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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購買我們的產品。使用時若遇到任何問題，請您及時和銷售人員聯繫。 

聲明 

未經本公司書面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摘抄、複製本手冊內容的部分或全部，並不得以任何形式

傳播。 
本手冊中出現的其它所有商標、產品標識及商品名稱，由各自權利人擁有。 
由於產品版本升級或其他原因，本手冊內容會不定期進行更新。 

本手冊僅作為使用指導，本手冊中的所有陳述、資訊和建議不構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擔保。 

本手冊或使用本公司產品導致的任何特殊、附帶、偶然或間接的損害不承擔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商業利潤

損失、資料或文檔丟失產生的損失，因遭受網路攻擊、駭客攻擊、病毒感染等造成的產品工作異常、資訊

洩露。 

安全須知 

 

注意： 
本產品的預設密碼僅供首次登錄使用，為保證安全，請您確保在首次登錄後修改預設密碼。強烈建議您

將密碼設置為強式密碼，字元不小於 8 位元。 

 
在操作前，請務必認真閱讀和執行產品手冊規定的安全規範。 
• 截取的介面圖僅當說明示例，各版本介面存在差異，請以實際介面為准。 
• 本手冊能作為多個型號產品的使用指導，但不一一列舉每個產品的使用情況，請您根據實際產品自

行對照。 
• 本公司保留在沒有任何通知或者提示的情況下對本手冊的內容進行修改的權利，但並不確保手冊內

容完全沒有錯誤。 
• 由於物理環境等不確定因素，部分資料的實際值可能與手冊中提供的參考值存在偏差，如有任何疑

問或爭議，請以本公司最終解釋為准。 
• 您使用產品過程中，請遵守本手冊操作說明。對於未按說明而引起的問題，我司恕不負責，感謝您

的配合。 

環境保護 

本產品符合關於環境保護方面的設計要求，產品的存放、使用和棄置應遵照相關國家法律、法規要求進行。 

本書約定 

• 本手冊中的圖形、圖表或照片等僅用於說明示例，可能與實際產品有差異，請以實物為准。 
• 本手冊可作為多個型號產品的使用指導，恕不一一列舉每個產品的使用情況，請您根據實際產品對

照使用。 
• 由於物理環境等不確定因素，部分資料的實際值可能與手冊中提供的參考值存在偏差，如有任何疑

問或爭議，請以本公司最終解釋為准。 
• 您使用產品過程中，請遵守本手冊操作說明，並建議在專業人員指導下使用。 
• 本書採用的圖形介面格式約定如下：  

格    式 意    義 

< > 帶尖括弧< >表示按鈕名，如：按一下<確定> 



 

格    式 意    義 

[ ] 帶方括號[ ]表示功能表、頁簽、視窗名，如：選擇[設備管理] 

> 
多級菜單用>隔開，如：[設備管理>添加設備]，多級功能表表示[設備管理]功能表下的[添加設備]子
功能表 

 
• 本書採用各種醒目標誌來表示在操作過程中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這些標誌的意義如下：  

標    志 意    義 

 

警告。該標誌後的注釋需給予格外關注，不當的操作可能會對人身造成傷害 

 

注意。提醒操作中應注意的事項，不當的操作可能會導致產品損壞、資料丟失或功能異常 

 

說明。對產品操作使用相關資訊進行提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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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路連接 

1.1  有線網路連接 

訪問網路攝像機(IP Camera)前，您需要先將設備連接到 PC。您可以通過網線直連，也可以通過交換機或

路由器連接。 

 

設備的網口與 PC 網口通過雙絞線相連。 

 
設備的網口與交換機或路由器網口通過雙絞線相連。 

1.2  無線網路連接 

 

說明： 
僅部分槍型網路攝像機支援無線網路連接，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2 登錄設備 

2.1  登錄前準備 

請參考產品快速入門完成安裝並檢查正確後，接通電源即可啟動設備。您可通過 Web 流覽器直觀方便地

管理和維護攝像機。 
下文以 Windows 7.0 系統、IE 流覽器為例說明。 

1. 登錄 Web 介面前檢查 

• 攝像機正常運行。 
• 用戶端電腦與攝像機的網路連通。 
• 建議用戶端電腦上安裝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0.0 或更高版本。 
• 為了獲得更好的顯示效果，請使用推薦的解析度：144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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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訪問位址加入可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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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置用戶控制許可權為最低（可選） 

建議您在訪問設備前，將用戶端的用戶控制許可權設置為最低。 
選擇[開始>控制台]，進入控制台視窗，按下列步驟設置使用者控制許可權為最低。 

 

2.2  登錄Web介面 

設備預設靜態 IP 位址為 192.168.226.201，子網路遮罩為 255.255.255.0。 
設備出廠預設開啟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動態主機設定通訊協定)，若網路環境

存在 DHCP 伺服器，IP 位址可能會被動態分配，請以實際 IP 位址登錄。 
登錄 Web 介面的操作步驟如下（以 IE10 流覽器為例）。 
(1) 在流覽器位址欄輸入 IP 地址，按<Enter>鍵。 

 
(2) 首次登錄 Web 介面時會提示安裝控制項（安裝時需要關閉當前所有流覽器）。請按照介面指導完成控

制項安裝，再重啟 IE 流覽器登錄系統。 

 

說明： 
 Web 介面的控制項也可通過手動方式載入：在位址欄中輸入 HTTP://IP 地址/ActiveX/Setup.exe，並按回

車鍵。 
 本產品的預設密碼僅供首次登錄使用，為保證安全，請您確保在首次登錄後修改預設密碼。強烈建議您將

密碼設置為強式密碼，字元不小於 8 位元。 

 
(3) 輸入用戶名和密碼（首次登錄時請使用預設使用者名 admin 和預設密碼 123456），按一下<登錄>，

登錄 Web 介面。 
• 若勾選“自動實況”，登錄 Web 後所有實況畫面均會顯示實況，否則不會顯示實況，需要在實況播

放中手動開啟實況後才能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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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勾選“記住密碼”，則下次登錄時可不用輸入密碼直接登錄，除非修改使用者密碼。出於安全考

慮一般不建議勾選。 
• 按一下<重置>，用戶名、密碼文字方塊以及“記住密碼”核取方塊均會被清空；其他項，如中英文

核取方塊和“自動實況”則不會被重置和清空。 
• 若勾選“簡體中文”或“English”核取方塊，則登錄介面和 Web 介面會顯示相應的中英文介面。 

 

2.3  Web介面介紹 

登錄成功後，預設進入實況播放介面，如下圖所示。 

 

編號 描述 

1 功能功能表 

2 

雲台控制介面 

說明： 
僅擁有雲台功能的攝像機支援 

3 實況播放窗格 

4 實況播放工具列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的實況播放介面、配置參數及取值範圍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手冊中不

再說明。 

 Web 介面中呈灰色顯示的參數不可修改，具體參數值請參見介面實際資訊。 
 建議使用者登錄成功後進行使用者密碼的修改，請到“3.8.1  1. 用戶”介面進行操作設置。 

 

2.4  初始配置 

登录成功设备后，建议您进行如下初始配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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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配置項 描述 

(1) 設置設備網口 根據實際組網規劃，重新配置設備IP及相關網路參數 

(2) 退出 Web 介面，然後使用更新後的

設備 IP 位址重新登錄 Web 介面 - 

(3) 設置系統時間 根據實際情況，設置設備系統時間 

(4) 設置管理伺服器（可選） 根據實際組網，設置管理伺服器資訊 

(5) 設置 OSD 根據實際需求，設置需要在螢幕上顯示的資訊，如時間 

(6) 管理用戶（可選） 根據實際需求，修改預設登錄密碼，添加普通使用者 

(7) 設置魚眼參數（魚眼專用） 根據實際需求，設置魚眼安裝方式 

 

完成初始配置后，即可进入实况播放。请您根据实际需要继续进行其它参数设置。 

3 參數設置 

3.1  本地參數 

设置 PC 客户端的本地参数。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的本地參數設置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常用>本地配置]，進入本地配置介面。 

 
(2) 根據需要修改相應的參數，重要配置參數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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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智慧標籤 未觸發目標 當啟用該功能時，IPC將對目標進行跟蹤標記，如開啟人臉檢測功能時，設備將對人臉

進行跟蹤標記 

視頻參數 
處理模式 

當網路良好時，建議選擇即時性優先；當網路存在延時，建議選擇流暢性優先；若要

求實況時延比即時性優先更低，則建議選擇超低時延 

媒體流協議 用戶端解碼的媒體流傳輸協議 

錄影圖片 

錄影分段類型 

 按時長分段：本地錄影分段的時長，即本地錄影的單個錄影檔時長，比如每段時

長 2 分鐘 

 按檔大小分段：本地錄影分段的大小，即本地錄影的單個錄影檔大小，比如每段

大小 10M 

錄影覆蓋策略 
 滿覆蓋：當分配給本地錄影的總容量已滿時，最新錄影會覆蓋原有的錄影檔 

 滿即停：當分配給本地錄影的總容量已滿時，會停止錄影 

檔保存路徑 

用於設置抓拍照片的保存路徑。目錄長度最長支援260個位元組，如果使用者設置的路

徑長度或檔案名超出260個位元組，在進行實況的錄影和抓拍時，介面會提示相應資訊

“抓拍失敗，本地配置目錄名過長”，“錄影失敗，本地配置目錄名過長”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  網路 

3.2.1  網口 

修改設備的 IP 位址等通信參數，以便能與外部其他設備正常通信。 

 

說明： 
 修改 IP 位址後，請使用新 IP 位址重新登錄 Web 介面。 

 DNS （Domain Name System，網功能變數名稱稱系統）伺服器的配置應用於通過功能變數名稱訪問設備

的場景。 

 

1. 靜態位元址（手工配置位元址）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有線網口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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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獲取 IP 方式選擇“靜態位元址（手工配置位元址）”。 
(3) 手動輸入裝置的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和預設閘道器，並確保設備的 IP 地址全網唯一。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PPPoE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 PPPoE 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如果需要通過 PPPoE（Point to Point Protocol over Ethernet， 乙太網上承載點到點連線協定）撥號方式

接入網路，那麼在獲取 IP 方式中選擇“PPPoE”。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有線網口設置介面。 

    

(2) 獲取 IP 方式選擇“PPPoE”。 
(3) 手動輸入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提供的用戶名和密碼。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DHCP 

設備出廠預設開啟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動態主機設定通訊協定），若網路環

境存在 DHCP 伺服器，設備可自動地從 DHCP 伺服器獲得 IP 位址。 
手動配置 DHCP 的操作步驟如下：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有線網口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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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獲取 IP 方式選擇“DHCP”。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4. IPv6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有線網口設置介面。 

  

(2) IPv6模式預設手動。 

(3) 手動輸入裝置的 IPv6 位址、子網首碼長度和預設閘道器，並確保設備的 IP地址全網唯一。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4G 

 

說明： 
僅部分網路攝像機支援無線網路配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 4 G 設置介面。 
(2) 根據需要設置相應的參數，重要的參數說明如下表。 

項目 描述 

SIM卡類型 支持雙卡，即主卡副卡 

APN 

專網網路運營商，可設定名稱 

說明： 

• 一種網路接入技術 

• APN 決定了設備通過哪種接入方式來訪問網路 

用戶名 APN的用戶名 

密碼 APN的密碼 

認證方式 有“無”、“PAP”、“CHAP”、“自動”四種選項，預設選擇“自動” 

MCC 移動國家代碼，國內地區預設為460 

MNC 
移動網路代碼，中國移動系統使用00、02、04、07，中國聯通GSM系統使用01、06、09，中國電信

CDMA系統使用03、05、電信4G使用11，中國鐵通系統使用20，請以實際網路運營商為准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6. 無線網路 

 

說明： 
僅部分網路攝像機支援無線網路配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在佈線不方便的情況下，可以使用 Wi-Fi 功能。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 Wi-Fi 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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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啟 Wi-Fi 模式，選擇 Sniffer 模式 。設備將自動搜索周圍環境中是否存在 Wi-Fi 熱點，並記錄下熱點

設備的 MAC 地址。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部分設備可搜索周圍的無線 Wi-Fi 信號，並進行連接。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 Wi-Fi 設置介面。Wi-Fi 模式選擇 Wi-Fi 

 
(2) 介面顯示信號強度，開啟碼流自我調整，同時介面顯示周圍存在的其他無線網路信號。按一下<重新搜

索>，設備將重新搜索周圍存在的無線網路信號。 
(3) 在無線網路清單中，按一下任意網路 SSID，該 SSID 的網路資訊將顯示在下方的 Wi-Fi 配置中，網路

SSID 密碼應設置 8 位及以上。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當 Wi-Fi 模式選擇 Wi-Fi 熱點時，IPC 可作為熱點供其他設備連接。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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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UNP 

若網路環境存在網閘或防火牆，您可通過 UNP（Universal Network Passport，萬能網路護照）方式把整

個網路聯通。啟用 UNP 服務後，設備通過 UNP 伺服器進行 IP 位址分配。 

 

說明： 
僅支援 4G 功能的設備網口類型裡有 4G 模式和有線網口模式選項，其餘設備均只有有線網口模式，請以

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UNP]，進入 UNP 設置介面。 
(2) 開啟 UNP 服務。 
(3) 輸入 UNP 伺服器地址，若 UNP 伺服器使用認證，則啟用認證，並設置 UNP 認證用戶名和密碼。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3  埠設置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埠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埠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埠設置]，進入埠設置介面。 

 
(2) 設置相應埠號。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注意： 
當輸入已被佔用的 HTTP 埠值時，會提示“埠衝突，請重新輸入”。（23、81、82、85、3260、49152
是固定被佔用的埠值可不輸入，除此之外，會動態檢測出其它被佔用的埠值）。 

 

2. 埠映射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埠設置]，進入埠映射設置介面。 

 
(2) 啟用埠映射，並選擇埠映射方式。若選擇手動方式，需配置外部埠（外部 IP 由攝像機自動獲取）。若

配置的外部埠號已被佔用，則“狀態”一欄顯示未生效。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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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FTP 

1. 通用 FTP 

除人臉檢測和天網卡口外，其他涉及抓圖的業務將通過通用 FTP 進行圖片存儲。設置 FTP 後，您可以將

網路攝像機抓拍的圖片檔上傳至指定的 FTP 伺服器。 
(1) 選擇[配置>存儲>FTP]，進入通用 FTP 設置介面。 

 
(2) 設置 FTP 伺服器的位址和埠號、具備上傳許可權的用戶名和密碼，勾選上傳圖片、覆蓋存儲，設置覆

蓋閾值。部分設備支援 FTP 自測試功能，配置正確的 FTP 參數後，可進行 FTP 自測試功能。 
(3) 設置抓拍照片的保存路徑和檔案名稱。如抓拍照片的保存路徑可選擇“預置位編號\\IP 地址\\日期\\小

時”的命名方式，檔案名可選擇“預置位編號-雲台變倍-雲台緯度-雲台經度.jpg”的命名方式。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智能 FTP 

智慧 FTP 用於存儲某些特定智慧功能，如人臉檢測，天網卡口的抓拍照片。若要使用智慧 FTP，需先進

入[配置>系統>伺服器>智慧伺服器]，將智慧伺服器的平臺通信類型選擇為 FTP。 
(1) 選擇[配置>存儲>FTP]，進入智慧 FTP 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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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 FTP 伺服器的位址和埠號、具備上傳許可權的用戶名和密碼等相關資訊。 
(3) 設置抓拍照片的保存路徑和檔案名稱。如抓拍照片的保存路徑可選擇“設備編號\\IP 地址\\日期”的命

名方式，檔案名可選擇“設備編號- IP 地址-方向編號.jpg”的命名方式。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5  郵件 

設置郵件參數後，當有報警發生時，您可以將相應資訊發送到指定郵箱。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郵件]，進入郵件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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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寄件者、收件人的參數，部分設備支援 E-mail 自測試功能，配置正確的收件人位元址後，可進行

E-mail 自測試功能。重要的參數說明如下表。 

項目 描述 

寄件者名稱/寄
件者地址 

使用者可自訂，一般為設備的名稱和IP 

SMTP伺服器

/SMTP埠 
郵件發送方註冊的伺服器位址和埠 

TLS/SSL  
啟用後，郵件發送將經過TLS或SSL加密。如果WEB配置的SSL/TLS開啟，那麼首先嘗試以SSL的方

式建立連接，如果SMTP支援該加密方式，則利用該連接傳輸郵件，不再嘗試STARTTLS發送，如果 
SMTP伺服器不支援該發送方式，則根據SSL發送返回的錯誤值，再次嘗試STARTTLS方式 

抓拍時間間隔 
告警事件觸發告警上報後，告警聯動E-mail發送一封郵件，一封郵件的附件預設附帶3張抓拍照片，

此項即設置3張抓拍的間隔 

圖片附件 
啟用後，根據您設置的抓圖時間間隔，郵件中附帶3張即時抓圖的附件，此功能需先開啟抓圖功能，

詳見3.4.3 抓圖 

用戶名/密碼 註冊郵件的用戶名和密碼，用戶名不會在郵件中顯示，郵箱密碼支援特殊字元\ / : * ? ' " < > | % &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6  DDNS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 DDNS 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DDNS]，進入 DDNS 設置介面。 

 
(2) 開啟 DDNS 服務。 
(3) 選擇 DDNS 類型，有“DynDNS”，“NO-IP”，“DDNS”三種類型。 
(4) 輸入伺服器位址，功能變數名稱，用戶名，密碼，並確認密碼。 
(5)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7  DNS 伺服器設置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DNS]，進入 DNS 設置介面。 

 
(2) 設置 DNS 伺服器地址。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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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雲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雲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雲]，進入雲設置介面。 
(2) 開啟雲服務。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說明： 
 iOS，安卓系統手機掃描二維碼,即可進入對應的下載介面下載 APP（Guard Viewer）。 

 APP 添加 IPC 後，即可在手機上管理監控業務，APP 添加設備方法及其他詳細操作請參考 APP 內的幫助

說明。 

 

3.2.9  SNMP 

當攝像機需要與中心伺服器進行特定配置資訊的傳輸時，建議使用 SNMPv3 服務實現。（需要攝像機和中

心伺服器同時支持 SNMPv3）。 

 

說明： 
 SNMP 類型可選為 SNMPv3 和 SNMPv2 兩種，攝像機默認選擇 SNMPv3。 

 當 SNMP 類型選擇 SNMPv2 時，會彈出提示介面顯示“SNMPv2 存在安全隱患，建議使用 SNMPv3 類型，

請確認是否繼續切換”。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SNMP]，進入 SNMP 設置介面。 
(2) 啟用並配置 SNMPv3 相關服務。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當 SNMP 類型選擇為 SNMPv2，會彈出提示介面顯示“SNMPv2 存在安全隱患，建議使用 SNMPv3 類

