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页 1
	书签8BD3A24F　　　　　　　　　　 AI传输、让通信系统更加高效、稳定、智慧！
	书签0E343B2B　　　　　　　　　　平安城市
	书签1A69D097　　　　　　　　　　雪亮工程
	书签C46754AA　　　　　　　　　　水利监控
	书签5847F6A5　　　　　　　　　　       智能控制箱可实现箱内环境量、电源、温控、通讯链路等设备的检测和集中监控管理，接口丰富、功能强大，可用于公安平安城市监控、通信行业基站、一体化机房及其他有相应监控需求的场景，提高无人值守站点的可靠性。广泛应用于平安城市、智慧交通、雪亮工程、道路卡口监控、市政设施与环境管理、自然灾害监测监控、水利设施监测监控、通信基站监控在内的智慧安防物联网等项目建设。 
	书签43F43008　　　　　　　　　　03
	书签CD799654　　　　　　　　　　P 

	页 2
	书签9F1E1F40　　　　　　　　　　智慧交通
	书签027A5E45　　　　　　　　　　通信基站
	书签E197372E　　　　　　　　　　市政监测
	书签7BB53BC0　　　　　　　　　　道路卡口
	书签5DD6B365　　　　　　　　　　04
	书签63202437　　　　　　　　　　P 

	页 3
	书签7935940F　　　　　　　　　　当前视频监控运维困惑
	书签B3AB37F9　　　　　　　　　　设备数量大
	书签2BA09EE1　　　　　　　　　　覆盖范围广
	书签6EC40C04　　　　　　　　　　耦合度高
	书签AE1CFE7A　　　　　　　　　　沟通效率低
	书签89EE9AC9　　　　　　　　　　运维成本高
	书签8B49B4A3　　　　　　　　　　安全性能差
	书签55DFCC86　　　　　　　　　　信息孤岛
	书签5F686802　　　　　　　　　　视频监控系统涉及设备种类繁杂，数量众多
	书签D00C523C　　　　　　　　　　视频监控系统覆盖地域广、范围大
	书签B1B9BDBC　　　　　　　　　　设备厂家众多，设备间兼容性差
	书签10D77293　　　　　　　　　　多个监护单位并存，信息沟通不畅
	书签325D99A5　　　　　　　　　　人力、物力资金投入大，效率低，浪费严重
	书签2ADF5950　　　　　　　　　　系统安全缺乏监管，设备故障导致数据丢失
	书签DCB89B0A　　　　　　　　　　各子系统自成封闭体系，数据无法共享和分析
	书签EDCBE3D5　　　　　　　　　　P05

	页 4
	书签13B4C47A　　　　　　　　　　06
	书签EA0C9C09　　　　　　　　　　P 
	书签236D89F3　　　　　　　　　　IoT物联网智能箱五大功能特色
	书签7A50E02C　　　　　　　　　　模块化设计   高度集成   出厂预置   深度定制
	书签C3097907　　　　　　　　　　高效运维
	书签B0811703　　　　　　　　　　快速安装
	书签24BB9245　　　　　　　　　　故障定位
	书签F3C550C8　　　　　　　　　　在线监控
	书签46D302F8　　　　　　　　　　安全防护
	书签A79800FA　　　　　　　　　　根据故障定位，按职责派单，就地使用箱内市电插座、智能照明灯更换业务模块快速恢复
	书签A75A5C39　　　　　　　　　　预置市电电缆、光缆、摄像机网络线、摄像机电源、报警联动频闪灯快装接口
	书签EC7307AA　　　　　　　　　　市电故障、电源故障、设备故障、通讯线缆故障雷击故障
	书签76CC9523　　　　　　　　　　温湿度、电流、电压、设备运行、网线连接、光纤连接、雷击情况
	书签3A38B0E6　　　　　　　　　　防破坏、防偷电、防漏电、防雷、防水、防虫

	页 5
	书签A9F91753　　　　　　　　　　            ONV-IoT9000系列智能控制箱,是ONV自主研发生产的一款集成度高、功能性强、使用简单的智能传输及电源控制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提供多组电源输出及远程监测、控制。同时可根据应用需求选配不同的传输模块，实现多种拓扑结构的光纤传输。控制箱的内部可按实际项目需求,集成PoE供电网络传输模块,网络端口防雷模块,电源供电控制模块等组成,主控板为内嵌智能控制单元的高性能、高稳定性的电源控制核心，提供实用详尽、稳定先进的自动控制功能。智能控制箱可实现箱内环境量、电源、温控、通讯链路等设备的检测和集中监控管理，接口丰富、功能强大，可用于公安平安城市监控、通信行业基站、一体化机房及其他有相应监控需求的场景，提高无人值守站点的可靠性。
	书签DA0C5D34　　　　　　　　　　产品介绍
	书签167404F7　　　　　　　　　　工业物联    智慧运维
	书签349F23ED　　　　　　　　　　www.onv.com.cn
	书签D151AA44　　　　　　　　　　P07

	页 6
	书签C7326808　　　　　　　　　　08
	书签9C4DE1C1　　　　　　　　　　P 
	书签B93E617A　　　　　　　　　　多通道工业电源控制：
	书签A17BE472　　　　　　　　　　1、电源模块采用工业级、高可靠、大冗余设计，实现AC220V、AC24V、DC12V多类型电源远程控制；
	书签6AB4FE16　　　　　　　　　　2、支持7路千兆国标POE供电输出，每路POE功率可调可控，单路最大输出功率高达95W。
