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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背景 

1.1 方案背景 

随着社会与企业对视频监控需求的日益增长，系统接入规模不断壮大，大批

平台供应商也应运而生。由于平台供应商的接入协议各不相同并都需要相应的终

端维护版本，因此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为统一平台互通协议、满足终端标准

化、平台互联互通的需求，特推出 GB/T28181。 

 

28181 协议全称 GB/T28181《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

控制技术要求》。由中华人名共和国公安部提出，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SAC/TC100）归口，多家公安单位共同起草的一部国家标准。 

 

◼ 注：截止 2012 年底，有近百家视频监控企业通过公安部一所、公安部三所

的认证，如深圳宙视达、浙江宇视、超视科技、东方网力、海康威视、高

远时代、浙江大华、先进视讯、波粒科技、华为技术、中兴力维、中星电

子、科达、天地伟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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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场景需求 

GB/T28181 协议作为安防领域中的通用协议，不仅包含设备间的级联更包

含了系统的级联，是各家安防设备和统一的标准。该协议是摄像头、NVR 或其

他视频平台等设备端主动向上级注册并保活，因此设备端不需要固定的公网

IP、局域网中的设备、4G 网络等网络环境下的设备都可以通过 GB/T 28181 主

动注册到公网的服务器上。 

同时，GB/T28181 平台服务器进行模块化设计、支持分布式部署，具有设

备管理模块、信令模块、流媒体模块、存储模块，支持多个中心信令服务器部

署、支持多个流媒体负载均衡。流媒体模块支持 RTSP、RTMP 等协议访问，

支持对接入摄像机的云台控制，完全满足全新建设的数字监控网络和已经部分

建设的数字监控兼容部署。 

 

 

目前，GB/T28181 协议在全国平安城市、交通、道路等监控中被广泛采

用，为满足建设统一的大型监控平台条件，必须支持 GB/T28181 协议，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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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用户依旧在运行过的 GB/T28181 平台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就容易出现

以下问题： 

◼ 设备种类繁多：设备种类多，设备码流及协议普遍私有化，接入整合难度

大； 

◼ 系统结构复杂：系统设备数量和种类繁多，不利于快速部署，增加了故障

概率，缺乏对其前端设备故障的自动侦测与预警，无法及时掌握前端摄像

机损坏情况； 

◼ 系统组网性能：国标 GB/T28181 设备的组网和应用受地域限制的影响较

大，管理性和资源共享性较差，另外系统的扩展性与灵活性较差，不利于

远距离传输； 

◼ 系统智能化：传统安防监控系统与平台难以对事件进行提前防控和及时响

应，事后对海量存储信息的检索采用纯人工方式，效率低下； 

◼ 运维管理难度大：缺乏有效的系统运维管理手段，设备完好率低，系统可

用性差。 

 

二、方案目标 

EasyGBS 国标视频云服务的建设目标在于有效进行视频资源的整合、降低

设备互联难度、达到不同平台之间互联互通，实现网页互联网无插件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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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任意品牌摄像机无限制接入 

不受摄像机的品牌及其配套平台限制，只需网络监控摄像机 IPC、硬盘录像

机 NVR、且设备支持标准的 GB/T28181 协议，都可通过标准化协议注册

EasyGBS 平台进行直播、录像、检索、回看、云台控制等操作。 

 

 

2.2 分布式服务器部署 

 GB/T28181 平台服务器支持分布式部署方式，能有效解决单台计算机的资

源限制问题，将流媒体部署到多台计算机上，同时可实现流媒体负载均衡模式，

让前端视频资源更加合理的接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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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区域级联资源共享 

GB/T28181 支持区域平台级联，构建三级平台级联模式。区域级联能有效

的解决资源共享问题，实现行政级别高等级的安防平台可以查看下级单位的视频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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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录像回放方面 

由于某些情况下，国标摄像头等设备并不支持摄像头端的录像存储。通过国

标视频云服务 EasyGBS，我们可以查询云端的实时录像，或是查询设备端的历

史录像，可以根据业务场景进行 7*24h 录像，并且支持录像的检索与回放。 

 

2.5 终端兼容方面 

无论是 PC 浏览器还是手机 APP、手机浏览器、微信客户端，都可以无缝接

入，摒弃浏览器插件这种受限的用户接入方式，轻量、友好地进行全部直播、录

像、检索、回放等功能的对接，一套系统，全终端兼容。  

 