型，請確認是否繼續切換”，按一下<確認>後，進入 SNMPv2 設置介面。SNMP 唯讀團體名用於攝像機

與中心伺服器的雙向驗證，默認名為 public，也可以修改為其他字串。唯讀團體名修改後，中心伺服器端

也需要同步修改，這樣才能完成雙向驗證。 

 

3.2.10  802.1x 

802.1x 協定是設備接入網路時的接入認證協議，在安全要求較高的場合，IPC 作為網路設備，接入到使用

者網路時，需要進行接入認證，只有認證通過的設備，才能接入網路，進行常規通信。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802.1x]，進入 802.1x 設置介面。 

 

(2) 啟用並配置 802.1x 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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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11  QoS 

QoS(Quality of Service 服務品質)指一個網路能夠利用各種基礎技術，為指定的網路通信提供更好的服務

能力, 是網路的一種安全機制， 是用來解決網路延遲和阻塞等問題的一種技術。當網路超載或擁塞時，QoS 
能確保重要業務不受延遲或丟棄，同時保證網路的高效運行。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 QoS]，進入 QoS 設置介面。 
(2) 設置業務優先順序。當前 QoS 主要保障音訊視頻，告警上報，配置管理，FTP 傳輸 4 項業務的運行。

每項業務可設置整數 0~63，數值越大優先順序越高，如當音訊視頻設置為 60，告警上報與配置管理

設置為 0，FTP 傳輸設置為 4，表示當發生網路擁塞時，優先保障音訊視頻的運行流暢性。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說明： 
若要使用 QoS 功能，交換機需同時支援 QoS 工作模式。 

 

3.2.12  圖像調節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圖像設置參數及其取值範圍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您可以通

過移動滑塊來調節圖像參數值，也可以直接在移動條後的方框中輸入具體的圖像參數值。 

 按一下<恢復預設參數>，所有圖像參數都將恢復為預設值。 

 

1. 場景設置 

根據設備當前實況播放的預覽畫面來設置不同場景的圖像參數，以便滿足不同場景下的圖像效果需要。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進入圖像調節介面。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場景設置]，進入場景設置介面。 
場景介面顯示如下，按如下步驟設置場景。 

 

(2) 選擇某一場景，根據需要配置該場景相應的參數，重要參數說明如下表。 

項目 描述 

當前 
顯示當前在用的場景 

說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9%80%9A%E4%BF%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6%E8%BF%9F/59508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2%E5%BC%83/10248074


16 

項目 描述 

• 選中某個場景名前面的選項按鈕，就自動切換到該場景，圖像參數也切換成該場景範本對應的參

數 

• 啟用自動切換時，當前會根據實際生效的場景自動切換 

場景名 

當前場景的場景名。設備預置了幾種場景模式，選擇某個場景模式時，圖像參數會自動切換到該模式

對應的參數（您也可以根據實際需要調整圖像參數） 
 通用：適合室外場景 

 室內：適合室內場景 

 高感光：適合極低照度的場景 

 強光抑制：能抑制強光，包括道路強光抑制和園區強光抑制，獲取清晰圖像，適合道路上抑制

車燈抓取車牌的場景 

 寬動態：適合明暗反差較大的場景，如窗戶、走廊、大門等室外光線強烈室內光線暗淡的場景 

 自訂：自訂場景名稱 

 客觀：預設圖像風格 

 豔麗：在“標準”模式基礎上提升飽和度 

 明亮：在“標準”模式基礎上提升畫面亮度 

 星光：在低照度的場景下，提升畫面的亮度 

 人臉：適用於在複雜的環境中抓拍運動中的人臉 

加入自動切換 

場景是否加入自動切換列表 

說明： 
勾選該選項，當場景的觸發條件滿足時，系統能自動切換到該場景。自動切換列表已默認包含默認場

景 

配置 

按一下 ，設置場景自動切換條件，包括時間、光照條件和雲台仰角，即觸發場景自動切換的起始、

結束時間（各時間段不能交叉包含）、光照範圍和雲台仰角（雲台跟水準方向所成的夾角），只有在

設置的有效時間段內滿足光照範圍和雲台仰角時，才能觸發自動切換。若設置起始和結束都為0時，

表示不生效 

 

(3) 選擇某一場景名，按一下 可以設置為默認場景。 

(4) 啟用自動切換後，若非默認場景滿足切換條件，則設備可以自動切換到該場景，否則將處於默認場景；

未啟用自動切換時，設備將處於當前選擇的場景。 

 

說明： 
 啟用自動切換後，不能配置場景參數，設備將自動按照已有配置進行切換。 

 若同時有多個非默認場景滿足切換條件，則切換到場景序號最小的一個（場景序號從上到下依次是 1、2、
3、4、5）。 

 

2. 圖像增強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圖像增強參數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圖像增強]，進入圖像增強設置介面。 

 



17 

(2) 通過拖動數值條來改變參數，也可以直接輸入參數數值精確更改，重要的圖像增強參數說明如下表。 

項目 描述 

亮度 

圖像的明亮程度 

  

亮度低 亮度高 
 

飽和度 

圖像中色彩的鮮豔程度 

  

飽和度低 飽和度高 
 

對比度 

圖像中黑與白的比值，也就是從黑到白的漸變層次 

  

對比度低 對比度高 
 

銳度 

圖像邊緣的銳利程度 

  

銳化度低 銳化度高 
 

2D降噪 對圖像降噪處理，會導致畫面細節模糊化 

3D降噪 對圖像降噪處理，會導致畫面中的運動物體有拖影 

圖像鏡像 對圖像進行鏡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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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正常 垂直 

 

 

水準 水準+垂直 

  

向右旋轉90° 向左旋轉90°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3. 曝光參數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曝光參數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默認參數已具有一定的場景適應性，非特殊場景建議保持預設配置。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曝光參數]，進入曝光參數設置介面。 

 

(2) 根據需要設置相應的參數，重要的曝光參數說明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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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曝光模式 

選擇不同模式，以達到所需的曝光效果 

 自動曝光：設備根據環境自動進行曝光參數調節 

 自訂曝光：使用者可根據需求對曝光參數進行設置 

 快門優先：設備通過優先調節快門來調節圖像的品質 

 光圈優先：設備通過優先調節光圈來調節圖像的品質 

 室內 50Hz：通過限定快門頻率，消除圖像的條紋效應 

 室內 60Hz：通過限定快門頻率，消除圖像的條紋效應 

 手動曝光：手動調節快門時間，增益，光圈來調節圖像品質 

 低拖影：控制快門的最短時間，以消除抓拍運動人臉時的拖影效應 

快門時間 

快門是設備鏡頭前阻擋光線進來的裝置。快門時間短，適合拍運動中的場景；快門時間長，適合拍變

化較慢的場景 

說明： 

• 當曝光模式為手動曝光或快門優先時，可設置時間值；當曝光模式為自訂曝光時，可設置最小和

最大時間值 

• 當您需要設置快門時間時，若未開啟慢快門，為保證圖像品質，快門時間的倒數不能小於幀率值 

增益 

控制圖像信號，使其在不同的光照環境中能輸出標準視訊訊號 

說明： 
當曝光模式為手動曝光時，可設置增益值；當曝光模式為自訂曝光時，可設置最小和最大增益值. 

慢快門 

開啟後，能夠在低光照環境中提升圖像亮度 

說明： 
當曝光模式不是光圈優先，且電子防抖關閉時，此項方可設置 

最慢慢快門 

曝光時所能使用的最慢快門值 

說明： 
當開啟慢快門時，此項方可設置 

曝光補償 

調整曝光量，以得到所需的圖像效果 

說明： 
當曝光模式不是手動曝光時，此項方可設置 

測光控制 

設備的測光方式 

 中央權重：全畫面測光，但在測光時畫面中央相對其它區域占更大權重 

 區域測光：對使用者自訂的部分區域進行測光 

 點測光：和“區域測光”效果類似，只是無法提高畫面亮度 

 人臉測光：在“人臉”場景，光效不好或逆光場景下而有人臉通過時，通過控制抓拍的人臉亮

度來調節抓拍品質 

說明： 
當曝光模式不是手動曝光時，此項方可設置 

晝夜模式 

 自動：設備可根據光照環境的變化輸出最佳圖像，可在黑白模式和彩色模式之間切換 

 白天：設備利用當前白天光照環境提供高品質圖像 

 夜晚：設備利用當前低光照環境提供高品質圖像 

晝夜模式靈敏度 

設備在彩色和黑白模式之間切換時對應的光照閾值。靈敏度越高，表示設備更容易在彩色和黑白之間

切換 

說明： 
當晝夜模式為自動時，此項方可設置 

晝夜模式切換時

間 
滿足切換條件多長時間後，設備才在彩色和黑白模式之間切換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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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當晝夜模式為自動時，此項方可設置 

寬動態 

開啟後，便於同時看清圖像上亮與暗的區域 

說明： 

當曝光模式是自動曝光、自訂曝光、快門優先室內 50Hz 或室內 60Hz，且電子防抖和透霧關閉時，此

項方可設置。 

寬動態級別 

開啟寬動態後，可調整此參數，改善圖像 

說明： 
在前後景亮度差距不大時建議關閉寬動態或使用 1-6，可以獲得較好的色彩；如果前後景亮度差距較

大時，建議使用 7 級以上 

寬動態靈敏度 當寬動態設置為自動後，可調整此參數，改變寬動態的切換靈敏度 

寬動態條紋抑制 該功能開啟後，設備會自動調節慢快門的頻率與光線頻率相同，消除圖像中的條紋效應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4. 智能補光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補光參數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智能補光]，進入智慧補光設置介面。 
• 部分網路攝像機的補光介面顯示如下。  

 
• 部分網路攝像機的補光介面顯示如下，按如下步驟設置補光。 

 

(2) 啟用智慧補光，並根據需要設置相應的參數，重要的智慧補光參數說明如下表。 

項目 描述 

補光燈類型 

 紅外燈：設備將採用紅外光補光 

 白光燈：設備將採用白光補光 

 暖光燈：設備將採用暖光燈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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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說明： 

• 當補光控制選擇為手動時，可設置補光燈強度，強度從 0~1000，分別表示最弱與最強 

• 部分設備的補光燈類型支援暖光燈補光 

補光控制 

 全域兼顧：自動調節補光燈亮度和曝光參數，以得到均衡的圖像效果，但有可能導致圖像局部

過曝。若關注監控範圍和圖像亮度，推薦此模式 

 過曝抑制：自動調節補光燈亮度和曝光參數，以防止圖像局部過曝，但有可能導致圖像整體過

暗。若關注監控中心區域清晰不過曝，推薦此模式 

 預置-道路模式：整體補光較強，適合道路等監控範圍大的場景  

 預置-園區模式：補光均勻，無手電筒效應，適合園區等障礙物多、監控範圍小的場景 

 手動：手動控制補光燈亮度 

 室內：補光策略適合室內場景 

補光燈級別 

設置設備補光燈級別，數值越大，則補光燈強度越大（0為關閉） 

說明： 

• 當補光控制選擇手動時，此項方可設置 

• 部分設備款型支援近光燈級別設置，當廣角場景時，建議優先設置近光燈級別 

• 部分設備款型支援中光燈級別設置，當處於中間焦段的場景時，建議優先設置中光燈級別 

• 部分設備款型支援遠光燈級別設置，遠光燈級別又分為 1 級和 2 級，當長焦場景時，建議優先設

置遠光燈級別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5. 對焦參數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對焦參數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對焦參數]，進入對焦參數設置介面。 

 
(2) 根據需要選擇對焦模式。 

項目 描述 

對焦模式 

 自動對焦：設備根據當前光照環境進行自動對焦 

 手動對焦：根據需要手動進行對焦 

 一鍵對焦：設備在雲台進行轉動、變倍、調用預置位等操作時觸發一次自動對焦 

 一鍵對焦（紅外）：可見光較微弱的低照環境（比如夜間或室內低照等），開啟紅外燈後使用此

對焦模式效果較好 

對焦場景 
 常規：用於道路、園區等通用場景的聚焦 

 超遠物距：用於監控遠距離道路場景的聚焦；如設備安裝高度大於 30m，監控遠處道路路口等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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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白平衡參數 

白平衡就是針對不同色溫條件下，通過調整攝像機內部的色彩電路使拍攝出來的影像抵消偏色，更接近人

眼的視覺習慣。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白平衡參數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白平衡參數]，進入白平衡參數設置介面。 

 
(2) 根據需要選擇白平衡模式，重要的白平衡參數說明如下表。 

項目 描述 

白平衡模式 

調整整個圖像的紅增益和藍增益，以修正外部光線所造成的誤差 
 自動/自動 2：設備根據光照環境自動控制紅增益和藍增益（偏冷模式），當在自動模式下出現偏

色時可以採用自動 2 模式 

 微調：手動調整 Red 和 Blue 偏移值 

 鈉燈：設備根據光照環境自動控制紅增益和藍增益（偏暖模式） 

 室外：適用於色溫變化範圍大的室外環境 

 鎖定白平衡：鎖定當前色溫，不進行調整 

Red偏移值 

對白平衡模式的紅增益進行手動微調 

說明： 
當白平衡模式選擇微調時，此項方可設置 

Blue偏移值 

對白平衡模式的藍增益進行手動微調 

說明： 
當白平衡模式選擇微調時，此項方可設置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7. 高級 

設備在有霧、霾的環境中拍攝到的圖像品質會下降，此時您可以通過透霧功能來調節圖像的清晰度。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高級]，進入高級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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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寬動態關閉時，此項才可設置。 
 光學透霧只有部分產品款型支援。選擇開啟，等級 6-9 對應光學透霧，即從等級 5 切換至等級 6，圖像由

彩色切換為黑白，6-9 等級越高，光學透霧越強；選擇自動，在霧小時，透霧等級 6-9 下不會自動切換為黑

白光學透霧，只有在霧變濃時，設備才會自動切換為光學透霧。 

 
(2) 啟用透霧功能。選擇開啟，等級 1-9透霧效果越好，圖像更加通透；選擇自動，當外界霧較濃時，等

級 1-9透霧效果越好，圖像越通透。當外界沒有霧或者霧小時，等級 1-9差距不大。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8. 鏡頭，光圈介面模式 

 

說明： 
 僅部分槍型網路攝像機支援本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使用光圈控制類型是 P-IRIS 或支援 Z/F 功能的鏡頭時，將光圈控制線連接到攝像機的“Z/F”口。 

 僅在 P-IRIS 介面模式下可支援光圈設置。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高級]，進入高級設置介面。 

 
(2) 根據需要設置鏡頭及光圈參數，重要參數說明如下表。 

項目 描述 

鏡頭介面模式 
 Z/F：用於調節聚焦及變倍 

 P-IRIS：用於調節光圈值 

光圈模式 

自動或手動調節光圈值 

說明： 
當鏡頭介面模式選擇 為“P-IRIS”時方可設置 

光圈值 手動調節光圈大小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9. 畸變矯正 

 

說明： 
僅部分攝像機支援本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高級]，進入高級設置介面。 
(2) 啟用畸變矯正功能，並根據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畸變矯正等級。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10. 防抖 

當設備發生抖動時，攝像機開啟數位防抖功能，可以對抖動畫面進行補償，以消除畫面抖動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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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僅部分攝像機支援本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高級]，進入高級設置介面。 
(2) 根據實際情況，選擇防抖模式。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3.2.13  OSD 

OSD 是指與視頻圖像同時疊加顯示在螢幕上的字元資訊。OSD 內容包括時間自訂等多種資訊。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 OSD 操作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圖像>OSD]，進入 OSD 設置介面。 

 
 
(2) 選擇需要顯示的內容和顯示的位置。 
• 顯示位置：可在預覽畫面中先點擊對應區域的方框，滑鼠指標變成可移動的狀態圖示後，按住滑鼠

拖動即可。  
• 疊加 OSD 內容：可以選已有的時間、預置位元、方位資訊等，也可以自訂。 
• 當您選擇顯示位置並設置了疊加內容後，狀態列出現 則表示該 OSD 設置生效。 

部分設備款型的同一個 OSD 顯示位置可以設置多行內容，並可通過 和 來調整顯示內容的順序。 
(3) 設置完成，系統提示設置參數成功即完成配置。 
若需要取消 OSD，將此 OSD 對應的疊加內容清空或設置其顯示位置為“無”即可。 
配置時間 OSD 後，實況畫面的顯示效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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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  隱私遮蓋 

在某些場合，需要對監控現場圖像中的某些敏感或涉及隱私的區域（如銀行取款櫃檯的密碼鍵盤區域）進

行遮罩，此時請配置隱私遮蓋。當進行雲台轉動、變倍時，隱私遮蓋也將隨之移動、縮放，始終遮住所遮

蓋的畫面以保護隱私。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隱私遮蓋操作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部分設備最多支援添加 24 個隱私遮蓋，同一畫面最多只顯示 8 個隱私遮蓋。 

 魚眼型號設備僅在魚眼通道模式下生效。 

 
(1) 選擇[配置>圖像>隱私遮蓋]，進入隱私遮蓋介面。 

 

(2) 在隱私遮蓋區域，按一下<添加>按鈕，設置可見倍率閾值和指令引數，新增遮蓋；選擇某遮蓋，按一

下<刪除>按鈕，刪除某遮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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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蓋位置：先點擊“遮蓋”字樣方框來啟動該遮蓋，若指標變成可移動狀態圖示，按住滑鼠進行拖

動即可調整遮蓋位置。 
• 遮蓋範圍：直接在想要遮蓋的區域上，按住滑鼠拖出遮蓋範圍即可。 
• 可見倍率閾值：鏡頭倍率在閾值以下遮蓋區域不可見。 
• 設為當前倍率：把當前相機鏡頭的倍率設置為“可見倍率閾值”。 
• 預置：雲台轉到對應遮蓋區域的位置（一般情況下，遮蓋區域會處於畫面中間）。 
配置隱私遮蓋後，實況畫面的顯示效果如下圖所示。  
(3) 設置遮蓋投影模式。可選擇為規則遮蓋和不規則遮蓋，當選擇為不規則遮蓋，攝像機雲台發生轉動時，

根據實際畫面中被遮蓋物體的形狀變化，隱私遮蓋發生相應的形變。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遮蓋投影模式，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3.3  音視頻 

3.3.1  視頻 

可以根據設備的支援情況，設置圖像制式、各碼流的編碼參數，並顯示 BNC 輸出的當前狀態是否可用。 

根據實際需求選擇開啟輔碼流和第三流。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視頻參數會有所不同，部分設備款型支援第三流，具體請以 Web 介面顯示為准。 

 設備支援通過 SD 加密卡，對視頻資料進行國密加密，保障視頻安全, 詳見視頻加密。 

 啟用輔碼流或第三流後，可根據需要修改對應的參數，參數含義和主碼流相同。 

 

(1) 選擇[配置>音視頻>視頻]，進入視頻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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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需要修改相應的參數，重要的碼流參數說明如下表。 

