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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牌照自动
识别

本文档概述了使用 Aimetis Symphony 软件成功规划和部署牌照自动识别 (ALPR) 系统所需的步骤。ALPR 安装相比传统    

CCTV 安装具有更苛刻的图像要求；因此，图像必须符合特定标准以准确读取牌照。其中包括牌照像素大小、对比度、 

照明条件、动态模糊和曝光量。本指南提供了符合条件的图像示例和提示，来帮助您最大限度利用 ALPR 系统。

• 概述和使用

• 图像标准

• 摄像头视野范围

• 安装所有 ALPR 组件

• 在 Symphony 中设置牌照识别视频分析

• 使用 Symphony 中的 LPR 菜单

• 支持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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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和使用

 

概述和使用
牌照识别通过 Aimetis Symphony 可用作牌照自动识别 (ALPR) 附加组件。可与网络视频配合使用，并用于检测牌照并    

编制索引。使用视频编码器可以将专业的模拟 ALPR 摄像头连接到 Aimetis Symphony。

主要功能
• 可识别并记录不同国家/地区的牌照。

• 可搜索牌照。

• 可以使用列表启动牌照各种子集上的警报。

• Aimetis Symphony 可用于直播视频流和已录制视频流。

使用场景

ALPR 可用在车辆最大行驶速度为 30 kph (19 mph) 的环境中。该产品不能用于移动监控。借助 720p 网络摄像头，每

个摄像头 （例如 Axis P1344）可以分析多达 2 个车道的交通情况，并且其图像均能达到质量要求。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见图像标准。 ALPR 能够实时分析视频；因此，无需外部触发器。

一般使用场景包括：

• 停车场收费或辅助管理访客

• 交通管制

• 跨界

• 用于记录使用模式的营销工具

最低系统要求

若要每秒处理 12 个图像 （跨所有 ALPR 摄像头），建议使用达到以下要求的系统：

• CPU：英特尔双核 3Ghz 或更高

• 内存：2GB

• 硬盘空间：250MB

• 操作系统：Windows® XP 或更高

• 牌照自动识别许可

• 用于硬件密钥的 PCI 插槽 （若使用 USB 密钥，则无需该插槽）

如果每秒需要处理的图像多于 12 个 （跨所有连接的 ALPR 摄像头），请联系 Aimetis 获取多核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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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标准

  

    

    
优化服务器性能 

ALPR 仅使用一个 CPU 内核；因此，在处理 ALPR 视频时，不会在所有内核上使用多核处理器。最好的做法是，使用时钟   

速度较快、内核较少的处理器，而不是使用时钟速度较慢、CPU 内核较多的处理器。建议使用快速双核处理器。每台服 

务器可运行的 ALPR 摄像头数量取决于 CPU 内核的速度、每个摄像头的每秒帧数 (FPS) 和发送到 ALPR 进行处理的分析图   

像大小。通常， 1 个 CPU 内核可以处理帧速达 12 FPS 的摄像头。举例来说，这表示它可以处理 2 个帧速为 6 FPS 的摄像   

头，或者处理 12 个帧速为 1 FPS 的摄像头。

图像标准

优质图像示例
以下分别是夜晚和白天的优质图像。为获得最佳效果，可以将这类图像用作范例。在良好的照明条件下，可以使用

网络摄像头；然而，在弱光条件下，可能需要使用外部光源 （如红外照明灯）来避免车前灯的干扰。在更具挑战性

的环境中，可能需要使用专业 ALPR 摄像头。

可在不影响 ALPR 视频流的情况下同时运行其他视频引擎。ALPR 仅占用一个 CPU 内核，因此其他 CPU      

内核可用于其他视频引擎。因此，可以在同一台服务器上成功实现 ALPR 摄像头和非 ALPR 摄像头的    

同时运行。

对于含拉丁字符的牌照，建议使用 32 像素高度。对于不含拉丁（阿拉伯语、中文）字符的牌照，建  

议使用 40 像素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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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标准
劣质图像示例

避免出现下列图像 说明

空间分辨率较差。牌照上的字符太小。含拉丁字符时，图像的最小字符大小是 16 像素高度、 
2 像素线宽。不含拉丁字符（阿拉伯语、中文、泰语、韩语）时，图像的最小像素高度是 20 像   
素、 2 像素线宽。

