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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视频人脸识别技术作为计算机视觉的技术分支逐步迈向成熟。在传
统铁路安全防控保障中，应借助业内主流的视频人脸识别技术，将其有效融合到已建、在建和新
建的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中。铁路大型枢纽客运站作为人流密集、环境复杂、安全态势严峻的
典型场景，利用目前成熟的视频人脸识别技术手段，将在保障铁路运输系统安全的事前预防、事
中管控、事后研判等全流程中起到提质增效、事半功倍的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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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3 年，中国铁路总公司颁布的《铁路综合视频
监控系统技术规范（V1.0）》，首次将高清视频纳入

保障铁路系统安全可靠运行，保证国民经济生产、

技术标准。2016 年，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设计时速

人民出行活动正常运转，是铁路部门持续面临的挑战

200 km 及以上铁路区间线路视频监控设置有关补充标

性课题。鉴于铁路运输系统，尤其是大型枢纽客运站

准的通知》（铁总建设函〔2016〕18 号），进一步明

具有全年无休、环境复杂、人员密集度高等特殊的行

确提出对高铁区间线路全部采用高清摄像机进行设置

业特点，因此存在安保工作量繁多、治安管控难度大、

或增补，且分辨率不低于 1080P[3-4]。结合原铁道部颁

人员核查效率低等突出问题 [1-2]。传统视频监控手段已

发的《关于加强铁路客站安检区域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滞后于当前的实际业务场景需求与发展，尝试借助新

的通知》（铁计函〔2011〕59 号）和《关于印发 < 客

型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的计算机视觉等技术手段正逐

运站安检区域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指导意见 > 的通知》
（铁

步提上日程。

公安〔2011〕115 号）[5]，对客运站安检区域视频监控
系统的建设，不仅要注重高清视频的加强，更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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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识别比对、智能分析等技术，以提高铁路系统人
员管控、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数字神经网络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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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学习技术不断成熟，以人脸识别为主的计算机视觉

也无法达到准确辨识。

技术得到长足发展，人脸识别技术已能支持海量视频

（3）资源分散，带宽有限。我国幅员辽阔，铁路

图像和人像数据的并行处理及深度分析，极大地丰富

站点分散，铁路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虽然都有覆盖，但

了泛安防领域的适用场景。2012 年，深度学习理论的

联网率低、预览回放卡顿、丢包现象比较普遍。一般

突破使人脸识别性能指标大幅提升，能够极好地应对

情况下，基层站点回传到上一级主管单位的带宽资源

复杂光照并支持多种人脸姿态和表情。随着 H.265 视

不足百兆，即便是铁路局集团公司级的带宽资源往往

频编码压缩标准的诞生和普及，前端摄像机作为视频

也才勉强达到千兆。随着监控点位数量的不断扩容增

监控图像基本的采集工具，得以从算法、技术和应用

补，业务管理部门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而带宽资源

角度开始被规范化、规模化建设，从而在控制建设成

也越来越不能满足使用需求。

本的同时，使人像采集全覆盖网络可以形成。同时，

同时，传统视频监控系统往往采用事后分析查询

深度学习加速卡的运用解决了以往视频解码、进行多

的方式。面对海量的视频文件，凭肉眼查看如海底捞针，

帧比对而消耗大量计算资源的问题，使海量视频图像

更难以做到事件及时预警和人员及时到位。

的并行处理、城市级的全面监控成为可能。算法的突破、

（4）出警容易，但抓捕难。一般情况下，后台指

视频编码技术的改良以及高性能计算资源的普及推进

挥中心接到案事件的预警信息后，犯罪嫌疑人已逃之

了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

夭夭。铁路站台值班民警往往采用事后侦查的方式，

1

现状分析
我国铁路运输系统，尤其是大型枢纽客运站、高铁

站，近年来通过不断的信息化建设，已在综合视频监控
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伴随着高清摄像机的普遍应用，
以往落后的模拟监控系统逐步被网络高清系统所替换。

