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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视频监控系统更加趋于网络化和智能化，但视频监控系统也存在不足，它与传统的信号采集和控制系统相

对独立，耦合度差。本文提出了在Nodejs软件平台下，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和实时信号监控系统的融合统一。通过两
系统的集成与互动使得远程的监控操作更加便捷，信息的判断更加直观和准确。重点阐述Nodejs平台下两系统融合
的方法，网络摄像头通讯接口的封装，基于WebSokcet技术的实时视频数据传输，以及基于Canvas前端视频流的显
示等。在TMSR研究堆的实验室安全监控系统中的应用，为核能项目的实验开展提供了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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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Remote Video and Signal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Node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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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 tends to be networked and intelligent. But the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 also has some
shortcomings, that is, it is independent of the traditional signal acquisi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nd degree of coupling is poor.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video monitoring system and real-time signal monitoring system under the Nodejs
software platform.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e two systems, the remote monitoring and operation is more convenient and the information judgment is more intuitive and accurat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ethod of two system fusion under
the Nodejs platform, the encapsul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of the webcam, the real-time video data transmission based
on the Websokcet technology, and the display of the video stream based on the Canvas. The application in the laboratory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of the TMSR Project provides a safety guarantee for the nuclear powe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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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视频监控系统经历了由模拟到数字的转变，目前发展
到第三代，通过利用多媒体压缩算法，网络通讯以及人工
智能，更加趋向于网络化和智能化[1]。

伴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进步，大型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的平台融
合、信号联动[2-4]逐渐成为可能。
在电力行业和轨道交通行业初步解决了系统间人为切
换，但没有互动的情况 [5,6] 。解决方案是SCADA系统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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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处理，通过事件的方式触发执行机构动作，同时通过联
动服务器弹出视频画面，观察事件处理状况。这种简单的
互动不具有视频监控系统纵深层次的优化和横向平台扩展
的设计理念，况且越来越多的需求体现在视频、环境、生
产、运行等全面信息的深度融合。
解决平台间信息的深度融合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统一
的平台下能同时支持SCADA通讯协议和视频传输通讯协
议；拥有事件处理机制，能实现两系统之间的事件传递；
拥有可靠的数据传输通道，解决客户端信号数据和视频数
据的传输；拥有前端的数据渲染能力，能同时渲染实时变
量数据和视频流数据；具有深度融合所需要的数据处理，
图像处理、智能算法能力。
Nodejs平台具有以上描述的系统集成和深度融合的能
力。首先，它是一个让JavaScript运行在服务端的开发平
台，采用Google-V8引擎作为编译器，使得JavaScript的执行
速度远超Ruby、Python等脚本语言；另外，Nodejs具有开发
实时监控系统的能力，它采用事件驱动、异步编程、非阻
塞模式的IO处理工作机制，为其带来在相对低系统资源耗
用下的高性能与出众的负载能力，非常适合用作依赖各种
IO资源的中间层服务，可完美解决数据IO密集型、分布式
部署环境下的实时应用系统[7-9]。
其次，Nodejs具有强大软件包管理工具npm，它的在线
代码库包含功能齐全的代码模块，如项目中使用的Web网

图1 实验室监控系统软件架构
Fig.1 Laboratory monitoring system software architecture

站架设模块Express，WebSocket通讯模块socket.io，EPICS
libCA接口模块，node-epics、OpenCV算法模块等都可以通
过npm管理器安装[10,11]。
再者，Nodejs可以通过FFI（Foreign Function Interface）
调用本地C/C++链接库，把视频采集、解码、算法处理等集
成到平台之下[12,13]。
本系统的开发就是基于Nodejs平台，把Web网站服
务，EPICS监控系统，视频采集融合在一起。结合中科院
TMSR（Thermal Molten Salt Reactor）核能项目，完成一套综
合实验室安全监控系统的开发。该系统实现了对项目内的
放射化学、熔盐化学、高温材料、同步辐照、电解制氢、
集热传热等实验室内环境、设备安全、火警、视频等信息
的一站式监控[14]。