項目 描述 

編碼格式 

H.265、H.264和MJPEG三種模式 

說明： 

• H.265、H.264 兩種模式均不支援設置圖像品質；MJPEG 模式下，幀率僅支援 1，3，5 三種幀率，

不支援設置碼率、I 幀間隔、碼流平滑和 U-Code 

• 在 H.265 和 H.264 兩種模式相互切換時。碼率會變回預設值，H.265 默認碼率只有 H.264 的一半 

幀率 

圖像編碼幀率，單位為FPS（幀/秒） 

說明： 
當您需要設置快門時間時，為保證圖像品質，幀率值不能大於快門時間的倒數 

碼率類型 
 定碼率：設備將以恒定的編碼碼率發送資料 

 變碼率：設備將根據圖像品質動態地調整碼率 

圖像品質 當編碼模式為變碼率時，可設置編碼圖像的品質級別。數值越接近“碼率優先”表示碼率越低，但會

影響圖像的畫面品質；數值越接近“品質優先”則表示碼率越高，畫面品質越高 

碼流平滑 

碼流平滑的級別。“清晰”表示不啟用碼流平滑，數值越接近“平滑”表示碼流平滑的級別越高，但

會影響圖像的清晰度 
說明： 
網路環境較差時，啟用碼流平滑可以讓圖像更流暢 

SVC SVC可以進行時間域上的碼流分層，提取部分幀流實現分數幀率，大大縮小視頻存儲空間而不影響視

頻重播品質 

 U-Code 

 基礎模式：碼率為設置碼率的 3/4, 

 高級模式：為設置碼率的 1/2 

說明： 

• U-Code 模式下，WEB 編碼格式設置僅支援 H.264 和 H.265，不支持 MJPEG 

• U-Code 模式下，暫不支援圖像採集制式的幀率超過 30 幀 



28 

項目 描述 

BNC輸出 模擬輸出支援NTSC和PAL兩種制式切換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3.2  音訊 

音訊設置的主要功能是設置音訊編碼參數資訊。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音訊參數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音視頻>音訊]，進入音訊介面。 

   

(2) 根據需要修改對應的參數，重要的參數說明如下表。 

項目 描述 

音訊輸入 

音訊輸入開關。選擇“關閉”後，編碼將無音訊資料 

說明： 
若無需音訊，則推薦設置為關閉，這將一定程度地提高設備性能 

接入方式 

目前支援Line/Mic模式，部分產品通過RS485外接快魚拾音器 

說明： 
雙通道的設備沒有此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編碼格式 
有G.711U、G.711A和ACC-LC三種格式，其中G.711U和G.711A兩種格式的取樣速率只支援8K，
ACC-LC則支援8K/16K/48K三種 

輸入增益 設備採樣的音訊信號放大值。數值越大，放大值越大 

雜訊抑制 雜訊抑制開關。選擇“開啟”後，減少數位音訊中的雜訊 

通道1/通道2 

音訊輸入通道，勾選“啟用”後將支援音訊的輸出，兩路通道不能同時啟用 

說明： 
僅部分設備支援雙通道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3.3  抓圖 

(1) 選擇[配置>音視頻>抓圖]，進入抓圖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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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啟抓圖功能，根據實際需求設置解析度，圖片最大(KB)，計畫抓圖，設置圖片保存路徑詳見 3.1 本
地參數。部分重要參數說明如下。 

項目 描述 

抓圖間隔 
設置抓圖間隔，比如抓圖間隔設置為1秒，抓圖數量設置為2，表示IPC共抓取兩張圖，抓取每張圖之

間的時間間隔為1秒 

抓圖數量 目前抓圖數量支持設置為1，2，3張圖 

抓圖模式 
可設置為定時和週期兩種，當設置為定時，使用者可根據自身的需求設定抓圖時間點，如上圖所示中

抓圖時刻設定在19:12:00。當設定為週期時，可進一步設置間隔（秒），例如設定為60秒，表示IPC
抓取兩張圖後間隔60秒再進行下一次抓圖的動作。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3.4  區域增強 

若啟用區域增強，則當碼率不夠時，系統將優先保障該區域的圖像品質。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區域增強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音視頻>區域增強]，進入區域增強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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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需要，按一下  ，在想要增強的範圍上，按一下滑鼠左鍵拖拽矩形框覆蓋即可，按一下 刪除

選定的區域。 

3.3.5  媒體流管理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媒體流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媒體流管理 

顯示攝像機當前已建立的媒體流，也可以通過添加媒體流讓攝像機向指定的 IP 和埠發送 UDP 或 TCP 碼

流，同時可以設置重啟保留，即 IPC重啟後可以保留之前設置的媒體流。 

(1) 選擇[配置>音視頻>媒體流管理]，進入媒體流管理介面。 

 

(2) 按一下 ，設置輸出流、接收音視頻流的解碼端的單播或組播組 IP 位址和埠號等參數。 

若您需要在設備重啟或下次開機後，能夠自動建立已配置的媒體流，請在添加該媒體流時選擇“重啟

保留”。 

(3) 按一下 ，可刪除某個媒體流。 

(4) 按一下<確定>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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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TSP 組播地址管理 

配置 RTSP 組播位元址後，協力廠商播放機可通過 RTSP 協議請求攝像機發送 RTP 組播媒體流。 
(1) 選擇[配置>音視頻>媒體流管理]，進入 RTSP 組播位址管理介面。 

 
魚眼攝像機 RTSP 組播位址管理介面顯示如下。 

 
(2) 設置組播位址和埠號（組播位址範圍為 224.0.1.0~239.255.255.255，埠號範圍為 0~65535）。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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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智能監控 

您可以通過智慧監控設置達到對客流量、道路和移動目標的監控，以此來滿足監控需求。 
智慧監控包括客流量、道路監控、自動跟蹤等。不同的設備支援有所差別，請以實際介面為准。 

3.4.1  智慧功能配置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 智慧功能配置]，進入智慧功能配置介面。 

 
部分設備介面顯示如下。 

 

(2) 根據實際需求勾選智慧功能，按一下 進入對應設置介面。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智慧報警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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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過智慧功能配置來實現報警上報，通過配置其它設備的聯動動作將觸發後的報警進行某類或某幾

類動作的聯動，從而讓用戶及時處理報警及其相應的聯動動作。 
智慧報警包括周界佈防、異常檢測&統計、人臉檢測、客流量統計、自動跟蹤、鏈式計算六大類。不同設

備支援的報警有所差別，請以實際介面顯示為准。 

1.越界檢測 

越界檢測可以檢測實況中是否有物體跨過劃定的界線，並及時報警。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3)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越界檢測]，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4) 勾選啟用越界檢測。 

(5)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 ，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 ，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6)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界線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7) 設置檢測的觸發方向和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越界檢測報警。 
(8) 按下表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重要的報警聯動方式及佈防計畫說明如下。 

項目 描述 

報警輸出 

勾選“報警輸出”核取方塊，該開關量是與運動檢測報警進行聯動的報警輸出埠 

說明： 
當報警觸發時，設備會觸發相應的開關量報警，以聯動協力廠商設備的動作 

轉到預置

位 

勾選“轉到預置位”核取方塊，選擇與運動檢測報警進行聯動的雲台預置位 

說明： 

• 當預置巡航介面有預置位時，此處方可設置 

• 當報警觸發時，通過聯動預置位把雲台攝像機自動調到指定位置，便於用戶有針對性的捕捉現場畫面 

上傳FTP 

勾選“上傳FTP”核取方塊後，當報警觸發時，攝像機自動把抓圖上傳到指定FTP伺服器 

說明： 

啟用本功能前，請先完成 FTP 設置和抓圖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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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郵件聯動 

勾選“郵件聯動”核取方塊後，當報警觸發時，攝像機自動把抓圖發送到指定郵箱 

說明： 
啟用本功能前，請先完成郵件設置和抓圖設置 

存儲聯動 

勾選“存儲聯動”核取方塊後，當報警觸發時，攝像機自動存儲錄影 

說明： 

啟用本功能前，請先完成存儲介面中的“警後錄影時間”設置，即報警結束後繼續錄影的時間 

報警上報

中心 

勾選“報警上報中心”核取方塊後，當報警觸發時，攝像機將發送報警資訊至中心伺服器 

說明： 
啟用本功能前，請先完成“伺服器”介面中的設置 

聯動跟蹤 

勾選“聯動跟蹤”核取方塊後，當報警觸發時，攝像機將自動跟蹤目標 

說明： 

• 僅部分設備支援聯動跟蹤報警 

• 啟用本功能前，請先完成智慧功能配置介面中的“自動跟蹤”設置 

抓拍上傳 

勾選“抓拍上傳”核取方塊後，當報警觸發時，攝像機自動將抓拍的照片上傳至伺服器 

說明： 
啟用本功能前，請先完成“智能 FTP”介面中的設置 

人臉小圖 

勾選“人臉小圖”核取方塊後，攝像機將抓拍人臉，形成人臉小圖並上傳伺服器 

說明： 
啟用本功能前，請先完成“智能 FTP”介面中的設置 

啟用佈防

計畫 

勾選“啟用佈防計畫”核取方塊，設置報警的起始、結束時間（直接使用滑鼠繪製表格和按一下<編輯>表
格）。各時間段不能交叉包含，只有在設置的有效時間段內，設備才輸出報警信號 

日期選項有星期一至星期日，每天分4個時間段進行定義 

 

 

滑鼠繪製佈防時間 編輯表格設置佈防時間 

說明： 
僅 IE8 以上版本（不包括 IE8）支援繪製佈防功能，建議使用 IE10 流覽器。當用戶完成某天的計畫時間設

置後，可以按一下<複製>，在其它日期上按一下<粘貼>，可將計畫時間複製到其它日期 

 
(9)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區域入侵 

區域入侵可以檢測實況中是否有物體進入劃定區域內，並及時報警。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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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區域入侵]，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區域入侵偵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 ，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 ，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4)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5) 設置檢測的時間閾值、靈敏度和占比，以便判斷是否上報區域入侵報警。 
• 時間閾值：當入侵物體在區域內停留時間超過時間閾值時，才會上報報警。 
• 靈敏度：級別越高檢測越靈敏，當檢測到物體進入區域，並且超過持續時長時，才會上報報警。 
• 占比：當入侵物體在區域內所占面積比例超過占比值時，才會上報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進入區域 

進入區域可以檢測到是否有物體進入設置好的區域內，並及時報警。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進入區域]，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進入區域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 ，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 ，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4)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5) 設置檢測的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進入區域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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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離開區域 

離開區域可以檢測到是否有物體離開設置的區域內，並及時報警。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離開區域]，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離開區域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 ，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 ，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4)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5) 設置檢測的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離開區域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徘徊檢測 

徘徊檢測可以檢測到是否有物體在監控區域內徘徊，並及時報警。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徘徊檢測]，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徘徊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 ，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 ，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4)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5) 設置檢測的時間閾值、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徘徊檢測報警。 
• 時間閾值：當物體在區域內徘徊時間超過時間閾值時，才會上報報警。 
• 靈敏度：級別越高檢測越靈敏，當檢測到物體進入區域，並且超過持續時長時，才會上報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6. 快速移動 

快速移動檢測可以檢測到是否有物體在監控區域內快速移動，並及時報警。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快速移動]，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2) 物品搬移勾選啟用快速移動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 ，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 ，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4)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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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置檢測的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快速移動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7. 人員聚集 

人員聚集檢測可以檢測到是否有人員在監控區域內聚集，並及時報警。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人員聚集]，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人員聚集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 ，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 ，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4)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5) 設置檢測的靈敏度和占比，以便判斷是否上報人員聚集報警。 
• 靈敏度：級別越高檢測越靈敏，當檢測到人員在區域內聚集，並且超過持續時長時，才會上報報警。 
• 占比：當人員在區域內所占面積比例超過占比值時，才會上報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8. 停車檢測 

停車檢測可以檢測到是否有車輛停留在監控區域內，並及時報警。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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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停車檢測]，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停車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 ，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 ，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4)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5) 設置檢測的時間閾值、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停車檢測報警。 
• 時間閾值：當車輛在區域內停留時間超過時間閾值時，才會上報報警。 
• 靈敏度：級別越高檢測越靈敏，當檢測到車輛進入區域，並且停留超過持續時長時，才會上報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物品搬移檢測可以檢測到是否有物品搬移監控區域，並及時報警。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8)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物品搬移]，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9) 勾選啟用物品搬移檢測。 

(10)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 ，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 ，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11)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12) 設置檢測的時間閾值、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物品搬移檢測報警。 
• 時間閾值：當物品在區域內搬移時間超過時間閾值時，才會上報報警。 
• 靈敏度：級別越高檢測越靈敏，當檢測到物品搬移區域，並且超過持續時長時，才會上報報警。 
(13)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1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9. 物品遺留 

物品遺留檢測可以檢測到是否有物品遺留在監控區域，並及時報警。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物品遺留]，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39 

 

(2) 勾選啟用物品遺留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 ，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 ，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4)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5) 設置檢測的時間閾值、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物品遺留檢測報警。 
• 時間閾值：當物品在區域內遺留時間超過時間閾值時，才會上報報警。 
• 靈敏度：級別越高檢測越靈敏，當檢測到物品遺留在區域，並且超過持續時長時，才會上報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0. 虛焦檢測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虛焦檢測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通過虛焦檢測，能夠判定攝像機對焦是否正常。若圖像產生虛焦便會報警，通知相關人員。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虛焦檢測]頁簽，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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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選啟用虛焦檢測。 
(3) 設置靈敏度和報警聯動方式（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1. 場景變更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場景變更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通過場景變更，能夠判定攝像機是否被移動，導致檢測場景發生變更。若場景發生變更會報警，通知相關

人員。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場景變更]頁簽，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場景變更。 
(3) 設置靈敏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2. 人臉檢測 

人臉檢測可以檢測出畫面中出現的人臉。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人臉檢測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人臉檢測]，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非人臉槍設備人臉檢測介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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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優選模式 

 效果優先：設備自動從抓拍照片中選取效果最優的幾張，優選張數可配置。 

 速度優先：可配置優選超時時間，速度優先下從檢測到人臉至優選輸出，耗時不超過設置的時

間，優選張數可配置。 

 週期優選：可配置週期優選時間（百毫秒），例如 5 百毫秒，設備將每隔 5 百毫秒優選一張人臉

照片。 

 
部分攝像機支援顯示人臉結構化資訊，如性別、戴眼鏡、年齡、名族，介面顯示如下。需先啟用人臉優選

功能，方可選擇抓拍要顯示的人臉屬性相關資訊。 
(2) 選擇檢測區域，可選擇全屏或指定區域。 
(3) 設置目標檢測靈敏度，數值從 1-100，數值越高越靈敏。 
(4) 抓拍模式選擇智慧識別或報警輸入，二者可複選。智慧識別由攝像機自動完成，報警輸入需要先由外

界觸發報警開關量，從而觸發攝像機的抓拍模式，比如在有門禁的場合，目標通過門禁時將觸發攝像

機的報警開關量，從而進一步觸發攝像機的人臉抓拍模式。 
(5) 設置相同人臉小圖上限即單次檢測到同一人臉的人臉小圖抓拍張數上限,預設值為 10。 
(6) 開啟人臉統計功能，人臉統計數量會以人數統計的 OSD形式顯示在實況介面上。該功能需要先在 OSD

中設置顯示人數統計資訊，詳情參見 3.3.2 OSD。 
(7) 設置最小瞳距，可按一下右側繪製按鈕，拉框控制瞳距大小。 
(8)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9)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0) 開啟智慧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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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僅部分設備支援人臉識別，人臉優選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IPC 負責抓拍人臉照片，將照片傳送至後端，由後端進行資料庫中的資訊對比識別。 

 使用人臉識別功能前需先將人臉資料導入到後端人臉資料庫，方可進行人臉識別。 

 

13. 客流量統計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客流量統計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客流量統計]頁簽，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客流量，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檢測模式，上報間隔時間並設置靈敏度。 
(3) 按一下<繪製檢測區域>，可在左側實況介面中繪製檢測區域，如方形。 
(4) 按一下<繪製進入方向>，可在左側實況介面中繪製進入方向。進入方向一般為垂直或斜方向。 
(5) 根據實際需求設置目標尺寸過濾值，目標尺寸過濾的最大和最小值可手動進行繪製，勾選最大，可通

過拉框來控制目標尺寸過濾的最大值。勾選最小，可通過拉框來控制目標尺寸過濾的最小值。目標尺

寸介於最大和最小值之間會被計入客流量，目標尺寸過濾值在設置時，寬或高需要符合最大值大於最

小值，如果目標尺寸寬或高的最大值≤最小值時介面會提示資訊：目標尺寸過濾的寬或高需要符合：“最
大”>“最小”。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人數統計清零>可清除統計資料，或者勾選定時清零，設置定時清零時間點，設備將在設定時

間點進行統計資料清零。 
(8)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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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自動跟蹤 

當有物體觸發跟蹤規則時，設備將自動跟蹤該目標。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自動跟蹤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自動跟蹤]頁簽，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自動跟蹤。 
(3) 設置跟蹤超時時間和跟蹤倍率。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5. 鏈式計算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支援鏈式計算設置，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有效週期時間為 1-60s。 

 
鏈式計算可以把實況中移動物體的資訊提取出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鏈式計算]，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2) 按一下“開啟”。 
(3) 設置上報間隔時間，有效範圍為[1~60]。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6. 熱度圖 

熱度圖可捕捉不同區域的人流量熱度並配合後端用不同的顏色將熱度圖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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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熱度圖設置，該功能主要與後端平臺配合使用，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熱度圖的聯動方式將根據設備能力集顯示，具備該能力集的設備將顯示聯動方式為資料上報中心，不具備

該能力集的設備將不顯示聯動方式。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熱度圖]，按一下 進入設置介面。 

 
(2) 按一下啟用熱度圖。 
(3) 設置背景更新速度，參數值越大，背景更新越快。 
(4) 設置靈敏度，靈敏度越大，越小的目標會被檢出。 
(5) 設置不同的最小目標尺寸，該參數越大，小目標被過濾的越多。 
(6) 設置更新間隔，每隔該時刻間隔，統計前景結果並上報。 
(7) 設置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8)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4.2  道路監控 

道路監控功能可以對道路交通狀況進行即時監控，並且可以對特定車輛，特定車牌號進行監控。 

 

說明： 
 使用道路監控功能，需先開啟天網卡口系統模式，詳情參見 3.8.15 系統設置。 

 僅部分具備天網卡口系統模式的的設備支援道路監控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智慧業務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道路監控]，選擇[智慧業務]頁簽。 