模糊图像。

低对比度。牌照的背景和字符间需保证最小灰度差异。

过度曝光。

弱光条件（阴影和强光）。

高度失真。

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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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视野范围
摄像头视野范围

建议尽量直接在车道上安装摄像头，使它们保持在一条线上。这样可以确保视野范围内捕获到的车辆帧数最多，从

而能够轻松读取牌照。 

车辆与摄像头之间的距离应在 50 米 （160 英尺）以内。摄像头高度应在 3 ‐ 9 米 （10 ‐ 30 英尺）之间。摄像头角度

不应超过 30 度。 

如果不能在高处安装摄像头 （例如，在电线杆或路边安装摄像头），则确保摄像头角度不超过 15 度。

ALPR 成功检测牌照所需的每个摄像头的 FPS 数值取决于车辆行驶的速度。如果车辆停止，则每个摄

像头帧速达到 1 FPS 即可。如果车辆的行驶速度高达 30 kph (19 mph)，则每个摄像头的帧速可能需要

达到 10 FPS。视频至少需要达到 3 帧，才能清晰读取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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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说明

Aimetis ALPR 是 Aimetis Symphony 中附加的视频分析软件。需要服务器硬件密匙。

安装所有 ALPR 组件
1. 安装 Symphony 服务器和客户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Symphony 7.0 安装指南》。

2. 关闭运行的所有 Aimetis 应用程序。

3. 从 Aimetis Xnet 下载 LPR_Installer 并将其复制到桌面。必须将安装程序复制到您具有写入访问权限的驱动器上，因    

为安装程序在运行前会先将提取文件写入到磁盘中。

4. 在场中的所有服务器上运行 LPR_Installer.exe。场中的所有服务器都必须安装 LPR 组件，无论服务器是否装有运行   

LPR 视频引擎的摄像头。

5. 查看了“许可协议”窗口中的许可和担保信息之后，单击我接受许可协议中的条款。

6. 单击安装。

7. 您可能会收到一条信息，指示必须更新某些文件。默认状态下， “在用文件”窗口中的关闭并尝试重新启动所有应

用程序选项为选定状态。单击确定，开始安装过程。 

8. 若要退出设置，请单击完成。 

卸载：

1. 从“控制面板”的程序和功能中，选择 GX 完全卸载，然后单击卸载。完成卸载向导。注意: 如果是   

64 位操作系统的计算机， GX 完全卸载和 32 位 GX 完全卸载都必须移除。

2. 从“控制面板”的程序和功能中，选择 Aimetis Symphony ALPR 模块项目。选择卸载。

3. 重启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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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ymphony 中设置牌照识别视频分析  

   
在 Symphony 中设置牌照识别视频分析
必须将硬件密钥插入将要运行分析软件的服务器中。安装 LPR 安装程序包后，插入 USB 密钥或将 PCI 卡装入服务器。  

如果正在使用冗余，必须将摄像头切换到不可移动，或者将硬件密钥安装到摄像头可切换到的冗余组中的所有服务

器上。

任务 1：添加摄像头
1. 如果未设置摄像头，请按照 Symphony 联机帮助设备 ‐ 网络 (IP) 摄像头或视频服务器页的说明添加摄像头。

任务 2：设置分析
1. 登录服务器。单击设备 > 摄像头。选择您要运行 ALPR 的摄像头，然后单击编辑。

2. 在摄像头配置的附加组件部分，从已请求分析许可证列表选择 LPR 许可证并单击更新许可证。

3. 在摄像头配置的附加组件部分，将牌照自动识别选项切换至启动状态。单击配置。

4. 使用牌照配置选项所包含的信息，配置“概览”、 “处理面罩”和“牌照检测”区域中的选项。

5. 配置完成后，请单击确定并保存。

6. 在 Symphony 中设置规则以触发警报。定义生成警报的规则。

牌照配置选项

选项 用法

分析分辨率 分析帧时所采用的分辨率。按照选定的分析分辨率缩小摄像头所捕获图像的尺寸。缩小尺寸的做法能提高性
能，但会降低检测牌照的能力，特别是捕获分辨率相对较小的情况下。 
提高分析分辨率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