1 系统结构

可以让服务器主动并且不断推送信息，来传送实时性动态
数据[16,17]。
系统通过socket.io建立客户端与服务端的TCP连接对
象，通过IP地址和端口号，规定目标服务器。服务器在接
受到来自客户端的请求之后就会建立相应的长连接来发送
实时数据。
系统服务器端与第三方实时系统通信来获取实时的数
据，其中包括火灾警报系统，EPICS实时信号监控系统和视
频监控系统。与火灾警报系统的通信依赖于Modbus接口，
与EPICS实时信号监控系统的通信依赖于libCA接口，而与
视频监控系统的通信依赖于视频软件供应商提供的SDK[18]。
node-ffi是一个Nodejs的第三方功能模块，本质上是一

如图1所示，本系统中使用Express框架建立Web网

个已经将Google-V8封装好的专门用来调用动态库/静态库

站。Express是由Nodejs提供的一款精简、灵活的Web开发框

的功能插件。本系统所使用的node-modbus和node-epics模

架。它提供了路由，模块支持，模板引擎，以及中间件等

块的内部机制就是利用node-ffi对相应接口的封装，使其能

相关功能[15]。

在Nodejs环境下运行。但是本系统的视频软件的SDK并没有

系统服务器通过两种方式与客户端进行通信：一种是
HTTP协议。客户端发送Get请求或者Post请求，HTTP服务

可以在Nodejs环境下运行的API，所以必须手动利用node-ffi
对相应的SDK进行封装并加以利用。

器在接受到请求时，通过路由机制以及中间件处理，来传

系统在客户端通过JQuery、Angular、Echart、DataTable

送页面静态数据；另一种是WebSocket协议。这种协议通过

等基于JavaScript的框架进行数据可视化，通过Canvas来进

一次握手，建立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一条可复用的通道，

行视频图像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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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实时预览流程图
Fig.2 Real-time preview flowchart
图3 实时视频监测实现流程图
Fig.3 Real-time video monitoring implementation flowchart

2 系统实现
2.1 SDK视频接口封装
本系统的视频软件SDK提供了视频图像采集和视频播

端口号、用户名、密码等参数以供完成相应的设备注册，
从而获取相应设备的使用权限。

放控制的软件开发包。它们提供了可以供C/C++、C#和Java

NET_DVR_SetExceptionCallBack_V30函数用来捕捉异

调用的API，但并没有提供JavaScript调用的API。因此，需

常信号。此函数基于事件驱动，如果产生异常信号则触发

要通过node-ffi封装相应的API以供JavaScript调用。封装好

其回调函数fExceptionCallBack来进一步处理异常信息。

的API就可以在Nodejs平台上直接调用并且进行功能模块的

NET_DVR_RealPlay_V40接口函数用于启动预览，此函

开发。

数通过传入注册设备时返回的句柄来获取需要播放的视频

2.1.1 程序实现流程

数据的内存空间，也是基于事件驱动，每当产生视频流数

SDK提供了设备网络SDK和播放库SDK。设备网络SDK

据时，触发其内部回调函数fRealDataCallBack。

主要提供了实时码流预览、录像文件下载、云台控制、日

为了便于视频图像的显示与传送，要求所有的视频帧

志管理、格式化硬盘、参数配置等相关功能的开发模块。

图像数据以JPEG格式进行编码，同时JPEG格式数据必须

播放库SDK主要用于播放控制的相关功能的开发。

存于内存中，SDK提供了相应的内存抓图接口函数PlayM4_

如图2所示，本系统主要起到实时监测的功能，故调用
SDK中的实时预览功能开发流程。根据实时预览流程完成
程序实现流程，如图3所示。
首先，需要通过NET_DVR_Init函数完成对设备的初始

GetJPEG。
为了调用此接口函数，需调用播放库接口函数PlayM4_
SetDecCallBack，此函数将图像帧数据转交给内部回调函数
DecCBFUN来处理，在DecCBFUN内部调用PlayM4_GetJPEG

