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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eillance Vantage  
智能命令与指挥解决方案
可靠的应急响应协调与流程化综合安防管理，确保基础设施安全。



从保护员工、当地社区安全或企业声誉，到防止生产中断造成财产损失，如今的公司都面临着诸多与安全

相关的挑战：生产、业务流程或服务的任何中断，无论是意外中断还是蓄意中断来造成损害或盗窃，每年

都会让行业损失数十亿美元，更不用说人类生命或环境相关的潜在成本。确保员工和社区安全以及保持运

行连续性需要以某个点为基础对所有步骤进行有效的规划、沟通和资源协调。

作为西门子 Siveilllance产品组合的一部分，Siveillance Vantage命令与指挥解决方案专门适用于支持重

要基础设施现场、工业综合体、校园型环境或多现场应用的安防管理。该解决方案可在任何时候提供有效

应对安全事故所需的实时支持。

确保运行安全性、可靠性和连续性



报警管理

Siveillance Vantage 提供多种功能，支持管理探测器

和各种报警系统。这些系统的各种信号可以特定的

优先级显示和处理，以确保首先处理最重要的事件。

如此，Siveillance Vantage 能够轻松适应复杂的客户

系统结构和层次结构。

开放式接口

Siveillance Vantage 采用标准化的开放式接口灵活地

连接各种客户特定的子系统。OPC 是过程自动化中

流行的标准之一，该标准提供了与子系统交换数据

和信息的广泛能力。此外，强大的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可用于定制接口，并可凭此使用开放的、基

于先进 SOAP* 协议的通讯。此外，还可自动检索子

系统的工程数据，将传感器位置与平面图相匹配，并

以结构化的方式提供信息。 

融合通讯

通过第三方集成，可以直接在 Siveillance Vantage 中

使用选定的通讯功能，从而使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能

够有效管理其资源。 

对于任何来电呼叫，系统都会识别呼叫者的号码，并

根据所请求的服务将呼叫转至专门的运营商团队。识

别呼叫者数据（如姓名和位置），并将位置显示在地

理信息系统中。

Siveillance Vantage 还可通过模拟无线电或 TETRA 数

字无线电通信提供与现场资源通讯的集成控制。控制

中心与资源之间的双向通讯可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

电脑实现，确保无缝的和不间断的通讯。

Siveillance Vantage 命

令与指挥解决方案采

用模块化结构，并具

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可

靠性，重要基础设施

凭此可以更好地应对

任何挑战。

*SOAP 是一种促进系统间数据交换的网络协议。

重要基础设施理想的解决方案



优势

• 各种警报和通讯

系统无缝集成，

可适应不断变化

的需求，从而满

足未来需要

• 使用现场平面图

和地图清晰地显

示图形，充分了

解现场态势

• 通过内部网或互

联网实现灵活的

基于角色的操作

• 对所有操作实现

目标控制，而不

仅仅是管理报警

• 凭借丰富的行业

专有技术，能够

深度了解具体需

求

灵活的架构

基于鲁棒性架构，平台的图形化用户界面为状态信

息、事件、资源和动作提供直观的分层结构。零管理

客户端概念减少了整个安装过程以及实时运行过程

中的安装与维护工作。甚至不需要任何停机或运行中

断，也可以轻松更新。基于角色的操作员职责和灵活

的基于 web 的客户端概念，支持集中部署和分散部

署的组织和流程。

高级运行管理

除单纯显示报警和事件之外，每个信号都可以与设定

的动作相关联，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向操作员建议这些

动作。这些动作完全反映预定的安全策略。记录这些

任务的进度和完成情况，并根据记录数据持续改进安

全运行。

覆盖广阔的地理区域

Siveillance Vantage 完全支持大面积或多现场应用管

理。作为运行控制的基础，根据地理参考数据结构，

可精确地在地图和现场平面图上定位所有事件。对于

重要基础设施，不仅可以覆盖相应的现场，还可以显

示周边区域，包括街道或兴趣点等结构。

资源管理

作业一个选项，Siveillance Vantage 支持安保人员

管理。显示可用资源的状态，包括在地图中的实

际位置，并向操作员建议最合适的资源，这些都是

Siveillance Vantage 中的一些重要功能。Siveillance 

Vantage 中还具有与一些重要基础设施需求相对应的

进一步功能，例如资源的自动或半自动警报与调度、

任务相关信息的传输和运行进度的记录。最后，为

了实现指挥与控制中心与大型安全组织、安保人员

间的一体化通信，可以部署 Siveillance Vantage 移动

web 客户端。

专为满足苛刻的需求而设计

Siveillance Vantage 旨在支持专业安防组织。该系统

具有高度的可扩展性，允许多名并行工作的操作员每

天处理数以千计的事件，每个操作员都遵循其指定的

职责范围。该系统采用 Oracle® 数据库，有助于实现

高的系统可用性和可靠性。

 

