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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中关村轨道交通视频与安全产业技术联盟首个中关村标准 T/ZSA 68—2019 《铁路

车站及沿线用摄像机技术要求》 的编制背景、主体内容及实施案例等，着重与 Q/CR 575—2017

《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相关内容进行比较，为正确理解和使用 T/ZSA 68—2019 标准

提供了参考。T/ZSA 68—2019 标准较为准确地界定了铁路所需各类高清摄像机技术指标、技术

参数和内外部条件，首次提出长焦激光摄像机的技术要求，通过制定铁路沿线及车站高清摄像
机技术要求，为铁路视频监控系统的工程设计、摄像机的设备选型及检验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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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口、公跨铁立交桥、桥梁救援疏散通道、沿线设备

概述

机房内外、调度局界口和车站咽喉区等重点区域采用

截至 2019 年底，我国高速铁路里程值已达 3.5 万 km，

铁路营业里程已达 13.9 万 km，视频监控对于保障铁路
运行安全至关重要 ［1-4］。
2016 年 《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关 于 发 布 设 计 时 速

200 km 及以上铁路区间线路视频监控设置有关补充标

准的通知》（铁总建设 〔2016〕 18 号） 要求在区间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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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摄像机进行昼夜监视，并要求采用 750 mm 长焦激
光摄像机，夜间监视距离 1.5 km。当时大规模采用高清

长焦激光摄像机在铁路尚无成熟的应用案例，也缺少
技术标准支持。
2017 年原中国铁路总公司 《关于印发铁路建设项

目“四电”系统集成甲供物资目录的通知》（铁总物资

〔2017〕 156 号文件） 将摄像机列入甲供物资，现由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物资管理部组织建设单位进行
联合采购，相关采购招标技术要求缺乏技术标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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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关村轨道交通视频与安全产业技术联盟

（简称联盟） 在联盟白皮书 《铁路通用摄像机技术规范

与 Q/CR 575—2017 相比新增了传感器靶面尺寸要求，
三维定位功能以及摄像机功耗要求等指标。根据测试

建 议 CC. 121》 基 础 上 ， 编 制 发 布 了 联 盟 团 体 标 准

结果、现场使用情况及专家意见，将宽动态范围改为

加“中关村标准”认定申报工作。经过专家评审会审

标准与 Q/CR 575—2017 标准一体化球形摄像机部分指

T/VSTR 002—2019 《铁路通用摄像机技术要求》，并参

不小于 100 dB，光线对比强烈场所不小于 120 dB。本

查，认为本标准技术指标具有普适性、先进性，完全

标对比见表 1。

符合中关村标准认定要求，因此该标准成为联盟第 1 个

表1

中关村标准 T/ZSA 68—2019 《铁路车站及沿线用摄像

机技术要求》（简称本标准）。本标准力求准确界定铁
路所需各类高清摄像机技术指标、技术参数和内外部
条件，首次提出长焦激光摄像机的技术要求，通过制
定铁路沿线及车站高清摄像机技术要求，为铁路视频

本标准与 Q/CR 575—2017 标准
一体化球形摄像机部分指标对比

技术指标

本标准

传感器
靶面尺寸
3D/三维定位

Q/CR 575—2017

不小于 1/2.8"

无

支持 3D/三维定位功能（基于图像
坐标的可视化控制操作）

无

具有光学变倍功能

无

监控系统的工程设计、摄像机的设备选型及检验提供
了依据，填补了铁路行业空白；标准明确了激光器与

光学变倍

镜头的配合、激光功率与监控距离的要求等指标，解

支持宽动态功能，动态范围不小于
可支持宽动态，宽动态
100 dB，光线对比强烈场所不小
范围不小于 120 dB
于 120 dB

宽动态

决突破了关键技术，基本满足沿线高清昼夜视频监控
的高标准要求。

2

整体功耗室外设备不大于 60 W，
室内设备功耗不大于 40 W

功耗

标准解读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车站与沿线用一体化球形摄像

机、一体化半球摄像机、固定枪型摄像机、激光云台
摄像机的技术要求、通用运行环境要求、通用网络安
全要求等。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参考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 Q/CR575—2017 《铁路综合视频监控
系统技术规范》 的相关内容。