通过查看海量的视频文件，调取监控进行研判分析，
容易错过最佳抓捕时间，无法做到人员提前布控、事
件及时报警及快速抓捕。

2

需求分析
（1）建点补位，关注细节。在车站出入口、安检区、

据调研，当前铁路客运站大部分点位已达到标清、高清

购票区、候车室等重点区域建设大毫米数镜头的高清

水平，而且点位数量也在逐步增加，基本满足了日常监

前端设备，对车站形成包围式点位部署，以有效采集

控管理需要，但仍存在若干迫切待解的问题。

进出车站人员的人脸信息。

（1）点位覆盖不全面，无法掌控关键细节。目前

（2）智能抓拍，人脸提取。前端点位建设需要采

综合视频监控系统较多使用小毫米数镜头。如果要追

用内置智能人脸抓拍技术的摄像机，将场景内的人员

求大场景、无死角的覆盖，难免会出现细节清晰度和

脸部进行自动检测、自动跟踪、自动抓拍，从海量视

全局掌控度无法平衡的问题。通过大场景监控摄像机

频信息中将人脸价值信息进行提取，为后端人像识别

只能观察到大致情况和人体的动作，而关键区域的监

系统提供高质量的人脸图像数据，为后续研判应用提

控细节、人脸细节特征却无法看清，给事后研判、视

供前提。

频分析、证据采集、违法犯罪人员抓捕带来诸多不便。

（3）优化编码，图片传输，节约带宽。前端采用

（2）信息量庞大，但检索效率低下。随着高铁网

的智能人脸抓拍摄像机需支持 H.265 编码压缩标准，

格密度的不断增大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

在调用视频回放和预览时，可以降低一半带宽。各站

多的人选择乘坐高铁出行，同时铁路也是逃犯出行流

点的人脸抓拍机以图片流的方式将人脸图片传输至上

窜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公安机关已将铁路运输系统

一级主管单位的识别后台服务器，以节省带宽占用率。

作为追逃查逃的主要卡口。但已建视频监控系统不具

（4）建设人像识别系统，实时预警布控。在后台

备人脸提取功能，大量的人脸数据散乱地存在于铁路

建立一套人像识别平台，配合前端采集的人像数据进

综合视频监控系统中，却无法有效地进行整合利用，

行实时动态布控，不仅能有效应对人员协同布控，通

单纯依靠人工盘查、核对，既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过与公安部门的深度合作，还可对全国在逃人员、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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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人员及各类危险人员进行分析布控。利用人像识别

摄像机 1 d 的原始数据最小压缩到 42G。对于后端录像

系统扩大布控范围，实现从单体打击向规模打击、从

存储而言，一般录像存储至少要求 30 d，则 1 块 4T 硬

事后研判向事前预防的转变。

盘只能存储 3 个摄像机的录像，导致后端建设成本畸
高。同时，由于 H.264 算法的设计限制，在监控系统中，

3 前端摄像机

通常需要 4 Mb/s 的码率才能实现高清数字图像传送，
对传输带宽的压力也很大。

3.1 规格选择
人脸识别摄像机的选择主要从 3 方面考虑：（1）摄
像机类型；（2）摄像机分辨率；（3）镜头。

H.265 编码压缩标准是 ITU-TVCEG 继 H.264 之后
制定的新的视频编码标准 [7]，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使