分析 FPS LPR 分析软件进行牌照分析所用的每秒帧数。输入范围为 1 至 10 的值。 
较低值设置：在车辆完全停止或缓慢行驶的停车场或大门口，设置为较低的值。 
较高值设置：在车速较快和/或牌照在摄像头中出现的时间很短的位置，设置为较高的值。
理想值设置：使用高帧速、高分析分辨率，以及小面罩。请注意，若 FPS 和分析分辨率较高，但没有使用面罩  
覆盖，则会导致性能下降。

简单模式 默认设置为开启。

用于牌照分
析的区域 

选择用于牌照分析的地理位置；一般指国家或大陆。如果没有列出您所在的区域、国家、州或省，则选择“默认
（无区域数据）”选项。如果您想尽力优化牌照识别速度，则选择“默认（无区域数据）”选项，如此可提供最高
识别速度；但是，将无法识别州、省和其他区域信息。重要信息！ “默认（无区域数据）”选项只能识别拉丁字
符。在同一台服务器上的所有摄像头中，此设置必须相同。

启用继电器 配置 LPR 响应继电器输入的方式。选择一个继电器设备和输入，配置是否允许 LPR 立即激活或在特定的持续输    
入时间后激活，然后设置 LPR 保持激活状态的持续时间。 

启用移动
检测

选中默认的启用移动检测复选框。通过仅在首次检测到移动情况时分析视频，该功能可减少 LPR 分析软件需  
要执行的处理量。要使此选项生效，您必须启用摄像头上的移动附加组件。不使用该功能时， LPR 分析软件将 
会不断分析视频，即使没有检测到移动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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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ymphony 中设置牌照识别视频分析  
正在处理
面罩

使用场景中一辆车的图像。分析图像大小基于移动面罩中定义的图像大小。例如，原始图像大小可能是 1280 x  
720，但仅有 400 x 300 被面罩覆盖且包含在分析范围之内。通常，部分图像可能会被面罩覆盖，以防止 LPR 分      
析软件分析整个图像。仅使用面罩覆盖可能会显示牌照的图像区域。这样可以提高 LPR 分析软件处理视频帧的  
速度。
仅将以黄色突出显示的区域用于检测牌照。
将不会报告出现在面罩覆盖区域以外的牌照。
面罩覆盖区域越小，可使用的帧速和分辨率越高。
当车辆离开面罩覆盖区域后，将会停止对牌照进行移动跟踪。

使用显示的视频图像，定义应在其中检测移动物体的黄色区域 （面罩）。 
选择分析选项可定义黄色面罩。
选择忽略选项可擦除黄色面罩上应忽略物体的区域。
大小滑块可调整笔粗细。

牌照配置选项

选项 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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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ymphony 中设置牌照识别视频分析  
牌照检测 使用鼠标在图像中牌照的一行文字周围绘制矩形框，使牌照字符的
上下边缘都位于突出显示区域内。 

要旋转或倾斜矩形框，单击并拖拽矩形框的四角。
要扩大或缩小矩形框，单击并拖拽矩形框外边缘。
要移动矩形框，单击并按住矩形框中心，然后拖拽至新的位置。
设置多个牌照区域，方便在轿车离开时捕获牌照方向的变化。 

重要信息！矩形框用于显示牌照中的一行文字。确保牌照字
符的上下边缘都位于突出显示区域内。
内矩形框表示最小牌照字符尺寸，外矩形框表示最大牌照字符尺
寸。红色矩形框表示，在当前分析分辨率下，无法检测最小牌照字
符。绿色矩形框表示，在当前分析分辨率下，可以检测最小牌照字符。
注意: 根据绘制的矩形框， “高度”、 “倾斜”、 “斜坡”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字段将自动填充；但是，如有需要，可 
手动更改这些值，对尺寸进行微调。