编制过程中，联盟组织多次测试。通过室外模拟

2. 3

一体化半球摄像机技术指标
本标准 5.6.1 节规定了一体化半球摄像机技术指标。

与 Q/CR 575—2017 相比新增了三维定位功能要求以及

摄像机功耗要求等指标；根据测试结果、现场使用情
况及专家意见，将宽动态范围改为不小于 100 dB。本
标准与 Q/CR 575—2017 标准一体化半球摄像机部分指
标对比见表 2。
表2

现场测试，明确了长焦激光摄像机的有关技术要求，

本标准与 Q/CR 575—2017 标准
一体化半球摄像机部分指标对比

如长焦距镜头误差、镜头与激光光功率的配合、激光
技术指标

束与摄像机变焦同步、激光衰减等重要指标；通过室
内功能、性能测试，确定了宽动态、信噪比、最低照

宽动态

度等指标。

2. 1

无

摄像机通用要求
本标准 5.2—5.5 节分别规定了摄像机通用功能要

本标准

Q/CR 575—2017

支持宽动态功能，动态范围
可支持宽动态，宽动态
不小于 100 dB，光线对比强
范围不小于 120 dB
烈场所不小于 120 dB

整体功耗

不大于 15 W

无

智能分析

宜支持智能分析功能

无

求、性能要求、接口要求及可靠性要求，与
Q/CR 575—2017 相比提出的视频编码算法、摄像机最

2. 4

2. 2

与 Q/CR 575—2017 相比新增了智能分析、图像旋转、

低分辨率、镜头接口类型、存储插槽类型指标略高。

一体化球形摄像机技术指标
本标准 5.6.1 节规定了一体化球型摄像机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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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枪型摄像机技术指标
本标准 5.6.3 节规定了固定枪型摄像机技术指标，

功耗要求等技术指标，并根据测试结果、现场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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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专家意见，提出宽动态范围不小于 100 dB。本标
准与 Q/CR 575—2017 标准固定枪型摄像机部分指标对
比见表 3。

表3

固定枪型摄像机部分指标对比
本标准

宽动态

红外

室外枪型摄像机支持无红暴红
可支持红外，红外补光
外，波长不小于 940 nm，红外补
距离不小于 100 ｍ
光距离不小于 100 m
配置红外共焦镜头

无

入侵检测

支持入侵检测等智能分析功能

无

图像旋转、支持
9:16 显示

支持图像 90°、180°、270°旋转
功能，支持 9∶16 显示功能

无

功耗

摄像机功耗不大于 20 W，补光
设备功耗不大于 20 W

无

支持防抖动功能

无

传感器靶面尺寸：不小于 1/2.8"

无

支持电子透雾功能

无

防抖动
传感器靶面尺寸
电子透雾

2. 5

激光云台摄像机部分指标对比
技术指标

本标准

激光云台摄像机技术要求
本标准 5.6.4 节规定了激光云台摄像机技术指标。

为保证技术性能和监控要求，规定了不同夜视距离下

Q/CR 575—
2017
无
不小于
56 dB

信噪比

不小于 55 dB

宽动态

可支持宽动
支持宽动态功能，动态范围不小于 100 dB，光线 态，宽动态范
对比强烈场所不小于 120 dB
围 不 小 于
120 dB

Q/CR575—2017

支持宽动态功能，动态范围不小
可支持宽动态，宽动态
100 dB，光线对比强烈场所不小
范围不小于 120 dB
于 120 dB

红外共焦镜头

本标准与 Q/CR 575—2017 标准

传感器
不小于 1/1.8"
靶面尺寸

本标准与 Q/CR 575—2017 标准

技术指标

表4

变焦同步 激光束和摄像机变焦同步，变焦结束后，激光束同 激光束和摄像
时长
步时间不大于 1 s
机变焦同步
激光衰减 累积工作 1.5×104 h 光功率下降不大于 10%