 
(2) 根據實際情況設置車道數量，並選擇需要檢測的車輛類型。 

(3) 按一下<繪製檢測規則>。根據實際需求繪製絆線，車道線，車牌框，按一下 可放大車牌框所在區

域，按一下<重置所有>可重新劃線，按一下<傾斜線>可繪製傾斜線。完成繪製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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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需要監控的車輛行駛方向，默認方向為由上往下，您也可分時段配置需要監控的行駛方向。 
(5) 勾選定時清零可在指定時間清除資料，或者按一下<人數統計清零>立即清楚資料。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圖片處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道路監控]，選擇[圖片處理]頁簽。 
(2) 勾選生成過車記錄，車牌彩色小圖。 
(3) 編輯路口資訊，資訊將顯示在 OSD 上。 
(4) 編輯行車方向資訊。 
(5)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車輛參數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道路監控]，選擇[車輛參數]頁簽。 
(2) 選擇應用場景。 
(3) 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車牌參數，以便於更有針對性的監控。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4. 工程參數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道路監控]，選擇[工程參數]頁簽。 
(2) 設置攝像機工程安裝參數。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照片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道路監控]，選擇[照片]頁簽。 
(2) 設置通行記錄單張圖的命名格式。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6. FTP 

 

說明： 
僅部分天網卡口設備支援在道路監控中設置 FTP，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道路監控]，選擇[FTP]頁簽。 

 
(2) 配置 FTP 伺服器參數，過車照片保存路徑和檔案名。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4.3  高級參數 

高級參數設置用於設置抓拍照片的清晰度以及智慧功能的檢測模式。 

1. 照片參數 

可設置抓拍照片的清晰度。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高級參數]，進入照片參數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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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人臉小圖清晰度。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說明： 
設置圖像清晰度時須先關閉人臉檢測功能。 

 

2. 檢測參數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支援高級參數設置，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設備預設模式為“普通模式”，請客戶根據實際需求設置。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高級參數]，進入檢測參數設置介面。 
(2) 選擇檢測模式。開啟過濾模式後，避免因目標在場景內往復運動，而出現不斷上報報警的現象。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4.4  超感設置 

超感設置可對超感攝像機的感測器進行報警聯動設置，即時監控。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超感設置，操作介面有所不同，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超感設置包括 Wifi、GPS、電子羅盤、Zigbee、RFID 五項功能。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Wifi 

在探測範圍內，外部手機等自帶 Wifi 功能的設備開啟 Wifi 後，IPC 可獲取 Wifi 設備的 MAC 位址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 Wifi 功能，操作介面有所不同，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超感設置]，進入超感設置介面。 

 
(2) 設備需支援 Wi-Fi 功能，並在網口設置中開啟 Wi-Fi Sniffer。聯動配置可勾選資料上報中心，資料上報

中心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1 區域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GPS 

GPS 定位功能可將設備所在經緯度資訊顯示在 OSD 上，除經緯度資訊外還有速度，運動方向等資訊，

OSD 上的資訊主要由外部感測器決定。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 GPS 定位，操作介面有所不同，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超感設置]，進入超感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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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備需支援 GPS 功能，GPS 定位將設備所在經緯度資訊顯示在 OSD 上。聯動配置可勾選資料上報中

心，資料上報中心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1 區域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電子羅盤 

設備會先根據地磁場確定正北方向，然後再確定自身的監控方向，並將方位資訊顯示在 OSD 上，OSD 上

的資訊主要由外部感測器決定。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電子羅盤，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超感設置]，進入超感設置介面。 

 
(2) 設備需支援電子羅盤功能。設備會先根據地磁場確定正北方向，然後再確定自身的監控方向，並將方

位資訊顯示在 OSD 上。聯動配置可勾選資料上報中心，資料上報中心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1 區域

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4. Zigbee 

設備通過 Zigbee 無線介面控制外部感測器進行溫濕度，PM2.5 等資訊檢測並顯示在 OSD 上，OSD 上的

資訊主要由外部感測器決定。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溫濕度感測器，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超感工作類型為 Zigbee，設備需配置溫濕度感測器。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超感設置]，進入超感設置介面。 
(2) 設備需配備溫濕度感測器。按一下<探測>，IPC 將通過 Zigbee 無線介面在一段時間內探測附近正在入

網的感測器，並控制外部感測器進行溫濕度檢測並將資訊顯示在 OSD 上。在此期間附近的感測器若

有入網操作，應能正常入網，感測器狀態顯示線上。 
已經入網的感測器因離開檢測範圍或者其他異常情況無法被 IPC 檢測到時，感測器在 IPC 配置介面顯

示離線。設置上報時間間隔，比如設置為 1s，IPC 每隔 1s 會上報感測器資料到 TMS 伺服器。 
(3) 勾選資料上報中心，資料上報中心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1 區域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4) PM2.5 和溫濕度感測器可設置報警閾值，當感測器檢測到資料超過閾值時, IPC 會產生告警上報平臺。

比如，高溫閾值設置為 40℃，當溫濕度感測器檢測到環境溫度高於 40℃時，每隔 1s上報感測器資料

到 TMS 伺服器 
(5)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RFID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技術，可通過無線電訊號識別特定目標,讀寫相關資料，並將資訊顯

示在 OSD 上，OSD 上的資訊主要由外部感測器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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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 RFID，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超感工作類型為 RFID，特定目標需配備 RFID 卡，且 IPC 需置於無射頻幹擾場景。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超感設置]，進入超感設置介面。 
(2) 設備需支援 RFID 功能，特定目標需配備 RFID 卡，當目標進入感應區後，設備會將相關資料顯示在

OSD 上。聯動配置可勾選資料上報中心，資料上報中心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1 區域檢測”中報警

聯動方式說明。RFID 可設置檢測超時時間，比如超時時間設置為 5s，該時間表示 RFID 標籤 5s 內沒

有被檢測到就認為標籤已離開。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5  報警佈防 

您可以通過報警佈防設置來實現報警上報，通過配置其它設備的聯動動作將觸發後的報警進行某類或某幾

類動作的聯動，從而讓用戶及時處理報警及其相應的聯動動作。 
報警佈防包括運動檢測報警、遮擋檢測報警、聲音檢測報警、報警輸入、報警輸出等。不同設備支援的報

警有所差別，請以實際介面顯示為准。 

3.5.1  運動檢測報警 

運動檢測是用來檢測一段時間內一個矩形區域或者巨集塊內是否有物體運動，通過設置檢測區域或巨集塊

的矩形框來設置其有效的區域或巨集塊的位置和範圍，設置檢測的靈敏度和物體大小，以便判斷是否上報

運動檢測報警。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運動檢測報警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區域檢測 

(1) 選擇[配置>報警佈防>普通報警>運動檢測]，進入運動檢測設置介面。檢測模式中選擇“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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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檢測區域”，按一下 ，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 ，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3)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矩形框，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4) 設置檢測的靈敏度、物體大小以便判斷是否上報運動檢測報警。 
• 靈敏度越大，表示級別越高（區域內的微小變化也能被檢測到），當區域內的變化幅度超過物體大小，

才會上報報警。 
• 物體大小是按照運動物體占整個檢測框的比例來判斷是否產生報警。如果想檢測微小物體運動，建

議根據現場實際運動區域單獨畫一個小的檢測框。 
• 當前區域的即時運動檢測結果都能在下麵介面中顯示，紅色的線條表示會上報運動檢測報警，線條

越長表示運動物體運動量越大，線條越密表示運動頻率越大。 

  

(5) 設置報警參數。 
• 報警抑制：某一條報警觸發後，在設定的時間內，相同報警不再上報。 
• 報警恢復：某一條報警觸發後，在設定的時間內： 

 若無相同報警觸發，則恢復該報警，相同報警可重新上報； 
 若有相同報警觸發，則報警恢復延後，直至報警抑制時間過後，恢復該報警，相同報警可重新上

報。 
(6) 按下表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 
重要的報警聯動方式及佈防計畫說明如下： 

項目 描述 

報警輸出1 
勾選“報警輸出1”核取方塊，該開關量是與運動檢測報警進行聯動的報警輸出埠 

說明： 
當報警觸發時，設備會觸發相應的開關量報警，，協力廠商設備通過與 Alarm out 線相連，以聯動協力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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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設備的動作 

轉到預置

位 

勾選“轉到預置位”核取方塊，選擇與運動檢測報警進行聯動的雲台預置位 

說明： 

• 當預置巡航介面有預置位時，此處方可設置 

• 當報警觸發時，通過聯動預置位把雲台攝像機自動調到指定位置，便於用戶有針對性的捕捉現場畫面 

上傳FTP 

勾選“上傳FTP”核取方塊後，當報警觸發時，攝像機自動把抓圖上傳到指定FTP伺服器 

說明： 

啟用本功能前，請先完成 FTP 設置和抓圖設置 

郵件聯動 

勾選“郵件聯動”核取方塊後，當報警觸發時，攝像機自動把抓圖發送到指定郵箱 

說明： 
啟用本功能前，請先完成郵件設置和抓圖設置 

存儲聯動 

勾選“存儲聯動”核取方塊後，當報警觸發時，攝像機自動存儲錄影 

說明： 

啟用本功能前，請先完成存儲介面中的“警後錄影時間”設置，即報警結束後繼續錄影的時間 

資料上報

中心 

勾選“資料上報中心”核取方塊後，當報警觸發時，攝像機將發送報警資訊至中心伺服器 

說明： 
啟用本功能前，請先完成“伺服器”介面中的設置 

聯動跟蹤 

勾選“聯動跟蹤”核取方塊後，當報警觸發時，攝像機將自動跟蹤目標 

說明： 

• 僅部分設備支援聯動跟蹤報警 

• 啟用本功能前，請先完成智慧功能配置介面中的“自動跟蹤”設置 

啟用佈防

計畫 

勾選“啟用佈防計畫”核取方塊，設置報警的起始、結束時間（直接使用滑鼠繪製表格和按一下<編輯>表
格）。各時間段不能交叉包含，只有在設置的有效時間段內，設備才輸出報警信號 

日期選項有星期一至星期日，每天分4個時間段進行定義 

 

 

滑鼠繪製佈防時間 編輯表格設置佈防時間 

說明： 
僅 IE8 以上版本（不包括 IE8）支援繪製佈防功能，建議使用 IE10 流覽器。當用戶完成某天的計畫時間設

置後，可以按一下<複製>，在其它日期上按一下<粘貼>，可將計畫時間複製到其它日期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宏塊檢測 

(1) 選擇[配置>報警佈防>普通報警>運動檢測]，進入運動檢測設置介面。檢測模式中選擇“巨集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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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宏塊內可任意選擇要檢測的位置，可以是不規則的。 
(3) 設置檢測的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運動檢測報警（配套 NVR 可看出報警）。 
(4) 設置報警參數。 
• 報警抑制：某一條報警觸發後，在設定的時間內，相同報警不再上報。 
• 報警恢復：某一條報警觸發後，在設定的時間內： 

 若無相同報警觸發，則恢復該報警，相同報警可重新上報； 
 若有相同報警觸發，則報警恢復延後，直至報警抑制時間過後，恢復該報警，相同報警可重新上

報。 
(5)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1 區域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5.2  遮擋檢測報警 

當攝像機的鏡頭被遮擋時，發出相應的報警，以提醒用戶注意。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遮擋檢測報警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報警佈防>普通報警]，進入遮擋檢測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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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啟遮擋檢測。 
設置檢測的靈敏度和持續時長，以便判斷是否上報運動檢測報警。靈敏度級別越高檢測越靈敏（較遠稍微

遮擋鏡頭也可能被檢測到）。當檢測到鏡頭被遮擋，並且超過持續時長時，才會上報報警。遮擋檢測全屏

有效，若需要取消遮擋檢測報警，關閉遮擋檢測。 
(3)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運動檢測報警”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5.3  聲音檢測報警 

對輸入 IPC 的音訊進行異常音量檢測，當音量變化幅值超過一定數值或音量本身已超過一定閾值時，IPC
將產生報警並觸發相應的聯動動作。確保 IPC 已外接聲音輸入裝置並啟動音訊輸入功能，音訊設置參見

3.4.2 音訊。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聲音檢測報警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報警佈防>普通報警]，進入聲音檢測設置介面。 

 
(2) 啟用聲音檢測，選擇檢測類型，按需配置差值/閾值，當不需要聲音檢測時取消啟用即可。 
重要的聲音檢測報警參數表： 

項目 描述 

檢測類型 

 陡升：當音量突然上升，且幅度超過一定差值時產生報警。 

 陡降：當音量突然下降，且幅度超過一定差值時產生報警。 

 突變：當音量突然上升或突然下降，且幅度超過一定差值時產生報警。 

 門限：當音量本身超過一定閾值時產生報警。 

閾值/差值 

 閾值：設置某一音量值為閾值，則超過該值產生報警。 

 差值：計算某兩個音量差，設置為差值，則上升或下降幅度超過該值產生報警。 

說明： 

• 通過聲音檢測區域的遊尺規，能測量音量值。 

• 當前的即時聲音檢測結果都能在介面中顯示，紅色的表示滿足上報報警閾值，但不一定上報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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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3)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運動檢測報警”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5.4  報警輸入 

攝像機可以接收外接協力廠商設備的報警資訊，需要配置外部報警輸入的埠、開關量名稱、開關量輸入為

常開或常閉狀態和報警佈防時間。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開關量輸入報警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選擇[配置>報警佈防>普通報警]，進入報警輸入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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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警選擇和設定名稱。 
(3) 根據外接協力廠商報警輸入裝置是“常開”或“常閉”型，設置報警輸入為常開或常閉。例如，對於

常開型的報警輸入裝置，開關量輸入必須設置成“常開”，這樣設備才能正常接收外接協力廠商設備

的報警資訊。 

(4)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運動檢測報警”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5)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說明： 
部分攝像機聯動配置支援掃描巡航暫停聯動。開啟掃描巡航暫停聯動需先完成掃描巡航設置。 

 
報警類型選擇為常開，開啟報警輸入，並勾選掃描巡航暫停聯動。當攝像機在掃描巡航過程中發現火情時，

會向平臺上報火點告警資訊，並暫停掃描巡航。當達到巡航恢復時間後，繼續掃描巡航。 

3.5.5  報警輸出 

報警輸出控制，當攝像機發生運動檢測報警、開關量報警並進行聯動的報警輸出時，設置開關量輸出為常

開或常閉後，攝像機能正常輸出給協力廠商設備報警資訊，報警持續時間可設置。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開關量輸出控制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報警佈防>普通報警]，進入報警輸出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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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警選擇和設置報警名稱。 
(3) 設置狀態為常開（設備出廠預設為常開）和延續時間。 
(4) 設置中繼模式以便於更好的適應協力廠商報警設備，如報警燈等。請根據實際協力廠商報警設備的觸

發形式進行選擇。 

項目 描述 

單穩態 報警輸出以脈衝的形式觸發協力廠商報警設備。 

雙穩態 報警輸出以高低電平的形式觸發協力廠商報警設備。 

 
(5)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運動檢測報警”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注意： 
外接報警輸出設備（例如報警燈）時請嚴格按照以下上電順序，以免操作不當導致 IPC 內部元器件損壞。 
 確認開關量輸出設置為常開（設備出廠時預設為常開），連線時確保 IPC、報警輸出設備都已斷電。 

 完成連線後，請將報警輸出設備上電，IPC 最後上電。 

 

3.6  存儲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存儲功能，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存儲設置參數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

准。 
 前端存儲業務建議僅在設備獨立運行時應用；當設備被集中管理時，建議您關閉前端存儲，否則可能影響

前端緩存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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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Micro SD 卡安裝 

 

說明： 
 部分設備支援 SD 卡，安裝 SD 卡後可進行前端存儲配置，詳見 3.7.2 前端存儲。 

 設備支援通過 SD 加密卡，對視頻資料進行國密加密，保障視頻安全，詳見視頻加密。 

 
部分款型支援 Micro SD 卡。Micro SD 卡槽位元於設備內部，需要打開攝像機底蓋來進行安裝，安裝之前

請先將設備斷電，設備上插入 Micro SD 卡後，禁止進行熱插拔，否則會損壞設備及 Micro SD 卡。 
以部分設備為例，先打開攝像機底蓋，再將 Micro SD 卡插入卡槽，最後將卡蓋裝回。 

    

SD卡槽

 
 

3.6.2  前端存儲 

前端存儲能夠將視頻資料、照片等直接存儲到設備自身的存儲卡中，適用於獨立運行時。 

 

說明： 
警後錄影時間將根據設備能力集顯示，具備該能力集的設備將顯示警後錄影時間，不具備該能力集的設

備將不顯示警後錄影時間，即僅部分設備顯示警後錄影時間，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手動存儲 

開啟手動存儲，設備會一直錄影。 
(1) 選擇[配置>存儲>存儲設置]，進入存儲設置介面。 

  
(2) 啟用手動存儲，設置參數，重要參數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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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存儲資源 

存儲資源類型 

說明： 

• 格式化存儲卡時，請先停用存儲卡，再按一下<格式化>。完成後，系統將自動重啟 

• 顯示當前存儲卡的總容量和可用容量 

存滿策略 
 滿覆蓋：當存儲卡無可用空間時，資料從頭開始覆蓋存儲，周而復始 

 滿即停：當存儲卡無可用空間時，資料停止存儲 

警後錄影時間 當報警產生時會聯動錄影，並在報警結束後按設定時間繼續錄影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計畫存儲 

開啟計畫存儲，設備會在指定的時間段內存儲。 
(1) 選擇[配置>存儲>存儲設置]，進入存儲設置介面。 

 
魚眼攝像機存儲設置介面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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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啟用計畫存儲，設置存儲計畫，即需要設備錄影的時間。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說明： 
存儲卡錄影查詢詳見“5 前端錄影重播和下載”。 

 

3.6.3  前端緩存補錄 

前端緩存是設備被集中管理並開啟錄影備份功能時，其存儲卡能夠作為中心伺服器存儲的備份。當監控系

統的網路不穩定導致網路攝像機和中心存儲之間的存儲中斷，前端網路攝像機可自動啟動前端緩存，將視

頻資料存儲到存儲卡上。當網路攝像機與備份伺服器之間通信正常時，系統將自動把緩存錄影以檔的形式

發送至該伺服器上，實現緩存補錄。 

 

說明： 
 要實現緩存補錄，首先請確認網路攝像機已安裝 存儲卡，並且需在中心伺服器上添加備份資源。 
 警後錄影時間將根據設備能力集顯示，具備該能力集的設備將顯示警後錄影時間，不具備該能力集的設備

將不顯示警後錄影時間，即僅部分設備顯示警後錄影時間，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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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閉前端存儲 

(1) 選擇[配置>存儲>存儲設置]，進入存儲設置介面。  

  

(2) 存儲策略選擇關閉。警後錄影時間將根據設備能力集顯示，具備該能力集的設備將顯示警後錄影時間，

警後錄影時間顯示後可配。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設置備份伺服器 

(1) 選擇[配置>系統>伺服器]，進入管理伺服器設置介面。 
(2) 啟用錄影備份，並填寫實際組網中的備份伺服器地址。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設置斷網緩存 

(1) 選擇[配置>系統>伺服器]，進入管理伺服器設置介面。 
(2) 啟用斷網緩存，並填寫實際組網中的收流地址。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7  系統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系統維護操作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3.7.1  安全 

