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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About Us

作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平台公司，商汤科技SenseTime 是中国科技部指定的首个“智能视觉”国

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同时，商汤科技也是全球总融资额及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创新企业。

商汤科技以“坚持原创，让AI 引领人类进步”为使命和愿景。公司自主研发并建立了全球顶级的深

度学习平台和超算中心，推出了一系列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包括：人脸识别、图像识别、文本识别、

医疗影像识别、视频分析、无人驾驶和遥感等。商汤科技已成为亚洲最大的AI 算法提供商。

商汤科技在多个垂直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位居首位，业务涵盖智能手机、互联网娱乐、汽车、智慧城市、

以及教育、医疗、零售、广告、金融、地产等多个行业。目前，商汤科技已与国内外 1,100 多家世界

知名的企业和机构建立合作，包括SNOW、阿里巴巴、苏宁、中国移动、OPPO、vivo、小米、微博、

万科、融创等。

商汤科技现已在香港、上海、北京、深圳、成都、杭州、台北、京都、东京、新加坡、台北、利雅得、

阿布扎比及迪拜设立办公室。另外，公司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

均有业务。更多信息，请访问商汤科技网站、微信、微博和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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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SenseNebula-AIS 商汤星云 AI 服务器园区版，基于商汤最新

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原创技术，适用于百路级规模的泛园区场

景，具备人脸识别、人脸聚类、人车非结构化、人群分析、烟火

检测和行为分析等多算法接入能力，为园区的安全保障、通行管理、

安全生产、运营管理四大方向提供数字化赋能和功能应用，可广

泛应用于楼宇、工厂、工地、学校、医院、社区、景区、能源和

危化品等多类园区应用场景。

多设备接入能力

产品优势

Product Highlights

支持  ONVIF、RTSP协议；

支持接入 SenseKeeper、SensePass、

SensePassPro、SensePassX、

SensePassC、 SenseThunder-E、

SenseThunder-E Mini 等智能终端设备；

支持接入 SenseNebula-AIE；

支持接入NVR设备，支持视频片段回放。

应用场景广

支持楼宇、社区、园区、学校、医院、

工厂和工地等中小型民用安防场景。

数据安全设计

特征库、数据库加密存储；

HTTPS数据加密传输；

个人隐私数据脱敏展示和加密导出。

灵活的交付形态

系统支持软硬一体服务器、纯软件

交付；采用WEB端应用和API 两

种方式提供AI 赋能，既可以直接交

付给客户，也可以赋能给合作伙伴。

原创多算法融合

一台服务器支持多种算法应用，包括

人脸识别、行人检测（安全帽、玩

手机、打电话、抽烟）、机动车检测、

非机动车检测、人群检测、头肩检

测、烟火检测、横幅检测、伞篷检

测、标语检测、打架检测、摔倒检测、

翻越检测、人脸聚类等。

业务采用分布式微服务架构 +容器

化部署 +自动化构建，Web服务

层采用无状态负载均衡模式，相关

服务组件按照预定义的配置比例分

别部署在各个节点，并时刻监管服

务的运行状态，支持N+1 HA 高可

靠部署。

系统高可靠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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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

Product Functions

智能通行

刷脸通行：支持在 [ 设备管理 ] 中添加SenseKeeper 等智能人脸识别设备实现刷脸通行；

无感通行：支持在 [ 任务管理 ] 中设置关联网络继电器和摄像机、抓拍机实现无感通行

事件告警

支持重点人员布控告警、非活体攻击和陌生人告警等；

支持人员未戴安全帽告警和未戴口罩告警；

支持行人闯入告警和越线告警；

支持室内人数异常告警、人员离岗告警；

支持烟火告警、横幅告警、伞篷告警、标语告警；

支持打架告警、摔倒告警、翻越告警；

支持车辆违停告警；

支持人群过密告警

记录检索

提供人像、行人、车辆、非机动车、人群、人员、物体、异常行为等告警详细记录检索；

支持关键字搜索人像、行人、车辆、非机动车、人群、人员、物体、异常行为等记录 ;

支持图片搜索人像库、人脸抓拍库、行人抓拍库中的图片，对搜索结果进行轨迹还原；

支持以车牌号检索车辆记录，对搜索结果进行轨迹还原；

支持根据时间段、设备、地点、任务、告警类型等条件筛选抓拍结果；

支持抓拍记录的批量导出

访客管理

人员画像

支持预约访客和临时访客的两种通行策略；

支持访客通过SenseID 验证后在特定时间和区域通行；

支持访客记录的批量删除和导出

支持统计档案、抓拍记录更新趋势；

支持关键词或图片检索人员档案；

支持查看人员档案详情、出行频次、历史抓拍和实时轨迹

迎宾管理

支持在任务管理中添加迎宾的特殊属性；

支持自定义迎宾欢迎语和大屏背景图；

支持迎宾大屏查看实时产生的VIP 到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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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管理