	书签6BED50FC　　　　　　　　　　3、支持220V市电、UPS和太阳能供电等多种供电方式；
	书签ED098E8B　　　　　　　　　　4、智能判断主电源故障和内部电源故障，并上传到管理平台。
	书签B81AC453　　　　　　　　　　工业级PoE交换机通信：
	书签91C683DC　　　　　　　　　　1、配置8个10/100/1000Base-T自适应RJ45端口+ 2个100/1000Base-X SFP光纤接口，满足网络业务接入需求；
	书签92BD0604　　　　　　　　　　2、支持交换机端口配置管理，支持端口开关、端口接入认证、端口隔离、端口绑定功能，VLAN,QoS等实用网络功能配置；
	书签0678AD5C　　　　　　　　　　3、支持网络看门狗功能，摄像机、传输网络线路实时监测，网络拥塞、网络延迟、网络故障自动修复，准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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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1C3516B1　　　　　　　　　　P09

	页 8
	书签0BED6A71　　　　　　　　　　10
	书签3596D4E9　　　　　　　　　　P 
	书签8411FA57　　　　　　　　　　在线实时监控
	书签B18C3159　　　　　　　　　　2
	书签EB066000　　　　　　　　　　市电监测与控制：在线监测输入市电和工作市电电压、电流情况，可实现远程断电重启。设备状态检测：实现在线检测箱体内、外摄像机、交流电源、直流电源、通讯设备、防雷器工作状态。温湿度监测：在线监测箱内温湿度变化情况，并根据所设定的温度上下限区间控制风扇启停，或自动加热。网线、光纤连接状态监测：可实时监测箱体所管理设备的网络、光纤连接状态。雷击监测：可实时监测箱体所在立杆遭受雷击的次数、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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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DB9760CC　　　　　　　　　　        ONV光网视自主开发的智能运维管理平台，有效融合了云计算、物联网、AI人工智能、DES安全密钥、北斗/GPS地图定位，ERPS环网通信、APP手机移动运维端等高新技术，结合物联网智能运维箱设备管理和运维，构建一体化、可视化，平台化的综合智能运维管理系统，实现全网资源状态监测与统一管理。智能运维管理平台通过对智能运维箱7X24小时不间断轮巡运维，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通过多维度融合感知， 故障实时反馈，自动/手动工单管理，运维流程化管控。同时配备精准的运维业务报表统计，每日台账报表，运维历史情况可溯源。通过可视化的UI界面，直观展现系统的优越性，保证系统的稳定性，有效提高运维效率，降低运维成本，实现自动化智能运维部署。
	书签AF39FC40　　　　　　　　　　创新的可参与服务体系，深度契合用户需求
	书签31941AD5　　　　　　　　　　服务导向
	书签BBFB7F34　　　　　　　　　　泛在连接
	书签B9C31C29　　　　　　　　　　按需提取
	书签DEC2C74D　　　　　　　　　　智能运维
	书签3F1C0DC4　　　　　　　　　　全新的泛在连接体系，实现无障碍管理、无障碍调度
	书签96CEBF3E　　　　　　　　　　大数据分析、预判并结合用户定制输出信息
	书签2B0E91BE　　　　　　　　　　带来更简单、更便捷、更开放、更精细的IT管理体验
	书签09426E66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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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C9366B34　　　　　　　　　　18
	书签562FF8B4　　　　　　　　　　P 
	书签B9E196C2　　　　　　　　　　P 
	书签DC887F27　　　　　　　　　　运维系统介绍
	书签91E02F61　　　　　　　　　　1、运行指标管控
	书签003CE678　　　　　　　　　　可查看实时在线智能箱设备总数、设备在线率、故障及时修复率、点位告警情况，产品安装地点电子地图展示；可全局统计分析各种告警异常情况、历史走势。
	书签87495475　　　　　　　　　　2、监控点位管理
	书签F1318939　　　　　　　　　　根据经纬度直接在地图上标记展示各监控点位分布情况，并直观反映各点位的基本信息、设备信息、工作状态，包括正常、异常、离线等情况。
	书签33A99CEE　　　　　　　　　　3、远程控制
	书签1ACDFC3D　　　　　　　　　　可详细了解到单个点位的供电情况、通信情况、环境温度情况及设备的工作状态，可远程控制设备断电重启、设定设备参数。
	书签7BAE689B　　　　　　　　　　4、设备管理
	书签A999C9E9　　　　　　　　　　支持分设备类型统计设备当前情况，支持导出设备列表，支持在线对设备进行自定义设置。