示例

正面范例 ‐ 字符高度控制在突出显示区域内：

反面范例 ‐ 字符高度未控制在突出显示区域内：

报告置信度 默认情况下，将滑块设置为“中”(50%)。若所检测牌照的置信度低于指定值，则不会对其进行装饰或报告到数
据库中。如果摄像头环境达不到理想条件，则将滑块设置为“低”。这样，引擎可以捕获到所有情况。如果您的
系统检测到的对象不仅仅是牌照，则将置信度提高到“高”，以避免不必要的检测。
要获取实际值，将鼠标置于该滑块上方。 “0”为“低”， “中”为“50%”， “高”为“70%”及以上。

牌照配置选项

选项 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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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ymphony 中设置牌照识别视频分析  
定义生成警报的规则
完成摄像头 ALPR 配置后，您可以在 Symphony 中设置规则以生成警报。事件 （如检测到的移动）或来自其他设备

（如门禁设备）的信号可导致生成警报。仅在对摄像头运行某种形式的分析时，才能设置规则。

您必须为各规则配置“事件”、 “操作”和“时间表”。

• “事件” ‐ 定义引发“警报”的因素，例如，检测到的移动、闲逛人群、门禁等。

• “操作” ‐ 定义在检测到警报后 Symphony 应采取的操作。

• “时间表” ‐ 定义“警报规则”处于活动状态的时间。

创建规则：

1. 登录服务器。单击规则，然后单击添加。 

2. 在规则名称字段，输入一个恰当的、易识别的名称，用于您想要与 LPR 关联的规则。

3. 在事件部分，从列表中选择“新事件”并单击添加。仅在对摄像头运行分析时，才能设置规则。为事件添加摄像头

时，请将鼠标光标置于摄像头名称上方。如果摄像头未与附加组件 （分析）关联，您将无法将其添加到事件。 

4. 单击添加设备。选择要运行 ALPR 分析引擎的摄像头，然后单击确定。

5. 在名称字段中，为该事件输入一个恰当的名称。您选中的设备已列出。（可选 ‐ 要从列表中删除摄像头，将鼠标放  

置在摄像头名称上方然后单击“删除”。）

6. 从选择在摄像头上运行的视频引擎下拉列表中，选择牌照自动识别。 

7. 选择“警报类型”。

• 所有牌照的警报：默认情况下，此选项处于选中状态。此选项可用于在特定时间不得穿过某周边区域的

情况，例如，夜间的停车场。

• 仅对列表中的牌照发出警报：系统发现的选中列表上的任何牌照都将产生警报。选择一个或更多列表。

• 仅对不在列表中的牌照发出警报：系统发现的不在选中列表上的任何牌照都将引发警报。选择一个或更

多列表。

8. 单击保存。

9. 要设置“操作”和“时间表”，按照 Symphony 联机帮助的“规则”部分的说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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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ymphony 中的 
LPR 菜单 

只有当您购买并安装了“牌照识别”(LPR) 时，该 LPR 菜单选项才可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安装说明。

使用 Symphony 客户端的主菜单，您可以：

• 查看牌照日志并排序

• 搜索牌照日志

• 管理牌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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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牌照日志并排序
查看牌照日志并排序
“牌照日志”显示一天的重要日志，可能是过去某一天的日志，也可能是今天的日志。如果选择今天的日期或处于直播

模式下，则“牌照日志”将继续显示新进入的牌照。每次选择一个新的日期时，“牌照日志”都会自动更新，并且仅显示

所选日期的牌照。选择多个日期不会造成牌照累积。同步新牌照和日志的时间间隔是两秒。“牌照日志”按日期降序排

列。 

“牌照日志”包含下列信息字段：

• 时间戳：显示摄像头首次检测到牌照的时间。每个牌照实例都有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从而构成持续时

间），但日志仅显示开始时间。

• 牌照：显示所检测车辆的牌照号。

• 区域：显示牌照所处的区域。 

• 摄像头：显示检测到车辆牌照的摄像头。

1. 从 Symphony 客户端主菜单中，单击汽车图标并选择查看牌照日志，打开“牌照日志”对话框。

2. 可以按照时间戳、牌照、区域或摄像头对每个字段分类，以便在日志列表中仅显示所需的信息，方法是右键单击

您想要分类的字段的过滤器图标，打开列编辑器。 

3. 单击时间戳过滤器图标打开一个对话框，指定一个进行过滤的特定日期。

如果您知道哪个摄像头正在运行 ALPR，也可以右键单击“摄像头列表”中的一个摄像头，然后选择查 

看牌照日志。查看结果仅用于已选择的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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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牌照日志
搜索牌照日志
“搜索牌照日志”对话框允许您在系统中根据以下内容搜索已检测的牌照：

