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CL执法取证整体解决方案

为人民 ·  警察服务



www.tcl-cctv.com01

全球化浪潮中
新兴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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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ative Life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化的智能产品制造及互联网应用服务企业集团，整体在深交所上市（SZ.000100），旗下

另拥有三家上市公司： TCL多媒体电子（01070 .HK）、TCL显示科技（00334.HK）、通力电子（01249. HK）。同

时，翰林汇（835281）在新三板挂牌。

2017年TCL品牌价值达806.56亿元人民币，连续12年蝉联中国彩电业第一品牌。

TCL新技术（惠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隶属于TCL集团旗下商用系统业务群，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执法记录仪研

发、生产、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TCL即The Creative Life 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意为创意感动生活。

企业愿景
为用户提供极致体验的产品与服务，让生活更精彩

企业价值观
用户至上   开放创新  合作分享  诚信尽职

企业使命
为用户创造价值    为员工创造机会
为股东创造效益    为社会承担责任

经营策略

提升技术能力、工业能力、全球化能力，强化以用
户为中心的营运与服务能力

企业精神
敬业    诚信    团队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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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年的执法图像采集与系统平台管理专家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TCL研发生产出第一台单警执法视

音频记录仪SDV 01

TCL执法记录仪正式在中国销售

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人员配备

TCL执法记录仪

TCL中标中国第一个执法记录仪产

品万台采购项目

符合行业标准的新一代执法仪SDV 

03上市

TCL执法记录仪产品申请多个

国家专利

TCL推出中国第一款一体式单

兵执法设备，并命名“现场执

法仪”

TCL第一个制订执法记录仪产

品企业标准，并通过公安部第

一研究所检测

TCL成为公安部社会公共安全

应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

一个企业界委员单位，协助公

安部起草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

仪第一个行业标准

TCL执法记录仪产品销量

达到8万台，市场占有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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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2

2015

20162014

2017

TCL推出防水等级最高、防摔

级别最高、全高清的SDV 06执

法记录仪

TCL推动执法仪及相关产品新

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TCL首推IP68、超大广角、超

远夜视 SDV 07执法记录仪

TCL推出符合新标准要求的执法记

录仪T3、T5和业内第一款嵌入式

系统的便携式采集工作站W1

TCL正式推出警云平台、

TMS02数据采集终端

TCL推动警云执法整体解决方

案和系统平台的全面革新

TCL推出了内置GPS+北斗定

位功能的记录仪S7和业内最高

IP防护等级的便携式采集工作

站W2

入围012采购目录及各省厅采购

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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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特点 
1.系统能全面覆盖目前国内的视音频记录设备、采集工作站和小型软件平台的接入和管理。

2.系统能与目前各省市使用的执法办案系统、110接处警系统、六合一平台、各种执法监督系统实现无缝对接。

3.系统基于云技术的存储模块，能满足执法系统海量存储的需求；视频数据能根据业务数据的属性进行分类管理。

4.能解决目前执法记录仪品牌多，管理难，考核难的痛点，确保执法资料不滥用、不删改、不外泄。

5.独立健全的安全模块保障数据传输安全，使用过程始终形成日志，做到有迹可循责任可溯。

6.结合执法业务流程，贴近实战需求，有效解决了操作使用繁琐问题，真正为民警减负。

客户端

工作站

客户端

工作站

基层单位

警云平台 存储服务器 区县客户端

管理员 领导

区县客户端

区县单位

地市州单位

警综平台警云平台 110接处警 存储服务器 地市客户端

管理员 领导

省级单位

110接处警警综平台 执法办案系统 六合一系统警云平台 省级客户端

管理员 领导

 www.tcl-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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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完善的前端设备

执法记录仪

4G实时
执法记录仪

警云数据
采集工作站

便携式
采集工作站

警云数据
管理平台

4G实时监控
管理平台

智能先进的采集工作站 简洁高效的管理平台

开放多样的对外接口 独立健全的管理模式 安全可靠的数据传输

TCL执法取证解决方案的优势

 www.tcl-cctv.com

执法取证
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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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工作规定》设计

