统一的报警联

动设置和预案管理。用户日常操作主

要面对一套安防集成管理平台界面，

无需操作多个子系统。

在商业楼宇监控指挥中心，同方泰德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综合管理系统通过配置完备的客户端工作站，可完成远程控

制前端设备参数的功能，如：报警计划、录像计划的设定等。高性能的视频解码矩阵及控制键盘，可灵活地控制带云台

的摄像机，更可方便地将监控信息调出到监控墙上；远程实时监控楼宇群内的公共场所情况，在第一时间得到实时报警

信息，并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查阅了解事件的经过。

通过调用同方泰德楼宇综合监控平台提供的SDK接口，系统可以获取下辖各子系统的监控数据、实时图像、历史

信息、云台控制和报警信息资源，完成视频监控、专业报警、门禁、消防、环境控制等信息的综合监管，统一管理报警

联动设置和预案响应，提供简单、灵活、可扩展的商业楼宇及建筑群安全管理服务。

商业楼宇及安全集成管理系统

平安城市解决方案

同方泰德平安城市解决方案是基于网络的全数字化视频监控和管理系统，采用标准的互联网通讯协

议和先进的视频编/解码技术，依托广泛通用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平台，搭建成城市级治安图像监控系

统，实现城市中各派出所、公安分局、市局、省厅图像监控系统的多级联网。

视频监控系统与城市110、119、122指挥中心联动，保证事件发生时，专业警力能第一时间把握

现场高清画面情况，并协助上级指挥现场，提高管理者的管理效率和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平安城市解决方案打破了数据和应用孤岛，深度融合事件、数据和视频，为平安城市的综合安防体

系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广泛兼容众多品牌的门禁、报警、入侵检测、

数据采集等系统，最大管理1000个各类事件

源，无缝对接同方泰德全系列平台，使得数据更

集成、业务更平滑；

森林防火安全管理系统

9

◆更开放的综合安保机制，可向其他第三方系统

实时推送事件信息；

◆丰富的事件联动功能，实现实时视频提醒、语

音提醒、视频上墙等联动提示，提升事件发生时

的通知和应急指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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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解决方案

◆电子警察系统

◆卡口监控系统

◆移动电子警察系统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交通流采集系统 

◆交通诱导系统 

◆综合管控平台 

◆交通视频监控系统

◆交通事件检测系统

◆GPS警车定位系统 

◆警务通系统

视频监控全系列产品

同方泰德拥有全系列自主品牌的IP视频监控系统产品，包括IP摄像机、NVR、视频编解码

器、网络存储设备、视频显示管理设备、拼接屏显示媒体、视频监控管理平台以及智能交通专用设

备等系列产品。

视频监控管理平台

集多种专业控制功能于一身，同方泰德视频管理平台能够同时支持海量的监控前端管理，可以满

足各种大中型安防视频监控系统的应用需要。

近几十年来，城市化趋势给全球各地的交通系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很多城市的交通系

统和相关基础设施日趋紧张。拥堵的交通系统阻碍了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也消耗了大量的

能源，对环境造成了污染。

同方泰德借助对视频监控与交通监管领域的深刻理解和技术积累，陆续推出了智能交通

解决方案系列产品，涵盖了智能卡口、电子警察、违章抓拍、道路监控、大数据及云存储系

统，根据交通管理、安全警戒的业务需求，结合大数据思想，构建了全新的系统架构，推出

智能交通综合管理平台，实现数据资源共用。

通过对城市内电子警察、智能卡口、视频监控的综合应用，提供数据研判、轨迹分析、

轨迹碰撞、套牌分析、异常行为分析等实战功能，提高交警对城市交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为公众出行提供实时、安全的交通信息服务，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保护大气环境。

◆用户认证

◆视频管理

◆设备管理

◆控制管理

◆任务管理

◆日志管理

◆报警管理

◆电子地图

◆电视墙管理

◆流媒体转发

Video monitoring series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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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存储设备
从低端到高端的全系列存储产品，为数据中心、监控中心构建高可靠度、高性能、智能

化的存储资源。

视频监控控制及管理设备

同方泰德视频控制及管理设备可以满足各种监控管

理使用需要，保障系统中所有设备、各种资源安全有效

地运行与共享，轻松实现海量设备的管理，支持多中心

数据同步和互备份，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响应的实时性

和系统的强壮性。

专用客户端工作站
平台管理设备

针对平安工程、智能交通、高端智能建筑、大型企业园区、电力、金融等高端专业监控市场的主流

需求，同方泰德提供了高清智能数字监控前端设备，包括枪机、球机和半球三种类型，采用H.264和

H.265两种标准算法，覆盖720P和1080P以及4K三种高清格式，图像质量和可靠性均居国内行业同类

产品的前列。

视频监控前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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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系统设备 视频显示及综合管理设备

同方泰德提供针对智能交通行业管理的前端应用设备，包括卡口、电子警察抓拍系

统、补光设备、检测设备和存储控制设备等。

视频管理设备专为大中小规模拼接电视墙的部署与管理而设计，综合实现解码及拼接上墙功

能，可靠、稳定，技术集成度高，操作灵活。专业显示器和拼接屏性能稳定、耐用，提供清晰、细

致的专业视频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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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typical case 专业保证

同方泰德视频监控体系通过了多项专业认证，可以满足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场所的安全监控需求，提供吻合贴切的视频监控服务。

professional guarantee

广东省审计厅

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燕山石化园

武汉军山街科技产业园

湖北鄂州市中心医院

邮政储蓄银行北京研发基地

山东肥城平安城市

山东济宁高速

河南信阳市智能交通

新疆克拉玛依市文体中心综合体

福州平安城市

大连森林防火

河北任丘平安城市

唐山平安城市

湖北浠水平安城市

青岛市公共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大兴分局安全监控指挥中心

山西长子县工人文化中心

深圳清华信息港科研楼

西安新医药大厦

温州欧洲城

青岛数码大厦

国土资源部机关

四川广元运输公交监控中心

河南郑洛高速公路

湖南长谭高速公路

深港西部通道

山东滨江黄河大桥

辽宁省阜新市城市道路

辽宁农业银行营业网点

南京建设银行营业网点

甘肃省工行营业网点

天津万丽酒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