2.6 设备管理方面 

◼ 用户管理 

管理员账户可以分配子账户，每个子账户都有对应的权限，子账户拥有自

身的设备管理，同时拥有独立的登录功能。 

 

◼ 角色管理 

角色和用户绑定，每个用户绑定对应的角色，每个角色拥有对应的设备使

用权限，由此可以到达用户对设备的管理和使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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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asyGBS 方案简介 

3.1 方案架构 

整套方案的架构中，涉及到前端设备（摄像机 IPC、硬盘录像机 NVR、编码

器等）、流媒体服务端（EasyGBS）、客户端终端设备（PC、浏览器、Android、

iOS、微信）。 

EasyGBS 平台是一款专门用于接入国标设备的视频流媒体解决方案，不但从

设备接入层面上，完整地接入了内网或者公网的国标设备，而且在输出层面上，

完全采用了最新的互联网思维方式，国标 IPC/NVR 能通过平台同步输出

RTSP/RTMP/HLS/HTTP-FLV/WebRTC 等多种视频流格式，高效解决了传统安

防与互联网之间的衔接。 

 

 

http://212.64.34.165:10184/Easy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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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方案描述 

EasyGBS 国标视频云服务是 TSINGSEE 青犀视频团队提供的一款专门用于

接入国标设备的视频流媒体软件平台，支持无缝、完整接入内网或者公网的国

标设备，在输出上，实现全平台、全终端输出。 

EasyGBS 可将 GB/T28181 设备/平台推送的 PS 流转成 ES 流，并提供

RTSP、RTMP、FLV、HLS、WebRTC 等多种格式视频流的分发服务，实现

Web 浏览器、手机浏览器、微信、PC 客户端等各终端无插件播放。同时，

EasyGBS 国标视频云服务对外提供 HTTP API 接口，通过接口可以获知流媒体

转发服务的运行状态信息，转发会话信息，服务器配置和版本信息等。 

 

3.3 技术特点 

EasyGBS 国标视频云服务解决了不同系统的互联问题。开放、清晰的接口，

面向服务的系统架构，解决了资源管理的问题。资源的可视化、自动化管理，结

合协议的状态查询和自动化视频质量检测，实现了高效的系统资源管理。 

 

四、主要功能模块 

4.1 Web 可视化管理 

EasyGBS 自身拥有丰富的功能，是集直播、录像、回放于一体的高效、稳

定的国标 GB/T28181 国标视频云服务。Web 端运维管理让所有设备节点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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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管理，设备与设备连接起来，真实反应设备和现场状况，让可视化变得可

“移动”， 只要确保网络畅通，访问不受时间、地理位置限制。 

 

 

4.2 设备管理 

支持国标 GB/T28181 设备注册和注销，对所有设备进行管理，获取资源，

对资源列表进行管理。通过 Web 可视化后台分析并展示庞杂数据的设备，可实

时查看设备在线、掉线等状态信息，从而实现设备管理、故障告警、事前预警和

事后分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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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时流媒体处理 

使用 PS（TS）转 ES 方式，将实时流采集终端的视频数据实时推送到

GB/T28181 国标视频云服务（EasyGBS），完成远距离实时流媒体传输处理，

可用于远程查看监控摄像头，客户端抓取实时数据供直播观看。 

 

 

4.4 实时快照、视频数据获取 

EasyGBS 直播的过程中，考虑到 CPU 等硬件资源消耗问题，只作流媒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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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转发的过程，不进行转码。但是业务操作中希望定时抓取实时快照进行封面展

示、数据分析，此时 EasyGBS 会定时获取一帧数据进行解码，转成 jpg 或 bmp

图片，通过 HTTP 直接访问图片。不同网络环境下，支持实时视频请求（支持

UDP、TCP 主动、TCP 被动三种流传输模式自由切换）。 

 

4.5 设备状态监测 

   EasyGBS 可针对设备故障预警和状态监测根据设备运行规律或观测得到的

可能性前兆，实时反映设备的异常状况，最大程度的降低设备故障所造成的损

失。 

 