●   数据接口符合GA/T947-2015《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

●   采用B/S架构，无需安装客户端即可访问权限内的电子证据

●   采用模块化设计，为众多执法行业提供个性化选择

●   警云存储利用云技术，适应大规模项目的高清视频数据存储和分析

●   权限访问和审批机制，有效的保护了电子证据的安全和完整

●   多层架构技术将控制界面、业务逻辑和数据映射分离，实现灵活、快速响应业务变化对系统的需求

随着大数据、信息云等新一波信息技术浪潮席卷全球，众多国家把大数据、信息云列为国家战略，谁能从数据中掘金，谁就能掌

握主动。TCL基于行业用户的深度需求，率先提出了“警云”的概念并自主开发了警云数据管理平台。

警云系统通过前端采集系统、数据采集终端（硬件）、服务接口对接和后端管理系统四大部分的协同配合，有效的解决了数据导

入、数据分类、数据调用等问题，提高了工作效率，实现了电子证据的云端存储、智能管理等功能，为执法人员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

平台特点

系统概述

 www.tcl-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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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数据下发/数据分类/数据编辑/案件关联/数据刻录

该模块能对海量的执法数据进行检索、查找、回看的基础功

能外，还能更深入的对执法数据进行管理，如视音频文件的

分类、关联、重要等级、外部导入、外部关联等扩展功能。

数据管理模块

警员统计/部门统计/分类统计/导入时间统计/排名统计/趋势分析/

上传及时性统计/勤务统计/数据导出；

该模块是将执法记录仪采集的证据进行科学的整理与计算，从而

生成一种用户关心的、直观的数据形式，并以图文结合的模式展

现出来。

统计分析模块

用户管理/部门管理/用户权限/角色管理/安全模块/双重验证

用户管理模块能根据部门职责、个人职责、执法职能来对用

户信息进行添加或删改，能对每一个角色的权限能细化处理

，便于执法机关进行分层分级管理，有效的杜绝了数据泄露

，同时也保障了数据访问的安全性与完整性。

用户管理模块
执法仪设置/执法仪配对/工作站设置/工作站状态监控/工作站远程

管理/工作站运维管理；

该模块主要包括了完备的执法仪管理、工作站管理及相应监控功

能，涵盖了设备日常运行设置的方方面面。

设备管理模块

磁盘空间/系统日志/系统升级/网络设置/自定义设置；

该模块通过对工作站进行系统参数的设置从而保证采集前

端、数据存储、系统运行等方面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为平

台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系统设置模块
站内发布/工作站发送/日志记录/添加图片分析；

该模块主要解决了站点内与站点间的信息互联互通的问题，信息可

以通过站内发布与工作站发送两种形式发布到指定的部门，也可以

由总控中心进行全局发布。

信息发布模块

北斗/GPS双模块；地理位置定位，GPS轨迹回放、实时定位/高清实时视频回传

该模块采用离线电子地图引擎，能在无网络情况下区域地图显示，地理位置定位，轨迹回放等功能，地图能支持20级缩放分级显示

，最小分辨率能达到10米以内，该模块有效的节省了网络资源并提高了系统响应速度。系统还能基于定位系统和4G模块进行二次应

用开发，实现在线考勤、电子围栏、案件研判等功能。

4G和GIS信息模块

平台架构

运 

行 

管 

理 

体 

系

应用层

服务层

储存层

采集层

硬件层

视频查询 视频查询 视频查询 视频查询 视频查询 其它..

视频管理 接口服务 视频分类匹配服务 权限管理

流媒体服务 视频采集服务 视频上传服务 其他服务

数据库

存储

分布式存储、统一访问地址

县级存储 市级存储 ...

执法记录仪

采集站
办案区音视频 交巡警音视频

支大队已有
视音频监控 其它

数码相机/DV警务通

信 

息 

安 

全 

体 

系

执法记录仪 其它影像采集设备

 www.tcl-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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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机型推荐

TCL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仪   

●  2英寸高清高亮显示屏

●  本机电池容量1850mAh

●  支持连续摄录时间≥5h

●  四颗夜视红外灯，7米可辨15米可见

●  全高清1920×1080，2000万有效像素

●  支持外接耳机、外接GPS模块

●  支持60倍变焦、×64快进/退、5张连拍等

专业数据接口

可支持外接GPS模块

IP67级别防尘防水 3米跌落

水平广角120° 15米红外夜视

120°
15M

IP-67

DSJ-TCL3AB1 （原DSJ-3A）



 www.tcl-cctv.com 10

TCL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仪

公安部入围型号推荐

2英寸LCD高清显示屏IP68级别防尘防水 3米跌落

超长待机 15米红外夜视

IP-68

15M

水平广角120°

120°

●  2英寸高清高亮显示屏

●  本机电池容量3200mAh

●  支持连续摄录时间≥8h

●  四颗夜视红外灯，6米可辨20米可见

●  全高清1920×1080，2000万有效像素

●  支持外接耳机、外接GPS模块

●  支持一键摄录、一键切换、重要标记等

DSJ-TCL8AB2 （原DSJ-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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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仪   