	书签972EEB8C　　　　　　　　　　5、告警管理
	书签563BC742　　　　　　　　　　支持语音通知告警信息、支持设定各种告警的告警等级、支持分区域设定不同告警的处理时效。
	书签E5553C03　　　　　　　　　　6、工单管理与报表统计
	书签8EE6C0C8　　　　　　　　　　支持自动派单和手动派单，详细记录工单处理过程。平台系统自带ERP工单管理系统，能自定义物料仓库，自动归类各种故障报表，通过图形化+数字展现运维故障信息。
	书签A1CDA20D　　　　　　　　　　7、移动运维
	书签2D570593　　　　　　　　　　支持手机端APP移动运维，通过手机运维端，可实时接收工单信息，维保信息实时反馈，维修物料申请，故障设备定位信息等，提升维修工作效率。
	书签42A90A20　　　　　　　　　　8、版本升级
	书签BE1ECDAC　　　　　　　　　　支持批量对前端设备箱进行固件升级，支持离线升级、断点续传、版本自动匹配升级；支持提供开发接口或通信协议对接第三方平台；支持多平台平滑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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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D9C172AA　　　　　　　　　　P19
	书签189E72C6　　　　　　　　　　箱体在线情况显示
	书签8C408E43　　　　　　　　　　故障快速报警提醒
	书签DC1D2260　　　　　　　　　　故障信息分析显示
	书签F5C24AE8　　　　　　　　　　故障信息分类统计
	书签3CFEFA17　　　　　　　　　　远程运行状态查看
	书签F519D0D7　　　　　　　　　　首页设备状态显示
	书签9FB2D911　　　　　　　　　　1
	书签0BC891CD　　　　　　　　　　2
	书签97561F54　　　　　　　　　　3
	书签21815BBC　　　　　　　　　　4
	书签CE0B14D1　　　　　　　　　　5
	书签1AD37664　　　　　　　　　　6
	书签1A984DF7　　　　　　　　　　主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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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01FCC82D　　　　　　　　　　20
	书签9FC62EF9　　　　　　　　　　P 
	书签18EEEAE2　　　　　　　　　　P 
	书签8B54C1C7　　　　　　　　　　管理平台APP移动端界面展示
	书签CC133818　　　　　　　　　　- 获取工单：运维人员获取最新故障工单- 我的工单：查看故障工单信息（光纤链路、市电接入、              设备故障、网络故障），查看定位并导航至故障工单地点- 故障修复，反馈故障原因，故障图片上传- 维修物资申请，查询实时备件库存，快捷替换维修

	页 19
	书签7E438A40　　　　　　　　　　P21
	书签567A0916　　　　　　　　　　智能箱设备维护信息动环状态实时显示输出电源精准控制智能箱实时电量信息采集自定义告警温度雷击次数指示设备拓扑链接展示
	书签1B986733　　　　　　　　　　智能箱控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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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E9C8B4CB　　　　　　　　　　22
	书签AC8C6DA8　　　　　　　　　　P 
	书签C794DFFB　　　　　　　　　　P 
	书签44055F5D　　　　　　　　　　PoE控制单元界面展示
	书签23A1566B　　　　　　　　　　0
	书签B55005BE　　　　　　　　　　1
	书签27B80330　　　　　　　　　　运行状态实时查看
	书签1B43C408　　　　　　　　　　0
	书签B71E6083　　　　　　　　　　2
	书签C657467B　　　　　　　　　　报警阈值远程设置
	书签8712FA56　　　　　　　　　　0
	书签4A56B2A9　　　　　　　　　　3
	书签DD7D0ADE　　　　　　　　　　机箱设备远程管理
	书签D0157CD9　　　　　　　　　　0
	书签F895B324　　　　　　　　　　4
	书签465A53DD　　　　　　　　　　远程PoE管理控制
	书签035FEE6F　　　　　　　　　　0
	书签8C78C732　　　　　　　　　　5
	书签700BAEA0　　　　　　　　　　故障状态直观显示
	书签499D194F　　　　　　　　　　0
	书签CB4614EC　　　　　　　　　　6
	书签810250CC　　　　　　　　　　外接设备远程控制

	页 21
	书签A10ED5F7　　　　　　　　　　P23
	书签FB55F014　　　　　　　　　　设备安装定位界面展示
