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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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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

事件:1：
2018年8月23日凌晨1点多，深圳坪山一栋住宅楼发生火灾共造成2人死亡。 经过调查，火灾的原因是：停放
在该楼一楼楼梯间的一辆电动车在夜间充电时，线路突然短路，从而引发火灾。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

事件2：
2019年3月30日凌晨：石厦发生一起电动车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门店已被查封，嫌疑人已被拘留。

1、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
2、不在个人住房内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
3、确需停放和充电的，应当落实隔离、监护等防范措施，防止发生火灾；
4、《物权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业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

公安部《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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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问题

如今电动车逐步成为我们出行代步的重要工具但不得不注意到的是电动车也是引发城市居民区
重大火灾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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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问题

电梯刮擦、影响电梯使用寿命充电易发生室内火灾

停车不方便 担心被偷盗

无充电设施

电动车入梯入户

现状

隐患

充电消费高

危
害

室内给电动车充电潜在危害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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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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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

internet

高清数字拼接屏

电梯警戒管理平台

物业中心

客梯/货梯

电梯电动车
警戒半球

维保中心

显示器

每个物业中心部署一套IMS管理软件，维保中心部署
一套中心服务器。物业中心实时上报本物业所有设备
的运行情况（后期可集成电梯困人、电梯异常等信息）
，方便维保公司及时接收电梯异常情况。维保中心可
实时查看各物业中心所有设备的视频、音频等信息，
远程查看设备状态、配置设备参数、升级设备等。

内置4G通讯模块

电梯维保管理中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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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逻辑

电梯电动车警
戒半球检测到
电动车事件

电动车进入
电梯

误报

视频检
测是否
误报

电梯电动车警戒
半球语音报警

电动车退出电梯
，电梯关门

APP/IMS端进行消除报警, 电
梯警戒半球报警关闭,电梯关门

IMS/APP端进
行喊话驱离

电动车退出电
梯，电梯关门

APP端发生
弹窗报警

IMS端发生
弹窗报警 非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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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识别算法分类

电动车 自行车

尝试区分



方案价值

Ai识别，联动梯控

l 加载智能算法，自动识别电动车，
识别正确率高达90%以上；

l 检测到电动车进入时，电梯暂停
运行，强制保持开门，直到电动
车退出后恢复正常运行；

l 有效阻止电动车上楼，保护电梯，
减少上楼安全隐患。

声光告警，远程对话

l 电动车进入后，联动语音告警

（告警语音可以自定义设置）；

l 当有电动车不离开时，监控室可

立即发起远程对讲，提醒相关人

员；

l 智能劝告，减少工作人员现场劝

阻，提高小区邻里和谐。

远程消警，事后追溯

l 保安可通过消控室后端解除紧急

误报，保障电梯正常运行；

l 事后可根据通道、录像类型、时

间等快速检索相关的图片或者录

像；

l 远程消警，提升管理效率；事后

快速追踪，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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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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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电动车警戒半球警戒报警联动梯控

步骤一：电动车进入电梯，电梯电动车警戒半球对电动车进行识别；

步骤二：本地语音提醒，语音可自定义设置，且联动梯控，无法关门；

步骤三：电动车出梯，报警解除，电梯关门；

电动车禁止入内

%E7%94%B5%E6%A2%AF.mp4


APP报警推送，远程消警

报警&联动

触发报警时
IPC发出报警语音提示，手机APP弹
出报警消息通知。

联动视频：
触发报警时，系统联动已关联的IPC
执行预览或录像。

消息通知回放 远程消警

MEEYE PRO
报警消息通知回放

MEEYE PRO
远程消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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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报警对讲

步骤一：保安监控室收到弹窗报警；

步骤二：保安通过话筒发起远程对讲；

电动车禁止入内

%E7%94%B5%E6%A2%AF.mp4


DH SMB 电瓶车禁入电梯解决方案V2.0

快速追溯

步骤一：

进入IMS事件中心/事件

查询检索。

步骤二：

双击设备，系统开始回

放录像。

%E7%94%B5%E6%A2%AF.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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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产品



电梯电动车警戒半球

功能特点

• 采用高性能两百万像素1/2.8英寸CMOS图像传感器，低照度效果好，图像清晰度高

• 内置高性能GPU芯片，支持深度学习算法，电动车自行车识别准确率可达90%以上

• 支持H.265,可输出200万（1920×1080）@25fps

• 支持智能侦测：电动车检测、自动行检测

• 支持报警联动，当报警产生时，可联动手机APP报警及监控中心IMS弹窗报警

• 支持内置MIC IN，内置喇叭，本地端支持报警语音播报（语音可自定义）

• 支持SD卡（最大支持128G），支持报警1进1出，可联动梯控设备控制电梯开关门

• 支持4G模式，部署简单组网方便（省人工，省材料，省维护）。

• 手机APP端设备扫码管理，非专业人员也能完成专业平台部署。

经济型电梯电动车警
戒半球

高清     智能    易操作    小巧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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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1：迎宾家园

项目地址：武汉市洪山区
电梯品牌：通力电梯
设备型号：4G防暴全功能AI摄像机
应用场景：通过光幕联动电梯，防止电动车进入电梯
后台应用：IMS数据平台管理，APP智能推图

%E7%94%B5%E6%A2%AF.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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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2：百步亭世博园

项目地址：武汉市江岸区
电梯品牌：奥的斯电梯
设备型号：4G防暴全功能AI摄像机
应用场景：通过光幕联动电梯，防止电动车进入电梯
后台应用：IMS数据平台管理，APP智能推图

%E7%94%B5%E6%A2%AF.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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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3：新荣社区

项目地址：武汉市江岸区
电梯品牌：东芝电梯
设备型号：4G防暴全功能AI摄像机
应用场景：通过光幕联动电梯，防止电动车进入电梯
后台应用：IMS数据平台管理，APP智能推图

%E7%94%B5%E6%A2%AF.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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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4：楚邦汉界

项目地址：武汉市江岸区
电梯品牌：西子奥的斯电梯
设备型号：4G全功能AI摄像机
应用场景：通过光幕联动电梯，防止电动车进入电梯
后台应用：IMS数据平台管理，APP智能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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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5：中森华国际城

项目地址：武汉市江岸区
电梯品牌：奥的斯电梯
设备型号：4G全功能AI摄像机
应用场景：通过光幕联动电梯，防止电动车进入电梯
后台应用：IMS数据平台管理，APP智能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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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6：百步亭-文卉苑

项目地址：武汉市江岸区
电梯品牌：奥的斯电梯
设备型号：4G全功能AI摄像机
应用场景：通过光幕联动电梯，防止电动车进入电梯
后台应用：IMS数据平台管理，APP智能推图

%E7%94%B5%E6%A2%AF.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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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输出功能方式：开关应用。报警输出用于驱动外部电路，最大电流为300mA，最高电压为12V，超出此值时建

议外加继电器。

• IMS 端的报警输出对应I/O 端口线缆上的报警输出接口。如果报警输出信号在报警发生时产生的信号为逻辑“0”，

则设置为常开型输出（默认状态）；如果报警输出信号在报警发生时产生的信号为逻辑“1”，则设置为常闭型输入。

• IMS 端设置报警输出，报警输出对应I/O 端口线缆上的报警输出接口。

附录：电梯电动车警戒半球报警输出接线说明

%E7%94%B5%E6%A2%AF.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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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工：只为电梯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