●  2英寸高清高亮显示屏

●  本机电池容量3200mAh

●  支持连续摄录时间≥8h

●  八颗夜视红外灯，红外覆盖率≥70%

●  全高清2304×1296，3600万有效像素

●  支持HDMI输出、外接耳机

●  支持一键摄录、一键切换、重要标记等

DSJ-TCLT3A1 （原DSJ-T3）

2英寸LCD高清显示屏IP68级别防尘防水

超长待机 水平广角125° 15米夜视

IP-68

15M

G-sensor动态传感器

G

公安部入围型号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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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仪

●  2英寸高清高亮显示屏

●  可更换电池容量1900mAh

●  支持连续摄录时间≥9h（2pcs电池）

●  六颗夜视红外灯，红外覆盖率≥70%

●  全高清2304×1296，3600万有效像素

●  支持外接耳机、外接GPS模块

●  支持一键摄录、一键切换、重要标记等

DSJ-TCLT5A1 （原DSJ-T5）

镭射定位 172°广角镜头 白光照明

2英寸LCD高清显示屏IP68级别防尘防水

IP-68

3米跌落

公安部入围型号推荐



新品上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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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仪   

●  2英寸高清高亮显示屏

●  本机电池容量2500mAh

●  支持连续摄录时间≥8h

●  六颗夜视红外灯，红外覆盖率≥70%

●  全高清2304×1296，3600万有效像素

●  内置GPS模块、支持外接摄像头

●  支持一键摄录、一键切换、重要标记等

DSJ-TCLS7A1/DSJ-TCLT7A1

IP-68

130°

IP68级别防尘防水 镭射定位

白光照明

水平视角130°

内置GPS+北斗定位模块 可外接摄像头



新品上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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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便携式采集终端

●  采用东芝最高监控级硬盘

●  8个接口+4个USB采集口

●  采用14寸电容触摸显示屏

●  配备工业级RJ45千兆网卡

●  专利外观ID结构MD设计

●  自动上传/清空/充电/校时

●  兼容新标准各品牌执法仪

ZCS-TCLW2

箱体防护IP68

自定义优先采集口8+4数据采集口

Windows操作系统

智能声光报警

14寸电容触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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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警云数据管理终端

●  采用东芝最高监控级硬盘

●  20个接口+1个优先接口

●  采用19寸红外触摸显示屏

●  配备工业级RJ45千兆网卡

●  专利外观ID结构MD设计

●  自动上传/清空/充电/校时

●  兼容新标准各品牌执法仪

●  通过MBTF无故障时间检测

●  支持拓展刻录功能UPS加装

ZCS-TCLW5/W6

数据Raid防丢失

抗氧化表面处理

触摸式操作

刻录功能（选配）

专利结构设计

UPS电源支持（选配）

O2

公安部入围型号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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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旧检测标准存在差异，产品数据仅供参考，项目请以实际检测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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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防护等级 IP67 IP68 IP68 IP68 IP67

防摔高度(m) 3333 3

裸机重量(g) 130 160 168 115 156/151

外形尺(mm) 93.1×58.8×29.4 93.6×56.8×35.7 96.0×62.2×31.8 66.7×54.4×31.9 86×56×27.5

录像性能

1920×108(30fps)  
1280×720(60fps)

848×480  (60fps)
848×480(30fps)

1280×720 (60fps)

720×480  (30fps)

2304×1296(30fps)
1920×1080(30fps)
1280×720(60fps)

1280×720(30fps)
 848×480(30fps)

2304×1296(30fps)
1920×1080(30fps)
1280×720(60fps)

1280×720(30fps)
 848×480(30fps)

2304×1296(30fps)
1920×1080(30fps)
1280×720(60fps)

1280×720(30fps)
 848×480(30fps)