	书签EA64057E　　　　　　　　　　机箱信息快速定位机箱设备快速查找故障状态直观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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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EDE29967　　　　　　　　　　24
	书签4F825344　　　　　　　　　　P 
	书签00358D4C　　　　　　　　　　P 
	书签3C6EB263　　　　　　　　　　运维成本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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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3AB2F278　　　　　　　　　　P25
	书签08A02727　　　　　　　　　　在线监测：实时监测整个系统运维箱的工作状态
	书签E0E0A135　　　　　　　　　　故障定位：通过设备MAC地址定位，通过GPS快速定位
	书签3FB575A4　　　　　　　　　　自动报警：实时自动上报运维箱工作状态，环境状态
	书签114EA804　　　　　　　　　　智能分级：报警信息集中分级处理，1-5级为通知报警，6-10级为报警派单
	书签2E74221D　　　　　　　　　　自动派单：智能分析报警信息，6-10级事件将触发派单系统，下发工单
	书签9028DEE2　　　　　　　　　　数据分析：自带数据分析机制，报警信息，工单信息，故障记录，智能分析，预判系统问题
	书签8FFA1AC0　　　　　　　　　　成本优化：通过数据分析，生成动态图形，发现运维成本问题点，持续优化运营成本
	书签BE7C1564　　　　　　　　　　持续改善：通过有效的数据资料，预判系统运维面临的问题，为下次设计和提升提供依据
	书签222D482F　　　　　　　　　　在
	书签C6FE5ED7　　　　　　　　　　线
	书签798D1B56　　　　　　　　　　监
	书签FE3DB135　　　　　　　　　　测
	书签3C3E94DC　　　　　　　　　　故
	书签B160ED00　　　　　　　　　　障
	书签A1EB7C91　　　　　　　　　　定
	书签7E88BED7　　　　　　　　　　位
	书签F218D68B　　　　　　　　　　自
	书签AC5C7BA7　　　　　　　　　　动
	书签7845C6B0　　　　　　　　　　报
	书签335A93EB　　　　　　　　　　警
	书签F2B7EC50　　　　　　　　　　智
	书签4CA2F6B4　　　　　　　　　　能
	书签AE3D84B8　　　　　　　　　　分
	书签C54332E7　　　　　　　　　　级
	书签93A72C94　　　　　　　　　　持
	书签FAA08744　　　　　　　　　　续
	书签1B82C908　　　　　　　　　　改
	书签12AD15DC　　　　　　　　　　善
	书签75A8312E　　　　　　　　　　智能运维过程闭环
	书签3847340D　　　　　　　　　　智能运维过程
	书签AAFE8FAF　　　　　　　　　　成本优化            
	书签8957A431　　　　　　　　　　数据分析      工单系统         自动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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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871E748F　　　　　　　　　　26
	书签12A7E5D0　　　　　　　　　　P 
	书签3F730E6F　　　　　　　　　　P 
	书签5D5D30B9　　　　　　　　　　行业解决方案---平安城市解决方案
	书签264D8F54　　　　　　　　　　       平安城市也被称为天网工程，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城市级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以视频数据为核心，涵盖卡口建设，部分项目也涉及电子警察。不仅需要满足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交通管理、应急指挥等需求，而且还要兼顾灾难事故预警、安全生产监控等方面对图像监控的需求。视频监控作为现阶段公安系统的重要手段（如在：案件侦破，重要地段维稳，重点人物/车联排查等方面），是首要的社会安全的信息来源。在整个视频监控网络的规划中，除了前端像素、中端通信传输、后端存储容量、以及视频的调取等因素及环节影响视频质量外，还存在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环节点，那便是在平安城市、智慧城市前端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智能运维箱。  
	书签4FFC07BC　　　　　　　　　　核心层
	书签114CF149　　　　　　　　　　汇聚层
	书签392DE845　　　　　　　　　　接入层
	书签652A6DED　　　　　　　　　　治安派出所
	书签5B55C08B　　　　　　　　　　治安派出所