目前国内外主流的后端人脸识别系统均支持普通

用新技术对 H.264 的某些劣势加以改良和优化。例如，

高清摄像机接入和人脸抓拍卡口摄像机 2 种接入方式：

在码率、编码质量、延时等方面，在保证画面画质不

既可接入视频流，也可接入图片流进行分析。但接入

降低的同时，提高压缩效率、增强鲁棒性和错误恢复能

视频流分析方式有较多劣势，如后端服务器资源消耗

力、减少实时的时延、降低复杂度等 [8]。采用 H.265 编

大、中心接入带宽高、建设成本高。因此目前主流建

码压缩标准，200 万像素的摄像机每路仅占用 2 Mb/s 的

设均为人脸抓拍卡口摄像机接入方案。

带宽，1 d 的录像文件大小仅为 21G，综合建设成本相

根据所需覆盖的场景宽度选择摄像机的分辨率。

比 H.264 至少可降低一半（见图 1）。

根 据 理 论 计 算，200 万 像 素 的 摄 像 机 可 以 覆 盖 2.88 m
800W

的宽度 [6]。计算原理如下：

（4K高清）

一般成年男性的瞳距为 60~73 mm，女性的瞳距为
即水平方向为 1 920 像素的摄像机成像图片中，保证

分辨率

53~68 mm。取 60 mm 进行计算，在 1080P 分辨率下，

500W

300W

1080P@

人脸瞳距不低于 40 像素的情况下，覆盖宽度不能超过

60
60f/s

[6]

3 m（1 920 像素 ×0.06 m÷40 像素 =2.88 m） 。

1080P

一般成年男性的肩宽为 38~45 cm，女性的肩宽为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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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264码率

33~38 cm，平均肩宽为 40 cm。若成“一”字排开站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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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H.265码率

码率/（Mb·s-1）

考虑到衣服厚度及人与人之间的间隙，横向最多可站
图1

立 6 个人。若在出站口场景，前后人员比较密集，空

H.265 与 H.264 的码率对比

间距离上最多可能容下 15~20 个人。考虑到人员低头

综合视频监控系统的整体发展趋势是高清化，摄

抬头、遮挡、走动，可能出现重复抓拍，因此前端抓

像机像素越来越高，因此铁路人脸识别系统也应采用

拍机的抓拍性能应支持单画面 25 张人脸的检测和抓拍， H.265 编码技术，以适应后续 300 万、500 万、800 万
方可充分满足实际需求 [6]。
镜头的选择主要与摄像机靶面、摄像机分辨率及

等超高清摄像机。

3.3

安装部署

需要覆盖的宽度相关。一般而言，在同样覆盖宽度需

为保证人脸识别的准确率，除考虑摄像机的成像

求条件下，摄像机靶面越小所需要的镜头焦距越短。

效果外，现场摄像机的安装部署也非常重要。一般室

摄像机分辨率越高，单位面积上获得的人脸像素越多。

外场景下，为了保证人和车的正常同行，摄像机架设

镜头选择的原则为：保证在设计监控距离上，人脸两

高度不低于 5 m。此时，识别位置距离摄像机位置的水

眼间的像素不低于 40×40 像素。

平距离为（20±5）m，人体平均身高设为 1.7 m，摄像

3.2 编码压缩标准

机俯仰角在 15°以内（见图 2），能够满足人脸识别

传统视频监控的数据量非常大，一台 200 万像素
的摄像机，按照以往 H.264 技术，可以将 200 万像素

CHINA RAILWAY 2019/04

算法要求。若取最佳俯仰角 10°进行计算，摄像机安
装高度与识别距离示意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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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服务器除完成人脸的特征提取和比对外，还需将
图片转发给图片存储服务器保存记录，并为用户提供
人脸实时报警、比对、大数据查询分析等服务。
5m
6m