1. 用戶 

用戶分為管理員（最多 1 個）和普通用戶（最多 32 個），管理員默認為 admin（管理員名稱不可修改），

擁有設備和使用者的所有管理和操作許可權，一般使用者僅擁有設備的實況播放和重播許可權。 
管理員可在使用者管理介面添加使用者（進入路徑：[配置>安全配置>使用者]）。 
添加使用者後，可修改使用者密碼（重新輸入使用者密碼）或刪除使用者（清空用戶名稱）操作。 

 

說明： 
 僅 admin 使用者可修改密碼。修改某使用者的名稱或密碼後，如果該使用者已經登錄系統，則該使用者將

被強制退出，下次登錄時需要使用新名稱或新密碼。 
 僅 admin 用戶可刪除已有用戶。刪除某用戶時，該用戶將無法登錄；如果該使用者在被刪除前已經登錄系

統，那麼該使用者將被強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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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視頻加密 

設備支援通過國密加密演算法對視頻流進行加密，保障視頻資訊安全。 

 

說明： 
僅部分支援 Micro SD 加密卡的設備款型支援視頻加密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視頻加密]，進入視頻加密設置介面。 
(2) 開啟視頻加密功能。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安全資訊傳輸 

設置安全資訊傳輸後，可建立一個資訊安全的通道，來保證資料傳輸的安全。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安全資訊傳輸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埠設置]，進入埠設置介面。 

  

(2) 自訂“HTTPS 埠”埠值。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4)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網路安全]，選擇[HTTPS]頁簽。 

 
(5) 勾選啟用 HTTPS。同時支持導入自訂 SSL 證書，避免安全問題。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下次登錄時，可在位址欄中輸入 https://+IP 地址+:https 埠值，如“https://192.168.1.13:443”，進入安全

的資訊通道模式。若使用 HTTPS 默認埠值，直接輸入 https://+IP 地址登錄即可。 

4. RTSP 認證與 HTTP 認證 

RTSP 協定（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是應用層協定。若您想要傳輸並控制音訊和視頻，可在

Web 介面設置 RTSP 認證。 
(1)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網路安全]，選擇[認證方式]頁簽。 
(2) 選擇“認證方式”（Basic 模式/Digest 模式/無）。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不提供製造商資訊 

若您不需要在管理平臺顯示 IPC 製造商資訊，您可在 Web 介面設置 IPC 不提供製造商資訊。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註冊資訊]，啟用“不提供製造商資訊”，並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61 

 

6. 靜態 ARP 綁定 

保護 IPC 不受 ARP 欺騙攻擊。IPC 跨網段（途經閘道）訪問其他 IP 時，在本網段內，只與閘道 IP 綁定

的 MAC 位址進行通信。 
(1)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網路安全]，選擇[ARP 防攻擊]頁簽。 

  
(2) 勾選啟用“ARP 防攻擊”，自訂“閘道”及“閘道物理位元址”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7. IP 地址過濾 

通過 IP 位址過濾，您可以允許或禁止指定的 IP 位址訪問設備。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 IP 位址過濾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網路安全]，選擇[IP 地址過濾]頁簽。 

 
(2) 開啟“IP 位址過濾”，選擇“IP 位元址過濾方式”，添加 IP 地址。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說明： 
 過濾方式為“允許”，只允許添加的 IP 位址訪問攝像機；過濾方式為“禁止”，只禁止添加的 IP 位址訪

問攝像機。 

 最多可添加 32 個 IP 地址，且不可重複添加。 
 IP 位址第一位元組為 1~223，第四位元組不能為 0。如：0.0.0.0、127.0.0.1、255.255.255.255、224.0.0.1

為非法 IP 位址，不可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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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訪問策略 

 

說明： 
預設為開啟狀態。開啟友好密碼，則對使用者使用並無影響；關閉友好密碼，則在弱密碼登錄進去後，

強制彈出密碼修改頁面，此頁面無取消和關閉按鈕。預設密碼當做弱密碼處理。 

(1)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網路安全]，選擇[訪問策略]頁簽。 

 
(2) 開啟“友好密碼”，開啟 Mac 地址校驗。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9. 視頻浮水印 

通過視頻浮水印，您可以自訂加密資訊，防止外界刪除、篡改視頻資訊。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視頻浮水印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視頻浮水印只能通過特定 player 觀看，請與原廠聯繫。 

 
(1)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視頻浮水印]，進入視頻浮水印設置介面。 

  
(2) 開啟“視頻浮水印”，自訂“浮水印內容”。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7.2  時間 

您可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將攝像機系統時間調整為當下正確時間。 

1. 手動調整或同步電腦系統時間 

(1) 選擇[配置>系統>時間]，選擇[時間]頁簽，進入時間設置介面。 

    
(2) 選擇時間同步方式。 
(3) 設置正確的時區和系統時間，或按一下<同步計算機時間>來自動同步電腦的時區及時間。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同步 NTP 伺服器時間 

(1) 選擇[配置>系統>時間]，選擇[時間]頁簽，進入時間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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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間同步方式選擇“同步 NTP 伺服器時間”，設置 NTP 伺服器位址，埠號與更新間隔。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設備會定時與 NTP 伺服器同步時間。 

3. 調整夏令時 

(1) 選擇[配置>系統>時間]，選擇[夏令時]頁簽，進入夏令時設置介面。 

  
(2) 開啟夏令時，設置開始、結束和偏移時間。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7.3  管理伺服器 

當攝像機被中心伺服器集中管理時，需設置管理伺服器的參數。 

 

注意：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伺服器參數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修改設備 ID、管理協定或伺服器位址將使設備重啟，系統管理員登錄密碼和系統時間參數將會同步更新為

中心伺服器上對應的參數，而網口參數、伺服器參數、圖像設置參數、OSD 參數、遮蓋參數、自訂使用者

資訊、區域增強參數以外的其他所有參數都將會恢復出廠配置。 
 設備 ID 必須與中心伺服器的[設備管理>編碼器]的設備編碼一致才可以註冊成功，攝像機需重新啟動，才

能成功註冊。 

 若攝像機獨立運行，管理協定選擇“無”。 

 

1. 通過 IMOS 協議接入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 IMOS 協定接入，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常用>伺服器]，選擇[管理伺服器]頁簽，進入伺服器設置介面。 

   
(2) 設置設備 ID（請確保設備 ID 全網唯一），選擇管理協議為“IMOS”。 
(3) 輸入實際組網中的中心伺服器 IP 位址及埠號。 
(4) 開啟錄影備份，可設置 BM 伺服器地址。 
(5) 開啟 ONVIF 斷網緩存，可設置 ONVIF 收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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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通過 GB/T28181 協議接入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支援 GB/T28181 協定接入，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系統>伺服器]，選擇[管理伺服器]頁簽，進入伺服器設置介面。 

  
(2) 設置設備 ID（請確保設備 ID 全網唯一），選擇管理協議為“GB/T28181”。 
(3) 設置伺服器參數，重要參數說明如下。 

設置項 描述 

密碼 實際組網中中心伺服器的接入密碼 

設備名稱 網路攝像機的名稱 

視頻通道ID 在GB/T28181協定下，設備支援視頻輸出功能，一般視頻通道ID與設備ID相同 

音訊通道ID 在GB/T28181協定下，設備支援語音對講功能，用於語音廣播交互 

伺服器ID 實際組網中中心伺服器的ID 

伺服器位址、埠號 實際組網中中心伺服器的IP地址及埠號 

 
(4) 開啟錄影備份，可設置 BM 伺服器地址。 
(5) 開啟斷網緩存，可設置收流位址。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通過其它協議接入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其他協定接入，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系統>伺服器]，選擇[管理伺服器]頁簽，進入伺服器設置介面。 

   
(2) 設置設備 ID（請確保設備 ID 全網唯一），選擇管理協議為“其它”。 
(3) 設置伺服器參數，重要參數說明如下。 

設置項 描述 

VISS 
立元 

與協力廠商平臺的對接協定 

密碼 實際組網中中心伺服器的接入密碼 

設備名稱 網路攝像機的名稱 

伺服器ID 實際組網中中心伺服器的ID 

伺服器位址、埠號 實際組網中中心伺服器的IP地址及埠號 

 
(4) 開啟錄影備份，可設置 BM 伺服器地址。 
(5) 開啟斷網緩存，可設置收流位址。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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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智能伺服器 

當超感攝像機被中心伺服器集中管理時，需設置智慧伺服器的參數。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智慧伺服器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當需要使用人臉檢測功能時，需配置智慧伺服器，以便抓拍圖片可上傳至伺服器。 

 
(1) 選擇[配置>常用>伺服器]，選擇[智能伺服器]頁簽，進入伺服器設置介面。平臺通信類型為 GA/T1400

協定根據設備能力集顯示，如下所示。 

 
(2) 設置伺服器位址及其他相關資訊。GA/T1400 協定支援不同廠商的設備和平臺之間能實現資料互通。 
(3) 當平臺通信類型選擇為 GA/T1400 時，需輸入接入平臺用戶名和接入密碼。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當平臺通信類型為 FTP 時，右側有 FTP 按鈕，可直接跳轉至 FTP 設置介面。 
部分攝像機支援雙智慧伺服器，選擇[配置>常用>伺服器]，進入智慧伺服器頁簽，勾選啟用智慧伺服器 2，
實現抓拍圖片流和資料流程同時註冊到智慧伺服器 1 和智慧伺服器 2。伺服器位址和埠號等資訊配置 IPC
需對接的伺服器資訊即可。 

3.7.5  3011 伺服器 

GB3011 協定定義了公共場所無線上網安全管理系統在網路安全業務應用過程中各類資料傳輸交互所使

用的方式。支援超感的 IPC 設備把採集到的 wifi 資訊，熱點資訊，虛擬身份資訊，設備軌跡資訊以及其他

使用者通過 web 介面下發的配置資訊按照一定的時間間隔發送給伺服器，實現各類資料屬性的統一維護。 

 

說明： 
僅部分支援超感設置的攝像機支援 3011 伺服器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超感設置參見 3.5.4 超感設置。 

(1) 選擇[配置>常用>伺服器]，選擇[3011 伺服器]頁簽，進入 3011 伺服器設置介面。3011 伺服器設置介

面分為 4 個部分：3011 伺服器資訊，上報時間間隔(秒)，設備基礎資訊，廠商基礎資訊。 
• 3011 伺服器資訊：該欄中的資訊使用者可根據實際條件自行配置，這裡可設置兩種伺服器位址和埠

號——伺服器位址和埠(即 3011 伺服器位址和埠)以及保活伺服器地址和埠。其中保活伺服器用於專

門存儲採集到的設備狀態資訊，3011 伺服器用於存儲除設備狀態以外的其他資訊。 
• 上報時間間隔(秒)：該欄中的資訊使用者可根據實際需求自行配置，每隔相應時間段 IPC 將上報採

集到的資訊，比如設備軌跡資訊設置為 600s，表示每隔 600s IPC 向 3011 伺服器上報一次設備軌跡

資訊。 

 
• 設備基礎資訊：採集設備類型，場所經營性質，場所服務類型有下拉式功能表選項，為國標要求選

項，其他配置項使用者可根據實際需求自行配置。 

 
• 廠商基礎資訊：該欄中的資訊使用者可根據實際需求自行配置。廠商組織機構為機構代號，其他配

置項可自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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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 3011 伺服器配置後，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廠商組織機構配置項不可配，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3.7.6  串口 

RS485 串口可實現與協力廠商設備之間透明傳輸資料，本地雲台控制以及 OSD 疊加。串口參數應與所連

接的串列設備匹配。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串口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雲台控制 

如果需要協力廠商設備控制 IPC 的雲台時，串口模式選擇“本地雲台控制”。 
通過 RS485 串口發送符合 PELCO-D 協議的雲台控制命令，可以不通過雲台控制台而直接對球機進行雲

台控制。 
(1) 選擇[配置>系統>埠與外接設備]，選擇[串口設置]頁簽，進入串口設置介面。 

 
(2) 串口模式選擇“本地雲台控制”，重要參數說明如下表。 

項目 描述 

雲台協議 

設置通道支援的雲台協定 

說明： 
當串口模式為本地雲台控制時方可設置 

地址碼 

設置雲台位址碼 

說明： 
當串口模式為雲台控制且雲台協議為本地雲台控制時方可設置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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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向透明通道 

通過 RS485 串口與協力廠商設備之間透明傳輸資料。為了實現兩個設備之間能透明傳輸資料，您可以選

擇透明通道傳輸，串口模式必須選擇“雙向透明通道”。 

 

說明：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透明通道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請確保設備的串口模式已設置為雙向透明通道。 

 
(1) 選擇[配置>系統>埠與外接設備]，選擇[串口設置]頁簽，進入串口設置介面。 

 

(2) 串口模式選擇“雙向透明通道”。 
(3) 勾選“啟用透明通道”。 
(4) 輸入目的地址及埠，即透明通道連接的協力廠商設備的 IP 位址和埠號。 
(5)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OSD 疊加 

如果需要將協力廠商設備的資料資訊顯示在 OSD 上時，串口模式選擇“OSD 疊加”。 
通過 RS485 串口接收協力廠商設備傳輸的串口資訊，解析後將串口資訊疊加到 OSD 上顯示。 

 

說明： 
選擇 OSD 疊加時，為了使設備能正確解析串口資訊，需要保證協力廠商設備發送的串口資訊符合我司資

料格式（具體格式請聯繫我司技術支援）。 

 
(1) 選擇[配置>系統>埠與外接設備]，選擇[串口設置]頁簽，進入串口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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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串口模式選擇“OSD 疊加”，選擇啟用“串口 OSD 上報”（啟用後，會將 OSD 資料上傳至平臺）。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4. ONVIF 透明通道 

通過 RS485 串口與協力廠商設備之間 ONVIF 透明通道傳輸資料。 
(1) 選擇[配置>系統>埠與外接設備]，選擇[串口設置]頁簽，進入串口設置介面。 

 

(2) 串口模式選擇“ONVIF 透明通道”。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7.7  雨刷控制 

設置雨刷參數，可實現控制雲台雨刷轉動功能。 

 

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雨刷參數設置，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系統>埠與外接設備]，選擇[外設參數]頁簽，進入雨刷參數設置介面。 

  
(2) 設置雨刷控制模式。重要參數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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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串口協議 
通過發送PELCO-D指令控制雨刷工作，因此雲台協議要設置成“PELCO-D”，詳細內容請參見

“3.8.5  1. 雲台控制”。 

開關量 通過控制開關量導通、閉合電路控制雨刷工作。 

 

3.7.8  設備狀態 

您可以即時查看當前設備狀態，便於快速掌握設備即時資訊，提高可維護性。 

(1) 選擇[配置>常用>基本資訊]，進入基本資訊設置介面。 

 

(2) 按一下<刷新>，更新設備為最新狀態。 
(3) 查看目前設備的狀態資訊。 

 

說明： 
您可在基本資訊中查看設備產品型號，產品配置，軟體版本，智慧伺服器狀態等資訊。 

 

3.7.9  照片存儲狀態 

顯示當前照片的存儲狀態，照片存滿策略請參見“3.7 存儲”。 

 

說明： 
僅帶存儲功能的設備款型支援存儲狀態顯示，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功能表列選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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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刷新>，將存儲內容更新為最新狀態。 
(3) 正序排列/反序排列切換按鈕，可控制圖片路徑按時間正序/反序排列 
(4) 在“照片清單”區域，可以匯出照片或刪除照片。 

3.7.10  升級 

設備被集中管理時，若需要批量升級，建議在中心伺服器上對設備進行升級操作，詳見中心伺服器的操作

指導。 

1. 本地升級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在“軟體升級”區域裡的本地升級，按一下<流覽>，選擇正確的升級檔。部分設備支援升級 boot 程式,

勾選升級 boot 程式，設備會將 boot 程式一併更新。 
(3) 按一下<升級>，點擊後開始軟體升級，升級完成後，設備自動重啟，並跳轉至登陸介面。 

2. 雲升級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按一下<檢測>可對雲升級進行版本檢測,，若雲伺服器有最新版本，則可執行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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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待升級的版本必須和設備匹配，否則可能出現異常。 

 待升級的檔為.ZIP 格式的壓縮包，壓縮包必須包含全部的升級檔。 

 升級過程中，不可斷電，升級後，設備自動重啟。 

 部分設備不支援雲升級，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3.7.11  導入/匯出系統設定檔 

您可將設備當前配置資訊匯出並保存到本地 PC 機或其它更加可靠的存儲介質中；或者把以前匯出的配置

資訊重新導入設備中，以便恢復資料時避免重新配置。 

 

注意： 
 若進行恢復預設配置操作，除系統管理員登錄密碼、網口參數、系統時間外，其它所有參數都將恢復出廠

設置。 

 請確保導入的設定檔是屬於相同型號的設備，若導入錯誤的設定檔將導致設備異常。 

 成功導入設定檔後，設備將重啟。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在“系統組態”區域，若要導入備份的系統組態資訊，在“導入配置”欄按一下<流覽>，選擇要導入

的配置資料，按一下<導入>開始導入資料。 
(3) 若要匯出當前系統的配置資訊，在“匯出配置”欄按一下<流覽>，選擇本地的保存路徑，再按一下<

匯出>。 
(4) 若要恢復系統的預設配置，按一下<恢復默認>，確認後設備將重啟並恢復預設配置，但會保留網路配

置和使用者配置。若勾選<不保留網路配置和使用者配置，完全恢復到出廠設置>，設備將恢復到出廠

配置 

3.7.12  診斷資訊 

診斷資訊包括日誌資訊和系統組態資訊，您可以下載匯出到本地。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在“診斷

資訊”區域，按一下<流覽>選擇要保存的本地路徑後，按一下<匯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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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診斷資訊以壓縮包形式匯出到本地，可通過 WINRAR 等工具解壓縮，然後可用記事本查看內容。 

 勾選啟用“收集圖像調試資訊”，可使視頻和調試資訊同步呈現，便於問題定位。 

3.7.13  安裝資訊 

設置紅外球機安裝時距離地面的實際高度，以便設備自動控制紅外燈。 

 

說明： 
僅部分設備支援本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在“安裝資訊”區域，設置紅外球機安裝時距離地面的實際高度。 
(3) 按一下<確定>完成操作。 

 

3.7.14  對焦參數 

設備可根據最小對焦距離來調節自動對焦的速度。為了使拍的目標物體清晰，建議最小對焦距離小於目標

物體與鏡頭之間的距離，例如，若最小對焦距離為 3m，則距離鏡頭 3m 以內的目標物體將無法對焦清晰。 

 

說明： 
僅部分自動對焦的設備款型支援本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在“對焦參數”區域，設置最小對焦距離和變倍限制。 
(3) 按一下<確定>完成操作。 
安裝高度 

3.7.15  系統重啟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在“系統重啟”區域，按一下<重啟>，確認後設備將重啟。也可以設定自動重啟時間點進行自動重啟。 

 

注意： 
系統重啟將影響設備正在進行的業務，請謹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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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6  系統設置 

 

說明： 
 僅部分具有天網卡口功能的設備支援，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開啟天網卡口系統模式後，方可使用道路監控功能，道路監控設置參見 3.5.2 道路監控。 