化，包括网络初始化和内存预分配等。之后设置设备连接

将视频图像数据编码成JPEG格式。

时间（NET_DVR_SetConnectTime）和设置设备重连次数与

2.1.2 数据类型封装

时间（DVR_SetReconnect）。
运行注册函数(NET_DVR_Login_V30)需要传入设备IP、

Nodejs是基于JavaScript运行的平台。JavaScript的变量
基于弱类型，变量在声明时并不需要说明其类型。它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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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类型只有在初始化时，才得以确定。同理，它的函数的
返回类型以及参数类型在函数声明时不需要确定，只有调
用函数，传入实参时，类型才能够确定。而C/C++的变量
是基于强类型，也就是变量在声明时就必须指明具体的类
型。对于函数声明也是如此，函数的返回类型以及参数类
型在函数声明时也必须确定。因此，通过JavaScript调用基
于C/C++编写的接口函数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变量类型的
封装与预声明的问题。
为了完成变量类型的封装，首先必须引入3个第三方功
能模块，分别是ref、ref-array与ref-struct。
安装完毕后，3个模块的文件包置入Express框架的
modules文件夹下，通过require函数引入即可使用。其
中，ref模块用于变量基本类型与指针类型的封装，ref-array
模块用于数组类型的数据封装与预声明，而ref-struct模块
则用于结构体的类型封装与预声明。
动态库调用：
通过ref、ref-array与ref-struct模块完成数据类型的封装
与预声明后，就可以调用node-ffi模块封装相应的动态库的
接口函数。
通用格式如下：

var NewFun=new ffi.Library(“动态库路径”,{
‘调用函数名1’:[‘函数返回类型1’,[‘形参类型
1’,‘形参类型2’,‘形参类型3’…]
})

图4 WebSocket连接建立流程
Fig.4 WebSocket Connection establishment process

连接信号。在连接完成之后，根据客户端的Get请求，调用
JavaScript库的API（getVideo），完成相应设备的视频图像

封装动态库接口函数需要输入以下参数：

数据的获取并编码（成为JPEG格式的图像）。然后通过io

1）动态库路径：SDK动态库所在路径。

对象的API（emit）发射图像数据，将图像数据发送到客户

2）调用函数名：为SDK动态库对应API的函数名。

端。最后在接收客户端发来的停止信号后，调用io的监听

3）函数返回类型：通过数据封装后，预声明的数据类

函数进行事件获取和视频推送停止处理。

型，用于定义函数返回类型。
4）形参类型：通过数据封装后，预声明的数据类型，
用于定义形参类型。
封装后的动态库利用之前声明的JavaScript实例
（NewFun）进行调用。

在客户端方面，通过在脚本中引入socket.io.js来初始
化WebSocket协议，之后创建Connect类用于连接服务器，
并且在实例化Connect对象时通过传入IP和端口号的方式确
定需要连接的目标服务器，在Connect类内部创建监听函
数用于监听来自于服务器的连接成功事件和视频图像数据

通过这种通用格式，封装实时预览开发模块中需要

传送成功事件，在播放确认（submit）后，发送基于HTTP

的API，通过这些API完成实时预览的功能开发，将功能

的Get请求至服务器，HTTP服务器在接收到Get请求后，调

模块封装成JavaScript库，对外生成可以直接调用的API

用相应的库函数，并利用WebSocket协议发送视频图像数

（getVideo），通过向此函数中传入设备IP、端口号、用户

据到客户端，客户端接收到视频图像数据后，调用Socket.

名以及密码，直接通过它的回调函数输出JPEG格式的视频

on(‘Canvas’,fun(data))所定义的事件回调函数，对收到的

图像数据并加以处理。

视频图像数据进行处理和显示。如希望停止播放，发送停

2.2 TCP/WebSocket建立

止信号至服务器，对应的调用Socket.on(‘disconnect’,fun())

如图4所示，系统使用基于Nodejs的第三方功能模块
socket.io建立TCP/WebSocket连接。连接需要从客户端和服

来做停止播放后的后续处理。

2.3 视频数据显示

务器两方面进行建立，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可以双向传送

Canvas是HTML5的新引进的一个标签，主要是提供了

数据的通道，该通道在一次连接之后便可以复用，完成数

画布的功能，开发者可以使用Canvas以及其提供的API，

据实时推送，事件的监听或者事件的发射。

在画布上绘制想要绘制的图像，也可以将BMP图像以及

在服务器方面，先实例化socket.io，生成对象io。利用

JPEG图像，直接在Canvas画布上直接显示。当然Canvas本

io提供的API（io.listen）监听HTTP服务器，等待客户端的

身没有画图的属性，它是通过获取绘制上下文（Re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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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TMSR视频监测系统页面图
Fig.6 TMSR Video monitoring system page diagram

height)