4.2

3m

人脸识别软件平台的功能主要包括：实时报警、

18.8 m

图2

人脸识别软件平台

人像检索、综合研判、资源管理、统计分析、系统管理等。

人脸识别摄像机安装示意图

（1）实时报警：系统对前端发送来的人脸图片进
行实时建模分析，并与动态布控底库进行比对，实时呈
现人脸比对结果。若当前画面中的人脸特征与所布控的

5 m

H

2.5 m

人脸比对超过设置的阈值 [10]，则在实时报警页面立即弹

α

D h

1.7 m

4.5 m
18.8 m

图3

出报警提示并伴有声音提醒，同时可进一步查询报警详
情，如：抓拍人脸图、全身图、全景图、比中人员信息、
比对阈值等。该功能是人脸识别软件平台最重要的功能

人脸识别摄像机安装高度与识别距离示意图

之一，是从事后研判转为事前预防的重要手段。

结 合 铁 路 应 用 场 景， 人 脸 识 别 点 位 一 般 需 要 架

（2）人像检索：既可对历史报警信息进行查询，

设 在 安 检 通 道、 候 车 室 入 口、 站 台、 上 下 扶 梯 等 位

也可通过路人检索对所有抓拍机画面中出现的人脸进

置，同时应结合现场施工难度综合评估并计算摄像机

行检索查询、以脸搜脸，同时可根据人像属性，如年龄、

架设的高度、镜头焦距大小等。焦距的计算公式为：

性别、民族等信息进行检索。对于静态底库和动态底库，

相高∶物高 = 焦距∶物距。

可以上传 1 张或多张照片与底库进行对比，系统将相

3.4 场景选择

似度高的人员筛选出来，从而实现利用人脸识别技术

摄像机的场景选择以车站出入口、安检区、购票

对铁路进出站的旅客信息进行大数据检索。

区、候车室等重点区域为主，这些场景具有人流量大、

（3）综合研判：随着点位密度的增加和人脸数据

人群复杂的特点，是采用和检验视频人脸识别技术的

的积累，可通过计算同一人的出现频率、时间、地点，

最佳场所。

研判该人可能的落脚点及活动轨迹。

同时，摄像机安装位置应尽量考虑通道式场景，

（4）资源管理：可对相机、底库、布控进行灵活

因为此时人员在行走过程中，会具有典型的方向性，

调整，便于有针对性地布控。例如，某些点位重点布

不容易出现大侧脸和后脑勺。现场光线尽量避免出现

控涉恐人员，某些点位重点布控扒窃人员。

强逆光、强曝光等情况。若现场实在无法避免逆光环境，

（5）统计分析：可以对抓拍的人流量、报警的数量、

建议调节摄像机的宽动态参数，以提高摄像机抓拍人

底库的人员数量等进行统计和分析，便于用户掌控站

脸的效果，进而提升系统的识别效果。

点内的当前和历史状况，分析车站内的态势。

4

（6）系统管理：由于铁路系统部门众多，分工明

后端人脸识别平台

确，因此系统应支持详细的权限控制。例如，底库的

4.1 人脸识别系统工作流程

增加、删除、修改权限，相机查看、添加、修改权限，

人脸识别包括人脸检测定位、人脸质量判断、人
[9]

报警信息接收人的范围等，都应支持灵活的配置和管

脸特征点提取和人脸识别等关键过程 。前端抓拍机自

理，防止权限滥用导致的信息安全事件发生。

身完成人脸检测定位、质量诊断的工作；中心机房部

4.3

人脸识别系统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署人脸识别、比对服务器和抓拍图片的存储服务器。

铁路系统的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和战略安全的重

前端人脸抓拍摄像机完成人脸抓拍，包括人脸抠图抓

要组成部分，尤其 2017 年突然爆发的一场勒索病毒危

拍和人身场景图片抓拍，传输给后台的计算服务器。

机更是席卷全球，铁路系统也有波及。而人脸识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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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窃取。因此，在人脸识别系统及其包含的人脸
识别算法、人脸结构化算法、人脸比对算法、以图搜
图算法等应用方面，建议采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安
全可靠的成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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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Video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n Railway Staff Management
LIU Jinming1，ZHU Chengbo2，ZHOU Changyi1

（1. Harbin Railway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6，China；
2. Signaling &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China Railway Harbin Group Co Ltd，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6，China）

Abstract：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I, the video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s a branch of computer
vision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become mature. The industry leading video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shall
be applied in the traditional railway safety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and integrated with the established
comprehensive railway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 the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 under installation, and the
newly established system. In particular, this currently mature video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used in the
large-sized railway passenger terminal featured with dense passenger flow, complex environment, and severe
security situation, will play a pivot role in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he entire process including prevention, course
control, and after study of the railway transport system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Keywords：railway；video surveillance；high definition；face recognition；computer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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