• 牌照。

• “开始日期和时间”/“结束日期和时间”。

• “牌照区域”：已检测牌照来自的区域。

• 摄像头: 所有场和摄像头，或特定摄像头。

• 说明: 当审查牌照，并编辑其相关信息以在“添加新牌照”对话框中添加相关说明时，在说明字段中输入的 

关键词或短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添加牌照。

1. 从 Symphony 客户端主菜单中，单击汽车图标并选择搜索牌照日志，打开“搜索牌照日志”对话框。

2. 可以使用任何可用字段细化搜索，然后单击搜索。 

3. 搜索结果会显示在左窗格中，可以在右窗格中查看与牌照相关的视频。默认情况下，搜索结果包含当天（自午夜

起）的所有牌照。该搜索会在打开“搜索牌照日志”对话框前自动执行。这意味着首次打开“搜索牌照日志”时，可

能会看到搜索结果。系统最多会返回 10,000 个搜索结果。如果搜索结果超过 10,000 个，将会显示一条消息，提    

示已返回前 10,000 个结果，此时您应该细化搜索条件。 

4. 单击搜索结果中的一个牌照，右窗格中将显示相关视频和详细说明。

5. 选择要添加信息的牌照后，在右下方窗格中的详细说明字段中输入信息。

6. 单击关闭。 

如果不知道牌照的首字母或数字，则使用“%”（百分比）符号作为通配符对牌照号或牌照说明进行

搜索。例如， R2%R%S、 %R7S 或 %FR% 可对应牌照 R2FR7S。

如果您知道哪个摄像头正在运行 ALPR，也可以右键单击摄像头列表中的一个摄像头，然后选择搜索 

牌照日志。搜索结果仅用于已选择的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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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牌照
管理牌照
添加牌照
您可以添加牌照并将其整理到列表中，也可以导入/导出这些列表。 

1. 单击汽车图标并从 Symphony 客户端的主菜单选择管理牌照。

2. 单击添加牌照，打开“添加新牌照”对话框。

3. 输入牌照号。

4. 从区域下拉列表中选择牌照的区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支持的区域。

5. （可选）可添加一个说明，该说明会在发生警报时显示，或者显示在搜索结果中。添加说明可帮助您在搜索所有

牌照时区分牌照号。

6. 单击保存。

创建牌照列表
通过创建列表，您可以轻松地分类并管理特定的牌照数据库。您可以将牌照整理到列表中，例如归为全职员工、兼

职员工、承包商等类别。有关如何将牌照添加至列表的信息，请参见将牌照添加至列表。

1. 单击汽车图标并从 Symphony 客户端的主菜单选择管理牌照。

1. 单击管理列表，打开“管理列表”对话框。 

2. 在添加列表字段中输入一个名称。

3. 单击保存。 

4. 在权限列表中，您可以选择具备列表访问权限的用户组。

5. 单击关闭。

将牌照添加至列表
1. 单击汽车图标并从 Symphony 客户端的主菜单选择管理牌照。

2. 在管理牌照对话框中，单击添加牌照... 

3. 输入牌照，选择区域，然后输入说明。 

4. （可选）定义在列表中显示牌照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如果您设有限入区域，但频繁允许访客在指定时间内进

入该区域，那么这是非常有用的功能。您可以将指定访客的牌照添加至列表，在一段定义的时间内进行显示。设

定时间段内不会生成警报，因为访客是列表中的有效成员。注意: 这些时间段需与使用“规则向导”所设定的仅对列 

表中的牌照发出警报或仅对不在列表中的牌照发出警报选项的摄像头规则相比较。 
如果没有输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则牌照会一直显示在列表中。如果没有输入结束时间，且当前时间晚于开始

时间，则牌照属于列表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输入开始时间，且当前时间早于结束时间，则牌照属于列表的一部分。

a. 单击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字段内的箭头。将出现时钟和日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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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牌照
b. 选择日期并设定时间。

c. 单击确定。

6.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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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牌照
导出和导入牌照列表
您可以通过 CSV 和 XML (.lprdata) 文件导入和导出牌照列表。