拍照性能 3600万有效像素 2000万有效像素 3600万有效像素 3600万有效像素 3600万有效像素

摄影格式 MP4 H.264 MP4 H.264 MP4  H.264 MP4 H.264 MP4 H.264

照片格式 JPEG JPEG JPEG JPEG JPEG

录音格式 WAV WAV WAV WAV WAV

内置GPS 无 无 无 无  
（S7机型）

内置 GPS+北斗定位

红 外 灯 欧司朗定制型红外灯

夜视效果 6米可辨15 15米可见 6米可辨 米可见 7米可辨15米可见 7米可辨15米可见 7米可辨15米可见

镜头广角 120° 120° 127° 124° 130°

对焦范围 5cm-无穷远 5cm-无穷远 5cm-无穷远 5cm-无穷远 5cm-无穷远

显 示 屏 2英寸 高清高亮显示屏

存储容量 16G/32G 16G/32G/64G16G/32G/64G 16G/32G/64G 32G/64G

兼容系统 WIN7/WIN8/WIN10

设备接口
Mini_USB 接口

耳机接口
外接GPS接口 

航空

旧标准型号

新标准型号

DSJ

DSJ-TCL3AB1 DSJ-TCL8AB2 DSJ-TCLT3A1 DSJ-TCLT5A1 DSJ-TCLS7A1/
DSJ-TCLT7A1

-3A DSJ-8A DSJ-T3 DSJ-T5 DSJ-S7/DSJ-T7

12芯接口

Mini USB接口
耳机接口

外接GPS接口

21芯接口

MiniUSB 接口
耳机接口

HDMI接口

 Mini USB接口
耳机接口

多功能接口

Mini USB接口
AV-IN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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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产品型号 ZCS-TCLW5 ZCS-TCLW6 ZCS-TCLW2

接口数量

C P U 英特尔(Intel)高速处理器 英特尔(Intel)高速处理器 英特尔(Intel)四核处理器

内    存 4G内存 支持8G 4G内存 支持8G 4G内存 支持8G

硬    盘 容量4T/8T/12T/16T/28TB可选
（支持Raid）

20台执法记录仪接口 
+1个优先采集口

20台执法记录仪接口 
+1个优先采集口

8台执法记录仪接口
+4个USB扩展采集口

容量4T/8T/12T/16T/28TB可选
（支持Raid） 2T 硬盘（标配，可扩展）

主    板 专业工控主板 专业工控主板 专业工控主板

显 示 屏 19英寸液晶显示屏 19英寸液晶显示屏 14英寸液晶显示屏

触 摸 屏 红外触摸屏 红外触摸屏 电容触摸屏

供电电源 500W服务器电源 500W服务器电源 外接电源适配器

扬 声 器 内置，有声回放、系统报警 内置，有声回放、系统报警 内置，有声回放、系统报警

平台系统 Windows7（64位） Windows7（64位） Windows7（64位）

应用软件 TCL警云数据管理系统 TCL警云数据管理系统 TCL警云数据管理系统

体    积 510×386×1642(mm) 510×386×1642(mm) 472.0×413.0×216.0(mm)

重    量 约45（Kg ） 约47（Kg ） 约16（Kg）

电源接口 输入AC 220V/ 50HZ 输入AC 220V/ 50HZ 输入AC 220V/ 50HZ

网络接口 RJ45千兆网络接口 RJ45千兆网络接口 RJ45千兆网络接口

软件加密 License License License

兼 容 性 可兼容主流品牌执法仪 可兼容主流品牌执法仪 可兼容主流品牌执法仪

刻录功能 无 支持 可选配外置刻录

UPS功能 无 支持 无

因新旧检测标准存在差异，产品数据仅供参考，项目请以实际检测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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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新技术(惠州)有限公司以“为用户提供最好的服

务”为宗旨，向客户提供“诚信、便捷、热情、专业”

的服务。

服务支持体系

选 配 件

24H服务热线    4009-123456

GPS模块

T5镂空夹

短背夹

曲背夹长背夹 万向背夹

皮带组件

注：以上配件请以实物为准。

外置摄像头 鳄鱼夹

车把支架夹 车载吸盘夹 背带夹



TCL新技术（惠州）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国际E城D1栋
网址：www.tcl-cctv.com

24H服务热线：4009-123456

注：产品以实物为准，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公安部社会公共安全应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

《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仪GA／T947-2011》主要起草单位

《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GA／T947-2015》主要起草单位

《大型活动用液晶彩色监视器通用规范GA／T1084-2013》主要起草单位

警用装备   系统解决方案专家

TCL警用装备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