	书签79C10893　　　　　　　　　　车站派出所
	书签AC692ADC　　　　　　　　　　车站派出所
	书签96C3BD1C　　　　　　　　　　交警支队
	书签D0DA9931　　　　　　　　　　交警支队
	书签A158B97A　　　　　　　　　　消防支队
	书签95219770　　　　　　　　　　消防支队
	书签0418AD67　　　　　　　　　　前端监控中心
	书签B8EBA04F　　　　　　　　　　前端监控中心
	书签DD7D2789　　　　　　　　　　智能控制箱
	书签1C48842D　　　　　　　　　　汇聚交换机
	书签A3FC10CD　　　　　　　　　　区县公安分局
	书签5E19D458　　　　　　　　　　公交治安总队
	书签32AECE1C　　　　　　　　　　公安交通管理局
	书签E305F567　　　　　　　　　　公安消防局
	书签5732EB4B　　　　　　　　　　政府部门及社会资源
	书签06310095　　　　　　　　　　市公安局
	书签90382447　　　　　　　　　　公安内网
	书签F9A579DE　　　　　　　　　　安全网关
	书签128207E4　　　　　　　　　　防火墙
	书签4CA2A3DE　　　　　　　　　　核心交换机
	书签0EB8FD2A　　　　　　　　　　互联网
	书签285EE364　　　　　　　　　　安全网关
	书签F814D1A7　　　　　　　　　　防火墙
	书签611A3621　　　　　　　　　　安全网关
	书签E1BB6AD0　　　　　　　　　　防火墙
	书签97D4B820　　　　　　　　　　汇聚交换机
	书签91F4E6DF　　　　　　　　　　汇聚交换机
	书签E2B6D16B　　　　　　　　　　汇聚交换机
	书签C350F542　　　　　　　　　　汇聚交换机
	书签0AD3273A　　　　　　　　　　智能控制箱
	书签89CAD59B　　　　　　　　　　智能控制箱
	书签407F6879　　　　　　　　　　智能控制箱
	书签AB9D4438　　　　　　　　　　智能控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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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6A557244　　　　　　　　　　P27
	书签819848DB　　　　　　　　　　智能运维箱在平安城市、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书签BBD51643　　　　　　　　　　     设备数据传输的重要环节监控箱是图像采集、电源供电、网络传输、防雷等系统交汇对接的节点，超过50%的故障，会出现在以上各系统运行的环节中。平安城市包含众多子系统，监控箱的存在能够有效保证其光纤传输通道及设备的稳定，为相关设备的良好工作环境提供保障。     设备使用周期的重要保证平安城市建设需满足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事故预警及各系统集成联动等需求。监控箱可对众多硬件设备及线缆进行集中管理、监测，实时上报各设备的工作状态，及时解决故障问题，保证设备良好的工作状态，有效减少了设备损坏比例，在监控系统工程质量以及设备使用周期等方面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产品特点基于对视频监控网络业务需求及结合自身特点，光网视推出了“高性能、高可靠、智能运维”的平安城市网络解决方案。       高性能网络接入针对高清视频监控在实际网络传输中视频卡顿的问题，我们在智能运维箱中集成了高带宽、高缓存的网管工业交换机产品方案。支持POE供电功能，为终端设备供电，可方便的远程复位终端设备。       高可靠配置提供高可靠的ITU G.8032环网通信接口，保证了网络业务传输的稳定性。提供高可靠的防雷器件，保证户外使用的安全性；配置高效率隔离型电源系统，单系统供电故障不影响其它模块正常工作独有网络看门狗功能，实现网络自我修复，减少维护工作量。自动动环检测，自动调整设备环境与状态，减少人工干预次数。    智能化运维管理针对平安城市工期短、工作量大、部署分散等特点，所有运维箱全部通过平台化系统集中运维，极大简化客户前期安装调试的工作量。具备拓扑发现、故障管理、故障定位、自动派单、设备管理和工单管理等功能，同时具备自动生成统计报表的功能，方便用户对网络的管理和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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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AD6AF06B　　　　　　　　　　平安城市软件界面
	书签FC5E2A9A　　　　　　　　　　28
	书签B971F2E7　　　　　　　　　　P 
	书签32A1FF5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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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7621C233　　　　　　　　　　P29