CSV 文件根据牌照号、区域 ID、列表 ID （用 | 分割）和说明进行整理。

1. 单击汽车图标并从 Symphony 客户端的主菜单选择管理牌照。

2. 在对牌照进行排序和编辑后，可以单击导出以复制列表。该文件将保存在客户端计算机上。 

3. 可随时通过单击导入导入此列表，然后从“导入牌照配置数据”文件管理器中选择文件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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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支持的区域

以下部分列出了 ALPR 支持的全球区域。如果您所在的区域没有在此处列出，请联系 Aimetis。

亚洲

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区域 国家或州/省

孟加拉国

中国 北京

广东

湖北

河北

内蒙古

江苏

山东

西藏

韩国

蒙古

菲律宾

中国台湾

泰国

国家或州/省

亚美尼亚 俄罗斯

阿塞拜疆 塔吉克斯坦

白俄罗斯 土库曼斯坦

哈萨克斯坦 乌克兰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摩尔多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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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国家或州/省

阿尔巴尼亚 列支敦斯登

安道尔 立陶宛

奥地利 卢森堡

白俄罗斯 马其顿

比利时 马耳他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摩纳哥

保加利亚 黑山共和国

克罗地亚 荷兰

捷克共和国 挪威

丹麦 波兰

爱沙尼亚 葡萄牙

芬兰 罗马尼亚

法国 圣马力诺

德国 塞尔维亚

直布罗陀 斯洛伐克

希腊 瑞典

匈牙利 瑞士

冰岛 西班牙

爱尔兰 土耳其

意大利 英国

拉脱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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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

中东

区域 国家或州/省

墨西哥 阿瓜斯卡连特斯 莫雷洛斯

下加利福尼亚州 纳亚里特

下加利福尼亚州大苏尔 新莱昂

坎佩切 瓦哈卡

恰帕斯 普埃布拉

奇瓦瓦 凯勒达罗

科阿韦拉 金塔纳罗奥

科利马 圣路易波托西

杜兰戈 锡那罗亚

联邦特区 塔巴斯科

瓜纳华托 塔毛利帕斯

格雷罗 特拉斯卡拉

伊达尔戈 韦拉克鲁斯

哈利斯科 尤卡坦半岛

墨西哥州 萨卡特卡斯

米却肯

南美洲 阿根廷 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 巴拉圭

巴西 乌拉圭

智利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国家或州/省

巴林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埃及 阿联酋 ‐ 迪拜

伊拉克 阿联酋 ‐ 阿布扎比

约旦 阿联酋 ‐ 阿治曼

科威特 阿联酋 ‐ 富吉拉

黎巴嫩 阿联酋 ‐ 沙迦

阿曼 阿联酋 ‐ 乌姆盖万

卡塔尔 阿联酋 ‐ 哈伊马角

沙特阿拉伯 也门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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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加拿大
美国和加拿大

其他

国家或州/省

阿拉巴马州 新墨西哥州

阿拉斯加州 纽约州

亚利桑那州  北达科他州

阿肯色州 俄亥俄州

加利福尼亚州 俄克拉荷马州

科罗拉多州 俄勒冈州

康涅狄格州 宾夕法尼亚州

特拉华州 罗德岛州

哥伦比亚特区 南卡罗来纳州

佛罗里达州 南达科他州

乔治亚州 田纳西州

夏威夷州 德克萨斯州

爱达荷州 犹他州

伊利诺斯州 佛蒙特州

印第安纳州 弗吉尼亚州

爱荷华州 华盛顿州

堪萨斯州 西佛吉尼亚州

肯塔基州 威斯康星州

路易斯安那州 怀俄明州

缅因州 省

马里兰州 亚伯达

马萨诸塞州 不列颠哥伦比亚

密歇根州 马尼托巴

明尼苏达州 新不伦瑞克

密西西比州 新斯科舍

密苏里州 安大略

蒙大拿州 魁北克

内布拉斯加州 萨斯喀彻温

内华达州 育空

新罕布什尔州

新泽西州

国家或州/省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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