支持按日 / 月对考勤记录进行查看、检索和导出；

支持月历视图形式查看个人考勤详情；

支持编辑个人考勤状态和考勤配置

其他功能

日志管理：支持按照时段查看和导出日志，并支持按照功能模块、操作和用户分组来筛选日志；

角色管理：支持使用角色来定义不同功能模块的查看、添加、修改、删除和导出权限；

用户管理：支持用户的增 / 删 / 改 / 查和为用户分配不同的角色；

工具：支持 1:1 人脸验证，质量分数检测，人脸属性检测等小工具

应用场景

Usage Scenarios

01. 智能通行

人员经过门禁 / 闸机 智能设备获取人脸信息 1 服务器比对并返回结果 3 白名单通行 4

02. 无感智能通行

人员经过摄像机 摄像机获取人脸信息 2 服务器比对并返回结果 白名单通行 4

1. 智能设备包括 SenseKeeper、SensePass、SensePass Pro 和 SenseGate 等人脸识别一体机 

2. 摄像机包括人脸抓拍机或网络摄像机 

3. 系统支持用户选择前端智能设备或后端服务器比对 

4. 若白名单用户通过未指定权限的设备或超过有效期，系统显示 [ 白名单异常 ]，无法正常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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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重点人员告警

人员进入特定区域 摄像机获取人脸信息 1 服务器比对并返回结果 重点人员告警信息

04. 陌生人告警

人员进入特定区域 摄像机获取人脸信息 2 服务器比对并返回结果 陌生人告警信息

06. 行人越线告警

行人越过告警线 摄像机获取人体信息 服务器比对并返回结果 触发告警信息

07. 机动车违停告警

机动车驶入违停区域 摄像机获取车辆信息 服务器检测并返回结果 触发告警信息

05. 行人闯入告警

行人进入特定区域 摄像机获取人体信息 服务器检测并返回结果 触发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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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非机动车驶入记录

非机动车驶入特定区域 摄像机获取车辆信息 服务器检测并返回结果 推送驶入记录

09. 人群过密告警

人群进入检测区域 摄像机获取人群数量 服务器检测是否达到告警阈值 触发告警信息

10. 人员离岗告警

人员离开岗位 摄像机持续跟踪 服务器检测是否达到设定的离岗持续时间 触发告警信息

11. 人数异常告警

人员进入监测区域 摄像机获取人员数量 服务器检测人数异常是否达到设定的持续时间 触发告警信息

12. 人流统计

人员进入监测区域 摄像机获取人员数量 服务器按照设定的统计时间间隔推送结果 推送人流统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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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访客管理

访客预约 1 访客到访 SenseID
验证身份信息

访客经过

摄像机 2
摄像机获取
人脸信息

服务器比对
并返回结果

访客通行

13. 烟火告警

检测区域出现浓烟或明火 摄像机获取目标位置 服务器检测并返回结果 触发告警信息

14. 打架告警

检测区域出现打架斗殴动作 摄像机获取目标位置 服务器检测并返回结果 触发告警信息

15. 摔倒告警

检测区域出现摔倒动作  摄像机获取目标位置 服务器检测并返回结果 触发告警信息

16. 翻越告警

检测区域出现翻越动作 摄像机获取目标位置 服务器检测并返回结果 触发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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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迎宾管理

VIP 到访 摄像机获取人脸信息 2 服务器比对并返回结果
VIP 通行

1. 预约者可以指定访客访问的【时段】和【区域】 

2. 摄像机包括人脸抓拍机或网络摄像机 

3. 智能设备包括 SenseKeeper、SensePass、SensePass Pro 和 SenseGate 等人脸识别一体机 

4. 系统支持用户选择前端智能设备或后端服务器比对

欢迎语提示

19. 智能考勤

人员经过闸机 / 门禁 智能设备获取人脸信息 3 服务器比对并返回结果 4
记录考勤信息

人员通行

20. 智能无感考勤

人员经过摄像机 摄像机获取人脸信息 2 服务器比对并返回结果
记录考勤信息

人员通行



SenseNebula-AIS 商汤星云 AI 服务器 园区版

9

技术参数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P4服务器部分型号已停产，具体规格参数以产品规格书为准。

硬件

服务器 2U机箱GPU（T4）服务器

CPU Intel Xeon 4216 ﹡ 2

GPU Nvidia Tesla T4 ﹡ n (n=[1,4])