 

整合子系统（例如通过集成视频技

术），增强对您现场的态势感知和控

制。智能视频分析（例如 Siveillance 

SiteIQ），可以智能地检测各种事件并

创建警报。作为指挥与控制解决方案

的一部分，这些警报可以有效地用于

获得全面的情景感知。为了避免信息

过载，操作人员只可查看与实际情况

相关的信息。

商标

Oracle 和 Java 是 Oracle America, Inc 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本文件中述及的所有其他产品或公司名称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仅用于识别或描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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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安防管理

Siveillance Vantage 尤其适用于机场、港口、公共交

通运输、能源等重要基础设施，以及石油天然气、化

工和制药、重工业或校园（如高等教育学校）等工业

综合体。

作为 Siveillance 系列产品的一部分，该解决方案将

多项安全和安防子系统与指挥与控制功能相结合，可

提供可靠、可扩展、高效的安防管理。采用这种独特

的解决方案，能够快速有效地作出决策，管理日常运

行活动和对时间要求苛刻的过程，以及危机和应急情

况。

开放且灵活的整合能力

Siveillance Vantage 通过开放的接口和强大的整合手

段，与各种子系统，如门禁控制、视频监控、火灾警

报系统、紧急呼救系统、电话、无线电通信、批量通

知进行交互等。这些子系统传统上彼此独立运行或者

作为相互关联的系统运行。现在，它们被整合到同一

平台上，为安防管理人员提供增强的态势感知、简化

的操作和更快的响应协调。

直观的图形化用户界面

使用地理信息系统 (GIS)，事件位置或资源的实际位

置会自动显示在地图或现场平面图上。甚至可在建筑

平面图上定位资源和重要资产。支持信息根据需要显

示，从而确保操作人性化。集成 Siveillance SiteIQ（创

新的智能视频分析和现场保护解决方案），可以进一

步增强态势感知。两个系统之间的无缝集成极大地提

高了现场安全性。

提高效率，减少错误

良好定义的安全策略对于在重要环境中实现安全运

行至关重要。需要为各种可能的事件和情景拟定详

细的动作和响应计划。Siveillance Vantage 完全符合

特定企业的安全政策，支持基于角色的用户权限管

理概念，为管理日常事务、对时间要求苛刻的过程、

危机和紧急情况定义了适当的动作和对策。这样极大

地缩短了事件响应时间，并可降低决策过程中的潜在

错误。

 

 

西门子品质

西门子在安防解决方案的开发、解决方

案设计、工程设计、实施、维护和监控

方面拥有数十年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

更有效地满足您的所有安防需求。通过

该模块化可扩展解决方案，可确保重要基

础设施的运行安全性、可靠性和连续性。

优势

• 重要基础设施、

工业综合体和校

园适用的综合命

令与指挥解决方

案

• 全面的态势感知

• 完全可定制，以

匹配所有相关的

安全策略

• 基于预案的决策

支持，提高了效

率，同时可最大

限度地减少错误

• 成熟的冗余系统

概念，可实现高

可靠性，避免停

机

• 通过基于 web 的

用户界面和图形

可视化，轻松实

现操作

• 综合的服务组

合，能够在整个

生命周期中为您

提供支持

智能命令与指挥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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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日益增多、城市化进程、全球气候变暖、及资源日趋匮乏等问题，

使地球及人类生活发生着空前的变化。针对这些问题，人们不得不重新思

考来面对这些挑战。如何实现效率最大化至关重要，但除了更高效率的使

用能源及电力之外，人们对生活舒适度的要求也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对

安全性、可靠性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就我们的客户而言，成功与否取决

于他们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西门子可以提供答案！

 

“我们是节能、安全楼宇及基础设施领域值得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

此文件中包含对可选择技术参数的一般描述，个别情况中可能不会出现。

因此在合同中应该针对具体项目特别指出其所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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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号

 市府恒隆广场41层

电话： 024 - 8251 8111

上海： 上海杨浦区大连路500号西门子上海中心

电话： 400 616 2020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208号

 天河城侧粤海天河城大厦8-10层

电话： 020 - 3718 2222

西安： 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156号

 西安软件新城二期A10，2层

电话： 029 - 8831 9898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华二路219号

 天府软件园C6栋1/2楼

电话： 028 - 6238 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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