	书签95E19133　　　　　　　　　　    雪亮工程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为基础，以县、乡、村三级综合管控中心为抓手，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大力推进覆盖城乡、延伸入户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工程建设，发挥"群众雪亮的眼睛"优势，动员各级各部门、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共同监看视频监控，共同参与治安防范，从而真正实现治安防控"全覆盖、无死角"。能够有效增强群众对社会治安的认同感和主体责任感，有效解决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书签BCF306C3　　　　　　　　　　行业解决方案---雪亮工程解决方案
	书签43DBB9CC　　　　　　　　　　Ip对话讲机
	书签15F816F3　　　　　　　　　　可视化指挥台
	书签B21BD3D5　　　　　　　　　　高清摄像头
	书签38A92CF1　　　　　　　　　　便携式指挥终端
	书签4AA8610B　　　　　　　　　　Ip对话讲机
	书签44567694　　　　　　　　　　高清机顶盒
	书签822164BE　　　　　　　　　　球机
	书签5ED90DB9　　　　　　　　　　拼接大屏
	书签93DE225A　　　　　　　　　　Ip对话讲机
	书签27AD16C0　　　　　　　　　　可视化指挥台
	书签FAE6D298　　　　　　　　　　便携式指挥终端
	书签C8F5FD93　　　　　　　　　　球机
	书签1A021E49　　　　　　　　　　县综治中心
	书签B1760164　　　　　　　　　　乡综治中心
	书签C163A58B　　　　　　　　　　村值班室
	书签F4641CC9　　　　　　　　　　汇聚核心交换机
	书签578955D1　　　　　　　　　　雪亮工程解决方案
	书签45664C49　　　　　　　　　　智能运维箱
	书签EA1FAAD6　　　　　　　　　　智能运维箱
	书签82C0989E　　　　　　　　　　智能运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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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7DFA03BB　　　　　　　　　　30
	书签8BF0491C　　　　　　　　　　P 
	书签D5100323　　　　　　　　　　P 
	书签9BF125EC　　　　　　　　　　智能运维箱组网方案特点
	书签7F2724AA　　　　　　　　　　1）具备智能监控功能，可实现市电断电检测、设备用电监控、温控风扇、远程控制、网络传输监控、柜内温度监控、监控箱防盗等功能；
	书签17397142　　　　　　　　　　2）实时了解视频设备运行情况、保障视频监控连续有效记录，真正发挥视频监控系统在社会治安管理、刑侦案件侦破的作用。
	书签2BBFD99C　　　　　　　　　　3）有效的解决故障发现不及时、处理滞后的问题；运维部门可根据设备情况，有计划的安排维护更换工作，有利于维护工作的系统化和规范化管理。
	书签2F60D1AF　　　　　　　　　　4）通过智能化、自动化、远程监控方式，减少人工投入，降低整体维护成本，提高维护工作效率。
	书签17B5115C　　　　　　　　　　系统功能
	书签CDE8DB2C　　　　　　　　　　智能运维箱组网方案特点
	书签CACFA048　　　　　　　　　　实时运维：实时分析设备运行参数， 准确预知设备的工作状态。包括电压、负载、频率、设备内部温度、供电状况、内部故障、电池状态、后备时间等。
	书签44A170C4　　　　　　　　　　移动运维：随时随地知道设备的运行状态，设备异常自动通知维护人员，手机APP及时了解故障原因。
	书签F84489E7　　　　　　　　　　业务运维：自动分析故障排名、告警原因、数据曲线等协助用户判别设备和业务情况。
	书签BFC5FDE0　　　　　　　　　　云端部署：由设备销售商提供云端平台部署、管理、升级等服务，用户无需额外购买服务器。用户通过PC浏览器或手机APP监督管理。
	书签F94B7ED4　　　　　　　　　　简便安全：设备即插即用自动连接云端，可支持移动网络和有线网络2种方式组网；以权限管控、网络物理隔离、数据库安全、平台安全、信息安全的，实现安全保障。
	书签CAA39DC5　　　　　　　　　　实时运维
	书签4E02F379　　　　　　　　　　移动运维
	书签E60F2E6F　　　　　　　　　　业务运维
	书签6A206001　　　　　　　　　　云端部署
	书签73B1E60E　　　　　　　　　　简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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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359E3410　　　　　　　　　　P31