内存 DDR4 2400 ECC RDIMM 128GB

系统盘 SATA SSD 240GB﹡ 2，RAID 1

数据盘 1 SATA SSD 480GB﹡ 2，RAID

数据盘 2 SATA3.0 HDD 3.5” 6TB ﹡ 4，RAID 5

网卡 NIC Dual Port Gbit RJ45

阵列卡 LSI MegaRAID SAS 9361-8i (1G)*1

接入设备

标准协议 H.264 视频编码，RTSP/ONVIF 协议支持

视频流分辨率 1920*1080

类型
网络摄像机，人脸抓拍机，SenseKeeper/SensePass/SenseGate/SensePass Pro/
SensePassX/SensePassC/SenseAike 人脸识别一体机，SenseThunder-E（Mini）
测温热像仪，SenseID 身份验证一体机，网络继电器等

数量
支持混合接入（人脸视频流 32路 / 卡、人脸图片流 160路 / 卡、结构化视频流 25路 / 卡、
人群视频流 25路 / 卡、头肩检测 25路 / 卡、物体检测 32路 / 卡、异常行为 25路 / 卡）

告警类型

人脸 白名单比中、白名单异常、重点人员告警、陌生人告警、非活体攻击、密码攻击

行人 行人抓拍记录、行人越线告警、行人闯入告警

车辆 车辆抓拍记录、车辆违停告警、非机动车抓拍记录

人群 人群分析记录、人群过密告警

人员 人数分析记录、人数异常告警、人员在岗记录、人员离岗记录、人流统计记录

物体 烟火告警、横幅告警、伞篷告警、标语告警

异常行为 打架告警、摔倒告警、翻越告警

人脸
抓拍 人脸长宽大于 30像素，小于 300 像素

识别 双眼间距大于 30像素，大于 50像素更佳

行人 识别 高度大于 120 像素，宽度大于 60像素

非机动车 识别 高度大于 90像素，宽度大于 90像素

机动车 识别 高度大于 128 像素

车牌 识别 高度大于 32像素，宽度大于 128 像素

人群 识别 不小于 30像素，不大于 90像素

人员 识别 不小于 67*67 像素，不大于 512*512 像素

物体 识别 不小于 96*54 像素

异常行为 识别 高度大于 324 像素，宽度大于 96像素

属性识别

人脸 8种属性：年龄组、性别、胡子、眼镜、帽子、口罩、安全帽和表情（8种）

行人

29种属性：上衣颜色、上衣类型、上衣花案、上衣款式、下衣颜色、下衣花案、下衣类型、
帽子颜色、帽子款式（安全帽）、发型、发色、箱包款式、箱包颜色、鞋子款式、鞋子颜色、
性别、年龄、雨伞状态、雨伞颜色、角度、眼镜、手套、口罩状态、口罩颜色、反光衣、工服、
姿势（站立、蹲坐、躺卧、睡岗）、抽烟、动作（打电话、玩手机、胸前抱物）

非机动车 非机动车类型识别、颜色识别

机动车 支持车辆颜色、车辆类型、车辆型号、车牌颜色、车牌类型和车牌号识别

存储
最大支持 30万张（白名单 10万，黑名单 20万）

最大支持 4000 万张，3个月循环存储

可扩展性 支持单机和堆叠模式，N+1 扩展

性能 1:N 以图搜人像库 10QPS（web），1:1 图像比对 10QPS（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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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架构

Product Architecture

产品拓扑

Product Topology

设备层

应用层

日志管理权限管理

人像库管理任务管理迎宾管理访客管理

记录查询 门禁控制

事件告警
第

三

方

应

用
......

引擎层

API

事件推送

考勤管理

特征提取人脸检测 特征比对 属性分析行人检测 车辆检测

横幅检测人群计数 标语检测 伞篷检测头肩检测 烟火检测

打架检测 摔倒检测 翻越检测 人脸聚类

地图管理 设备管理

人脸识别一体机抓拍机摄像机

星云智能测温筛查系统智能边缘节点

身份识别一体机

通行管理 ......

第三方系统 HA集群

视频流 / 图片流

SenseNebula-AIS

单机

SenseKeeper
人脸识别一体机

SenseNebula-AIE
智能边缘节点

SensePass (X/C/Pro) 
人脸识别一体机

SenseID 
身份验证一体机

SenseGate 
人脸识别一体机

IPC/SenseDLC 
人像抓拍机

SenseThunder-E
测温热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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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Contact us

业务咨询 

4009005986 ( 周一至周五 09:30-18:00 )

商务合作 
business@sensetime.com

媒体垂询 
pr@sensetime.com

微信订阅号 官方微博微信服务号 商汤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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