不同最远
夜视距离
下的镜头
焦距要求

（1）夜视距离2 000 m：
镜头焦距不小于 1 000 mm，
倍数不低于 60 倍，通光口径不低于 90 mm；
（2）夜视距离 1 500 m：镜头焦距不小于 750 mm，
倍数不低于 30 倍，通光口径不低于 80 mm；
（3）夜视距离 1 000 m：镜头焦距不小于 500 mm，
倍数不低于 25 倍，通光口径不低于 70 mm；
（4）夜视距离 500 m：镜头焦距不小于 300 mm，倍
数不低于 20 倍，通光口径不低于 65 mm；
（5）镜头内外不应采用 2 倍镜；
（6）300 mm 镜头的焦距误差应小于 3%，300 mm
以上镜头的焦距误差应小于 5%

光学透雾 镜头支持光学透雾功能
防抖动

无

无

无

具有防抖动功能

无

护罩玻璃 护罩玻璃应采用红外增透和防水防尘镀膜
镀膜
工艺

无

激光器
光功率

（1）镜头焦距不小于1 000 mm：
光功率不小于20 W；
（2）镜头焦距不小于750 mm：
光功率不小于18 W；
（3）镜头焦距不小于500 mm：
光功率不小于12 W；
（4）镜头焦距不小于300 mm：
光功率不小于8 W

无

云台载重

（1）焦距500（含）～1 000 mm 的长焦摄像机：
云台
载质量不小于 50 kg；
（2）焦距 500 m 以下的中短焦摄像机：云台载质量
不小于 25 kg

无

的镜头要求及通光口径；为保证夜视距离性能，根据
不同的镜头焦距分别给出了光功率不小于 20、18、12、
8 W 的要求。本标准首次对长焦距镜头误差、激光束与
摄像机变焦同步、激光衰减等重要性能提出了具体要

求。本标准与 Q/CR 575—2017 标准激光云台摄像机部
分指标对比见表 4。

3

实施案例
在编制本标准的过程中，联盟多个厂家积极参与

标准编制和室内外测试，特别在室外模拟测试中，北
京和普威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索斯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公司的长焦激光摄像机均
通过了 500、1 000、1 500 m 夜间、无光、透雾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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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长焦
支持长焦限速功能
限速

无

云台旋转
不大于 0.01°
步长

无

云台
MTBF

MTBF 不小于 2×104 h

无

云台传动
应采用金属涡轮涡杆传动方式
方式
云台
预置位

支持编程预置位功能，不少于 200 个预置位

摄像机（含云台等部件，不含安装支架）整体功耗
整体功
不大于 210 W，质量不大于 50 kg，最大外形尺寸
耗、质量、
不应超过：750 mm（长）×450 mm（宽）×650 mm
尺寸
（高）

无
支持编程预
置位功能，不
少于 64 个预
置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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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标准提出的性能和功能要求 ［5-6］。
北京和普威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本标准生产的

程招标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对地铁、城轨、
城际等轨道交通视频监控的设备选型具有指导意义。

1 500、1 000、500 m 高清激光摄像机先后在渝万、沪

昆、昆玉、九景衢、怀邵衡、西成 （成都段）、银吴、
吴忠—中卫、哈佳、南三龙、郑万、郑阜、安六、拉
林、连镇、京雄、盐通等高铁沿线安装部署，实现了
昼夜监视、自动报警、监控联动等功能，满足了我国
铁路沿线、交通枢纽对铁路列车运行安全监控系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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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Zhongguancun Standard T/ZSA 68-2019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Cameras Used in Railway Stations and Lines"
SHI Guihua1, QIN Yong2,3, XIE Zhengyu2,3, YU Ge1

(1.Zhongguancun Video and Security Industry Technology Alliance for Rail Transit, Beijing 100089, China;
2.State key Lab of Rail Traffic Control & Safety,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3. School of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mpilation background, main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cases of the first

Zhongguancun Standard T/ZSA 68-2019“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Cameras Used in Railway Stations and
Lines”
. Focusing on comparison with Q/CR575-2017“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Integrated Video Monitoring
System of Railway”
, the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T/ZSA 68-2019
Standard. The T/ZSA 68-2019 Standard defines the technical indicators, technical parameters as well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of various high-definition cameras required for railways in a relatively accurate way.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telephoto laser cameras are pro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stipulating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high-definition cameras for railway stations and lines, the standard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engineering design of railway video monitoring system and the equipment selection and inspection of cameras.
Keywords: railway; video monitoring; high definition; telephoto; laser; camera

CHINA RAILWAY 2020/03

- 13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