 
(1) 選擇[配置>系統>系統設置]，進入系統設置介面。 
(2) 選擇系統模式，系統模式切換後設備自動重啟。 

3.7.17  天網卡口 Web 介面 

系統模式開啟天網卡口後，設備將自動重啟，重新登錄設備後將進入天網卡口 Web 介面。天網卡口 Web
介面可顯示抓拍車牌記錄，在此之前請先完成道路監控功能的相關設置，道路監控設置詳見 3.5.2 道路監

控。 

 

說明： 
僅部分攝像機支援本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開啟天網卡口系統模式參見“3.8.15 系統設置” 

 
(1) 如果設備安裝了 Micro SD 卡，抓拍的圖片將保存在 Micro SD 卡中，若設備未安裝 Micro SD 卡，抓

拍圖片將保存在本地 PC 中。按一下<打開圖片目錄>可查看抓拍照片。設備識別的車牌小圖將顯示在

左側介面。 
(2) 按一下<清空記錄>，將清空 Web 介面的抓拍記錄。 

3.7.18  魚眼參數 

將魚眼參數設置成與攝像機實際安裝情況一致，以便實況顯示正常。 

 

說明： 
僅魚眼攝像機支援本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實況>安裝模式]，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安裝模式。 

 

部分設備介面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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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參數，重要參數說明如下。 

設置項 描述 

 

 

 

 

 

 

 

 

 

 

 

共有11種顯示模式： 

 原始圖像 

 全景 

 全景+3PTZ 

 全景+4PTZ 

 全景+8PTZ 

 360°全景+1PTZ 

 180°全景 

 魚眼+3PTZ 

 魚眼+4PTZ 

 360°全景+6PTZ 

 魚眼+8PTZ 

 

 

共有3種安裝模式： 

 頂裝 

 壁裝 

 底裝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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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項 描述 

 

安裝方式選擇需根據實際情況來設置 

 

4 實況與客戶服務 
實況播放就是通過設備 Web 介面的視頻窗格即時播放攝像機所拍攝到的音視頻資訊。 
登錄成功後，預設進入實況播放介面（若在登錄介面勾選“自動實況”，則自動播放實況畫面）。 
您可以通過按兩下播放窗格進入或退出全屏狀態。 

  
實況播放工具列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實況操作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設置項 描述 

/   播放/停止實況 

 

調節用戶端PC機的播放控制項輸出音量 

 

設備與PC進行語音對講時，調節PC機側麥克風的音量 

 

啟動抓圖，即從用戶端播放的畫面中抓取一張圖片 

說明： 
圖片的保存路徑請在本地參數配置中設置 

 /   

啟動/停止本地錄影 

說明： 

• 截屏圖片的保存路徑請在本地參數配置中設置 

• 4K 款型設備，如果播放本地錄影中的視頻，推薦使用 VLC media player 播放機 

 /   啟動/停止語音對講，實現PC與設備進行語音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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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項 描述 

 /   啟動/停止數位放大，詳細操作請參見“4.1.1  數位元放大查看局部畫面” 

 /  啟動/停止區域聚焦，詳細操作請參見參見“4.1.2 區域聚焦局部畫面” 

 /   啟動/停止3D定位，詳細操作請參見“4.1.3  3D定位查看局部畫面” 

 /  開始/停止抓拍，詳細操作請參見“4.1.4圖像抓拍” 

  打開/隱藏雲台控制台 

 

復位丟包率，對丟包率清零 

說明： 
當滑鼠移動至實況播放窗格時，該按鈕顯示在浮動工具列上 

 

底部丟包率及碼流資訊顯示 

說明： 

• 當滑鼠移動至實況播放窗格時，該按鈕顯示在浮動工具列上 

• 點擊按鈕時，實況視窗始終顯示底部資訊；再點擊按鈕時，滑鼠在實況視窗中移動或

滑鼠位於底部資訊上時，顯示底部資訊，滑鼠懸停在實況視窗中約 3s 或離開實況視

窗時，底部資訊會自動隱藏 

 

快速連結到設備圖像設置介面 

  
全屏顯示 

 

設置窗格中圖像的顯示比例。如高清圖像要按原始的16：9比例顯示，則請您選擇“按比

例”，若您需要按窗格大小來顯示圖像，則請您選擇“滿比例”，若您需要按圖像大小

來顯示，則請您選擇“實際大小” 

 

 
 

根據設備的支援情況，選擇實況播放的是主碼流、輔碼流或第三流 

 

4.1  查看局部畫面 

若您需要查看某些局部畫面的細節，可通過數位放大、區域聚焦、3D 定位功能實現。 

4.1.1  數位元放大查看局部畫面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實況操作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在實況播放介面中，選擇實況工具列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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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實況畫面中按住滑鼠左鍵，從上往下畫框（繪製矩形區域）拖出想要放大的區域放大查看，單機滑

鼠右鍵恢復原始圖像，您可以進行其它部位的放大操作。 

(3) 按一下 關閉數位放大功能。 

4.1.2  區域聚焦局部畫面 

 

說明：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實況操作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1) 在實況播放介面中，選擇實況工具列中的 。 

 
(2) 在實況畫面中按住滑鼠左鍵，從上往下畫框（繪製矩形區域）拖出想要聚焦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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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關閉區域聚焦功能。 

4.1.3  3D 定位查看局部畫面 

 

說明： 
僅球型網路攝像機及配置電動鏡頭與雲台的槍型網路攝像機可以使用，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在實況播放介面中，選擇實況工具列中的 。 

 

(2) 在實況畫面中按住滑鼠左鍵，從上往下畫框（繪製矩形區域）實現定位功能，從下往上畫框則實現縮

小功能，依據需要繪製相應的區域查看。 

(3) 按一下 關閉 3D 定位功能。 

4.1.4  人臉抓拍 

 

說明： 
僅部分支援人臉抓拍功能的槍型網路攝像機可以使用，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在實況播放介面中，選擇實況工具列中的 。 

 

(2) 當點擊 後，攝像機實況介面右側將顯示抓拍清單並啟動抓拍流，PC 上開始接收抓拍的照片。抓拍

的照片顯示在右側，以兩列呈現，最新的照片顯示在最上面，上限 200 張。當上報 201 張，則自動刪

除第一張。抓拍介面如下圖所示。 

 
部分攝像機支援顯示結構化資訊，資訊顯示在照片右側，如下所示。欲顯示結構化資訊，需要先在人臉檢

測介面，啟用人臉優選功能方可勾選要顯示的人臉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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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停止抓拍。 

(4) 按一下<打開圖片目錄>，可在本地 PC 中查看已抓拍的照片，照片以 JPEG 格式存儲。圖片存儲路徑

也可以在[配置>常用>本地配置]中的檔保存路徑進行設置。當本地磁碟空間寫滿時，實況介面會提示

“硬碟剩餘空間低，請清理自動抓拍目錄”，且實況介面右側將不再顯示新抓拍的圖片，待清理磁碟空

間後，右側將繼續顯示抓拍的人臉圖片。 
(5) 按一下<清空記錄>可將抓拍列表清空。 

4.2  魚眼實況 

 

說明： 
 僅魚眼攝像機支援此實況播放介面，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不同的魚眼參數設置，預覽模式的圖像顯示會不同。預覽實況前，請先設置好魚眼參數 ，魚眼參數詳見

3.8.18 魚眼參數 

顯示模式可分為：原始圖像、魚眼與 PTZ(Pan/Tilt/Zoom，雲台全方位移動及鏡頭變倍、變焦控制)組合圖

像、全景與 PTZ 組合圖像三大類。不同安裝方式顯示的圖像會不同，下面以壁裝為例。 
當選擇“原始圖像”顯示模式時，將顯示魚眼環視圖像，如下圖所示。 

 
當選擇“全景”顯示模式時，將顯示矯正後的全景圖像，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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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當魚眼設備安裝方式為頂裝和底裝時，設備“全景”圖像（雙 180°圖像）是“魚眼”圖像（360°圖像）

的畫面矯正。請根據實際監控視圖需求選擇合適的安裝角度。 
例如：若設備安裝在大廳天花板，設備底面尾線孔（LOGO）和目標順時針夾角約 135°時，目標顯示在

“全景”圖像的正上方。 
目标监控位置
（例如门禁）

LOGO

45°

尾线孔
设备底面

鱼眼预览模式下的
鱼眼环视图像示意

全景预览模式下的
全景图像示意

目
标

目标

 
 
當在右邊列表中選擇“全景+4PTZ”顯示模式時，可以預覽 4 個局部圖像。圖像呈現方式預設從左到右，

從上到下。每個局部圖像都可以做虛擬 PTZ 控制操作，選擇局部圖像，可實現雲台控制和攝像機變倍。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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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客戶服務 

部分設備支援客戶服務功能，您可通過實況介面右上角的客戶服務功能撥打服務熱線，或者通過 QQ，微

信公眾號以及技術服務投訴電話獲得説明。 
(1) 按一下實況介面右上角[客戶服務]，將會顯示客戶服務介面。 
(2) 您可通過撥打服務熱線，或者通過 QQ，微信公眾號以及技術服務投訴電話獲得説明。 

5 前端錄影重播和下載 

 

說明： 
 前端錄影是指存儲在前端設備（如攝像機）存儲卡上的錄影，而本地錄影是指存儲在本地用戶端 PC 機上

的錄影。 

 查詢前端錄影前，請確保設備已有存儲卡，且已經配置“3.6  存儲”。 

 部分設備款型不支援錄影重播和下載操作，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5.1  錄影重播 

(1) 在主頁中選擇[重播]頁簽，進入重播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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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日曆中選擇需要查詢的日期。 
(3) 按一下<查詢>，進行查詢。 
(4) 選擇查詢結果中需要查看的時間段，按兩下進行播放。 

 

說明： 
 可通過拖動黃色指標來實現錄影的快進快退播放。 

 停止播放按鈕右側長條 ，可用於調節播放速度，預設的正常播放速度為 1x，向右調節至

2x，播放速度加快，向左調節至 1/2x，播放速度減慢，繼續向左調節至-2x，錄影快速倒退重播。 

 重播介面左下角長條 ，可調節錄影音量。 

 重播介面右下角抓圖按鈕 ，可實現在錄影重播過程中抓取圖片，圖片保存路徑即本地配置中的檔保存路

徑。 

 重播介面右下角數位放大按鈕 ，可放大指定區域，按一下右鍵恢復原始畫面。 

 

5.2  錄影下載 

(1) 在主頁中選擇[重播]頁簽，進入重播介面，按一下<錄影下載>，進入錄影下載介面。 

 
(2) 查詢指定時間段的錄影，查詢結果在清單顯示。 
(3) 按一下<流覽>，選擇錄影下載路徑，選取待下載的錄影，按一下<下載>，存儲卡上的錄影將被下載到

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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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雲台控制 
雲台控制的功能僅支援並配置雲台的攝像機可以使用。 

 

說明： 
 部分鏡頭控制功能在配備電動鏡頭的攝像機上可以使用。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雲台控制按鈕可能會有所不同，請以實際 web 介面顯示為准。 

 

6.1  雲台控制工具列 

設置項 描述 

預置位 
選擇某一預置位，按一下 ，則雲台攝像機轉動到選中的預置位處，按一下 添加預

置位，按一下 ，則刪除該預置位 

巡航 
選擇某一設定好的巡航路線，按一下 開啟巡航，按一下 編輯該巡航路線，按一下

添加巡航路線，按一下 ，則刪除該巡航路線 

 

向上拖動則雲台攝像機的轉動速度越快，向下拖動則雲台攝像機的轉動速度越慢 

  

控制雲台各個方向的轉動及釋放雲台控制 

/  

/  

/  

/  

/  

紅外控制開關 

雨刷控制開關 

加熱控制開關 

照明控制開關 

除雪控制開關 

 

調整攝像機鏡頭的焦距，從而使圖像清晰 

 

調整攝像機鏡頭的變倍，從而使圖像清晰放大、縮小 

 

ABF (Auto Back Focus，自動後焦調整)用於調節鏡頭和Sensor板之間距離，得到最佳

效果 

 

用來控制光圈大小 

說明： 

向外接雲台發送控制光圈大小的命令，在一些特殊應用場合，該按鈕可控制外接雲

台的鐳射光斑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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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項 描述 

 

雲台控制快速鍵，在實況播放畫面中，滑鼠指標變成該形狀時，按住滑鼠左鍵移動，實

現雲台控制操作 

說明： 

• 僅支援並配置雲台的攝像機可以使用 

• 若開啟 3D 定位或數位放大功能，則雲台控制快速鍵不可用 

 

雲台控制快速鍵，在實況播放畫面中，滑鼠滾輪能夠進行變倍操作，向前滾輪表示放大，

向後滾輪代表縮小 

說明： 
僅支援並配置電動鏡頭的攝像機可以使用 

 

6.2  預置巡航 

6.2.1  預置位 

在“預置位”處，可設置預置位，或者對雲台攝像機進行一些控制操作（請參見“雲台控制工具列”）。 

1. 添加預置位 

(1) 實況播放介面中，在控制台中選擇[預置位]頁簽。 

  
(2) 調整雲台攝像機轉動至某一位置後，在“預置位”處按一下 ，輸入預置位編號和名稱，按一下<確定

>即可新增該預置位。 

2. 轉到預置位 

(1) 實況播放介面中，在控制台中選擇[預置位]頁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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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某一已設置定的預置位，按一下 ，則雲台攝像機轉動到選中的預置位處。 

3. 刪除預置位 

(1) 實況播放介面中，在控制台中選擇[預置位]頁簽。 

  

(2) 選擇需要刪除的預置位元，按一下 確認後即可將該預置位刪除。 

6.2.2  巡航 

巡航路線是指雲台攝像機在預置位之間轉動的路線，可以設置雲台在每個預置位的停留時間。每一個雲台

攝像機可以設置多個巡航路線。 
巡航動作包括可設置轉到預置位，及其停留時間；可設置轉動方向、變倍、速度、持續時間和停留時間，

或勾選一直轉動；可以轉動雲台的方向、調整鏡頭的倍數等。系統會記錄每一個運動軌跡參數，並自動添

加到動作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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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巡航路線 

(1) 實況播放介面中，在控制台中選擇[巡航]頁簽。 

 
(2) 按一下 ，進入添加巡航介面。 
(3) 輸入路線編號和名稱，按一下<添加>，新增巡航動作，可添加 64 個，當動作類型選擇“方向類型”和“變

倍到”時，則一行占兩個動作，可添加 32 個，並可通過調序按鈕來調整各動作在巡航路線中的先後順

序。 
巡航動作包括： 
• 轉到預置位，及其停留時間。 
• 轉動方向、變倍、速度、持續時間和停留時間，或勾選一直轉動。 
建議巡航路線中的第一個動作類型是轉到預置位。 
(4) 按一下<確定>完成操作。 

2. 掃描巡航 

部分攝像機支援添加掃描巡航。在添加掃描巡航之前請先設置預置位，預置位設置方法參考添加預置位。 
(1) 實況播放介面中，在控制台中選擇[巡航]頁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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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巡航類型選擇掃描巡航。設置路線編號，路線名稱，設置速度，梯度，初始巡航方向，起始預置位和

結束預置位。 

設置項 描述 

路線編號 用戶可自行設置編號 

路線名稱 用戶可自行設置路線名稱 

速度 雲台的掃描速度，1-9可選，數值越大，掃描速度越快 

 梯度值 用戶可自行設置梯度值，可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如2.33 

初始巡航方向 順時針方向/逆時針方向 

起始預置位/結束預置位 
掃描巡航路線的起始位置/掃描巡航路線的結束位置，即之前已經設置好的預置位。起始

預置位和結束預置位不能是同一位置 

(3) 按一下<確定>完成操作。完成掃描巡航設置後，按一下開始即可進行掃描巡航。當雲台從起始預置位

元掃描到結束預置位元後會重新回到起始預置位元進行掃描。 

3. 錄製巡航 

(1) 實況播放介面中，在控制台中選擇[巡航]頁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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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 ，開始錄製巡航，可以轉動雲台的方向、調整鏡頭的變倍等。系統會記錄每一個運動軌跡參

數，並自動添加到動作列表中。 

(3) 按一下 完成錄製，自動保存為模式路徑。您可以按一下 啟動模式路徑或按一下 刪除模式路徑。 

 
4. 制定巡航計畫 

(1) 實況播放介面中，在控制台中選擇[巡航]頁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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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 ，進入設置巡航計畫介面。 
(3) 設置正確的巡航時間和巡航路線。 
(4) 勾選“啟用巡航計畫”。 
(5) 按一下<確定>完成操作。 

5. 啟動巡航路線 

添加巡航路線後，選擇想要的路線進行巡航。 
(1) 實況播放介面中，在控制台中選擇[巡航]頁簽。 

 

(2) 選擇需啟動的巡航路線，按一下 即可。 

6. 編輯巡航路線 

(1) 實況播放介面中，在控制台中選擇[巡航]頁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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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需編輯的巡航路線，按一下 進入編輯介面進行相應的操作。 

7. 刪除巡航路線 

(1) 實況播放介面中，在控制台中選擇[巡航]頁簽。 

 

(2) 選擇需刪除的巡航路線，按一下 確認後即可將該巡航路線刪除。 

6.3  雲台限位 

雲台限位功能是為了防止 IPC在調整過程中出現碰壁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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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僅部分設備款型支援雲台限位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雲台>雲台限位]，進入雲台限位元設置介面。 

 
(2) 通過雲台控制介面調整 IPC 上下左右方位至合適方位後。 

(3) 按一下 確定合適方位，按一下 尋找設定好的方位。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按一下<啟動雲台限位>，配置生效。 

(6) 按一下 刪除之前設定的配置，可根據實際需求重新配置方位。 

6.4  雲台守望 

雲台在設定的時間範圍內沒有任何動作，則自動回到預置位。 

 

說明： 
 僅支援並配置雲台的攝像機可以使用。 

 使用該功能需先添加預置位和巡航路線，預置位添加詳見“6.2.1 1 添加預置位”，巡航路線添加詳見

“6.2.2 1 添加巡航路線”。 

 
(1) 選擇[配置>雲台>雲台守望]，進入雲台守望設置介面，您可根據實際需要設置參數。 

  選擇守望模式，對應編號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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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6.5  遠程式控制制雲台 

如果使用協力廠商平臺且雲台協議不匹配時，可以配置“遠端控制”來控制雲台。 

 

說明： 
僅支援並配置雲台的攝像機可以使用。 

 
(1) 選擇[配置>雲台>遠程式控制制]，進入遠端控制設置介面。 

 
(2) 開啟“遠端控制”，配置監聽埠（預設）和位址碼。重要參數描述如下。 

項目 描述 

監聽埠 攝像機本地埠號，不能配置為已被佔用的埠，一般情況下保持預設參數即可。 

地址碼 攝像機可以讀取指令中的位元址碼，若與介面配置的位元址碼相同，攝像機才能對指令進行解析。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6.6  預置位抓拍和巡航恢復 