4.6 云台控制 

基于动态组网服务创建智能网络，按需选择需要组网的网络成员实现互联。

支持设备的云台 PTZ 控制，控制类型：上"up"，下"down"，左"left"，右"right"，

左上"leftup"，左下"leftdown"，右上"rightup"，右下"rightdown"，镜头近

"zoomin"，镜头远"zoomout"， 焦距远"focusfar"，焦距近"focusnear"，设置

预置位"setpos"，调预置位"call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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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云端录像 

◼ 支持 EasyGBS 云端录像、检索、回放； 

◼ 支持历史视频点播 （支持 UDP/TCP 主动、TCP 被动）； 

◼ 支持历史视频下载 （支持 UDP/TCP 主动、TCP 被动）； 

◼ 支持历史视频的查询和历史视频的点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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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标准流输出 

通过纯 Web 化的交互方式，只需要将传统监控行业里的高清网络摄像机 IP 

Camera、NVR 等 GB28181 国标协议输出的设备、平台注册到 EasyGBS，即可

将设备接入。该模块的主要功能作用有： 

◼ 支持 H.265 编码视频 Web 直播 

◼ RTSP 协议输出 

◼ RTMP 协议输出 

◼ HTTP-FLV 协议输出 

◼ HLS（m3u8）协议输出 

◼ WS-FLV 协议输出 

◼ WebRTC 协议输出 

 

4.9 第三方接口 

为方案商提供设备侧与应用侧的快速开发，SDK 集成度高，集成周期短。 

◼ 对外提供服务器获取状态、信息，控制等 HTTP API 接口，可快速完成 APP

对接开发。 

◼ 可搭配客户端 SDK，并提供 Demo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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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告警查询 

设备可以根据需求把汗报警不妨功能，自定义报警信息。当设备包含报警布

防功能，可以定义好设备的报警信息，EasyGBS 可以获取到设备的报警信息，同

步抓取到所有设备记录的报警状态，将设备的报警级别、报警方式、报警类型、

报警时间等信息统一展示。平台端也会根据设备的报警信息进行视频的截取，获

取到报警时刻的视频截图。 

 

 

 

4.11 用户管理 

◼ 用户列表 

管理员账户可以分配子账户，每个子账户都拥有对应的权限，子账户拥有自

身的管理设备，同时拥有独立的登录功能。（与 4.2 重复） 

◼ 角色列表 

角色和用户绑定，每个用户绑定对应的角色，每个角色拥有对应的设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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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由此可以达到用户对设备的管理和使用权限。 

 

 

 

4.12 国标级联 

两个信令安全路由网关之间按照上下级关系连接，上级中心信令控制服务

器通过信令安全路由网关，可调用下级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所管辖的监控资

源。下级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通过信令安全路由网关，向上级中心信令控制服

务器上传本级中心信令控制服务器所管辖的监控资源或共享上级资源。 

级联方式更是为中国政府机关和平安城市、智慧城市等提供了非常贴切的

技术应用。平台之间的级联实现了不同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了有效的视

频资源整合。 

EasyGBS 可以作为平台，让下级平台（包含摄像机、支持 GB28181 的视

频平台）级联到 EasyGBS 平台，EasyGBS 也可以作为下级平台，通过

GB28181 方式级联到支持 GB28181 的上级平台进行有效的视频资源整合。



EasyGBS 国标视频云服务                                                  

 

安徽旭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www.tsingsee.com 

 第 18 页 共 31 页 

 

 

4.13 HTTPS 证书配置 

HTTPS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over Secure Socket Layer），

是以安全为目标的 HTTP 通道，在 HTTP 的基础上通过传输加密和身份认证保

证了传输过程的安全 。HTTPS 在 HTTP 的基础下加入 SSL 层，HTTPS 的安全

基础是 SSL，因此加密的详细内容需要 SSL。HTTPS 存在不同于 HTTP 的默认

端口及一个加密/身份验证层（在 HTTP 与 TCP 之间）。这个系统提供了身份

验证与加密通讯方法。 

EasyGBS 支持 HTTPS 的接入，通过 HTTPS 进行通信传输。配置简易，使

用方便。 

4.14 支持 H.265 编码 Web 直播 

目前安防监控行业，基本所有的摄像头都支持 H.264 编码，但是已经有部

分摄像头开始支持 H.265，并且支持 H.265 的摄像机已经越来越多。H.265 相

比 H.264 有着很多优势，压缩更高、网络传输消耗的带宽更小，相同码率下

H.265 视频更清晰。H.264 目前已经可以在各种 Web 浏览器、客户端等进行

解码播放。但是 H.265 目前尚未得到大部分浏览器的支持，无法直接在 Web

https://baike.baidu.com/item/SSL/3207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TCP/3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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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播放。 