2.4 信号联动与系统实现
如图5所示，本系统基于Nodejs集成火灾警报系
统，EPICS信号监控系统以及视频监控系统，在客户端登
陆后，系统需获取火灾警报信号，EPICS实时数据以及实
图5 信号联动交互图
Fig.5 Signal linkage interaction diagram

时视频图像数据。通过HTML5，CSS等渲染工具，以网页
的形式将数据显示以供给用户查看。在火灾警报系统或
EPICS实时系统发出异常信号时，系统通过Nodejs服务器将
信号加工之后发送给客户端，客户端浏览器弹出新的浏览

Context），并利用这种绘制上下文来进行绘图或图像显
示。Canvas的绘制上下文，现今有两种：Canvas2D所提供
的API和WebGL所提供的API，前者往往用于绘制2D图像和
2D图片显示，后者主要应用于绘制3D图形[19]。考虑到实时
视频监控系统本身特点，这里选用Canvas2D来显示图像。
在服务器接收到来自摄像头的视频图像数据后，为了

界面，之后新的浏览界面发送Get信号给Nodejs服务器，在
服务器获取到发送出异常信号的实验室视频数据后，通过
WebSocket协议将实时视频图像数据发送给客户端。客户端
新界面接收到图像数据后，通过Canvas显示实时视频，如
图6所示。

3

小结

方便Nodejs进行调用和处理，系统利用Nodejs所提供缓冲区
技术（buffer）来接收并封装视频图像数据。通过buffer提供

本文着重阐述Nodejs平台下两系统融合的方法，网络

的编码功能将视频图像数据转化成base64格式的字符串，

摄像头通讯接口的封装，基于WebSokcet技术的实时视频数

以方便客户端显示和数据推送。

据传输，以及基于Canvas前端视频流的显示等。在TMSR研

在客户端接收到base64格式的JPEG图像数据后，利用
Canvas提供的API进行图像实时显示。

究堆的实验室安全监控系统中的应用，为核能项目的实验
开展提供了安全保障。

基本实现流程如下：
1）通过标签的ID获取canvas对象
var canvas=document.getElementById(‘videostream’)
2）获取Canvas2D的绘制上下文
var context=canvas.getContext(‘2d’)
3）创建图像对象来接收来自服务端的视频数据
var imageObj=new Image()
4）通过图像源的方式，将base64编码的JPEG格式的图
像数据嵌入到图像对象中
imageObj.src=“data:image/jpeg;base64,”+data
5）将图像数据通过Canvas2D的绘制上下文进行显示
context.drawImage(imageobj,0,0,context.width,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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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优化设计方案可行性分析
优化后，当APP信号触发后，1/2 APP信号回路失电，
1/2 BFK4继电器失电，1/2 TIMER继电器失电，6BS2和10BS2
失电，75号供电端子将24V供电通过10BS2模件a12端子

51

改信号线，无需新增设备，改造范围小，易于实施，能够
有效避免单一设备故障导致机组降功率。

4

结束语

（1714信号线）输入，c12端子（1717信号线）输出到6BS2

本优化方案针对反应堆控制保护系统单一设备故障将

模件a28端子（1717信号线），从6BS2模件c28端子（1713

导致机组降功率潜在隐患问题，优化改进了APP信号执行

信号线）输出发送到TXP系统触发汽轮机主调门关信号。

回路逻辑，在不影响系统安全功能的基础上，避免了单一

正常运行期间，当6BS2模件失电故障，10BS2模件正

设备故障误触发汽轮机主调门动作，提高了系统的运行可

常运行时，10BS2模件内部继电器得电，a12-c12端子为断

靠性，保障了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该优化方案对VVER型

开状态，24V供电信号无法发送到TXP系统，不会触发汽轮

核电机组的改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推广应用前景。

机主调门关信号。同理，当10BS2模件故障，6BS2模件正
常运行时，也不会触发汽轮机主调门关信号。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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