當預置位發生某些報警事件時進行抓拍圖片，聯動上傳 FTP。 

 

說明： 
啟用本功能前，請先完成 FTP 設置和抓圖設置。 

 
(1) 選擇[配置>雲台>巡航參數]，進入巡航參數設置介面。 

 
(2) 開啟“預置位抓拍”，設定巡航恢復時間，巡航恢復時間表示巡航被打斷後，恢復巡航所需的時間。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7 通過用戶端訪問 

7.1  GuardStation用戶端軟體簡介 

GuardStation 是我司針對小型的視頻監控解決方案而設計的設備管理套件，其部署簡單、操作方便，特別

適合應用在超市、車庫、社區等視頻路數較少的監控場合。 
您可通過 GuardStation 視頻管理用戶端軟體訪問網路攝像機，用戶端軟體安裝請參見相應使用者手冊。 
請至官網 hb-cctv.com.tw 下載中心下載用戶端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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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登錄用戶端軟體 

(1) 安裝軟體後，按兩下軟體圖示，進入登錄介面。 
(2) 首次運行，請使用默認的初始用戶名（admin）和初始密碼（123456）登錄。 
登錄 GuardStation 視頻管理用戶端軟體後，您可進行設備管理、常見監控業務操作，詳細的操作說明請

參見該軟體的使用者手冊。 

8 通過廣域網路訪問 
您可以通過移動 APP 或 Web 網站查看家庭、別墅、商鋪、辦公室等場所的即時視頻、歷史錄影等。 
“無論身在何處，一切盡收眼底”，為用戶打造輕鬆、放心和愉悅的生活方式。 

8.1  前提條件 

通過移動 APP 或 Web 網站訪問設備前，您需要進行以下準備工作。 

1. 設置 DNS 伺服器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DNS]，進入 DNS 設置介面。 

 
(2) 設置 DNS 伺服器地址。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啟動 DDNS 服務（可選）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DDNS]，進入 DDNS 設置介面。 

 
(2) 開啟 DDNS 服務。 
(3) 選擇 DDNS 類型，有”DynDNS”，”NO-IP”，”DDNS”三種類型。 
(4) 輸入功能變數名稱、用戶名、密碼並確認密碼。 
(5)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啟動雲服務 

 

說明： 
僅部分設備支援本功能，請以具體型號為准。 

 
(1) 選擇[配置>網路>雲]，進入雲設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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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啟雲服務。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4. 設置埠映射（可選）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埠設置]，進入埠映射設置介面。 

 
(2) 啟用埠映射，並選擇埠映射方式。若選擇手動方式，需配置外部埠（外部 IP 由攝像機自動獲取）。若

配置的外部埠號已被佔用，則“狀態”一欄顯示未生效。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啟用路由器 UPnP 

啟用網路環境中路由器的 UPnP(Universal Plug and Play，通用隨插即用)功能。 

8.2  通過移動APP訪問網路攝像機 

8.2.1  APP 獲取方式 

 

說明： 
建議在 Wi-Fi 環境中下載移動 APP。 

 
• Android 作業系統：手機商城搜索 Guard Viewer 下載。  
• iOS：App Store 內搜索 Guard Viewer 下載。  
或者 
• 掃描設備上的二維碼 
• 登錄設備 Web 介面後掃描二維碼（配置>網路>雲 具體路徑可能因設備版本而異） 

9 附錄-常見問題 
1. 在 Windows 7 用戶端上首次登錄時，未提示安裝控制項？ 

答：請更改使用者帳戶的控制設置，並重新登錄。操作方式為：進入[控制台>使用者帳戶]，按一下<用戶

帳號>，選擇<更改使用者帳戶控制設置>，設置為“從不通知”確認後即可。 

2. 控制項安裝失敗？ 

答：登錄前，先將設備 IP 加入 IE 的可信網站。操作方式：[工具>Internet 選項>安全]，選擇“可信網站”

並按一下<網站>，添加為可信網站。 
若您在 Windows 7 用戶端上登錄，可以先將控制項保存在本地，然後按右鍵選擇“以管理員身份運行”

安裝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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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首次登錄後無法觀看實況？ 

答：請您先關閉當前 PC 的防火牆，重新登錄設備後可觀看實況。 


	1  網路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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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設置用戶控制許可權為最低（可選）

	2.2   登錄Web介面
	(1) 在流覽器位址欄輸入IP地址，按<Enter>鍵。
	(2) 首次登錄Web介面時會提示安裝控制項（安裝時需要關閉當前所有流覽器）。請按照介面指導完成控制項安裝，再重啟IE流覽器登錄系統。
	(3) 輸入用戶名和密碼（首次登錄時請使用預設使用者名admin和預設密碼123456），按一下<登錄>，登錄Web介面。

	2.3   Web介面介紹
	2.4   初始配置

	3  參數設置
	3.1   本地參數
	(1) 選擇[配置>常用>本地配置]，進入本地配置介面。
	(2) 根據需要修改相應的參數，重要配置參數說明如下。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   網路
	3.2.1   網口
	1.  靜態位元址（手工配置位元址）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有線網口設置介面。
	(2) 獲取IP方式選擇“靜態位元址（手工配置位元址）”。
	(3) 手動輸入裝置的IP位址、子網路遮罩和預設閘道器，並確保設備的IP地址全網唯一。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PPPoE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有線網口設置介面。
	(2) 獲取IP方式選擇“PPPoE”。
	(3) 手動輸入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提供的用戶名和密碼。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DHCP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有線網口設置介面。
	(2) 獲取IP方式選擇“DHCP”。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4.  IPv6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有線網口設置介面。
	(2) IPv6模式預設手動。
	(3) 手動輸入裝置的IPv6位址、子網首碼長度和預設閘道器，並確保設備的IP地址全網唯一。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4G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4 G設置介面。
	(2) 根據需要設置相應的參數，重要的參數說明如下表。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6.  無線網路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Wi-Fi設置介面。
	(2) 開啟Wi-Fi模式，選擇Sniffer模式 。設備將自動搜索周圍環境中是否存在Wi-Fi熱點，並記錄下熱點設備的MAC地址。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網口設置]，進入Wi-Fi設置介面。Wi-Fi模式選擇Wi-Fi
	(2) 介面顯示信號強度，開啟碼流自我調整，同時介面顯示周圍存在的其他無線網路信號。按一下<重新搜索>，設備將重新搜索周圍存在的無線網路信號。
	(3) 在無線網路清單中，按一下任意網路SSID，該SSID的網路資訊將顯示在下方的Wi-Fi配置中，網路SSID密碼應設置8位及以上。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當Wi-Fi模式選擇Wi-Fi熱點時，IPC可作為熱點供其他設備連接。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2   UNP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UNP]，進入UNP設置介面。
	(2) 開啟UNP服務。
	(3) 輸入UNP伺服器地址，若UNP伺服器使用認證，則啟用認證，並設置UNP認證用戶名和密碼。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3   埠設置
	1.  埠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埠設置]，進入埠設置介面。
	(2) 設置相應埠號。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埠映射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埠設置]，進入埠映射設置介面。
	(2) 啟用埠映射，並選擇埠映射方式。若選擇手動方式，需配置外部埠（外部IP由攝像機自動獲取）。若配置的外部埠號已被佔用，則“狀態”一欄顯示未生效。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4   FTP
	1.  通用FTP
	(1) 選擇[配置>存儲>FTP]，進入通用FTP設置介面。
	(2) 設置FTP伺服器的位址和埠號、具備上傳許可權的用戶名和密碼，勾選上傳圖片、覆蓋存儲，設置覆蓋閾值。部分設備支援FTP自測試功能，配置正確的FTP參數後，可進行FTP自測試功能。
	(3) 設置抓拍照片的保存路徑和檔案名稱。如抓拍照片的保存路徑可選擇“預置位編號\\IP地址\\日期\\小時”的命名方式，檔案名可選擇“預置位編號-雲台變倍-雲台緯度-雲台經度.jpg”的命名方式。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智能FTP
	(1) 選擇[配置>存儲>FTP]，進入智慧FTP設置介面。
	(2) 設置FTP伺服器的位址和埠號、具備上傳許可權的用戶名和密碼等相關資訊。
	(3) 設置抓拍照片的保存路徑和檔案名稱。如抓拍照片的保存路徑可選擇“設備編號\\IP地址\\日期”的命名方式，檔案名可選擇“設備編號- IP地址-方向編號.jpg”的命名方式。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5   郵件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郵件]，進入郵件設置介面。
	(2) 設置寄件者、收件人的參數，部分設備支援E-mail自測試功能，配置正確的收件人位元址後，可進行E-mail自測試功能。重要的參數說明如下表。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6   DDNS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DDNS]，進入DDNS設置介面。
	(2) 開啟DDNS服務。
	(3) 選擇DDNS類型，有“DynDNS”，“NO-IP”，“DDNS”三種類型。
	(4) 輸入伺服器位址，功能變數名稱，用戶名，密碼，並確認密碼。
	(5)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7   DNS伺服器設置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DNS]，進入DNS設置介面。
	(2) 設置DNS伺服器地址。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8   雲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雲]，進入雲設置介面。
	(2) 開啟雲服務。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9   SNMP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SNMP]，進入SNMP設置介面。
	(2) 啟用並配置SNMPv3相關服務。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10   802.1x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802.1x]，進入802.1x設置介面。
	(2) 啟用並配置802.1x協議。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11   QoS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 QoS]，進入QoS設置介面。
	(2) 設置業務優先順序。當前QoS主要保障音訊視頻，告警上報，配置管理，FTP傳輸4項業務的運行。每項業務可設置整數0~63，數值越大優先順序越高，如當音訊視頻設置為60，告警上報與配置管理設置為0，FTP傳輸設置為4，表示當發生網路擁塞時，優先保障音訊視頻的運行流暢性。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2.12   圖像調節
	1.  場景設置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場景設置]，進入場景設置介面。
	(2) 選擇某一場景，根據需要配置該場景相應的參數，重要參數說明如下表。
	(3) 選擇某一場景名，按一下可以設置為默認場景。
	(4) 啟用自動切換後，若非默認場景滿足切換條件，則設備可以自動切換到該場景，否則將處於默認場景；未啟用自動切換時，設備將處於當前選擇的場景。

	2.  圖像增強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圖像增強]，進入圖像增強設置介面。
	(2) 通過拖動數值條來改變參數，也可以直接輸入參數數值精確更改，重要的圖像增強參數說明如下表。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3.  曝光參數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曝光參數]，進入曝光參數設置介面。
	(2) 根據需要設置相應的參數，重要的曝光參數說明如下表。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4.  智能補光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智能補光]，進入智慧補光設置介面。
	(2) 啟用智慧補光，並根據需要設置相應的參數，重要的智慧補光參數說明如下表。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5.  對焦參數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對焦參數]，進入對焦參數設置介面。
	(2) 根據需要選擇對焦模式。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6.  白平衡參數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白平衡參數]，進入白平衡參數設置介面。
	(2) 根據需要選擇白平衡模式，重要的白平衡參數說明如下表。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7.  高級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高級]，進入高級設置介面。
	(2) 啟用透霧功能。選擇開啟，等級1-9透霧效果越好，圖像更加通透；選擇自動，當外界霧較濃時，等級1-9透霧效果越好，圖像越通透。當外界沒有霧或者霧小時，等級1-9差距不大。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8.  鏡頭，光圈介面模式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高級]，進入高級設置介面。
	(2) 根據需要設置鏡頭及光圈參數，重要參數說明如下表。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9.  畸變矯正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高級]，進入高級設置介面。
	(2) 啟用畸變矯正功能，並根據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畸變矯正等級。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10.  防抖
	(1) 選擇[配置>圖像>圖像調節]，按一下[高級]，進入高級設置介面。
	(2) 根據實際情況，選擇防抖模式。
	(3) 若需要恢復預設參數，按一下介面上方的<恢復默認參數>即可。


	3.2.13   OSD
	(1) 選擇[配置>圖像>OSD]，進入OSD設置介面。
	(2) 選擇需要顯示的內容和顯示的位置。
	(3) 設置完成，系統提示設置參數成功即完成配置。

	3.2.14   隱私遮蓋
	(1) 選擇[配置>圖像>隱私遮蓋]，進入隱私遮蓋介面。
	(2) 在隱私遮蓋區域，按一下<添加>按鈕，設置可見倍率閾值和指令引數，新增遮蓋；選擇某遮蓋，按一下<刪除>按鈕，刪除某遮蓋。
	(3) 設置遮蓋投影模式。可選擇為規則遮蓋和不規則遮蓋，當選擇為不規則遮蓋，攝像機雲台發生轉動時，根據實際畫面中被遮蓋物體的形狀變化，隱私遮蓋發生相應的形變。


	3.3   音視頻
	3.3.1   視頻
	(1) 選擇[配置>音視頻>視頻]，進入視頻介面。
	(2) 根據需要修改相應的參數，重要的碼流參數說明如下表。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3.2   音訊
	(1) 選擇[配置>音視頻>音訊]，進入音訊介面。
	(2) 根據需要修改對應的參數，重要的參數說明如下表。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3.3   抓圖
	(1) 選擇[配置>音視頻>抓圖]，進入抓圖設置介面。
	(2) 開啟抓圖功能，根據實際需求設置解析度，圖片最大(KB)，計畫抓圖，設置圖片保存路徑詳見3.1 本地參數。部分重要參數說明如下。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3.4   區域增強
	(1) 選擇[配置>音視頻>區域增強]，進入區域增強設置介面。
	(2) 根據需要，按一下  ，在想要增強的範圍上，按一下滑鼠左鍵拖拽矩形框覆蓋即可，按一下刪除選定的區域。

	3.3.5   媒體流管理
	1.  媒體流管理
	(1) 選擇[配置>音視頻>媒體流管理]，進入媒體流管理介面。
	(2) 按一下，設置輸出流、接收音視頻流的解碼端的單播或組播組IP位址和埠號等參數。 若您需要在設備重啟或下次開機後，能夠自動建立已配置的媒體流，請在添加該媒體流時選擇“重啟保留”。
	(3) 按一下，可刪除某個媒體流。
	(4) 按一下<確定>完成操作。

	2.  RTSP組播地址管理
	(1) 選擇[配置>音視頻>媒體流管理]，進入RTSP組播位址管理介面。
	(2) 設置組播位址和埠號（組播位址範圍為224.0.1.0~239.255.255.255，埠號範圍為0~65535）。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4   智能監控
	3.4.1   智慧功能配置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 智慧功能配置]，進入智慧功能配置介面。
	(2) 根據實際需求勾選智慧功能，按一下進入對應設置介面。
	1.越界檢測
	(3)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越界檢測]，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4) 勾選啟用越界檢測。
	(5)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6)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界線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7) 設置檢測的觸發方向和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越界檢測報警。
	(8) 按下表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重要的報警聯動方式及佈防計畫說明如下。
	(9)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區域入侵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區域入侵]，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區域入侵偵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4)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5) 設置檢測的時間閾值、靈敏度和占比，以便判斷是否上報區域入侵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進入區域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進入區域]，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進入區域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4)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5) 設置檢測的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進入區域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4.  離開區域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離開區域]，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離開區域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4)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5) 設置檢測的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離開區域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徘徊檢測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徘徊檢測]，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徘徊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5) 設置檢測的時間閾值、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徘徊檢測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6.  快速移動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快速移動]，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物品搬移勾選啟用快速移動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4)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5) 設置檢測的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快速移動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7.  人員聚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人員聚集]，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人員聚集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4)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六邊形框 ，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5) 設置檢測的靈敏度和占比，以便判斷是否上報人員聚集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8.  停車檢測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停車檢測]，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停車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5) 設置檢測的時間閾值、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停車檢測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8)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物品搬移]，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9) 勾選啟用物品搬移檢測。
	(10)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12) 設置檢測的時間閾值、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物品搬移檢測報警。
	(13)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1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9.  物品遺留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物品遺留]，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物品遺留檢測。
	(3) 在“檢測規則”，按一下，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5) 設置檢測的時間閾值、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物品遺留檢測報警。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0.  虛焦檢測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虛焦檢測]頁簽，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虛焦檢測。
	(3) 設置靈敏度和報警聯動方式（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1.  場景變更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場景變更]頁簽，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場景變更。
	(3) 設置靈敏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2.  人臉檢測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人臉檢測]，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選擇檢測區域，可選擇全屏或指定區域。
	(3) 設置目標檢測靈敏度，數值從1-100，數值越高越靈敏。
	(4) 抓拍模式選擇智慧識別或報警輸入，二者可複選。智慧識別由攝像機自動完成，報警輸入需要先由外界觸發報警開關量，從而觸發攝像機的抓拍模式，比如在有門禁的場合，目標通過門禁時將觸發攝像機的報警開關量，從而進一步觸發攝像機的人臉抓拍模式。
	(5) 設置相同人臉小圖上限即單次檢測到同一人臉的人臉小圖抓拍張數上限,預設值為10。
	(6) 開啟人臉統計功能，人臉統計數量會以人數統計的OSD形式顯示在實況介面上。該功能需要先在OSD中設置顯示人數統計資訊，詳情參見3.3.2 OSD。
	(7) 設置最小瞳距，可按一下右側繪製按鈕，拉框控制瞳距大小。
	(8)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9)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0) 開啟智慧分析功能。