	书签954564B7　　　　　　　　　　雪亮工程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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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DDADF946　　　　　　　　　　行业解决方案---智慧灯杆解决方案
	书签1A403810　　　　　　　　　　     在新型智慧城市、5G等新需求和新技术的推动下，智慧灯杆将迎来高速发展的窗口期。智慧灯杆以密布城市公路、街道、园区、社区等公共场所的市政路灯杆为建设基础，数量大、分布广、位置固定且供电稳定，既可以为新型智慧城市运行提供系统化、集成化的全域感知服务，又可以为5G的大规模部署提供优质的站址资源，同时还可以实现城市基础设施资源开放共享并提供多种便民服务，是未来新型智慧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智慧灯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经在一、二线城市大面积试点建设，这将会作为以后智慧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慧杆是集智慧照明、视频监控、交通管理、环境检测、无线通信、信息交互、应急求 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基础设施，可挂载 4G/5G 通信基站、WiFi 无线网络、智能节能路灯、智能安防监控、智能人脸识别、交通诱导与指示、音响与广播电视、无人机充电、 汽车充电桩、停车无感支付、无人驾驶诱导等设备。智慧杆的建设已经在部分城市试点推行，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智慧杆是智慧城市 建设的“新型公共基础设施”。搭载了多种设备的智慧杆，在 ICT 技术的赋能下，可以高效节能地提供市政、交通、安防、环保等多领域的新型公共服务。
	书签3165FA23　　　　　　　　　　32
	书签77DD37C3　　　　　　　　　　P 
	书签379C16B4　　　　　　　　　　P 

	页 31
	书签6ED8CA1E　　　　　　　　　　P33
	书签2A81AD8E　　　　　　　　　　一、运维现状分析：
	书签058C0A47　　　　　　　　　　智慧路灯发展面临主要问题 :
	书签7793DC7A　　　　　　　　　　传统路灯能耗高
	书签8786D951　　　　　　　　　　难以做到精确管理，无法根据场景进行灯光调节
	书签422909DB　　　　　　　　　　无法直观展现能耗数据
	书签910E23FE　　　　　　　　　　故障无法实时感知
	书签7C91E02F　　　　　　　　　　维护人工费用高
	书签A32CCB68　　　　　　　　　　无人时段无法关闭路灯或调节灯光
	书签AB8DE7A1　　　　　　　　　　多种智能传感设备无法集中在一根灯杆上，需要单独安装
	书签008FFAAE　　　　　　　　　　不能基于空间亮度自主调节路灯
	书签1CDC15DD　　　　　　　　　　恶劣天气下还是按照原有计划执行，影响市民安全出行
	书签0E8364D5　　　　　　　　　　高能耗
	书签530DD1FF　　　　　　　　　　高OPEX
	书签A4FF41BB　　　　　　　　　　资源浪费
	书签93A5267A　　　　　　　　　　用户体验差
	书签EDF8CD19　　　　　　　　　　管理措施不智能导致能源浪费严重
	书签167FFAB2　　　　　　　　　　二、管理现状分析：
	书签4A865BD0　　　　　　　　　　因为路灯电费由当局财政付出，节能没有指标考核，
	书签65599EBB　　　　　　　　　　也没有详细的奖、惩措施
	书签11CFA90B　　　　　　　　　　目前，路灯的管理基本上靠人力，如巡查、维护，甚至是靠
	书签0DB8A559　　　　　　　　　　人工控制路灯的开关，紧张地段晚上需派人巡视，
	书签DD71764F　　　　　　　　　　以保证设备的齐备率
	书签5E47E4E7　　　　　　　　　　每个城市的路灯每年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偷窃，大部分没有预防措施，造成紧张财产损失
	书签AD333877　　　　　　　　　　管理现状
	书签B00D68F0　　　　　　　　　　节能问题
	书签FA0FE58C　　　　　　　　　　防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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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D967DF86　　　　　　　　　　三、解决方案：
	书签C568289C　　　　　　　　　　以物联网+互联网为基础核心构建大数据平台
	书签D58F9F10　　　　　　　　　　物联化   
	书签3D3D3AE6　　　　　　　　　　更透彻的感知
	书签809C4158　　　　　　　　　　利用任何可以随时师弟感知、测
	书签867B7B22　　　　　　　　　　量、捕获和传递信息的设备、系统或流程
	书签F3BCE354　　　　　　　　　　互联化