EasyGBS 集成 EasyWasmPlayer，完美支持 H.265 编码视频，可以实现

H.265 编码视频的 Web 播放。 

 

4.15 语音广播和语音对讲 

1）语音广播：用户通过语音输入设备向前端语音输出设备，发送语音广播通

知。 

语音输入设备/语音输入联网系统、SIP 服务器向语音输出设备/语音输出视

频监控联网系统发送通知消息，语音流接收者收到通知消息后，进行判断处

理。若能够接收广播，则向语音流发送者发起呼叫请求，获取广播媒体流。 

 

2）监控中心与设备之间进行语音广播，可以直接对语音输出设备及所属的前

端主设备发送语音广播通知。 

对前端主设备发送语音广播通知消息中仅需携带前端主设备编码，表示对

该设备上所有的语音输出设备进行语音广播。例如对 IPC 发送语音广播通知，

表示对该 IPC 接入的所有语音输出设备进行广播；对 NVR 发送语音广播通

知，表示对 NVR 下所有 IPC 以及自身的语音输出设备进行广播。  

 

4.16 用户操作日志 

后台操作日志功能将用户的操作保存到数据库，可以监测 EasyGBS 的服务

运作情况，以及记录用户的操作记录，以便及时发现失误操作的入口、定位错



EasyGBS 国标视频云服务                                                  

 

安徽旭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www.tsingsee.com 

 第 20 页 共 31 页 

误原因。日志功能可以详细展示系统运行的 IP、操作、返回的信息以及运行时

间，精准定位每个操作。 

 

五、使用方式 

5.1 设备级联 

级联是指两个信令安全路由网关之间是上下级关系，下级信令安全路由网关

主动向上级信令安全路由网关发起注册，经上级信令安全路由网关鉴权认证后才

能进行系统间通信。 

GB/T28181 不仅包括设备间的级联，也包含系统的级联，故并不矛盾。如

网络摄像机通过 ONVIF 协议接入 NVR，NVR 在通过 GB/T28181 标准接入平

台。或者网络摄像机通过 ONVIF 协议接入平台，平台间的级联通过

GB/T28181 规范进行。故 ONVIF 与 GB/T28181 往往还能起到互补的作用，

可以使设备选型、推广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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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统级联 

系统之间的级联实现了不同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了有效的视频资源整

合。市级平台作为上级视频监控平台，上级平台与下级平台通过新增联网网关实

体进行互联，县级视频监控专网平台作为下级视频监控平台，联网网关是两平台

接口设备，在不同通信协议层面上对联网系统信息数据进行转换，从而形成两平

台之间互联。 

从技术细节来讲，上级平台发出标准控制指令，命令下级平台提供标准

H.264/H.265 码流，该 H.264/H.265 码流必须完全符合 GB/T28181 规范，上

级平台可使用标准 H.264/H.265 解码观看视频。另外，考虑到信息安全问题，

下级平台与上级平台之间的视频资源传输需通过防火墙过滤，利用两平台部署的

主要服务器 IP 地址映射，从而实现视频监控平台的整体联网。防火墙除了接口

支持 NAT 模式以外，还可以通过设定策略实现地址转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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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级平台、设备接入 EasyGBS 

 

◼ EasyGBS 作为下级平台级联接入上级国标平台 

 

 

5.3 双机热备与集群 

5.3.1 高可用集群  

高可用性集群（High Availability Cluster, 简称 HA Cluster），是指以减

少服务中断（宕机）时间为目的的服务器集群技术。简单的说，集群（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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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组计算机，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向用户提供一组网络资源。这些单个的计算