	13.  客流量統計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客流量統計]頁簽，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客流量，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檢測模式，上報間隔時間並設置靈敏度。
	(3) 按一下<繪製檢測區域>，可在左側實況介面中繪製檢測區域，如方形。
	(4) 按一下<繪製進入方向>，可在左側實況介面中繪製進入方向。進入方向一般為垂直或斜方向。
	(5) 根據實際需求設置目標尺寸過濾值，目標尺寸過濾的最大和最小值可手動進行繪製，勾選最大，可通過拉框來控制目標尺寸過濾的最大值。勾選最小，可通過拉框來控制目標尺寸過濾的最小值。目標尺寸介於最大和最小值之間會被計入客流量，目標尺寸過濾值在設置時，寬或高需要符合最大值大於最小值，如果目標尺寸寬或高的最大值≤最小值時介面會提示資訊：目標尺寸過濾的寬或高需要符合：“最大”>“最小”。
	(6)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7) 按一下<人數統計清零>可清除統計資料，或者勾選定時清零，設置定時清零時間點，設備將在設定時間點進行統計資料清零。
	(8)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4.  自動跟蹤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自動跟蹤]頁簽，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勾選啟用自動跟蹤。
	(3) 設置跟蹤超時時間和跟蹤倍率。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5.  鏈式計算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鏈式計算]，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按一下“開啟”。
	(3) 設置上報間隔時間，有效範圍為[1~60]。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16.  熱度圖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智慧功能配置]，選擇[熱度圖]，按一下進入設置介面。
	(2) 按一下啟用熱度圖。
	(3) 設置背景更新速度，參數值越大，背景更新越快。
	(4) 設置靈敏度，靈敏度越大，越小的目標會被檢出。
	(5) 設置不同的最小目標尺寸，該參數越大，小目標被過濾的越多。
	(6) 設置更新間隔，每隔該時刻間隔，統計前景結果並上報。
	(7) 設置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1 越界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8)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4.2   道路監控
	1.  智慧業務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道路監控]，選擇[智慧業務]頁簽。
	(2) 根據實際情況設置車道數量，並選擇需要檢測的車輛類型。
	(3) 按一下<繪製檢測規則>。根據實際需求繪製絆線，車道線，車牌框，按一下可放大車牌框所在區域，按一下<重置所有>可重新劃線，按一下<傾斜線>可繪製傾斜線。完成繪製後按一下<確定>。
	(4) 選擇需要監控的車輛行駛方向，默認方向為由上往下，您也可分時段配置需要監控的行駛方向。
	(5) 勾選定時清零可在指定時間清除資料，或者按一下<人數統計清零>立即清楚資料。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圖片處理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道路監控]，選擇[圖片處理]頁簽。
	(2) 勾選生成過車記錄，車牌彩色小圖。
	(3) 編輯路口資訊，資訊將顯示在OSD上。
	(4) 編輯行車方向資訊。
	(5)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車輛參數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道路監控]，選擇[車輛參數]頁簽。
	(2) 選擇應用場景。
	(3) 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車牌參數，以便於更有針對性的監控。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4.  工程參數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道路監控]，選擇[工程參數]頁簽。
	(2) 設置攝像機工程安裝參數。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照片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道路監控]，選擇[照片]頁簽。
	(2) 設置通行記錄單張圖的命名格式。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6.  FTP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道路監控]，選擇[FTP]頁簽。
	(2) 配置FTP伺服器參數，過車照片保存路徑和檔案名。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4.3   高級參數
	1.  照片參數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高級參數]，進入照片參數設置介面。
	(2) 設置人臉小圖清晰度。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檢測參數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高級參數]，進入檢測參數設置介面。
	(2) 選擇檢測模式。開啟過濾模式後，避免因目標在場景內往復運動，而出現不斷上報報警的現象。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4.4   超感設置
	1.  Wifi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超感設置]，進入超感設置介面。
	(2) 設備需支援Wi-Fi功能，並在網口設置中開啟Wi-Fi Sniffer。聯動配置可勾選資料上報中心，資料上報中心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1區域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GPS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超感設置]，進入超感設置介面。
	(2) 設備需支援GPS功能，GPS定位將設備所在經緯度資訊顯示在OSD上。聯動配置可勾選資料上報中心，資料上報中心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1區域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電子羅盤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超感設置]，進入超感設置介面。
	(2) 設備需支援電子羅盤功能。設備會先根據地磁場確定正北方向，然後再確定自身的監控方向，並將方位資訊顯示在OSD上。聯動配置可勾選資料上報中心，資料上報中心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1區域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4.  Zigbee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超感設置]，進入超感設置介面。
	(3) 勾選資料上報中心，資料上報中心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1區域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4) PM2.5和溫濕度感測器可設置報警閾值，當感測器檢測到資料超過閾值時, IPC會產生告警上報平臺。比如，高溫閾值設置為40℃，當溫濕度感測器檢測到環境溫度高於40℃時，每隔1s上報感測器資料到TMS伺服器
	(5)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RFID
	(1) 選擇[配置>智能監控>超感設置]，進入超感設置介面。
	(2) 設備需支援RFID功能，特定目標需配備RFID卡，當目標進入感應區後，設備會將相關資料顯示在OSD上。聯動配置可勾選資料上報中心，資料上報中心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1區域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RFID可設置檢測超時時間，比如超時時間設置為5s，該時間表示 RFID標籤5s內沒有被檢測到就認為標籤已離開。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5   報警佈防
	3.5.1   運動檢測報警
	1.  區域檢測
	(1) 選擇[配置>報警佈防>普通報警>運動檢測]，進入運動檢測設置介面。檢測模式中選擇“區域”。
	(2) 在“檢測區域”，按一下，新增檢測區域；按一下，刪除相應的檢測區域。
	(3) 通過滑鼠左鍵拖動該區域的矩形框，設置其有效區域位置和範圍。
	(4) 設置檢測的靈敏度、物體大小以便判斷是否上報運動檢測報警。
	(5) 設置報警參數。
	(6) 按下表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
	(7)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宏塊檢測
	(1) 選擇[配置>報警佈防>普通報警>運動檢測]，進入運動檢測設置介面。檢測模式中選擇“巨集塊”。
	(2) 在宏塊內可任意選擇要檢測的位置，可以是不規則的。
	(3) 設置檢測的靈敏度，以便判斷是否上報運動檢測報警（配套NVR可看出報警）。
	(4) 設置報警參數。
	(5)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1區域檢測”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5.2   遮擋檢測報警
	(1) 選擇[配置>報警佈防>普通報警]，進入遮擋檢測設置介面。
	(2) 開啟遮擋檢測。
	(3)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運動檢測報警”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5.3   聲音檢測報警
	(1) 選擇[配置>報警佈防>普通報警]，進入聲音檢測設置介面。
	(2) 啟用聲音檢測，選擇檢測類型，按需配置差值/閾值，當不需要聲音檢測時取消啟用即可。
	(3)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運動檢測報警”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5.4   報警輸入
	(1) 選擇[配置>報警佈防>普通報警]，進入報警輸入設置介面。
	(2) 報警選擇和設定名稱。
	(3) 根據外接協力廠商報警輸入裝置是“常開”或“常閉”型，設置報警輸入為常開或常閉。例如，對於常開型的報警輸入裝置，開關量輸入必須設置成“常開”，這樣設備才能正常接收外接協力廠商設備的報警資訊。
	(4)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運動檢測報警”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5)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5.5   報警輸出
	(1) 選擇[配置>報警佈防>普通報警]，進入報警輸出設置介面。
	(2) 報警選擇和設置報警名稱。
	(3) 設置狀態為常開（設備出廠預設為常開）和延續時間。
	(4) 設置中繼模式以便於更好的適應協力廠商報警設備，如報警燈等。請根據實際協力廠商報警設備的觸發形式進行選擇。
	(5) 設置報警聯動方式和佈防計畫（詳細內容請參見“3.6.1  運動檢測報警”中報警聯動方式說明）。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6   存儲
	3.6.1   Micro SD卡安裝
	3.6.2   前端存儲
	1.  手動存儲
	(1) 選擇[配置>存儲>存儲設置]，進入存儲設置介面。
	(2) 啟用手動存儲，設置參數，重要參數說明如下。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計畫存儲
	(1) 選擇[配置>存儲>存儲設置]，進入存儲設置介面。
	(2) 啟用計畫存儲，設置存儲計畫，即需要設備錄影的時間。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6.3   前端緩存補錄
	1.  關閉前端存儲
	(1) 選擇[配置>存儲>存儲設置]，進入存儲設置介面。
	(2) 存儲策略選擇關閉。警後錄影時間將根據設備能力集顯示，具備該能力集的設備將顯示警後錄影時間，警後錄影時間顯示後可配。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設置備份伺服器
	(1) 選擇[配置>系統>伺服器]，進入管理伺服器設置介面。
	(2) 啟用錄影備份，並填寫實際組網中的備份伺服器地址。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設置斷網緩存
	(1) 選擇[配置>系統>伺服器]，進入管理伺服器設置介面。
	(2) 啟用斷網緩存，並填寫實際組網中的收流地址。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7   系統
	3.7.1   安全
	1.  用戶
	2.  視頻加密
	(1)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視頻加密]，進入視頻加密設置介面。
	(2) 開啟視頻加密功能。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安全資訊傳輸
	(1) 選擇[配置>網路配置>埠設置]，進入埠設置介面。
	(2) 自訂“HTTPS埠”埠值。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4)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網路安全]，選擇[HTTPS]頁簽。
	(5) 勾選啟用HTTPS。同時支持導入自訂SSL證書，避免安全問題。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4.  RTSP認證與HTTP認證
	(1)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網路安全]，選擇[認證方式]頁簽。
	(2) 選擇“認證方式”（Basic模式/Digest模式/無）。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5.  不提供製造商資訊
	6.  靜態ARP綁定
	(1)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網路安全]，選擇[ARP防攻擊]頁簽。
	(2) 勾選啟用“ARP防攻擊”，自訂“閘道”及“閘道物理位元址”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7.  IP地址過濾
	(1)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網路安全]，選擇[IP地址過濾]頁簽。
	(2) 開啟“IP位址過濾”，選擇“IP位元址過濾方式”，添加IP地址。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8.  訪問策略
	(1)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網路安全]，選擇[訪問策略]頁簽。
	(2) 開啟“友好密碼”，開啟Mac地址校驗。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9.  視頻浮水印
	(1) 選擇[配置>安全配置>視頻浮水印]，進入視頻浮水印設置介面。
	(2) 開啟“視頻浮水印”，自訂“浮水印內容”。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7.2   時間
	1.  手動調整或同步電腦系統時間
	(1) 選擇[配置>系統>時間]，選擇[時間]頁簽，進入時間設置介面。
	(2) 選擇時間同步方式。
	(3) 設置正確的時區和系統時間，或按一下<同步計算機時間>來自動同步電腦的時區及時間。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同步NTP伺服器時間
	(1) 選擇[配置>系統>時間]，選擇[時間]頁簽，進入時間設置介面。
	(2) 時間同步方式選擇“同步NTP伺服器時間”，設置NTP伺服器位址，埠號與更新間隔。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設備會定時與NTP伺服器同步時間。

	3.  調整夏令時
	(1) 選擇[配置>系統>時間]，選擇[夏令時]頁簽，進入夏令時設置介面。
	(2) 開啟夏令時，設置開始、結束和偏移時間。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7.3   管理伺服器
	1.  通過IMOS協議接入
	(1) 選擇[配置>常用>伺服器]，選擇[管理伺服器]頁簽，進入伺服器設置介面。
	(2) 設置設備ID（請確保設備ID全網唯一），選擇管理協議為“IMOS”。
	(3) 輸入實際組網中的中心伺服器IP位址及埠號。
	(4) 開啟錄影備份，可設置BM伺服器地址。
	(5) 開啟ONVIF斷網緩存，可設置ONVIF收流地址。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通過GB/T28181協議接入
	(1) 選擇[配置>系統>伺服器]，選擇[管理伺服器]頁簽，進入伺服器設置介面。
	(2) 設置設備ID（請確保設備ID全網唯一），選擇管理協議為“GB/T28181”。
	(3) 設置伺服器參數，重要參數說明如下。
	(4) 開啟錄影備份，可設置BM伺服器地址。
	(5) 開啟斷網緩存，可設置收流位址。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通過其它協議接入
	(1) 選擇[配置>系統>伺服器]，選擇[管理伺服器]頁簽，進入伺服器設置介面。
	(2) 設置設備ID（請確保設備ID全網唯一），選擇管理協議為“其它”。
	(3) 設置伺服器參數，重要參數說明如下。
	(4) 開啟錄影備份，可設置BM伺服器地址。
	(5) 開啟斷網緩存，可設置收流位址。
	(6)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7.4   智能伺服器
	(1) 選擇[配置>常用>伺服器]，選擇[智能伺服器]頁簽，進入伺服器設置介面。平臺通信類型為GA/T1400協定根據設備能力集顯示，如下所示。
	(2) 設置伺服器位址及其他相關資訊。GA/T1400協定支援不同廠商的設備和平臺之間能實現資料互通。
	(3) 當平臺通信類型選擇為GA/T1400時，需輸入接入平臺用戶名和接入密碼。
	(4)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7.5   3011伺服器
	(1) 選擇[配置>常用>伺服器]，選擇[3011伺服器]頁簽，進入3011伺服器設置介面。3011伺服器設置介面分為4個部分：3011伺服器資訊，上報時間間隔(秒)，設備基礎資訊，廠商基礎資訊。
	(2) 完成3011伺服器配置後，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7.6   串口
	1.  雲台控制
	(1) 選擇[配置>系統>埠與外接設備]，選擇[串口設置]頁簽，進入串口設置介面。
	(2) 串口模式選擇“本地雲台控制”，重要參數說明如下表。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2.  雙向透明通道
	(1) 選擇[配置>系統>埠與外接設備]，選擇[串口設置]頁簽，進入串口設置介面。
	(2) 串口模式選擇“雙向透明通道”。
	(3) 勾選“啟用透明通道”。
	(4) 輸入目的地址及埠，即透明通道連接的協力廠商設備的IP位址和埠號。
	(5)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  OSD疊加
	(1) 選擇[配置>系統>埠與外接設備]，選擇[串口設置]頁簽，進入串口設置介面。
	(2) 串口模式選擇“OSD疊加”，選擇啟用“串口OSD上報”（啟用後，會將OSD資料上傳至平臺）。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4.  ONVIF透明通道
	(1) 選擇[配置>系統>埠與外接設備]，選擇[串口設置]頁簽，進入串口設置介面。
	(2) 串口模式選擇“ONVIF透明通道”。
	(3) 按一下<保存>完成操作。


	3.7.7   雨刷控制
	(1) 選擇[配置>系統>埠與外接設備]，選擇[外設參數]頁簽，進入雨刷參數設置介面。
	(2) 設置雨刷控制模式。重要參數說明如下。

	3.7.8   設備狀態
	(1) 選擇[配置>常用>基本資訊]，進入基本資訊設置介面。
	(2) 按一下<刷新>，更新設備為最新狀態。
	(3) 查看目前設備的狀態資訊。

	3.7.9   照片存儲狀態
	(1) 功能表列選擇[照片]。
	(2) 按一下<刷新>，將存儲內容更新為最新狀態。
	(3) 正序排列/反序排列切換按鈕，可控制圖片路徑按時間正序/反序排列
	(4) 在“照片清單”區域，可以匯出照片或刪除照片。

	3.7.10   升級
	1.  本地升級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在“軟體升級”區域裡的本地升級，按一下<流覽>，選擇正確的升級檔。部分設備支援升級boot程式,勾選升級boot程式，設備會將boot程式一併更新。
	(3) 按一下<升級>，點擊後開始軟體升級，升級完成後，設備自動重啟，並跳轉至登陸介面。

	2.  雲升級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按一下<檢測>可對雲升級進行版本檢測,，若雲伺服器有最新版本，則可執行升級。


	3.7.11   導入/匯出系統設定檔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在“系統組態”區域，若要導入備份的系統組態資訊，在“導入配置”欄按一下<流覽>，選擇要導入的配置資料，按一下<導入>開始導入資料。
	(3) 若要匯出當前系統的配置資訊，在“匯出配置”欄按一下<流覽>，選擇本地的保存路徑，再按一下<匯出>。
	(4) 若要恢復系統的預設配置，按一下<恢復默認>，確認後設備將重啟並恢復預設配置，但會保留網路配置和使用者配置。若勾選<不保留網路配置和使用者配置，完全恢復到出廠設置>，設備將恢復到出廠配置

	3.7.12   診斷資訊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在“診斷資訊”區域，按一下<流覽>選擇要保存的本地路徑後，按一下<匯出>即可。

	3.7.13   安裝資訊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在“安裝資訊”區域，設置紅外球機安裝時距離地面的實際高度。
	(3) 按一下<確定>完成操作。

	3.7.14   對焦參數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在“對焦參數”區域，設置最小對焦距離和變倍限制。
	(3) 按一下<確定>完成操作。

	3.7.15   系統重啟
	(1) 選擇[配置>系統>維護]，進入維護設置介面。
	(2) 在“系統重啟”區域，按一下<重啟>，確認後設備將重啟。也可以設定自動重啟時間點進行自動重啟。

	3.7.16   系統設置
	(1) 選擇[配置>系統>系統設置]，進入系統設置介面。
	(2) 選擇系統模式，系統模式切換後設備自動重啟。

	3.7.17   天網卡口Web介面
	(1) 如果設備安裝了Micro SD卡，抓拍的圖片將保存在Micro SD卡中，若設備未安裝Micro SD卡，抓拍圖片將保存在本地PC中。按一下<打開圖片目錄>可查看抓拍照片。設備識別的車牌小圖將顯示在左側介面。
	(2) 按一下<清空記錄>，將清空Web介面的抓拍記錄。

	3.7.18   魚眼參數
	(1) 選擇[實況>安裝模式]，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安裝模式。
	(2) 設置參數，重要參數說明如下。



	4  實況與客戶服務
	4.1   查看局部畫面
	4.1.1   數位元放大查看局部畫面
	(1) 在實況播放介面中，選擇實況工具列中的。
	(2) 在實況畫面中按住滑鼠左鍵，從上往下畫框（繪製矩形區域）拖出想要放大的區域放大查看，單機滑鼠右鍵恢復原始圖像，您可以進行其它部位的放大操作。
	(3) 按一下關閉數位放大功能。

	4.1.2   區域聚焦局部畫面
	(1) 在實況播放介面中，選擇實況工具列中的。
	(2) 在實況畫面中按住滑鼠左鍵，從上往下畫框（繪製矩形區域）拖出想要聚焦的區域。
	(3) 按一下關閉區域聚焦功能。

	4.1.3   3D定位查看局部畫面
	(1) 在實況播放介面中，選擇實況工具列中的。
	(2) 在實況畫面中按住滑鼠左鍵，從上往下畫框（繪製矩形區域）實現定位功能，從下往上畫框則實現縮小功能，依據需要繪製相應的區域查看。
	(3) 按一下關閉3D定位功能。

	4.1.4   人臉抓拍
	(1) 在實況播放介面中，選擇實況工具列中的。
	(2) 當點擊後，攝像機實況介面右側將顯示抓拍清單並啟動抓拍流，PC上開始接收抓拍的照片。抓拍的照片顯示在右側，以兩列呈現，最新的照片顯示在最上面，上限200張。當上報201張，則自動刪除第一張。抓拍介面如下圖所示。
	(3) 按一下停止抓拍。
	(5) 按一下<清空記錄>可將抓拍列表清空。


	4.2   魚眼實況
	4.3   客戶服務
	(1) 按一下實況介面右上角[客戶服務]，將會顯示客戶服務介面。
	(2) 您可通過撥打服務熱線，或者通過QQ，微信公眾號以及技術服務投訴電話獲得説明。


	5  前端錄影重播和下載
	5.1   錄影重播
	(1) 在主頁中選擇[重播]頁簽，進入重播介面。
	(2) 在日曆中選擇需要查詢的日期。
	(3) 按一下<查詢>，進行查詢。
	(4) 選擇查詢結果中需要查看的時間段，按兩下進行播放。

	5.2   錄影下載
	(1) 在主頁中選擇[重播]頁簽，進入重播介面，按一下<錄影下載>，進入錄影下載介面。
	(2) 查詢指定時間段的錄影，查詢結果在清單顯示。
	(3) 按一下<流覽>，選擇錄影下載路徑，選取待下載的錄影，按一下<下載>，存儲卡上的錄影將被下載到本地。


	6  雲台控制
	6.1   雲台控制工具列
	6.2   預置巡航
	6.2.1   預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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