	书签4301F00B　　　　　　　　　　更全面的互联互通
	书签90EC2BBB　　　　　　　　　　现金的系统可按新的方式协同工作
	书签ADA207A6　　　　　　　　　　智能化
	书签D125E911　　　　　　　　　　更深入的智能化应用
	书签C9BBC151　　　　　　　　　　利用先进技术、创造新价值
	书签D353544F　　　　　　　　　　灯具监控      
	书签87928509　　　　　　　　　　Wi-Fi网络      
	书签69761890　　　　　　　　　　传感器      
	书签EA77606B　　　　　　　　　　监控探头
	书签38C4FC7E　　　　　　　　　　智慧照明   
	书签5304E5B7　　　　　　　　　　无线城市   
	书签3B1055BD　　　　　　　　　　智慧环境   
	书签1053AB70　　　　　　　　　　智慧安防
	书签6DBBA870　　　　　　　　　　首先数据收集
	书签A1B2C6F7　　　　　　　　　　物联网路灯大数据平台
	书签2007D0A0　　　　　　　　　　最终实现智慧城市
	书签E145C633　　　　　　　　　　物联网路灯大数据平台
	书签044A17D2　　　　　　　　　　34
	书签F88F3857　　　　　　　　　　P 
	书签05A3B23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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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6C0A2C97　　　　　　　　　　P35
	书签99A76A2F　　　　　　　　　　四、光网视策略：
	书签E309AEE2　　　　　　　　　　       物联大数据信息来源于前端设备的信息采集，但如何有效地保障所有的信息顺利回传至数据中心，同时还保证精准、实时、快捷的系统运维。光网视针对些智慧灯杆系统运维现状难题，配置了相应的软件+硬件组合，有效的解决前端设备故障发现不及时、故障处理滞后的问题，可以降低整体维护成本，提高维护工作效率，而且有利于维护工作的系统化和规范化管理，为系统运维保驾护航。
	书签71420D4A　　　　　　　　　　硬件：光网视综合智能运维箱（ONV-IoT9000-ZH系列产品）
	书签3E9C9EC5　　　　　　　　　　1、设备控制：
	书签F3A6D7CB　　　　　　　　　　1）供电控制：支持AC220V,AC24V,DC12V，PoE af/at/bt等多种电源I/O控制；
	书签F06B0EC2　　　　　　　　　　2）通信控制：支持网络端口开/关，流控，风暴抑制，端口接入认证，端口绑定等通信控制；
	书签104E2665　　　　　　　　　　2、数据传输：10/100/1000M自适应网络端口，支持双光口环网组网，提升网络可靠性；
	书签CB6E004A　　　　　　　　　　3、设备定位：采用北斗/GPS高精度定位模组，地图上实时显示设备安装位置经纬度；
	书签F4EBF134　　　　　　　　　　4、故障告警：多类型告警信息上报（如开箱告警，掉电告警，温度告警，掉网告警等）自动监测设备工作状态。
	书签2076DC46　　　　　　　　　　5、周全防护：机箱IP55防护等级设计，40KA防雷防浪涌保护，5KA网络防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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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B29266B7　　　　　　　　　　行业优劣对比：光网视系统优化技术成果
	书签36AA3142　　　　　　　　　　1、报警分级功能：所有报警事件分为10个级别，前1-5为通知信息，不自动派单，后6-10级为事件信息，自动派单，通知维护。
	书签BD8E4E41　　　　　　　　　　2、系统加密：数据传输采用aes-256加密算法编写数据代码，有效保证广域网数据传输安全，为数据安全传输保驾护航。
	书签6984CCDF　　　　　　　　　　3、平台扩容：支持系统无限性扩展，同平台跨区域扩容，平滑接入原有系统，无须额外添加辅助设施，同时还提供软件平台对接，无缝对接客户的原有平台系统。
	书签AEA64CCF　　　　　　　　　　4、分布式开发设计：针对多物理服务器，多区域整合，跨多平台对接，都可以融合集中于云平台，集中化管理，不影响客户原有的系统，产品适用性强。
	书签0358583B　　　　　　　　　　5、云学习系统支持：平台嵌入AI功能，可自我进行深度学习，建立云平台知识库，可以由系统自动完成故障统计与预警，提前依据大数据判断故障来源，提供      系统解决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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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A17257AD　　　　　　　　　　软件+硬件特色
	书签69E871E2　　　　　　　　　　专属项目特色的智能运维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