机系统就是集群的节点（node）。一个理想的集群是，用户从来不会意识到集

群系统底层的节点，在他们看来，集群是一个系统，而非多个计算机系统。并且

集群系统的管理员可以随意增加和删改集群系统的节点。高可用集群不是用来保

护业务数据，而是保护用户的业务程序对外不间断提供服务，将因软件/硬件/人

为造成的故障对业务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5.3.2 双机热备 

所谓双机热备，可以认为是集群的最小组成单位，是将中心服务器安装成互

为备份的两台服务器，并且在同一时间内只有一台服务器运行。当其中运行的一

台服务器出现故障无法启动时，另一台备份服务器会迅速自动启动并运行（一般

为数分钟左右），从而保证整个网络系统的正常运行。双机热备的工作机制实际

上是为整个网络系统的中心服务器提供了一种故障自动恢复能力。  

 

5.3.3 EasyGBS 集群的必要性   

集群需求极速增长，对系统可用性的要求变得非常重要，许多公司和组织的

业务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计算机系统，任何宕机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关键 IT

系统的故障可能很快造成整个商业运作的瘫痪，每一分钟的宕机都意味着收入、

生产和利润的损失，甚至于市场地位的削弱。  

   

5.3.4 集群的实现模式  

集群中节点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运行，这要看它们是如何设置的。在一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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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两个节点的集群中，两个服务器都同时处于活动状态，也就是在两个节点上

同时运行应用程序。当一个节点出现故障时，运行在出故障的节点上的应用程序

就会转移到另外的没有出现故障的服务器上。  

EasGBS 分为信令交互服务和流媒体服务。集群模式主要是将流媒体服务进

行集群，EasyGBS 信令交互服务可以调度多个流媒体来进行视频处理、分发。 

  

   

5.3.5 双机热备实现方式 

双机热备就是使用互为备份的两台服务器共同执行同一服务，其中一台主机

为工作机（Primary Server），另一台主机为备份主机（Standby Server）。在

系统正常情况下，工作机为应用系统提供服务，备份机监视工作机的运行情况（一

般是通过心跳诊断，工作机同时也在检测备份机是否正常）。当工作机出现异常，

不能支持应用系统运营时，备份机主动接管工作机的工作，继续支持关键应用服

务，保证系统不间断的运行。 

首先保证有两台服务器同时运行 EasyGBS，同时将两台服务器进行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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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三方程序对服务器监控。当发现主服务器的程序出现宕机等异常情况，直

接将备用机器和主机进行 IP 置换设置（EasyGBS 主要是根据服务器 IP 进行设

备注册到服务）从而达到机器临时备份作用。 

 

六、应用场景 

6.1 智慧交通 

在交通视频监控领域，通过搭建全套的国标系统，可满足 GB/T28181 的要

求，实现和公安网的对接。 



EasyGBS 国标视频云服务                                                  

 

安徽旭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www.tsingsee.com 

 第 26 页 共 31 页 

 

 

 

6.2 移动警务 

移动警务大多采用执法仪、视频终端等设备，可将国标 APP 安装到设备中，

实现视频和平台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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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雪亮工程 

实施“雪亮工程”，解决众多系统由于建设时间长短不一、品牌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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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私有化等问题，现有或将有的视频监控系统很难互相兼容，很难实现大监

控统一管理功能，通过 EasyGBS 将系统建设成满足全地区统一调度、远程指挥

需求的视频监控和调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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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农业水利 

水利可视化监测系统的建设是现代水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

EasyGBS 构建视频可视化监测系统，不仅可以改善水利工程的运行维护工作人

员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能节约水利工程的运营成本，做到无人

值守、少人值班。 

 

 

6.5 智慧城市 

随时随地获取部署在城市特定街道、城区摄像头的实时视频信息，观看直

播，方便第一时间掌握城市动态。同时可以对直播进行实时地录像存储，方便

后期的检索、回放，明亮城市，城市安防、城市路口、城市美景等，尽收眼

底，兼容市面上绝大多数摄像头，构建属于自己智慧城市的“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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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智慧园区 

视频监控以其直观、准确、及时和丰富的信息内容等显著特点被广泛应用

于智慧园区中，视频监控加大了园区的管理力度，可以减少人力成本，提高工

作效率，同时促进了智慧园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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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获取更多信息 

售前咨询： http://www.tsingsee.com/about/contact/ 

技术支持： http://www.tsingsee.com/about/contact/ 

邮件：support@tsingsee.com / market@tsingsee.com 

网站：www.tsings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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